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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有 36 倍或 28 倍日/夜两用型摄像机可供选择，带 550 电

视线，具有 12 倍数字变焦、宽动态范围(WDR)、高级隐

私遮挡、图像稳定功能，并具有钠汽灯白平衡模式，能够

恢复物体原来的色彩

u 通过 MIC IP 红外电源（单独销售）供电时，可实现视频

和 IP 控制

u 双集成红外灯，采用三维散射技术，可提供均匀的照明，

并实现对最远 100 米（328 英尺）处的物体进行分类。

u 采用坚固的设计，符合业界领先的 IP68 标准

u 全系列的安装附件；各种安装选项，包括现场倾斜

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凝聚了尖端的技术和新型生产工

艺，经济实惠且拥有业界出色的性能。MIC 550 系列把高质

量的监控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它几乎是所有安防应用场合的上上之选，可以安装在任何严

格的环境中。凭借符合 IP68 标准的铝质外壳，MIC 550 系

列红外摄像机在苛刻的条件下也能发挥出理想的性能。其坚

固且具有防暴功能的外壳能够有效抵御各种环境因素的侵蚀

和物理撞击。集成的长寿命硅胶刮水器和可逆式挡雨罩能确

保在任何安装环境下提供高品质的图像。

无刷马达技术提供绝对可靠的刮水器操作，而完全 360º 连

续水平转动和 186º 垂直转动控制功能可提供优异的查看能

力。小至 0.2º/秒、大到 120º/秒的小增幅旋转速度，可让

用户进行精确的控制。当与视频分析系统配合使用时，这种

速度控制非常重要，特别适用于在完全放大的情况下跟踪物

体。

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采用博世标准控制器接口，支持熟

悉的 AutoDome 屏显菜单。有了该增强功能，即能在已经

采用博世 AutoDome 的摄像机和系统中轻松集成和使用该

摄像机。

通过 MIC IP 红外电源供电时，MIC 红外摄像机变身为一台

启用 IP 的设备，具有智能视频分析(IVA)等额外功能，并且

能够在连接网络的 RAID iSCSI 存储设备上或在本地在用户

提供的 SD 或 SDHC 卡（最大 32 GB）上录制视频。可选

的“混合”操作通过模拟（Bilinx 同轴电缆通信）和 IP 连接同

时提供 MIC 摄像机的视频和控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boschsecurity.com 联网产品目录中的 MIC 系列 IP 电源数

据表。

系统概述

双集成红外灯
两个 850 纳米的长寿命 LED 红外(IR)灯直接附在摄像机前

端，可提供照明，使摄像机拥有夜视能力，能够在全黑环境

下对最远 100 米（328 英尺）处的人进行清晰分类。无论在

何种照明条件下，都能确保提供高品质的图像。可检测到最

远 150 米（492 英尺）处的运动物体。

采用坚固的设计，符合业界领先的 IP68 标准
MIC 系列摄像机已通过严格的防尘和浸渍测试(IP68)，并获

得认证，即使在苛刻的环境中也适合安装。可靠的“O”形环

密封装置可全面保护内部组件，使其免受外部环境损害，这

意味着您无需对摄像机进行密封。为了保证密封，每个 MIC
摄像机在装运出厂前都要进行 100%泄漏测试。此外，这款

摄像机采用铝制结构，并通过两种不同的工艺来防腐蚀：首

先是 Alodine 5200 涂层，这是一种应用于航空和国防工业

（要求使用可提升防腐蚀效果的保护性涂层）的无铬酸盐转

化铝涂层。其次，它们使用耐久的粉末涂层。

多种安装选件，包括现场倾斜
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配有扭锁现场倾斜功能。这使摄像

机可以进行竖直、倒置或倾斜安装(45º)，因而能够获得理

想的视场。不管安装位置如何，摄像机均能无故障操作。



集成刮水器
凭借集成的长寿命硅胶刮水器，无论天气冷热，MIC 550 系

列红外摄像机一年四季均能捕获高品质的图像。

多协议操作
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兼容多种协议，包括博世

“Biphase (OSRD)”和“Bilinx”、Pelco“P”和“D”以及

Forward Vision 协议，能够与现有安防系统无缝集成。

应用场合：
• 一般 CCTV
• 市中心

• ANPR 系统

• 易受破坏区域

• 极端环境

• 快速部署

• 高安全性

• 名胜景点

• 广播

• 建筑

功能

高性能日/夜两用型 PTZ 摄像机
图像控制和品质是任何 PTZ 摄像机不可或缺的部分，而

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可以提供极佳的性能表现。该摄像

机可以选用 28 倍或业界领先的 36 倍光学变焦镜头，此外还

提供完全 12 倍数字变焦。两种摄像机选配方案都提供高达

550 电视线的水平清晰度，可以获得出色的清晰度和图像细

节。摄像机还融合了宽动态技术，可将动态范围扩大 128
倍。该技术也称 WDR（宽动态范围），能在反差极大的环

境中生成清晰的图像。AutoScaling（比例变焦）和

AutoPivot（自动翻转摄像机）功能可以确保专业的摄像机

控制。

日/夜两用功能和出色的灵敏度使 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

在任何照明条件下均能发挥出色的性能。在低照度条件下，

这些摄像机可以自动移开红外滤镜以从彩色切换至黑白模

式，从而增强对红外光照的灵敏度，同时保持卓越的图像品

质。在较暗的环境中操作时，灵敏度提升控制功能可自动将

快门速度减缓至一秒钟。这样可以将灵敏度增加 50 多倍。

除了低照度应用之外，摄像机在钠汽灯（例如街灯或隧道

灯）照明下拍摄时也能够发挥出色的性能。这些条件下的图

像可能会有淡黄的色调，增加了辨认的难度。MIC 550 系列

红外摄像机在扩展 ATW 白平衡模式下可自动补偿钠汽灯发

出的光，从而将物体还原至原有色彩。

凭借每秒 120°/66°的超高水平转动/垂直转动速度，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球型摄像机。摄像

机支持 99 个预置位和两种巡视路线：预设和录制/回放。预

设巡视路线可以设置多达 99 个预置位并配置各个预置位之

间的停留时间；同时还可定制每个预设巡视路线的访问顺序

和频率。另外，摄像机还可支持 2 个录制巡视路线，其组合

移动持续时间长达 15 分钟。这些是针对操作员的移动而录

制的宏，包括水平转动、垂直转动和变焦活动，可以连续回

放。

出色的隐私遮挡
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允许设定多达 24 个单独的隐私遮

挡区域，在同一场景中最多可以显示 8 个遮挡区域。与传统

的隐私遮挡不同，这些遮挡区域都可以设置 3 个、4 个甚至

5 个边角，因此可以轻松覆盖较复杂的形状。每个遮挡区域

都可快速平滑地改变大小和形状，确保不会看到所遮挡的目

标。此外，还可以选择色彩：黑色、白色和模糊处理。模糊

处理非常适合对隐私性要求较高但仍然需要确定目标移动的

场合。

图像稳定
随着 PTZ 摄像机的光学变焦能力不断提高，图像稳定技术在

消除由不稳定的摄像机安装造成的移动方面变得日益重要。

当摄像机的变焦倍数达到高值时，摄像机架仅仅移动 1/4 英

寸就会导致视场移位超过 6 米（20 英尺）。这会导致图像

无法使用。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附带的图像稳定算法可

以减少摄像机在垂直和水平轴上的晃动，进而产生极佳的图

像清晰度（当频率高达 10 Hz 时，像素移位最多为+/-
10%）。与竞争系统不同，博世独特的图像稳定解决方案不

会降低摄像机的灵敏度。

易于安装和维修
博世创新的成像设备配置工具(CTFID)软件允许技术人员或

操作员从远程位置控制 PTZ 摄像机、更改摄像机设置甚至更

新固件，而无需进行额外的布线。

MIC 550 系列红外摄像机内置先进的诊断程序，简化了维修

过程并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停机时间。技术人员可以使用屏显

菜单(OSD)轻松快捷地检查关键参数（例如内部温度），确

保球型摄像机在合格的操作范围内正常工作。

认证标准

电磁兼容性 (EMC) 符合 FCC 第 15 部分、ICES-003 和 CE 规
章，包括 EN50130-4、
EN61000-3-2:2006、EN61000-3-3:1995
和 EN55022:2006 inc AL:2007

安全 符合 CE 规则、UL、EN 和 IEC 标准

60950-1 & 22

防水防尘等级 IP68（可浸入水下 1 米达 24 小时）

区域 合规/质量标记

欧洲 C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MIC550/
MIC550IR

美国 UL MIC550/MIC550IR

安装/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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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附部件

技术指标

36 倍日/夜两用型摄像机

成像器 1/4 英寸类型的 Exview HAD CCD
（逐行扫描）

清晰度/
有效像素

PAL：约 440,000；
752（水平）x 582（垂直）

NTSC：约 380,000；
768（水平）x 494（垂直）

镜头 36 倍变焦（3.4 毫米至 122.4 毫

米）

F1.6 至 F4.5

变焦移动速度 2.1 至 6.2 秒，视型号而定

对焦 自动，可以手动控制

光圈 自动，可以手动控制

视场(FOV) 1.7°至 57.8°

  

增益控制 自动/手动/最大

（–3 dB 至 28 dB，每步 2 dB）

孔径失真校正 水平和垂直

数字变焦 12 倍

  

灵敏度（典型）1 30 IRE 50 IRE

 白昼模式  

 灵敏度提升关闭 0.66 lux 1.4 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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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敏度提升开启

（NTSC：1/4 秒，15 倍；PAL：
1/3 秒，16.7 倍）

0.04 lux 0.1 lux

 夜晚模式  

    

 灵敏度提升关闭 0.104 lux 0.209 lux

 灵敏度提升开启

（NTSC：1/4 秒，15 倍；PAL：
1/3 秒，16.7 倍）

0.0052
lux

0.0103 lux

电子快门速度 至 1/10,000 秒，22 步

信噪比(SNR) >50 dB

白平衡  
1 如无另外说明，测试条件为：F1.6；快门 = NTSC 1/60 秒，PAL 1/50 秒；最大 AGC

28 倍日/夜两用型摄像机

成像器 1/4 英寸类型的 Exview HAD CCD
（逐行扫描）

清晰度/
有效像素

PAL：约 440,000；
752（水平）x 582（垂直）

NTSC：约 380,000；
768（水平）x 494（垂直）

镜头 28 倍变焦（3.5 至 98.0 毫米）

F1.35 至 F3.7

变焦移动速度 1.7 至 4.9 秒，视型号而定

对焦 自动，可以手动控制

光圈 自动，可以手动控制

视场(FOV) 2.1°至 55.8°

  

增益控制 自动/手动/最大

（–3 dB 至 28 dB，每步 2 dB）

孔径失真校正 水平和垂直

数字变焦 12 倍

  

灵敏度（典型）2 30 IRE 50 IRE

 白昼模式  

 灵敏度提升关闭 0.33 lux 0.66 lux

 灵敏度提升开启

（NTSC：1/4 秒，15 倍；PAL：
1/3 秒，16.7 倍）

0.02 lux 0.04 lux

 夜晚模式  

 带红外功能（红外）（黑白模

式）

0 lux 0 lux

 灵敏度提升关闭 0.066 lux 0.166 lux

 灵敏度提升开启

（NTSC：1/4 秒，15 倍；PAL：
1/3 秒，16.7 倍）

0.0026
lux

0.0082 lux

电子快门速度 1/1 至 1/10,000 秒，22 步

信噪比(SNR) >50 dB

白平衡  
2 如无另外说明，测试条件为：F1.35；快门 = NTSC 1/60 秒，PAL 1/50 秒；最大 AGC

红外灯

LED 阵列 高效表面安装型(SMT) LED

LED 数量 每个红外灯 7 个

波长 850 纳米（半隐蔽）

照束角度 30º

DCRI 性能范围

（灵敏度提升开启

时）

探测：150 米（492 英尺）

分类：100 米（328 英尺）

识别：75 米（246 英尺）

标识：60 米（197 英尺）

防水防尘等级 IP68

结构材料 铝质，Lexan®前视窗

机械参数

驱动装置 集成式无刷水平转动/垂直转动电机驱

动

水平转动范围 360°连续旋转

垂直转动角度 186.6°

垂直转动范围 竖直装置：-58° - +90°
倾斜装置：-103° - +70°

变速 水平转动：0.2°/秒 - 120°/秒
垂直转动：0.2°/秒 - 60°/秒

预置位速度 120°/秒

预置位精度 0.17°（典型）

按缩放比例调整水平

旋转/垂直转动速度

是

杂音 <66 dB

电气参数

 摄像机 红外灯

输入电压 额定 18 VAC 额定 26 VDC

电流消耗 最大 1 A 最大 1 A

功耗 最大 18 W 最大 26 W

合计 4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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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扇区/标题 16 个独立的扇区，每个扇区可设 20 个字

符的标题

隐私遮挡 24 个可单独配置的隐私遮挡区域

预置位 99 个，每个位置可设 20 个字符的标题

摄像机设置/控
制

RS-485，Bilinx（同轴）

通信协议 博世（OSRD、Bilinx）、Pelco P/D、Forward
Vision
（博世 OSRD 需要使用转换器设备（MIC-
BP3，单独销售））。

巡视路线 两(2)类巡视路线：

• 录制巡视路线 - 两(2)个，总持续时间

15 分钟

• 预设巡视路线 - 一(1)个，包含多达

99 个连续场景和一(1)个最多包含 99
个场景的定制巡视路线

窗口刮水器 标准

清洗器驱动装

置

可选清洗器套件（与可选清洗器泵一起使

用的 MIC-WKT 套件，需单独购买）

支持的语言 英语、捷克语*、荷兰语、法语、德语、意

大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

牙语

* 提供单独语言上载

用户连接

摄像机电源 通过复合电缆（单独出售）

电源，红外灯 通过复合电缆（单独出售）

控制数据

 
 

RS-485（双绞线；单工、半双工和全双

工操作，通过复合电缆）

Biphase ±
（可选；需要带外部电源设备的 MIC
Biphase 模块。）

视频 同轴，通过复合电缆（单独出售）

报警输入 四个(4)防拆输入

继电器输出 仅带有可选报警卡的两个(2)继电器输出

和清洗器继电器输出

报警通信 防拆开关（接地连接）

软件 CTFID 软件允许经由 MIC 系列电源装置

通过全双工直接连接到配备 USB 的

PC，以便访问所有摄像机功能和有用的

诊断工具。

环境

防水防尘等级 IP68

工作温度 -40°C 至+60°C（-40°F 至+140°F）

冷启动温度 -40 °C (-40 °F)
（PTZ 操作前需预热 30 分钟）

存储温度 -40°C 至+70°C（-40°F 至+158°F）

湿度 0-100%

抗风荷载 209 千米/小时(130 mph)（持续）

（阵风达 290 千米/小时(180 mph)）

振动 IEC60068-2-6，Fc 测试：振动（正

弦），20 米/秒^2 (2.0g)

撞击 IEC60068-2-7，Ea 测试：撞击，20g

结构

尺寸（宽 x 高 x 深）

 直立和倒挂 399 x 355 x 178 毫米

（15.71 x 14.0 x 7.0 英寸）

 倾斜 399 x 312 x 255 毫米

（15.71 x 12.3 x 10.0 英寸）

重量 7.75 千克（17.06 磅）

（包括 4 英寸 PCD 基座）

查看窗口 钢化玻璃

结构材料 坚固铸铝

标准颜色 黑色(RAL 9005)，白色(RAL 9010)；
灰色（RAL 9006，特定区域提供）

标准涂层 经粉末涂层、砂面漆处理的 Alodine 5200
表面

窗口刮水器 标准长寿命硅胶刮水器

倾斜 扭锁倾斜，由两颗防拆卸螺丝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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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MIC-550IRB28N 28X NTSC 红外摄像机，黑色

PTZ，日/夜，红外，黑色，28X，NTSC
订单号 MIC-550IRB28N

MIC-550IRW28N 28X NTSC 红外摄像机，白色

PTZ，日/夜，红外，白色，28X，NTSC
订单号 MIC-550IRW28N

MIC-550IRB36N 36X NTSC 红外摄像机，黑色

PTZ，日/夜，红外，黑色，36X，NTSC
订单号 MIC-550IRB36N

MIC-550IRW36N 36X NTSC 红外摄像机，白色

PTZ，日/夜，红外，白色，36X，NTSC
订单号 MIC-550IRW36N

MIC-550IRB28P 28X PAL 红外摄像机，黑色

PTZ，日/夜，红外，黑色，28X，PAL
订单号 MIC-550IRB28P

MIC-550IRG28P 28X PAL 红外摄像机，灰色

PTZ，日/夜，红外，灰色，28X，PAL
注：仅在特定区域提供。
订单号 MIC-550IRG28P

MIC-550IRW28P 28X PAL 红外摄像机，白色

PTZ，日/夜，红外，白色，28X，PAL
订单号 MIC-550IRW28P

MIC-550IRB36P 36X PAL 红外摄像机，黑色

PTZ，日/夜，红外，黑色，36X，PAL
订单号 MIC-550IRB36P

MIC-550IRG36P 36X PAL 红外摄像机，灰色

PTZ，日/夜，红外，灰色，36X，PAL
注：仅在特定区域提供。
订单号 MIC-550IRG36P

MIC-550IRW36P 36X PAL 红外摄像机，白色

PTZ，日/夜，红外，白色，36X，PAL
订单号 MIC-550IRW36P

附件

MIC-CABLE-2M 适用于 MIC 系列的电缆，2 米

2 米（6.56 英尺）复合电缆，带有适用于 MIC 系列摄像机

的电源、数据和视频插头
订单号 MIC-CABLE-2M

MIC-CABLE-10M 适用于 MIC 系列的电缆，10 米

10 米（32.81 英尺）复合电缆，带有适用于 MIC 系列摄像

机的电源、数据和视频插头
订单号 MIC-CABLE-10M

MIC-CABLE-20M 适用于 MIC 系列的电缆，20 米

20 米（62.62 英尺）复合电缆，带有适用于 MIC 系列摄像

机的电源、数据和视频插头
订单号 MIC-CABLE-20M

MIC-CABLE-25M 适用于 MIC 系列的电缆，25 米

25 米（82.02 英尺）复合电缆，带有适用于 MIC 系列摄像

机的电源、数据和视频插头
订单号 MIC-CABLE-25M

MIC-IR-24PSU-UL 电源，24VAC，50/60Hz
适用于带红外灯的 MIC 系列摄像机的 24 VAC，50/60 Hz
电源设备

订单号 MIC-IR-24PSU-UL

MIC-IR-115PSU-UL 电源，115VAC，50/60Hz
适用于带红外灯的 MIC 系列摄像机的 115 VAC，60 Hz 电
源设备
订单号 MIC-IR-115PSU-UL

MIC-IR-240PSU-UL 电源，230VAC，50/60Hz
适用于带红外灯的 MIC 系列摄像机的 240 VAC，50 Hz 电
源设备
订单号 MIC-IR-240PSU-UL

MIC IP 红外电源 115 VAC
115 VAC、60 H，启用 IP 的电源设备，适用于带红外灯的

MIC 系列摄像机
订单号 MIC-IPIR-PS-115

MIC IP 红外电源 230 VAC
230 VAC、50/60 Hz，启用 IP 的电源设备，适用于带红外

灯的 MIC 系列摄像机
订单号 MIC-IPIR-PS-230

MIC IP 红外电源 24 VAC
24 VAC、50/60 Hz，启用 IP 的电源设备，适用于带红外灯

的 MIC 系列摄像机
订单号 MIC-IPIR-PS-24

MIC-DCA-BD 深型导管适配器，黑色

用于 4 英寸 PCD 底座的深型导管适配器，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DCA-BD

MIC-DCA-WD 深型导管适配器，白色

用于 4 英寸 PCD 底座的深型导管适配器，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DCA-WD

MIC-DCA-GD 深型导管适配器，灰色

用于 4 英寸 PCD 底座的深型导管适配器，灰色粉末喷漆

(RAL 9006)
订单号 MIC-DCA-GD

MIC-SCA-BD 浅型导管适配器，黑色

用于 MIC-WMB、MIC-PMB 或 MIC-SPR 的浅型导管适配

器，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SCA-BD

MIC-SCA-WD 浅型导管适配器，白色

用于 MIC-WMB、MIC-PMB 或 MIC-SPR 安装的浅型导管

适配器，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SCA-WD

MIC-SCA-GD 浅型导管适配器，灰色

用于 MIC-WMB、MIC-PMB 或 MIC-SPR 的浅型导管适配

器，灰色粉末喷漆 (RAL 9006)
订单号 MIC-SCA-GD

MIC-SPR-BD 支撑板，黑色

适合砖墙表面安装的铝质支撑板，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SPR-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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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SPR-WD 支撑板，白色

适合砖墙表面安装的铝质支撑板，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SPR-WD

MIC-SPR-GD 支撑板，灰色

适合砖墙表面安装的铝质支撑板，灰色粉末喷漆 (RAL9006)
订单号 MIC-SPR-GD

MIC-CMB-BD 角落安装支架，黑色

角落安装支架，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CMB-BD

MIC-CMB-WD 角落安装支架，白色

角落安装支架，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CMB-WD

MIC-WMB-BD 墙壁安装支架，黑色

墙壁安装支架，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WMB-BD

MIC-WMB-WD 墙壁安装支架，白色

墙壁安装支架，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WMB-WD

MIC-WMB-GD 墙壁安装支架，灰色

墙壁安装支架，灰色粉末喷漆 (RAL9006)
订单号 MIC-WMB-GD

MIC-PMB 立杆安装支架

立杆安装支架（包括 2 x 455 毫米不锈钢绑定夹，适用于直

径为 75 - 145 毫米的立杆）
订单号 MIC-PMB

MIC-BP3 Biphase 转换器，适用于电源

用于红外电源设备或非红外电源设备的 Biphase 转换器，不

提供免费扩展槽

订单号 MIC-BP3

MIC-WKT-IR 清洗器套件，MIC 红外

适用于 MIC IP starlight 7000i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
像机型号的清洗器套件

清洗器套件，适用于模拟红外 MIC 摄像机型号以及 MIC IP
starlight 7000i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型号。
订单号 MIC-WKT-IR

MICUSB485CVTR2 USB 至 RS485 转换器

USB 至 RS485 信号转换器，允许 MIC 系列摄像机连接至

PC。
订单号 MICUSB485CVTR2@1

VP-USB 电缆

USB 至 BNC 适配器
订单号 VP-USB

VG4-SFPSCKT 以太网至 SFP 接口套件

适用于 AUTODOME 摄像机和 MIC-IP-PSU MIC 电源模拟摄

像机的以太网介质转换器视频传输器/数据接收器光纤套件。
订单号 VG4-SFPSCKT

软件选项

VP-CFGSFT 成像设备配置工具

适用于 Bilinx 摄像机的配置软件
订单号 VP-CFGS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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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中国:
博世（上海）安保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203 幢 8,9 楼

邮编：200335
电话：+86 21 2218 1111
传真：+86 21 2218 2099
http://cn.boschsecurity.com
服务热线：400-8310-669
服务邮箱：security@cn.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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