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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C-250/260 日夜两用球型摄像机是一款结构紧凑、
时尚精致的球型监控摄像机，可在各种光照条件下提供
卓越非凡的清晰度。 高性能 1/3 英寸 CCD 摄像机配有
3.8 毫米定焦镜头或 3.8 - 9.5 毫米变焦镜头。
它是苛刻条件下的理想解决方案。 日夜两用性能确保在
任何时刻都能拍摄出极高品质的图像。 它可以根据周围
环境的光照条件自动从彩色模式切换到黑白模式。
摄像机易于安装，并可实现 3 轴调节。 隐私区域与移
动探测功能可在摄像机便利的菜单系统中进行设置。

 特色

u 超高清晰度（540 电视线）

u 可选镜头

u 各种照明条件下均能获得清晰图像

u 可切换的滤镜实现日/夜两用性能

u 易于安装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系统 PAL 或 NTSC
有效像素（水平 x 垂
直）

752 x 582 (PAL)

768 x 494 (NTSC)
图像感应器 1/3 英寸高灵敏度 CCD
视频输出 复合：1 Vpp，75 欧姆
同步系统 内部同步，线路锁定
信噪比
（锐利度，自动增益
控制关闭）

最小 50 dB

水平分辨率 彩色：540 电视线（最低）
黑白：580 电视线（最低）

最低照度
变焦镜头
（F1.4，30 IRE，最
大自动增益控制）

0.05 lx（彩色）
0.005 lx （ICR，黑白）

最低照度
定焦镜头
（F2.0，30 IRE，最
大自动增益控制）

0.15 lx（彩色）
0.05 lx （ICR，黑白）

电子快门 1/50 – 1/120,000 (PAL)

1/60 – 1/120,000 (NTSC)
手动快门 1/50(60)，1/100(120)，1/250，1/500，

1/700，1/1k，1/1.6K，1/2.5K，1/5K，1/7K，
1/10K，1/30K，1/60K，1/120K

DNR 关，低，中，高
白平衡 自动跟踪白平衡，手动白平衡，Push 白平衡
SBLC 关，低，中，高
自动增益控制 开，关
日/夜 自动，彩色，黑白，外部
脉冲 开，关
移动侦测 开，关（4 个可编程区域）
隐私 开，关（4 个可编程区域）
镜像 开（水平），关
清晰度 1 ‑ 20
伽马 0.35，0.45，0.6，0.75
屏显语言 英文，中文
镜头类型 DC 光圈/手动光圈镜头
电源电压 24 VAC (±10%)

12 VDC (±10%)
功耗 3.6 W（最大）/ 0.3 A
工作温度 -10°C 至 +50°C

（14ºF 至 +122ºF）
操作湿度 30% 至 80% 相对湿度
存储温度 -20°C 至 +60°C

（-4ºF 至 +140ºF）
存储湿度 20% - 90% 相对湿度
证书与认可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标准
 ANSI C63.4: 2003

FCC 第 15 部分 B 小节，A 类数字设备
 UL 60065，第 7 版。 2007-12-11
 CAN/CSA-C22.2 No. 60065-03，第 1 版，

2006-04 + A1:2006
 EN55022:2006，A 类
 EN50130-4:1995+A1:1998+A2:2003
 LVD 2006/95/EC

 EN60950-1:2006+A11:2009
 IEC 60950-1:2005（第 2 版）
安装/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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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购信息
VDC-250F04-10 球型摄像机，3.8 毫米
镜头，PAL

VDC-250F04-10

VDC-250F04-20 球型摄像机，3.8 毫米
镜头，NTSC

VDC-250F04-20

VDC-260V04-10 球型摄像机，3.8-9.5 毫
米镜头，PAL

VDC-260V04-10

VDC-260V04-20 球型摄像机，3.8-9.5 毫
米镜头，NTSC

VDC-260V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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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

中国总部：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福泉北路
333 号 201 幢 8，9 楼
邮编：200335
电话: +86 21 2218 1111
传真: +86 21 2218 2388
www.boschsecuri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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