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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款微型盒式摄像机是一款随时可以投入使用的、模拟
视频监控摄像机，供室内使用。 高性能的 960H 1/4 英
寸 CCD 感应器提供 720 电视线的清晰度。
此小巧时尚的摄像机为大量的应用场合提供极具成本效
益的解决方案，是适合家庭、小型办公室和零售企业的
理想解决方案。 该摄像机易于安装，且具有便利的摄像
机菜单系统，用于设置隐私和移动侦测区域等功能。

 

特色

u 超高清晰度 960H 感应器

u 美观的微型盒式外壳

u 易于安装

u 数字降噪

u 8 个可编程的隐私区域

960H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图像感应器 960H，1/4 英寸 CCD，感应器清晰度达到 720

电视线
系统 PAL 或 NTSC
总像素（水平 x 垂
直）

1020 x 596 (PAL)

1020 x 508 (NTSC)
有效像素（水平 x 垂
直）

976 x 582 (PAL)

976 x 494 (NTSC)
视频输出 复合：1 Vpp，75 欧姆
同步系统 内部同步
信噪比（清晰度，自
动增益控制关闭）

最小 50 dB

灵敏度（6500K，
F2.8，30IRE）

0.01 lx

手动快门 1/50 – 1/10,000 (PAL)

1/60 – 1/10,000 (NTSC)
数字降噪 2DNR
白平衡 自动跟踪白平衡 (1800 – 10500K)、推进、用

户 1、用户 2、防色漂、手动和推进锁定
光补偿 关/逆光补偿/强光补偿
动态范围 开、关
AGC（自动增益控
制）

开、关

电子日/夜 自动、彩色、黑白
移动侦测 开、关（4 个可编程区域）
隐私 开、关（8 个可编程区域，其中 4 个处于移动

区域打开状态）
镜像 开（水平）、关
屏显语言 英语、日语、德语、法语、俄语、葡萄牙

语、西班牙语、简体中文
镜头类型 固定板载镜头 2.5 毫米，F2.8
镜头视角 85° （水平），64° （垂直）
镜头调节（2 轴） 60°俯仰，360° 平移
重量 96 克（0.21 磅）
尺寸（长 x 宽 x 高） 109 x 65 x 47 毫米

（4.29 x 2.56 x 1.85 英寸）
电源电压 12 VDC
功耗 最大 1.2 W/0.1 A
工作温度 -20 °C 至 +45 °C

（-4 ºF 至 +113 ºF）
工作湿度 20% 至 90% 相对湿度
存储温度 -20 °C 至 +70 °C

（-4 ºF 至 +158 ºF）
存储湿度 20% 至 90% 相对湿度
证书与认可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美国 UL
标准
 FCC 第 15 部分 B 小节，B 类
 UL 60950-1，第 2 版

 CAN/CSA-C22.2 No. 60950-1-07，第 2 版
 EN 55024
 VCCI J55022 V2/V3
 ICES-003 B 类
 AS/NZS CISPR 22（等效于 CISPR 22）
 EN 55022，B 类
 EN 50130-4
 LVD 2006/95/EC
 EN 60950-1
 IEC 60950-1
定购信息
AN micro 1000 (PAL) VPC-1055-F210
AN micro 1000 (NTSC) VPC-1055-F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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