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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H

u 超高清晰度 960H（1/3 英寸）DS 传感器

u 真正宽动态范围 (WDR)

u 增强的数字降噪

u 具有 100 米夜视能力的集成式红外 LED

u 防暴和防水外壳

这些宽动态范围 (WDR) 室外子弹型红外摄像机是结构紧
凑、时尚精致的监控摄像机，可在各种光照条件下提供卓越
非凡的清晰度。 高性能的 960H 1/3 英寸双扫描 (DS) CCD
传感器提供 720 电视线的清晰度。 WDR 功能确保在恶劣
（高对比度）的光照条件下提供最佳图像性能。 防水（符合
IP66 标准）及防暴（符合 IK08 标准）护罩确保在各种室内
和室外应用场合均能提供可靠的视频监控。

系统概览

该摄像机购买后可立即使用。 在条件特别苛刻的场合，如果
需要精细调节或特殊设置，用户可用摄像机的控制按钮和屏
显菜单 (OSD) 分别设置摄像机的各项参数。

基本功能

在极端照明条件下呈现清晰的图像细节
在极端照明条件下，场景中的最亮和最暗部分之间可能存在
极大的差别。 为在这些情况下生成清晰的图像，摄像机中的
CCD 传感器生成两幅图像；第一幅图像通过长曝光来解析
场景中最暗区域的细节，而另一幅通过短曝光来解析最亮区
域的细节。 摄像机将这些“双快门”图像结合在一起，把每种
曝光的像素进行混合以生成最详尽的图像。

内置红外灯
这种集成的红外摄像机具有 10 个红外 LED，最多提供 100
米（330 英尺）的夜视能力。 该红外灯模式已优化，可使用
特殊 LED 镜头在图像的侧面和角落显著提高灯光性能。

日/夜模式
真正的日/夜功能提供更佳的夜视能力。 通过感测光照强
度，机械红外线滤镜可以自动从彩色模式切换到黑白模式。

理想的画面效果
可以采用多种设置来对画面效果进行微调，从而与您的安装
环境吻合。 它们包括：

• BLC（逆光补偿）– 自动和动态地对强背光进行补偿
• HLC（高亮度补偿）– 减少亮区中的眩光
• 真正的宽动态范围 - 扩展动态范围，可同时看到明亮和黑暗

的细节
• 对比度和清晰度 – 增强明亮或朦胧场景中的细节
• 减噪 – 动态减少图像中的噪点

隐私遮挡
十五个不同的隐私区域功能允许用户遮蔽场景的特定部分。
用户可以预先设定要遮挡的场景部分。

视频移动探测
内置视频移动侦测器允许用户选择四个可编程的区域，每个
区域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的灵敏度阈值。 当侦测到移动时，可
在视频信号中显示报警。

典型应用：
• 博物馆和艺术画廊
• 购物中心
• 办公室
• 学校、专科学院和大学
• 加油站



证书与认可

FCC ANSI C 63.4:2003
FCC 第 15 部分 B 小节
A 类

UL UL 60065，第 7 版，2007-12-11
CAN/CSA-C22.2 No. 60065-03，第 1 版，
2006-04 + A1:2006

EU EN55022:2010
EN50130-4:2011
EN61000-3-3:2008

LVD LVD 2006/95/EC
EN 60065:2002+A1+A2+A11+A12

IP IP 66
KS C IEC 60529:2006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技术规格

图像传感器 960H，1/3 英寸 DS CCD，传
感器清晰度达到 720 电视线

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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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类型 内置变焦自动光圈镜头

焦距 5 至 50 毫米

镜头孔径 F1.4 – 360

镜头调节 外部

日/夜切换 真正的日/夜型机械滤镜

视频输出 复合：1 Vpp，75 欧姆

电源电压 12 VDC 或
24 VAC

功耗 730 mA (12 VDC)
最大 9.1 W (24 VAC)

同步系统 内部同步，线路锁定

信噪比（自动增益控制关
闭）

最小 50 dB

灵敏度（F1.4，50IRE，最大
自动增益控制）

彩色：0.15 lx (DSS 0.0005 lx)
黑白（红外开启）0.0 lx

电子快门 1/50 – 1/10,000 (PAL)
1/60 – 1/10,000 (NTSC)

AGC（自动增益控制） 0 至 20

数字慢快门 (DSS) 关，2x 至 512x

数字降噪 (DNR) 关，2DNR，3DNR

白平衡 自动跟踪白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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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动态范围

WDR 54 dB

日/夜 红外，自动，彩色，黑白

脉冲 开、关

红外照明 10 个板载红外 LED，850 纳米

红外范围 最多为 100 米（330 英尺）

红外角度 39° / 24° (H/V)

数字变焦 关，2x，3x，4x，6x，8x，
16x

数字图像稳定器 (DIS) 开、关

移动侦测 开、关（4 个可编程区域）

隐私 开，关（15 个可编程区域）

镜像 关，H-flip，V-flip，HV-flip

清晰度 0 ‑ 15

伽马 0.38，0.42，0.45，0.5，
0.55，0.63，0.7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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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随附方便布线的安装支架

尺寸 (Ø x L) 95 x 150 毫米（3.74 x 5.9 英
寸）

重量
（包括支架）

1.9 千克（4.19 磅）

防护罩 铸造/加工铝

彩色 摄像机/支架：黑色 RAL9017
遮阳罩：银灰色 RAL9006

防水/防尘 IP66

耐冲击性 IK08

操作温度 -30ºC 至 +50ºC（-22ºF 至
+122ºF）

存储温度 -20°C 至 +60°C
（-4ºF 至 +140ºF）

存储湿度 20% 至 90% 相对湿度

定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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