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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27D‑MX4 专门设计用于在酷热的、灰尘较多的沙漠气候条件
下进行日夜监控。 优化的散热设计可以防止 EX27D‑MX4 因太
阳辐射累积热量而导致内部温度过高。 EX27D‑MX4 可在 65ºC
(149ºF) 高温下可靠工作。

EX27D-MX4 Desert 系列摄像机集成了 MFP（Mechanical
Filter with Photocell，采用光电元件的机械滤镜）技术。 使用
双窗口机械滤镜技术，EX27D-MX4 可在白天提供逼真的色彩，
并在夜晚提供优异的红外灵敏度。

EX27D-MX4 LXR CCD 技术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光领域都有出色
的光谱响应。 高清晰度 LXR 传感器具有低拖影、少条纹和卓越
抗晕等特性。

由于使用极少的机械运动部件，EX27D-MX4 可以不受天气的影
响，能在沙漠条件下可靠地运行。 EX27D-MX4 采用红外照明
灯，是沙漠和热带环境中理想的日夜监控工具。

技术规格

视频

感应器 MX4 高清日夜扩展型 CCD

滤镜 双窗口机械类型，红外通过 / 红
外截止

日夜切换 光电元件控制，自动
清晰度 彩色 540 电视线 / 黑白 540 电视

线
有效像素 NTSC（水平 x 垂直） 768 x 494

有效像素 PAL（水平 x 垂直） 752 x 582

变焦镜头选件 手动变焦自动光圈 5-50 毫米红
外校正镜头

定焦镜头选件 3.6 毫米 / 6.0 毫米
信号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 (DSP)

输出信号 1 Vpp 复合视频，75 欧姆
白昼模式灵敏度 0.02 lux，F1.4 镜头
夜晚模式灵敏度 使用红外光时 0 lux（黑白）
电子快门 1/60 至 1/100,000 秒 (NTSC)

1/50 至 1/100,000 秒 (PAL)

信噪比 大于 48 dB（自动增益控制关闭）
伽马 0.45

增益控制 AGC

机械指标

外壳 坚固的模压铝质外壳
重量 1.4 千克（3.1 磅）
总尺寸（高 x 宽 x 厚） 89 x 91 x 222 毫米（3.5 x 3.6 x 8.7 英寸）
外饰 白色粉末喷漆
安装 双 U 形底座，带 ¼-20 螺纹孔
遮阳罩 随附

电气指标

电压 12 至 24 AC/DC

功耗 最大 4.5 瓦

EX27D‑MX4 Desert 系列摄像机
▶ 已针对酷热的沙漠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和测试，可在 65ºC

(149ºF) 高温下正常工作
▶ 反射遮阳罩可以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防止眩光
▶ 适合各种天气的防护罩，可以防护灰尘和沙尘暴
▶ 超凡的白天色彩重现并在红外光条件下提供优异的夜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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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 -50ºC 至 +65ºC（-58ºF 至 +149ºF）
环境 符合 NEMA 4 标准

定购信息
EX27DMX4V0550W‑N Desert 系列摄像机
Desert 系列摄像机，1/3 英寸日夜扩展
型 CCD，5-50 毫米镜头，NTSC，白色

EX27DMX4V0550
W-N

EX27DMX4V0550W-P Desert 系列摄像机
Desert 系列摄像机，1/3 英寸日夜扩展
型 CCD，5-50 毫米镜头，PAL，白色

EX27DMX4V0550
W-P

硬件附件
EXMB.015w 立杆安装适配器
立杆安装适配器，白色

EXMB.015w

EXMB.017W 壁装适配器支架
壁装适配器，白色

EXMB.017W

EXMB.020w 重载 L 形支架
重载 L 形支架，白色

EXMB.020w

EXMB.023W 壁装支架
壁装支架，白色

EXMB.023W

UPA-2420-50 电源设备
220VAC，50Hz，24VAC，20VA 输出

UPA-2420-50

中国大陆联络方式:
上海
中国上海天目西路 218 号
办公楼第一座 3105-3110 室
邮编: 200070
电话: +86 21 63172155
传真: +86 21 63173023
www.boschsecurity.com.cn

中国香港联络方式:
香港
香港 沙田安心街 11 号 5 楼
华顺广场 506-509 室
电话:+852 2635 2815
传真:+852 2648 7986
www.boschsecurity.com.cn

Represented by

© 博世安防系统 11 | 技术数据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T5454757771 | Cur: zh-CHS, V9, 4 Feb 2011 | Src: en-US, V0, 17 Dec 2009


	技术规格
	定购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