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频 | MIC 系列复合电缆

MIC 系列复合电缆

 www.boschsecurity.com.cn

 

       

u 高质量、防晒护套

u 多种电缆长度

u 工厂预制的电缆头

通过一条屏蔽电缆，MIC 系列复合电缆在 MIC 系列摄像机

和 MIC 系列电源装置之间提供所有电源、视频和遥控线路

连接。

这些高质量的电缆专门设计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灵活性，同

时保持强度和延展性等属性。 每条电缆通过 IP67 套筒式凹

型连接器安装在一端，该凹型连接器连接到和屏蔽摄像机底

座的凸型连接器。 这为所有 MIC 系列摄像机提供可靠、易

于安装、常见的连接。 电缆的另一端具有单独的/空接（未

端接）导线，用于快速安装到 MIC 电源装置中的端子，以

连接到相关控制设备和电源。

电缆屏蔽层连接到金属电缆密封塞，以确保最小化 EMC 干
扰。 电缆的外部护套可防紫外线。 为了提供最大保护，博

世建议您将电缆内置于永久接地的金属导管中。

技术规格

12 针电缆（适用于除当前热成像摄像机之外的所有 MIC 摄
像机）

电缆长度 * 2 米（6.56 英尺）
10 米（32.81 英尺）
20 米（62.62 英尺）
25 米（82.02 英尺）

电缆直径 8 毫米（0.30 英寸）

电缆重量 2 米：0.3 千克（0.66 磅）
10 米：0.5 千克（1.10 磅）
20 米：0.95 千克（2.09 磅）
25 米：3.3 千克（7.28 磅）

视频电缆电阻 75 欧姆

连接器直径 25 毫米（0.98 英寸）

连接器 IP67、12 针凹型套筒式

工作时的温度范围 -40 °C 至 +80 °C（-40 °F 至 +176 °F）

存储温度范围 -55 °C 至 +85 °C（-67 °F 至 +185 °F）

护套材料 NHFR037

环境
法规/标准

UL 认可的组件 AWM Style 21456
VW-1 额定值（UL 1581 第 1080 部分）
耐日光性测试（UL 1581 第 1200 部分）

兼容性 MIC550 / MIC550IR
MIC500
MIC440
MIC400
MIC412



14 针电缆（适用于当前热成像摄像机）

电缆长度 * 2 米（6.56 英尺）
10 米（32.81 英尺）
20 米（62.62 英尺）
25 米（82.02 英尺）

电缆直径 10 毫米（±0.20 毫米）[0.39 英寸
（±0.008 英寸）]

视频电缆电阻 75 欧姆

连接器 IP67、14 针凹型套筒式

工作时的温度范围 -40 °C 至 +80 °C（-40 °F 至 +176 °F）

护套材料 NHFR037

环境
法规/标准

UL 认可的组件 AWM Style 21456
VW-1 额定值（UL 1581 第 1080 部分）
耐日光性测试（UL 1581 第 1200 部分）

兼容性 MIC612

* 对于 MIC 摄像机与电源之间超过 25 米（82.02 英尺）的

距离，请参阅 boschsecurity.com 网站在线目录中的 MIC
摄像机产品页面上的 MIC PSU 扩展文档。

电缆图表

MIC 电缆 – 12 针（适用于除当前热成像摄像机之外的所有

MIC 摄像机）

MIC 电缆 – 14 针（适用于当前 MIC 热成像摄像机）

定购信息

2 米的 MIC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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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购号 MIC-CABLE-2M

10 米的 MIC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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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购号 MIC-CABLE-10M

20 米的 MIC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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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购号 MIC-CABLE-20M

25 米的 MIC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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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购号 MIC-CABLE-25M

MIC 热成像电缆 2M
2 米（6.56 英尺）复合电缆，带有适用于 MIC 系列热成像

摄像机的电源、数据、和视频插头
定购号 MIC-THERCBL-2M

MIC 热成像电缆 10M
10 米（32.81 英尺）复合电缆，带有适用于 MIC 系列热成

像摄像机的电源、数据、和视频插头
定购号 MIC-THERCBL-10M

MIC 热成像电缆 20M
20 米（62.62 英尺）复合电缆，带有适用于 MIC 系列热成

像摄像机的电源、数据、和视频插头
定购号 MIC-THERCBL-20M

MIC 热成像电缆 25M
25 米（82.02 英尺）复合电缆，带有适用于 MIC 系列热成

像摄像机的电源、数据、和视频插头
定购号 MIC-THERCBL-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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