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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H
 

u 超高清晰度 960H（1/3 英寸）感应器

u 数字延伸动态范围

u 数字降噪

u 易于安装

u 真正的日/夜型

DINION 4000 摄像机是结构紧凑的模拟摄像机，无论白天
还是黑夜，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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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D 感应器提供 720 电视线的清
晰度。
此款摄像机是苛刻场景条件下的理想解决方案。 背光补偿和
强光补偿功能优化高对比度区域的图像可见度，针对明亮背
景和强光源自动进行补偿。
此款摄像机易于安装，并且您可单独设置参数。 隐私区域与
移动侦测功能可在摄像机便利的菜单系统中进行设置。
真正的日/夜型摄像机使用机械红外滤镜，可根据周围环境的
光照条件，自动从彩色模式切换到黑白模式。

系统概览

该摄像机购买后可立即使用 - 只需简单地连接摄像头、连接
视频，然后通电即可。 在条件特别苛刻的场合，如果需要精
细调节或特殊设置，用户可用摄像机侧面的控制按钮和屏显
菜单 (OSD) 分别调节摄像机的各项参数。

基本功能

日/夜模式
真正的日/夜版本提供更佳的夜视能力。 通过感测光照强度
或通过报警输入，机械红外线滤镜可以自动从彩色模式切换
到黑白模式。 也可通过报警输入或摄像机手动切换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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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动态范围 – 延伸可见区域的动态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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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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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移动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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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日/夜版本可以关闭输出继电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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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安全
（低电压型）

EN 60950-1
UL 60950-1（第 2 版）
CSA C22.2 No. 60950-1-07（第 2 版）



安全
（高电压型）

EN 60950-1
 

 C-Tick

辐射 EN 55022 B 类，FCC 第 15 部分 B 类，
EN61000-3-2，EN61000-3-3

抗扰 EN 50130-4，EN 50121-4

振动 带 500 克（1.1 磅）镜头的摄像机，符合
IEC 60068-2-6 标准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CE High Voltage

美国 UL

FCC

加拿大 CSA

技术规格

图像感应器 960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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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锁定

信噪比（清晰度，自动增益
控制关闭）

52 dB（最小值）

最低照度 (F1.2, 50IRE) 彩色：0.1 lx
黑白：0.02 lx（真正的日/夜
两用型）

最低照度 (F1.2, 30IRE) 彩色：0.05 lx
黑白：0.01 lx（真正的日/夜
两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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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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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动态引擎 开、关

AGC（自动增益控制） 开、关

日/夜 自动、彩色、黑白

脉冲 开、关

移动侦测 4 个可编程区域

隐私 8 个可编程区域（移动侦测开
启时为 4 个区域）

镜像 开（水平）、关

清晰度 0 ‑ 255

报警输入
（仅限于真正的日/夜型）

夜晚模式活动配置文件切
换，额定 3.3 V，最大
+40 VDC

报警输出
（仅限于真正的日/夜型）

夜晚模式处于活动状态，
30 VAC 或 +40 VDC，最
大 0.5 A 连续电流，10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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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DC 光圈
DC 光圈驱动：最大 50 mA

镜头座 CS（镜头最大伸出长度 5 毫
米 [0.2 英寸]）
C 型底座与可选适配器环兼容

三脚架底座 底部（隔离）和顶部 1/4 英寸
20 UNC

电源电压
（VBx-4075-C11，VBx-4075-
C21）

12 VDC / 24 VAC

电源电压
(VBx-4075-C51)

230 VAC
 

功耗（真正的日/夜型） 3.6 W（最大）/0.3 A

功耗（电子日/夜型） 2.4 W（最大值）/ 0.2 A

尺寸（不带镜头） 58 x 66 x 122 毫米
2.28 x 2.6 x 4.8 英寸

重量 (12 VDC/24 VAC) 500 克（1.10 磅）（不带镜
头）

重量 (230 VAC) 600 克（1.32 磅）（不带镜
头）

工作温度 -20 °C 至 +55 °C
（-4 ºF 至 +131 ºF）

工作湿度 20% 至 90% 相对湿度

存储温度 -40 °C 至 +70°C
（-40 ºF 至 +158 ºF）

存储湿度 最高 98% 相对湿度

定购信息

DINION AN 4000
960H 日/夜型摄像机，12 VDC/24 VAC，PAL
定购号 VBN-4075-C11

DINION AN 4000
960H 日/夜型摄像机，12 VDC/24 VAC，NTSC
定购号 VBN-4075-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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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ION AN 4000
960H 日/夜型摄像机，230 VAC，PAL
定购号 VBN-4075-C51

DINION AN 4000
960H 彩色摄像机，12 VDC/24 VAC，PAL
定购号 VBC-4075-C11

DINION AN 4000
960H 彩色摄像机，12 VDC/24 VAC，NTSC
定购号 VBC-4075-C21

DINION AN 4000
960H 彩色摄像机，230 VAC，PAL
定购号 VBC-4075-C51

硬件附件
LVF-4000C-D0550 变焦镜头
960H，1/3 英寸，5-50 毫米，DC 光圈，CS 型底座，
F1.4，红外校正镜头
定购号 LVF-4000C-D0550

LVF-4000C-D2812 变焦镜头
960H，1/3 英寸，2.8-12 毫米，DC 光圈，CS 型底座，
F1.3，红外校正镜头
定购号 LVF-4000C-D2812

UPA-2430-60 电源设备
120 VAC，60 Hz，24 VAC，30 VA 输出
定购号 UPA-24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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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374 适配器
将 C 型底座镜头转换为 CS 型摄像机
定购号 S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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