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ODOME IP摄像机

我们专注于帮助您定
位、跟踪和放大细节



定位
使您能够快速准确
地定位目标人物。

跟踪
在目标人物移动 —
（甚至是快速移动）时，
使其保持在视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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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焦
为您提供做出明智
决策所需的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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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博世的完整系列的移动控制
摄像机
就安全性而言，细节决定一切。 能够了解所调查场景
中的所有相关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您才能洞察一
切、更快地做出反应并做出准确决策。 

利用我们的AUTODOME IP摄像机，您就能做到这一
点。 这些摄像机使您能够快速轻松地定位、跟踪和放
大对象以实现精确识别和人工控制。 借助多种可供选
择的清晰度（高达1080p）和30倍光学变焦，您可识
别远距离的对象，并扩大您的监控范围。

一款满足所有需求和预算的摄像机
我们的完整系列的摄像机从适合室内使用的
AUTODOME IP 4000 HD到AUTODOME IP starlight 
7000 HD型号，其中包含智能视频分析(IVA)和
starlight技术作为标准。 IVA使摄像机能够解读图像、
自动跟踪目标物体并在需要时提醒您。 通过将其与
starlight技术结合使用，您甚至可在苛刻的照明条件下
进行处理。 因此，无论应用如何，总有一款
AUTODOME IP摄像机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易于安装
摄像机和底座之间采用预端接的彩色配线和快速连接系
统，使得这些摄像机非常易于安装。 高功率以太网供
电(HiPoE)直接供电，无需额外布线。 由于自动故障防
护解决方案可能会遇到电源故障，您也可选择使用24 
VAC和HiPoE连接来实现出色系统安全性。

坚实的可靠性
AUTODOME IP摄像机采用业内出色的设计工艺，并
且符合苛刻的测试标准，包括HALT（高加速寿命测
试）。 防护罩可以防破坏、防水、防腐蚀、防紫外线
以及防撞击，具体取决于摄像机型号。 加热器/吹风机
可以防止在室外应用时结雾，工作温度最低可至–40°F 
(-40ºC)。



“ 360度旋转可真正动
态跟踪目标物体。”

全天候的远程访问和控制
您无法始终出现在每个地方。 这就
是AUTODOME IP摄像机得到了动态
转码技术(Dynamic Transcoding)技
术的全面支持的原因。 这使您能够
轻松地全天候远程访问摄像机控制、
实时视频流、录像和高清图像。 要
获得所有这些益处，只需通过DIVAR 
IP录像解决方案、VIDEOJET XTC 
XF或VIDEOJET connect 7000扩展
您的IP视频监控系统即可。

利用此款面向移动设备的免费Video 
Security应用程序，不管带宽有多大，
都可以从任何位置实时访问流畅的高清
视频。 无缓冲，仅即时回放，并在您
需要时提供高清鲜明的图像。 因此您
不会错过任何内容。 要同时查看多个
站点或摄像机，您可使用我们的免费的
Video Security Client。 此查看软件
支持台式机、二合一笔记本电脑和运行
Windows 8的移动设备。它通过触摸
屏或鼠标和键盘操作支持直观控制以确
保出色的用户友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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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友好的
AUTODOME IP摄像机能够与来自博世和许多
其他行业提供商的各种视频管理软件和录像解
决方案无缝地配合工作。 此产品由ONVIF标准
合规性与集成合作伙伴计划(IPP)提供强大后
盾，使开发人员能够访问软件开发工具，轻松
将博世产品与第三方系统相集成。



AUTODOME IP 5000 HD
公共隐私是否有问题？ AUTODOME IP 5000 
HD适合室内和室外使用，并提供全高清的
1080p清晰度与30倍光学变焦，可确保相关图
像的高质量 — 即使距离远也是如此。 这款摄像
机支持的目标识别距离最大为190米，目标侦测
距离最大为1900米。 新增的高级隐私遮挡使得
此款摄像机非常适合用来监控公共区域，而不会
侵犯个人隐私。

“�使您能够完全控制选择
查看的内容以及使用的
变焦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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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AUTODOME IP
系列
我们的AUTODOME IP PTZ摄像机非常适合定位、跟踪
和放大细节，从而确保在下列应用中实现出色的安全性：

f 购物中心
f 娱乐场
f 会展中心
f 大型零售店
f 停车场
f 市中心 
f 娱乐设施



AUTODOME IP 5000 IR
光照强度是否有问题？ AUTODOME IP 5000 
IR可保证在光线很暗的环境下或甚至是完全黑暗
的环境下提供出色图像清晰度。 内置的智能红
外光束可确保物体具有理想照明，不管变焦倍数
如何。 在白天轻松识别190米内的物体，在夜间
或光线较暗的条件下能够识别180米内的物体，
并在需要时提供控制、精度和细节。

AUTODOME IP 4000 HD
在美观和性能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 设计为室内
应用，AUTODOME IP 4000 HD的隐蔽式球型
防护罩可以完美地融入到室内设计中。 利用完全
的水平转动和垂直转动控制与12倍光学变焦可覆
盖相当大的监视区域，并以30帧/秒的速度用高
清格式识别距离最大为95米的快速移动物体。

AUTODOME IP 7000
寻找一些特别之处？ AUTODOME IP 7000摄像
机提供创新技术来实现全天候保护，不管照明条
件如何 — 甚至在刺眼的日光或光线极其微弱的
情况下。 
AUTODOME IP starlight 7000 HD能在光线很
暗的情况下生成全彩色图像，而其他摄像机只能
生成黑白图像。 AUTODOME IP dynamic 7000 
HD借助面向应用的1080p高清晰度实现理想的图
像清晰度，这些应用需要在明亮和黑暗区域中的
充满挑战性的场景下实现对象识别的微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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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了解所有相关信
息是至关重要的，这
样您才能洞察一切、
更快地做出反应并 
做出准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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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OME IP 
智能
我们专注于在您所需要安防的领域推动创
新。 无论您选择入门级AUTODOME IP 
4000 HD还是高端型号AUTODOME IP 
dynamic 7000 HD和AUTODOME IP 
starlight 7000 HD，您的摄像机都配备了
能够增强您的安全性的智能功能。 

“�用较低的成本和网络
负载提供仅包含相关
信息的图像。”

10 | AUTODOME IP系列



优化场景图像捕获系统

方向

位置

大小

触发：
自动/单击一下鼠标/IVA

更新
视场

PTZ系统控制流量分析 

场景

基于内容的图像处理技术(CBIT)
所有AUTODOME IP摄像机都有基于内容的图像处理技
术(CBIT)功能，可确保随时随地提供高品质的相关IP图
像。 根据场景的内容来调整捕获的图像。 根据运动、
不同的光照强度以及逆光和顺光的来回变化，持续和动
态地调整摄像机设置。 这可确保对目标物体进行智能跟
踪和完美曝光，同时将比特率降低高达50%。 因此，
这会显著降低您的存储成本和网络压力，同时不会影响
视频质量。

始终提供完美曝光
在观看多雾或其它低对比度场景时，智能透雾
(Intelligent Defog)可确保摄像机的可见度得到大幅提
高。 将该功能可以连续使用，也可以使用内置的视频
分析功能自动将其激活。 如果摄像机检测到雾，图像
的对比度会进行调节，以提高可见度。 一旦恢复正常
的观看条件，摄像机的设置又会自动地重新进行调节。

智能视频分析(IVA)
AUTODOME IP 7000型号具有内置的智能视频分析
(IVA)功能。 这可以在需要时提醒您，从而帮助您关注
相关场景。 此外，IVA还通过元数据为视频数据添加了
感知功能和结构，使您能够在短时间内从长达数小时的
存储视频中检索相关图像。 元数据还可用于提供无可
辩驳的法庭证据或基于人数统计或人群密度信息优化业
务流程。 它可以同时巧妙地结合16种可用IVA规则中
的8种规则，使复杂的任务变得简单，并将误报次数大
大降低。

智能跟踪(Intelligent�Tracking)
IVA还使智能跟踪(Intelligent Tracking)可根据预定义
的报警规则或简单的点击来自动跟踪运动物体。 通过
智能地区分单个和多个参照点，它可以动态调整视场，
从而提供不间断的跟踪和出色的图像捕获质量。

借助AUTODOME IP系列的移动控制(PTZ)摄像
机，我们可使用完全满足您的需求的视频技术来
提供比以往更多的选择。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转
至www.boschsecurity.com/hd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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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安防系统
如需了解Video Systems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oschsecurity.com/hdsecurity

© 2015 博世安保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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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创新的传统
125余年来，博世以高品质和可靠性而名
扬世界。 作为全球领先创新科技的供应
商，博世拥有优质的服务与技术支持。

博世安防系统荣幸推出的种类齐全的安
防、通讯和音响解决方案每天都在应用于
世界各地的应用领域，从政府机构、公共
场所，到企业、学校和家庭，无不深受用
户的信赖。

http://weibo.com/boschsecurity

http://cn.boschsecurity.com

http://i.youku.com/bosch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