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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全系列安装支架及其他附件。

u 专为与 MIC 系列无缝集成而设计。

u 几乎可为所有应用领域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u 易于使用和安装。

u 附件扩展功能。

Bosch Security Systems 提供各种适用于 MIC 系列摄像机

的安装支架和附件产品。安装支架（适用于墙角、墙壁和立

杆式安装）采用 MIC 系列的标准颜色。（注意：并非所有型

号 MIC 摄像机的安装支架都提供全部颜色选项。）附件经过

专门设计，能与 MIC 摄像机配合无间，为其扩充功能，更好

地满足您的应用需求。此数据表概述了可用的 MIC 附件。

以下附件有独立数据表：
• MIC 照明灯（适用于 MIC IP 摄像机型号）

• MIC Alarm/Washer Interface (MIC-ALM-WAS-24)
• 高功率 PoE 中跨型号

• VG4-A-PSU 系列

• VIDEOJET connect 7000 (VJC-7000-90)
还提供适用于 MIC IP 摄像机的串行协议电子许可证密钥：

串行协议软件许可证(MVS-FCOM-PRCL)。

系统概述

安装附件

深型导管适配器
MIC 深型导管适配器 (DCA)用于安装防风雨导管或电缆密

封塞来保护信号电缆。DCA 为 MIC IP 摄像机提供方便的安

装点。

在安装最终螺栓之前，铰链功能允许安装人员在安装期间将

摄像机临时但牢固地“挂起”，以便更加轻松地连接电缆/电
线。

DCA 具有两个 M25 孔，分别位于底座和侧面。

O 形环用于密封摄像机与底座的交界面，以提供符合 IP68
标准的防尘防水保护。

随附的硬件包括：

• 四(4)个 M8 x 20 不锈钢六角螺栓

• 四(4)个 M8 不锈钢平垫圈

• 一(1)个 O 形环，80 毫米 x 3 毫米

• 一(1)个端盖/堵头，M25 x 1.5，带 O 形环

某些型号(MIC-DCA-HxA)还包括：
• 一(1)个导管适配器（凸型 M25 至凹型 3/4 英寸 NPT）

墙壁安装支架
MIC 墙壁安装支架 (MIC-WMB)用于安装在建筑物墙壁上。

它也可以与 MIC 立杆安装支架 (MIC-PMB)和 MIC 浅型导管

适配器 (MIC-SCA)配合使用，以便在灯柱、脚手架或其他非

标准安装柱上安装 MIC 摄像机。MIC-WMB 带有深碗型装

置，用于进行信号电缆连接。

O 形环用于密封摄像机与底座的交界面，以提供符合 IP68
标准的防尘防水保护。



随附的硬件包括：
• 四(4)个 M8 x 20 不锈钢六角螺栓

• 四(4)个 M8 不锈钢平垫圈

• 一(1)个 O 形环，80 毫米 x 3 毫米

立杆安装支架
MIC 立杆安装支架 (MIC-PMB)与 MIC-SCA 和 MIC-WMB
配合使用，以便在灯柱、脚手架或其他非标准安装柱上安装

MIC 摄像机。MIC-PMB 适用于多种直径。

随附的硬件包括：
• 四(4)个 M8 x 30 不锈钢盖头螺栓

• 六(6)个 M6 x 20 不锈钢沉头螺栓

• 两(2)个高扭矩不锈钢蜗杆驱动夹（绑定夹），长 1 米

• 两(2)个立杆安装座

• 一(1)个安装固定板

墙角安装支架
MIC 墙角安装支架 (MIC-CMB)可与 MIC-SCA 和 MIC-
WMB 配合使用，用于将 MIC 摄像机安装到建筑物墙角。

564 mm

(23.4 in.)

120 mm

 (4.7 in.)

随附的硬件包括：
• 四(4)个 M8 x 25 不锈钢六角螺栓

• 四(4)个 M8 不锈钢平垫圈

• 四(4)个 M8 不锈钢螺母

支撑板
MIC 支撑板 (MIC-SPR)用于分散 MIC 摄像机及其支撑架的

重量，使安装人员可以将摄像机牢固地安装在平坦的砖石表

面上。

ø  9 mm

(23.4 in.)

190 mm square

 (7.5 in.)

12.7 mm

(0.5 in.)

随附的硬件包括：
• 四(4)个 M8 x 30 不锈钢盖头螺栓

• 四(4)个 M8 不锈钢平垫圈

• 四(4)个 M8 不锈钢螺母

浅型导管适配器
MIC 浅型导管适配器 (MIC-SCA)可根据需要与其他安装支

架配合使用。MIC-SCA 具有单个 M25 侧入口导管装配孔。

内部没有足够的空间，无法将摄像机直接安装在其上。（应

改用 MIC-DCA-Hx 或 MIC-DCA。）

O 形环用于密封摄像机与底座的交界面，以提供符合 IP68
标准的防尘防水保护。

随附的硬件包括：
• 四(4)个 M8 x 20 不锈钢六角螺栓

• 四(4)个 M8 不锈钢平垫圈

• 一(1)个 O 形环，80 毫米 x 3 毫米

• 一(1)个端盖/堵头，M25 x 1.5，带 O 形环

其他硬件附件

M25 至 3/4" NPT 螺纹适配器(MIC-M25XNPT34)
导管适配器（凸型 M25 至凹型 3/4 英寸 NPT）(MIC-
M25XNPT34)用于将北美地区常见的¾" NPT 导管安装到

MIC-DCA-Hx、MIC-DCA 和 MIC-SCA 安装底座（具有

M25x1.5 螺纹孔）。以下 DCA 型号随附此适配器：MIC-
DCA-HBA、MIC-DCA-HWA 和 MIC-DCA-HGA。此适配器

采用 316 不锈钢制成，包括硅胶 O 形环，用于将适配器密

封到导管适配器，以提供符合 IP68 标准的防尘防水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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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罩套件
遮阳罩套件可用于各种 MIC 摄像机。每个套件均经过专门设

计，可通过反射太阳光以及在外界环境与摄像机表面之间形

成隔热间隙，为摄像机提供额外的保护，防止太阳直接辐

射，尤其是在阳光充足的天候条件下。

适用于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遮阳罩套件
适用于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遮阳罩套件(MIC-9K-
SNSHLD-W)包括两(2)个白色模制外壳，与摄像机的俯仰前

端相连。

随附的硬件包括：

• 四(4)个 M4 x 8 不锈钢内六角头 Torx 螺丝

• 四(4)个 M4 不锈钢平垫圈

适用于 MIC IP ultra 7100i 和 MIC IP starlight 7100i
的遮阳罩
整体式遮阳罩(MIC-7100I-SNSHLD-W)与 MIC IP ultra
7100i 和 MIC IP starlight 7100i 摄像机前端相连。

在安装前，安装人员可将遮阳罩的一个部分拆下，为安装

MIC 照明灯留出足够空间。

随附的硬件包括：
• 两(2)个 M4 x 8 不锈钢内六角头 Torx 螺丝

清洗器套件
MIC 清洗器套件(MIC-WKT-IR)将清洗器泵和储水箱连接到

MIC 摄像机。

随附的硬件包括：
• 一(1)个清洗器喷嘴

• 两(2)个清洗器喷嘴安装支架

认证标准

区域 合规/质量标记

欧洲 CE - MIC-9K-IP67-5PK

安装/配置说明

典型的安装布局，墙壁安装

MIC-SPR-BD, 

      -WD, -MG

MIC-SCA-BD,

      -WD, -MG
MIC-WMB-BD,

      -WD, -MG

典型的墙壁安装配置
未显示：安装硬件。

典型的安装布局，立杆安装

MIC-WMB-BD,

      -WD, -MG
MIC-SCA-BD,

      -WD, -MG

MIC-PMB

典型的立杆安装配置
未显示：安装硬件。

典型的安装布局，墙角安装

MIC-CMB-BD,

      -WD, -MG

MIC-SCA-BD,

      -WD, -MG
MIC-WMB-BD,

      -WD, -MG

典型的角落安装配置
未显示：安装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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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安装布局，铰链式 DCA

MIC-DCA-HB,

      -HW, -HG

MIC-7130,

MIC-7230

典型的铰接 DCA 安装配置

技术指标

MIC 铰链式 DCA

尺寸

（高 x
宽）

120 x 131.6 毫米

（4.7 x 5.18 英寸）

重量 2.5 千克（5.5 磅）

材质 实心铝 带如下喷涂聚酯外层

 MIC-DCA-HB 黑色(RAL 9005), 粉末喷漆

 MIC-DCA-HW 白色(RAL 9010), 粉末喷漆

 MIC-DCA-HG 灰色(RAL 9006), 粉末喷漆 (仅在

特定区域提供。)

 MIC-DCA-HBA 黑色(RAL 9005), 粉末喷漆

 MIC-DCA-
HWA

白色(RAL 9010), 粉末喷漆

 MIC-DCA-HGA 灰色(RAL 9006), 粉末喷漆 (仅在

特定区域提供。)

MIC 墙壁安装支架

尺寸

（宽 x 高 x
深）

340 x 124 x 120 毫米

（13 x 5 x 4.7 英寸）

重量 1.95 千克（4.5 磅）

材质 实心铝 带如下喷涂聚酯外层:

 MIC-WMB-BD 黑色(RAL 9005), 粉末喷漆

 MIC-WMB-WD 白色(RAL 9010) , 粉末喷漆

 MIC-WMB-MG 灰色(RAL 7001), 粉末喷漆 (仅在

特定区域提供。)

MIC 立杆安装支架 (MIC-PMB)

尺寸（宽 x
高 x 深）

127 x 160 x 9.5 毫米（如果已安装立杆安装座则

为 25.375 毫米）

（5 x 6 x 0.4 英寸）

重量 1.7 千克（3.75 磅）

材质 安装支架，安装座：铝

绑定夹：不锈钢

涂层颜色 电镀透明色

MIC 墙角安装支架

尺寸

（宽 x 高
x 深）

564 x 120 x 394 毫米

（23 x 4.7 x 15.5 英寸）

重量 2.9 千克（6.5 磅）

材质 实心铝 带如下喷涂聚酯外层:

 MIC-CMB-BD 黑色(RAL 9005), 粉末喷漆

 MIC-CMB-WD 白色(RAL 9010), 粉末喷漆

 MIC-CMB-MG 灰色(RAL 7001), 粉末喷漆 (仅在

特定区域提供。)

MIC 支撑板

尺寸

（宽 x 高 x
深）

190 x 190 x 12.7 毫米

（7.5 x 7.5 x 0.5 英寸）

重量 1.24 千克（2.7 磅）

材质 实心铝 带如下喷涂聚酯外层:

 MIC-SPR-BD 黑色(RAL 9005), 粉末喷漆

 MIC-SPR-WD 白色(RAL 9010), 粉末喷漆

 MIC-SPR-MG 灰色(RAL 7001), 粉末喷漆 (仅在

特定区域提供。)

MIC 浅型导管适配器

尺寸

（高 x
深）

40 x 120 毫米

（1.6 x 4.7 英寸）

重量 0.78 千克（1.7 磅）

材质 实心铝 带如下喷涂聚酯外层:

 MIC-SCA-BD 黑色(RAL 9005), 粉末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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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SCA-WD 白色(RAL 9010), 粉末喷漆

 MIC-SCA-MG 灰色(RAL 7001), 粉末喷漆 (仅在

特定区域提供。)

适用于 MIC IP fusion 9000i 热成像摄像机的遮阳罩(MIC-9K-
SNSHLD-W)

尺寸

（宽 x 高 x
深）

150 x 232 x 110 毫米（5.9 x 9.1 x 4.3 英寸）

重量 0.40 千克（14 盎司）

适用于 MIC IP ultra 7100i 和 MIC IP starlight 7100i
的遮阳罩

尺寸（长 x 宽 x 高） 210 x 191 x 139 毫米（8.3 x
7.5 x 5.5 英寸）

重量 0.194 千克（0.4 磅）

结构材料 塑料

颜色 白色

订购信息

MIC-DCA-HB 深型导管底座，M25 孔，黑色

适用于 MIC7000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 DCA 底

座。铝。适用于导管/电缆密封塞的两个 M25 孔。

颜色为黑色(RAL 9005)。
订单号 MIC-DCA-HB

MIC-DCA-HW 深型导管底座，两个 M25 孔，白色

适用于 MIC7000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 DCA 底

座。铝。适用于导管/电缆密封塞的两个 M25 孔。

颜色为白色(RAL 9010)。
订单号 MIC-DCA-HW

MIC-DCA-HG 深型导管底座，两个 M25 孔，灰色

适用于 MIC7000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 DCA 底

座。铝。适用于导管/电缆密封塞的两个 M25 孔。

颜色为灰色(RAL 7001)。仅在特定区域提供。
订单号 MIC-DCA-HG

MIC-DCA-HBA 深型导管底座，M25 孔，黑色

适用于 MIC7000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 DCA 底

座。铝。适用于导管/密封套的两个 M25 孔。包括一个导管

适配器（凸型 M25 至凹型 3/4 英寸 NPT）。仅在特定区域

提供。

颜色为黑色(RAL 9005)。
订单号 MIC-DCA-HBA

MIC-DCA-HWA 深型导管底座，M25 孔，白色

适用于 MIC7000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 DCA 底

座。铝。适用于导管/密封套的两个 M25 孔。包括一个导管

适配器（凸型 M25 至凹型 3/4 英寸 NPT）。仅在特定区域

提供。

颜色为白色(RAL 9010)。
订单号 MIC-DCA-HWA

MIC-DCA-HGA 深型导管底座，M25 孔，灰色

适用于 MIC7000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 DCA 底

座。铝。适用于导管/密封套的两个 M25 孔。包括一个导管

适配器（凸型 M25 至凹型 3/4 英寸 NPT）。仅在特定区域

提供。

颜色为灰色(RAL 7001)。
订单号 MIC-DCA-HGA

MIC-WMB-BD 墙壁安装支架，黑色

墙壁安装支架，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WMB-BD

MIC-WMB-WD 墙壁安装支架，白色

墙壁安装支架，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WMB-WD

MIC-WMB-GD 墙壁安装支架，灰色粉末喷漆

墙壁安装支架，灰色(RAL 9006)，粉末喷漆，适用于

MIC-612xxxxG36x 系列摄像机
订单号 MIC-WMB-GD

MIC-WMB-MG 适用于高强度 PTZ 摄像机的墙壁底座，灰色

墙壁安装支架。

灰色 (RAL 7001)。 仅在特定区域提供。粉末喷漆。
订单号 MIC-WMB-MG

MIC-PMB 立杆安装支架

立杆安装支架（包括 2 x 455 毫米不锈钢绑定夹，适用于直

径为 75 - 145 毫米的立杆）
订单号 MIC-PMB

MIC-CMB-BD 墙角安装支架，黑色

角落安装支架，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CMB-BD

MIC-CMB-WD 墙角安装支架，白色

角落安装支架，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CMB-WD

MIC-CMB-MG 墙角安装支架，灰色粉末喷漆

墙角安装支架。

灰色 (RAL 7001)。 仅在特定区域提供。粉末喷漆。
订单号 MIC-CMB-MG

MIC-SPR-BD 壁装支撑板，黑色粉末喷漆

适合砖墙表面安装的铝质支撑板，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SPR-BD

MIC-SPR-WD 壁装支撑板，白色粉末喷漆

适合砖墙表面安装的铝质支撑板，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SPR-WD

MIC-SPR-GD 壁装支撑板，灰色粉末喷漆

适合砖墙表面安装的铝质支撑板，灰色砂面漆(RAL 9006)，
适用于 MIC-612xxxxG36x 系列摄像机
订单号 MIC-SPR-GD

MIC-SPR-MG 壁装支撑板，灰色粉末喷漆

适合砖墙表面安装的铝质支撑板。

灰色 (RAL 7001)。 仅在特定区域提供。粉末喷漆。
订单号 MIC-SPR-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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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SCA-BD 浅型导管适配器，黑色粉末喷漆

用于 MIC-WMB、MIC-PMB 或 MIC-SPR 的浅型导管适配

器，黑色粉末喷漆 (RAL9005)
订单号 MIC-SCA-BD

MIC-SCA-WD 浅型导管适配器，白色粉末喷漆

用于 MIC-WMB、MIC-PMB 或 MIC-SPR 安装的浅型导管

适配器，白色粉末喷漆 (RAL9010)
订单号 MIC-SCA-WD

MIC-SCA-GD 浅型导管适配器，灰色粉末喷漆

用于 MIC-WMB、MIC-PMB 或 MIC-SPR 的浅型导管适配

器，灰色砂面漆(RAL 9006)，适用于 MIC-612xxxxD36x
系列
订单号 MIC-SCA-GD

MIC-SCA-MG 导管适配器，浅型，灰色粉末喷漆

用于 MIC-WMB、MIC-PMB 或 MIC-SPR 的浅型导管适配

器。

灰色 (RAL 7001)。 仅在特定区域提供。粉末喷漆。
订单号 MIC-SCA-MG

MIC-M25XNPT34 适配器，M25 至 3/4"NPT，不锈钢制

不锈钢 M25 至¾英寸 NPT 螺纹适配器
订单号 MIC-M25XNPT34

MIC-67SUNSHLD 适用于 MIC7000 系列的遮阳罩，白色

适用于 MIC7000 摄像机的由三部分构成的遮阳罩 – 1 个底

壳、2 个顶壳（1 个用于可选的照明灯附件周围）。 白色。
订单号 MIC-67SUNSHLD

MIC-9K-SNSHLD-W Sunshield 热敏 PTZ 摄像机，白色

适用于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的遮阳罩套件，白色。

推荐用于安装在受到强烈阳光照射的位置的白色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
订单号 MIC-9K-SNSHLD-W

MIC-BP3 Biphase 转换器，适用于电源

用于红外电源设备或非红外电源设备的 Biphase 转换器，不

提供免费扩展槽
订单号 MIC-BP3

MIC-BP4 Biphase 转换器，适用于电源

用于非红外型 MIC 系列电源设备的 Biphase 转换器
订单号 MIC-BP4

MIC-ALM 适用于 MIC400 非红外电源装置的 8 输入报警卡

用于电源装置的 8 输入报警和清洗器泵驱动卡（不适用于红

外摄像机电源装置）。需要清洗器泵，单独购买。
订单号 MIC-ALM

MIC-WKT 清洗器套件，MIC 非红外

适用于非红外 MIC 摄像机型号的清洗器套件。
订单号 MIC-WKT

MIC-WKT-IR 清洗器套件，MIC 红外

清洗器套件，适用于模拟红外 MIC 摄像机型号以及 MIC IP
starlight 7000i 和 MIC IP fusion 9000i 摄像机型号。
订单号 MIC-WK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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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中国:
博世（上海）安保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203 幢 8,9 楼

邮编：200335
电话：+86 21 2218 1111
传真：+86 21 2218 2099
http://cn.boschsecurity.com
服务邮箱：security@cn.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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