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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組化攝影機掛架和配件為一系列的掛架、安裝轉接座、
懸掛介面板和監控機櫃，這些可用於廣泛的 Bosch 攝影
機。這些配件很容易安裝而且可結合使用，以簡化多個位置
的安裝，同時維持相同的外觀和風格。
系統概觀
模組化設計：適用於不同的攝影機
模組化設計十分靈活，而且可在室內和室外用來安裝 Bosch
攝影機。針對要安裝的攝影機選擇相關的攝影機專用介面
板，就可以使用常用掛架，讓多部攝影機的安裝變得更簡
單，並可確保常用的機型和顏色 (RAL9003)。
這些配件與以下機型相容：
•
•
•
•
•
•
•
•

FLEXIDOME IP 4000i
FLEXIDOME IP 5000i
FLEXIDOME IP outdoor 4000 HD
FLEXIDOME IP outdoor 5000 HD
FLEXIDOME IP panoramic 5000 MP
FLEXIDOME IP panoramic 7000 MP
AUTODOME IP 4000i
AUTODOME IP 5000i

適合所有環境的品質和耐用性
掛架和配件的機械設計動力為易用性與可靠性和耐用性的結
合。所有組合都經過 Bosch 標準測試，可提供最高環境效
能，其中包括機械負載、衝擊、震動和耐衝擊測試。機械設

u

可快速且輕鬆安裝的模組化設計

u

完美配合的零件，可讓您輕鬆挑選並在現場安裝

u

耐風雨表面處理，可維持表面外觀

計讓這些掛架和配件具備防破壞能力，而高品質的塗層則提
供防蝕能力，並可在一段時間內維持最高等級的表面完整
性。
易用性：簡易且彈性的安裝
易用性是這些配件的基礎，這是以簡單的選擇程序開始，使
用 Bosch 產品選擇表可針對要使用的攝影機來決定正確的
配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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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攝影機專用介面板，將攝影機安裝至掛架。
護欄掛架
護欄掛架可用來將攝影機安裝在護欄、陽台牆邊緣或橋樑側
邊上。這些掛架可安裝在適當牆面的內部或外部，也可以旋
轉，以方便定位並讓攝影機的維修變得更簡單。選購的平屋
頂轉接掛架 (LTC9230/01) 可用來將攝影機安裝在平面上。
懸吊管件掛架

根據安裝情境，可以使用牆掛架、天花板掛架或屋頂掛架。
其他選項包括桿架型掛架和牆角型掛架。監控機櫃、壁掛支
架板和嵌頂架設箱為安裝人員提供額外的彈性。攝影機專用
介面可讓一系列的攝影機搭配這些安裝選項使用。
懸掛介面板
每一部相容的攝影機都有其專屬的懸掛介面板。這些轉接掛
架是專為搭配模組化配件使用所設計，它提供安全且堅固耐
用的解決方案，可將選定的攝影機安裝到 NDA-U-WMT 牆面
掛架、NDA-U-PMT 管件掛架或 NDA-U-RMT 護欄掛架。
牆掛架

懸吊管件掛架可將攝影機懸掛在天花板上。若為挑高天花
板，可以使用延長管來加長。此掛架支援簡易的纜線管理，
也可以結合其他嵌頂架設箱來連接導線管。
您可以使用監控機櫃擴展您的安裝，以提供安全安裝額外硬
體所需的電源及額外空間。
使用攝影機專用介面板，將攝影機安裝至掛架。
桿架轉接掛架

牆掛架支援多個安裝情境，包括使用適當的轉接掛架直接安
裝在牆壁、桿架或角落。整合式旋轉功能可確保安裝的攝影
機總是在水平位置。此掛架支援簡易的纜線管理，也可以結
合其他嵌頂架設箱來配合導線管的連接。
您可以使用監控機櫃擴展您的安裝，以提供安全安裝額外硬
體所需的電源及額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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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轉接掛架可讓攝影機安裝在桿架或桅杆上。轉接掛架連接
到桿架後，可以加入牆掛架和監控機櫃來提供完整的防風雨
安裝選項。
牆角轉接掛架

NDA-U-PA0 監控櫃 24VAC

監控機櫃，24 VAC 輸入，24 VAC 輸出，IP66
訂單號碼 NDA-U-PA0
NDA-U-PA1 監控櫃 120VAC

監控機櫃，120 VAC 輸入，24 VAC 輸出，IP66
訂單號碼 NDA-U-PA1
NDA-U-PA2 監控櫃 230VAC

監控機櫃，230 VAC 輸入，24 VAC 輸出，IP66
訂單號碼 NDA-U-PA2
NDA-U-PMAL 桿架轉接掛架，大型

通用桿架轉接托架，白色，大
訂單號碼 NDA-U-PMAL
NDA-U-PMAS 桿架轉接掛架，小型

桿架轉接掛架 (小)
通用桿架轉接掛架，白色，小。
訂單號碼 NDA-U-PMAS
NDA-U-PMT 懸吊管件掛架，31 公分

球型攝影機通用管件掛架，31 公分 (白)
訂單號碼 NDA-U-PMT
NDA-U-PMTE 懸吊管件加長，50 公分

通用管件掛架的延長管，50 公分 (白)
牆角轉接掛架可將攝影機輕鬆地安裝到建築物的牆角。安裝
轉接掛架後，可以加入牆掛架和監控機櫃來提供完整的防風
雨安裝選項。
監控機櫃
Bosch 監控機櫃專為符合室外保全應用的攝影機之電源和電
氣安全所設計。此監控機櫃可為無 PoE 的情況提供電源。
這些機櫃可不要配備變壓器 (適用於直接 24 VAC 電源輸入)
和配備 120 VAC 或 230 VAC 變壓器 (適用於主電源供
應)。每個監控機櫃都可提供具備突波保護的 100 瓦輸出。
監控機櫃可為牆掛架提供簡易、直接的介面。與牆掛架的完
整結合被評比為 IP66 和 IK10 等級。如需有關相容性的詳
細資料，請參閱 Bosch 產品選擇表。
光纖套件
VG4-SFPSCKT 光纖套件是適用於監控機櫃的獨特媒體轉換
器模組。此媒體轉換器的設計目的是為了接受廣泛的
10/100 Mbps 小封裝熱插拔 (SFP) 模組，以搭配包含 LC
或 SC 接頭的多模或單模光纖使用。此媒體轉換器模組和
SFP 模組可直接安裝在監控機櫃內，以提供整合式光纖解決
方案。光纖套件會擴大攝影機可接收指令及傳輸視訊和資料
的範圍。
技術規格

NDA-U-PSMB 懸吊式壁掛/天花板支架 SMB

用於壁掛支架或管件掛架的嵌頂架設箱 (SMB)。
訂單號碼 NDA-U-PSMB
NDA-U-RMT 懸吊護欄掛架

球型攝影機通用屋頂掛架，白色
訂單號碼 NDA-U-RMT
NDA-U-WMP 壁掛支架固定板

背板用於通用型壁掛支架、牆角型掛架及桿架型掛架，白
色，IP66
訂單號碼 NDA-U-WMP
NDA-U-WMT 懸吊式壁掛支架

球型攝影機通用壁掛支架，白色
訂單號碼 NDA-U-WMT
NDA-3050-PIP 全景攝影機 5000 用懸吊掛架介面接合板

適用於 FLEXIDOME IP panoramic 5000 MP 的懸掛介面
板。適用於室內與室外
訂單號碼 NDA-3050-PIP
NDA-4020-PIP AUTODOME 4000 用懸吊掛架介面接合板

適用於 AUTODOME IP 4000i 的懸掛介面板。
訂單號碼 NDA-4020-PIP

機械規格
標準色彩

白色 (RAL 9003)

安裝

安裝於牆面、桿架、角落、護欄 (屋頂)

訂購資訊
NDA-U-CMT 牆角轉接掛架

通用牆角型掛架，白色
訂單號碼 NDA-U-CMT

訂單號碼 NDA-U-PMTE

NDA-5030-PIP NDE-4/5000 用懸吊掛架介面接合板

適用於室外 FLEXIDOME 4000i / 5000i 的懸掛介面板。
訂單號碼 NDA-5030-PIP
NDA-5031-PIP NDI-4/5000 用懸吊掛架介面接合板

適用於室內 FLEXIDOME IP 4000i / 5000i 的懸掛介面板。
訂單號碼 NDA-5031-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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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7010-PIP FLEXIDOME 7000 用懸吊掛架介面接合板

適用於 FLEXIDOME IP panoramic 7000 的懸掛介面板。
訂單號碼 NDA-7010-PIP
NDA-8000-PIP 懸吊掛架介面接合板，室內

適用於 FLEXIDOME IP 8000i 的懸掛介面板，室內。
訂單號碼 NDA-8000-PIP
NDA-8000-PIPW 懸吊掛架介面接合板，室外

適用於 FLEXIDOME IP 8000i 的懸掛介面板，包括防風雨
耐候保護罩，室外
訂單號碼 NDA-8000-PIPW
配件
NDA-4020-PLEN PTZ 球型攝影機增壓阻燃箱

適用於 AUTODOME IP 4000i 和 AUTODOME IP 5000i 攝
影機增壓空間的天花板掛架外殼。僅在特定地區提供。
訂單號碼 NDA-4020-PLEN
VGA-IC-SP 天花板吊頂支撐套件，7 吋

適用於圓型攝影機的天花板吊頂支撐套件。光圈 Ø177 mm
(Ø7 in)。支援的重量上限 11.3 公斤 (25 磅)。
訂單號碼 VGA-IC-SP
LTC 9230/01 屋頂轉接掛架

平屋頂轉接掛架用於將裝置以直立方式安裝於平面上。
訂單號碼 LTC 9230/01
SFP-2 光纖模組，多模 1310 奈米 2LC

SFP 光纖模組，2 公里 (1.2 英哩)、2 個 LC 接頭。
多模
1310 公釐
訂單號碼 SFP-2
SFP-3 光纖模組，單模 1310 奈米 2LC

SFP 光纖模組，2 公里 (12.4 英哩)、2 LC 接頭。
單模
1310 nm
訂單號碼 SFP-3
SFP-25 光纖模組，1310/1550 奈米 1SC

SFP 光纖模組，2 公里 (1.2 英哩)、1 SC 接頭。
多模
1310/1550 nm
訂單號碼 SFP-25
SFP-26 光纖模組，1550/1310 奈米 1SC

SFP 光纖模組，2 公里 (1.2 英哩)、1 SC 接頭。
多模
1550/1310 nm
訂單號碼 SFP-26
NDA-4020-PLEN PTZ 球型攝影機增壓阻燃箱

適用於 AUTODOME IP 4000i 和 AUTODOME IP 5000i 攝
影機增壓空間的天花板掛架外殼。僅在特定地區提供。
訂單號碼 NDA-4020-PLEN
VGA-IC-SP 天花板吊頂支撐套件，7 吋

適用於圓型攝影機的天花板吊頂支撐套件。光圈 Ø177 mm
(Ø7 in)。支援的重量上限 11.3 公斤 (25 磅)。
訂單號碼 VGA-I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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