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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化摄像机安装底座和附件是一系列可与各种博世摄像
机结合使用的安装底座、安装适配器、悬吊式接口板和监控
电源盒。这些附件易于安装，并且可组合使用以简化多个位
置的安装，同时保留相同的外观。
功能
博世监控电源盒经过专门设计，可满足在室外安防应用场合
中使用的摄像机的电力和电气安全要求。监控电源盒可在没
有 PoE 的情况下提供电源。
NDA-U-PA2 包含一个带 230 VAC 输入和 24 VAC 输出的变
压器，用于为最高额定功率为 100 W 且带电涌保护的摄像
机供电。
光纤套件
VG4-SFPSCKT 光纤套件是独特的介质转换器模块，适合与
监控电源盒配合使用。此介质转换器的设计用途是容纳多种
10/100 Mbps 小型可插拔(SFP)模块，以便与采用 LC 或
SC 连接器的多模或单模光纤配合使用。该介质转换器模块
与 SFP 模块可直接安装到监控电源盒中，以提供集成的光纤
解决方案。
通用附件组合
此附件可用于墙壁安装或天花板安装。要调整该附件以安装
到立杆或墙角，必须结合使用以下附件：
• NDA-U-PMAL 立杆安装适配器，大型
• NDA-U-CMT 墙角安装适配器

此附件支持轻松直接地安装以下安装底座：

u

适合室外使用的完整电源和连接解决方案

u

230 VAC 输入，24 VAC/100 W 功率输出

u

内置电涌保护，增强系统可靠性

u

在摄像机安装底座内无缝集成，不再需要单独的分线盒

u

采用模块化设计，用于快捷、方便的安装

• NDA-U-WMT 墙壁吊装底座
• NDA-U-PMT 天花板吊装底座

认证标准
环境参数
盐雾

IEC60068-2-52

防暴

IK10

防水防尘

IP66

振动

NEMA TS2

撞击

NEMA TS2

区域

合规/质量标记

欧洲

CE

NDA-U-PAx

美国

UL

NDA-U-PAx

随附部件
数量

组件

1

监控电源盒 230VAC

1

快速安装指南

2 | NDA-U-PA2 监控机柜 230VAC

数量

组件

1

安全手册

1

EAC 文档

技术指标
机械参数
尺寸（宽 x 高 x
厚）

170.0 毫米 x 216.4 毫米 x 105.0 毫米
（6.69 英寸 x 8.52 英寸 x 4.13 英寸）

重量

3773 克（8.32 磅）

标准颜色

白色(RAL 9003)

结构材料

铝合金

电气参数
电源输出电涌保护

峰值电流 21.4 A，峰值功率 1500 W
(10/1000 µs)

输入

230 VAC，50/60 Hz

额定输出

24 V @ 96 VA

输入熔断器

0.8 A

输出熔断器

2.0 A（摄像机），3.15 A（加热器）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60°C 至 55°C（-76°F 至 131°F）

湿度

0%至 100%，凝结

尺寸（单位：毫米（英寸））
订购信息
NDA-U-PA2 监控机柜 230VAC

监控电源盒，230 VAC 输入，24 VAC 输出，IP66
订单号 NDA-U-PA2
附件
NDA-U-WMT 悬吊式壁装

适用于球型摄像机的通用壁装底座，白色
订单号 NDA-U-WMT
NDA-U-CMT 角落安装适配器

通用墙角安装底座，白色
订单号 NDA-U-C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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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U-PMAL 立杆安装适配器（大）

通用立杆安装适配器，白色；大型
订单号 NDA-U-PMAL
NDA-U-PMT 悬吊式管道安装，12" (31cm)

适用于球型摄像机的通用管道安装底座，31 厘米，白色
订单号 NDA-U-PMT
SFP-2 光纤模块，多模，1310 纳米，2LC

SFP 光纤模块，2 千米（1.2 英里），2 个 LC 连接器。
多模
1310 毫米
订单号 SFP-2
SFP-3 光纤模块，单模，1310 纳米，2LC

SFP 光纤模块，20 千米（12.4 英里），2 个 LC 连接器。
单模
1310 纳米
订单号 SFP-3
SFP-25 光纤模块，1310/1550 纳米，1SC

SFP 光纤模块，2 千米（1.2 英里），1 个 SC 连接器
多模
1310/1550 纳米
订单号 SFP-25
SFP-26 光纤模块，1550/1310 纳米，1SC

SFP 光纤模块，2 千米（1.2 英里），1 个 SC 连接器
多模
1550/1310 纳米
订单号 SF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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