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频 - UHO室外摄像机防护罩

UHO室外摄像机防护罩

u 保护长达262毫米（10.32英寸）的摄像机/镜头组合

u 造型时尚、结构坚固的防护罩（IP66；IK09；
NEMA 4X）

u 采用折页结构的侧开门便于安装和设置摄像机

u 内含遮阳板

u 加热器和窗口除霜器

UHO摄像机防护罩是造型时尚的外壳，使您能够在室外环境
中或者在需要为摄像机提供保护的区域中使用DINION系列
摄像机。
提供多种型号，适用于24 VAC、120 VAC以及230 VAC电
源。根据版本，它们可以与采用12 VDC、24 VAC、120
VAC和230 VAC电压的摄像机一起使用。

功能

易于安装
折页侧开门设计可以方便地安装摄像机/镜头组合，即使在
安装防护罩后也可以操作控件。电源和视频电缆可以通过防
护罩后部的直通接头或外部4针电源和BNC连接器布线。某
些型号的基座上提供直通进线孔，以便更好地进行电缆管
理。基座上的安装孔可用于将防护罩安装到多种云台装置、
可调前端和各种摄像机安装架。

温度调节
铝制防护罩带有两个加热器（一个用于窗口除霜，一个用于
防护罩内部）和可选的吹风机。内部加热器可在低温环境下
维持防护罩内部的温度，将温度下限降至-40 °C (-40 °F)。
永久供电的窗口除霜加热器和可选的吹风机可以在湿度较大
的位置更大限度地减少结雾。所有型号均带有遮阳罩。

安全
为了提高安全性，该装置的锁扣带有防破坏螺丝，以防他人
擅自拆卸。

结实耐用
防护罩设计时尚，符合IP66、IK09和NEMA 4X标准，是保
护您的视频监控设备免受恶劣天气损坏的理想解决方案。

认证标准

安全性 符合EN 60065-1 (CE)标准

抗扰性 符合EN 50130-4 (CE)标准

辐射 符合EN 55022 B类(CE)
符合EN 61000-3-2 (CE)；EN 61000-3-3 (CE)
符合FCC CFR 47第15部分，B类

区域 合规/质量标记

欧洲 CE UHO-XXXX-1X

CE UHO-XXXX-5/6X

安装/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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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和镜头最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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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机械参数

尺寸
（高 x 宽 x 长）

126.5 x 171.3 x 480毫米（5 x 6.7 x 18.9英
寸）
随附遮阳罩

重量 3.1千克（6.8磅）

重量（含吹风机） 3.2千克（7.1磅）

结构 铝制壳体，硅垫圈，全不锈钢硬件

色彩 冷灰色3C

视窗 3毫米（0.12英寸）厚的玻璃

锁扣 提供防拆卸螺丝

摄像机安装 可拆卸的摄像机/镜头盘位，由两颗螺丝
固定

最大摄像机 + 镜头尺
寸（高 x 宽 x 长）

91 x 81 x 262毫米（3.6 x 3.2 x 10.3英寸）

安装孔 2对1/4-20螺纹孔
内部对：中心到中心距离51毫米（2.0英
寸）
外部对：中心到中心距离73毫米（2.9英
寸）

电气参数

防护罩电压 11型：额定24 VAC (50/60 Hz)

51型：额定230 VAC (50 Hz)

61型：额定120 VAC (60 Hz)

防护罩功耗 含吹风机：45 W

不含吹风机：40 W

摄像机最高功耗 10 W

连接器（UHO-HGS和UHO-HBGS）

后部接头 1根电缆直径：5.5至8毫米（0.14至0.32英
寸）
2根电缆直径：5.8至10毫米（0.23至0.39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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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oschsecurity.com.cn
服务邮箱：security@cn.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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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直通接头 2根电缆直径：4.5至7.9毫米（0.18至0.31
英寸）

连接器（UHI-HBPS和UHO-HPS）

后端连接器 1个4针（电源）
1个BNC（视频）

环境规格

工作温度 - 外部 -40 °C至+50 °C（‑40 °F至+122 °F）

工作温度 - 内部1 -20 °C至+55 °C（‑4 °F至+131 °F）

外壳防护2 IP66、IK09、NEMA 4X

根据NEMA TS 2-2003
(R2008)段落
2.1.5.1（使用图2.1检
测配置文件）

-34 ºC至+74 ºC（-30 ºF至+165 ºF）

1 请参阅摄像机规格以确保符合内部温度限制

2 对于极端环境，请参阅Bosch Extreme产品系列

订购信息

UHO-HBGS-11 室外防护罩，24VAC，直通
室外防护罩，适用于带24 VAC电源、风机和馈通布缆的
(24 VAC/12 VDC)摄像机。
订单号 UHO-HBGS-11 | F.01U.302.304
UHO-HBGS-51 室外防护罩，吹风机，230VAC/35W
室外防护罩，适用于带230 VAC电源、风机和馈通布缆的
(230 VAC/12 VDC)摄像机。
订单号 UHO-HBGS-51 | F.01U.302.310
UHO-HBGS-61 室外防护罩，吹风机，120VAC/35W
室外防护罩，适用于(120 VAC/12 VDC)摄像机。120 VAC电
源；风机；馈通布缆
订单号 UHO-HBGS-61 | F.01U.302.311
UHO-HBPS-11 室外防护罩，24VAC，外部BNC
适用于(24 VAC/12 VDC)摄像机的室外防护罩，带24 VAC电
源、吹风机及外部BNC和电源连接器。
订单号 UHO-HBPS-11 | F.01U.302.305
UHO-HBPS-51 室外防护罩，吹风机，230VAC，电动
适用于(230 VAC/12 VDC)摄像机的室外防护罩，带230 VAC
电源、吹风机及外部BNC和电源连接器。
订单号 UHO-HBPS-51 | F.01U.302.307
UHO-HGS-11 室外防护罩，24VAC/30W，直通
适用于(24 VAC / 12 VDC)摄像机的室外防护罩，带24 VAC电
源和直通式电缆。
订单号 UHO-HGS-11 | F.01U.302.306

UHO-HGS-51 室外防护罩，230VAC，直通
适用于(230 VAC / 12 VDC)摄像机的室外防护罩，带
230 VAC电源和直通式电缆。
订单号 UHO-HGS-51 | F.01U.302.308
UHO-HPS-51 室外防护罩，230VAC，外部BNC
适用于(230 VAC/12 VDC)摄像机的室外防护罩，带230 VAC
电源及外部BNC和电源连接器。
订单号 UHO-HPS-51 | F.01U.302.309

附件
HAC-TAMP01 适用于UHI/UHO系列的防拆开关套件
适用于HSG和UHI/UHO系列防护罩的防拆开关套件
订单号 HAC-TAMP01 | F.01U.005.044
LTC 9215/00 电缆直通式墙壁底座，12"
适用于摄像机防护罩的墙壁安装底座，电缆直通式，30厘米
（12英寸）；适于室外使用。
订单号 LTC 9215/00 | 4.998.137.651
LTC 9215/00S 适用于UHI/UHO的墙壁安装
适用于摄像机防护罩的墙壁安装底座，电缆直通式，18厘米
（7英寸）；适于室内使用。
订单号 LTC 9215/00S | F.01U.50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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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oschsecurity.com.cn
服务邮箱：security@cn.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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