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訊 - UHO 室外攝影機外殼

UHO 室外攝影機外殼

u 保護攝影機/鏡頭組合，最長 262 公釐 (10.32 英吋)
u 風格獨特又耐用的基座 (IP66；IK09；NEMA 4X)
u 鉸鏈側開口，可方便安裝及攝影機設定
u 附遮陽罩
u 加熱器和窗戶除霜裝置

UHO 攝影機機殼是經過聰明設計的機殼，能讓您在戶外環
境或需要保護攝影機的區域使用 DINION 系列攝影機。
機型可搭配 24 VAC、120 VAC 和 230 VAC 電源供應器使
用。視版本而定，可搭配 12 VDC、24 VAC、120 VAC 和
230 VAC 攝影機使用。

電磁耐受性

根據 EN 50130-4 (CE)

輻射

根據 EN 55022 class B (CE)
根據 EN 61000-3-2 (CE)；EN 61000-3-3 (CE)
根據 FCC CFR 47 Part 15，Class B

功能
安裝方便
鉸鍊式側邊開口設計提供輕鬆安裝所有攝影機/鏡頭組合，
即使是安裝外殼時，也能存取控制。電源和視訊纜線可穿過
直通式配件或外殼背面的外部 4 針腳電源和 BNC 接頭。直
通式穿入孔位於某些機型的底座，以便更完善地管理纜線。
底座的安裝孔可用於在各種平移/傾斜、可調整的鏡頭上安
裝外殼，以及安裝各種攝影機安裝支架。
操作調節
這個鋁製外殼具有兩個加熱器 (一個用於視窗除霜，一個用
於外殼內部)，以及一個選購鼓風機。內部加熱器能在低溫
環境中維持外殼的內部溫度，將溫度下限擴增至 -40 °C
(-40 °F)。永久供電的窗戶除霜加熱器和選購的鼓風機能在
高濕度地點將霧降到最低。所有機型皆隨附遮陽罩。
安全
為了增加安全性，裝置的鎖扣隨附防竄改螺絲，以避免未經
授權的存取。
防破壞強化設計
透過符合 IP66、IK09 和 NEMA 4X 標準的時尚設計，基座
是保護您的視訊監控設備免受不利因素影響的理想解決方
案。
認證與核准
安全性

根據 EN 60065-1 (CE)

地區

符合法規/品質標章

歐洲

CE

UHO-XXXX-1X

CE

UHO-XXXX-5/6X

安裝/設置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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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技術規格
480 (18.9)

171 (6.7)

126 (5)

機械規格

90 (3.5)

尺寸

126.5 x 171.3 x 480 公釐(5 x 6.7 x 18.9 吋)

(高 x 寬 x 長)

包含遮陽板

重量

3.1 公斤 (6.8 磅)

重量 (含鼓風機)

3.2 公斤 (7.1 磅)

構造

鋁質基座，矽膠墊片，全不鏽鋼硬體

顏色

酷灰 3C

窗户

3 公釐 (0.12 吋) 玻璃

定位夾

隨附防篡改螺絲

攝影機安裝

可拆卸攝影機/鏡頭托盤，以兩顆螺絲安
裝

最大攝影機 + 鏡頭大
小 (高 x 寬 x 長)

91 x 81 x 262 公釐(3.6 x 3.2 x 10.3 吋)

安裝孔洞

2x 組 1/4-20 螺孔

38 (1.5)

23 (0.9)

內部組：51 公釐 (2.0 吋) 中心對中心
51 (2)

外部組：73 公釐 (2.9 吋) 中心對中心

74 (2.9)

mm (in)

電力
攝影機和鏡頭的數目上限

外殼電壓供應

11 機型：24 VAC 額定值 (50/60 Hz)

91 (3.6)

51 機型：230 VAC 額定值 (50 Hz)
61 機型：120 VAC 額定值 (60 Hz)
外殼消耗功率

搭配鼓風機：45 W
不搭配鼓風機：40 W

最大攝影機耗電量

10 W

81 (3.2)

接頭 (UHO-HGS 和 UHO-HBGS)
背面配件

1x 纜線直徑：5.5 至 8 公釐
(0.14 至 0.32 吋)
2x 纜線直徑：5.8 至 10 公釐
(0.23 至 0.39 吋)

mm (in)
262 (10.3)

底端饋電

2x 纜線直徑：4.5 至 7.9 公釐
(0.18 至 0.31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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