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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型罩的更换和维护
本指南提供了有关如何更换带有嵌入天花板式或悬吊式防护罩的 摄像机（ 系列、
系列或 系列）上的球型罩的说明。本指南还包括有关拆卸和清洁球型罩的重要信息。

替换球型罩由聚碳酸酯或丙烯酸有机玻璃制成。（符合 标准的球型罩由聚酰胺纤维制
成。）结实耐用的聚碳酸酯球型罩具有高耐冲击性，尽管表面较为柔软，但其光学透明度堪比玻璃或丙烯
酸有机玻璃。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可以提高高清晰图像的清晰度，但强度低。符合 标准的球型罩
提供防暴性能和高清品质图像清晰度。

!
警告
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不可用于 充压防护罩。若不加以避免，这样做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摄
像机损坏。

注意
我们不建议将聚碳酸酯球型罩与高清 摄像机配合使用，因为这会导致光学质量下降。

带有适用于传统式摄像机的聚碳酸酯装饰环的球型罩

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带有适用于 新摄像机的聚碳酸酯装饰环的球型罩以及符合 标准的聚酰胺纤维球型罩

拆开包装
应当小心拆开本装置的包装并谨慎处理。 检查包装外部是否存在明显的损坏迹象。 如果某件物品
似乎在运输途中受损，请立即通知承运商。
对照部件清单，确保所有部件均完整无缺。 如果缺少某件物品，请通知博世安防系统的销售代表或
客户服务代表。
如果有任何组件看似受损坏，请勿使用此产品。 如果物品损坏，请与博世安防系统公司联系。
原始的包装箱是此装置 安全的运载工具，当运回此装置以进行维修时，必须使用此包装箱。 请妥
善保管以备将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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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嵌入天花板式摄像机的球型罩
传统式 摄像机
下面的 张表列出了与传统式 嵌入天花板式 摄像机型号兼容的球型罩。 ”表示嵌入天花
板式球型罩可用于其部件号以以下字符开头的摄像机型号：
适用于 ”、 ”、 ”系列中传统式摄像机的球型罩

说明 球型罩部件号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聚碳酸酯透明球型罩

结实耐用的聚碳酸酯有色球型罩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带有聚碳酸酯球型罩装饰环
适用于 ”系列中传统式摄像机的球型罩

说明 球型罩部件号

聚碳酸酯透明球型罩

结实耐用的聚碳酸酯有色球型罩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大
型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大
型

带有大型聚碳酸酯球型罩装饰环
新的 摄像机

下表列出了与 新的 嵌入天花板式 摄像机型号兼容的球型罩。 ”表示嵌入天花板式球型
罩可用于此系列 新的摄像机型号。
适用于 系列中 新摄像机的球型罩

说明 球型罩部件号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聚碳酸酯透明球型罩

结实耐用的聚碳酸酯有色球型罩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带有 新版的聚碳酸酯球型罩装饰环
随 摄像机型号提供。
随 摄像机型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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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系列中 新摄像机的球型罩

说明 球型罩部件号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带有丙烯酸有机玻璃装饰环
随摄像机提供。

装饰环
下表描述了每种球型罩的装饰环。

说明 球型罩部件号 装饰环信息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包括小型装饰环。
（球型罩标配白色装饰环；如果您需
要黑色装饰环，则必须交换装饰环。）
适用于任何小型嵌入天花板式容器。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聚碳酸酯透明球型罩 仅限球型罩。如果您有一个有色球
型罩，但希望使用透明球型罩，则必
须重新使用随附有色球型罩提供的
装饰环。

结实耐用的聚碳酸酯有色球型罩 仅限球型罩。如果您有一个有透明
球型罩，但希望使用有色球型罩，则
必须重新使用随附透明球型罩提供
的装饰环。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包括大型装饰环。
仅 型号

需要。
适用于大型嵌入天花板式容器。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包括小型装饰环。
内环是球型罩的一部分且无法与其
分离。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适用于悬吊式摄像机的球型罩
下表列出了适合 悬吊式 摄像机的球型罩。所有悬吊式球型罩均适合于各类悬吊式型号摄
像机。

说明 球型罩部件号

透明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有色高清晰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聚碳酸酯透明球型罩

结实耐用的聚碳酸酯有色球型罩

结实耐用且符合 标准的聚酰胺纤
维透明球型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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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工具
十字头螺丝刀 或更小（嵌入天花板式）
小型一字头螺丝刀 毫米（悬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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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结实耐用的嵌入天花板式聚碳酸酯球型罩
注意
以下说明适合于 和 球型罩（在 型号 、

和 上提供）。

使用 或更小的十字头螺丝刀拧松装饰环上的锁紧螺丝（下图中的项目 ），直到球型罩可以自由转
动。

逆时针转动球型罩约 圈，直到球型罩从嵌入天花板式防护罩中脱离。

注意
对于 和 ，必须重复使用您所更换的球型罩随附的装饰环。继
续执行步骤 到 。

翻转球型罩和装饰环组件以便您可以看到其内部。
使用 十字头螺丝刀将连接球型罩和装饰环的 颗十字头螺丝（下图中的项目 ）拧下并放在一边待

用。

取出内部装饰环，然后将旧的球型罩从装饰环中取出。

更换结实耐用的嵌入天花板式聚碳酸酯球型罩



将替换用球型罩插入到外部装饰环中，并将球型罩上的凸耳对准外部装饰环上的凹槽。
将内部装饰环放置到球型罩上方，并将内部装饰环上的锁定螺丝槽对准外部装饰环（上图中的项目 ）

上的锁定螺丝槽。
使用之前拧下的 颗螺丝将内部装饰环固定到外部装饰环上。
根据“维护”部分的说明清洁球型罩。

将替换用球型罩和装饰环组件放在嵌入天花板式防护罩上并顺时针旋转约 圈，直到停止转动。然
后拧紧锁定螺丝。

更换结实耐用的嵌入天花板式聚碳酸酯球型罩



更换嵌入天花板式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注意
以下说明适合于 和 球型罩。
这些球型罩标配白色装饰环。用户可以购买可选的黑色装饰环。若要替换白色装饰环，请执行步骤

。否则，请从步骤 跳到步骤 。

注意
下面四 个步骤用于更换装饰环。这些步骤是可选的。如果您不更换装饰环，请跳到步骤 。

从内环中拧下五 个十字头螺丝。
取下白色装饰环。
将黑色装饰环放在内环上。
重新装上并拧紧五 个螺丝。
根据“维护”部分的说明清洁球型罩。
将替换用球型罩放在嵌入天花板式防护罩上，顺时针旋转约 圈，直到停止转动。然后拧紧锁定螺

丝。

更换嵌入天花板式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更换嵌入天花板式高清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注意
以下说明适合于 和 球型罩。

使用 或更小的十字头螺丝刀拧松装饰环上的锁紧螺丝（下图中的项目 ），直到球型罩可以自由转
动。

根据“维护”部分的说明清洁球型罩。
将替换用球型罩放在嵌入天花板式防护罩上，顺时针旋转约 圈，直到停止转动。然后拧紧锁定螺

丝。

注意
装饰环可能会变形
如果装饰环转动未完全到位，则装饰环上的螺丝槽将不会与防护罩中的螺丝槽对齐。在转动装饰环槽中
的螺丝时，您无法看到防护罩中的螺丝槽。您可以转动装饰环槽中的螺丝，但可能未对上防护罩上的螺
丝槽。将螺丝强制插入装饰环（而不将其插入防护罩中的螺丝槽）会使环变形。

更换嵌入天花板式高清丙烯酸有机玻璃球型罩



更换悬吊式球型罩
用双手用力逆时针（仰视球型摄像机）旋转悬吊式球型罩组件以设定球型罩插销。
将一个小型（ 毫米）一字头螺丝刀插入球型罩装饰环中的释放孔以解除锁定，然后取出螺丝刀。

图 吊装球型罩释放孔

稳定的用力将球型罩逆时针旋转约 度，直至球型罩组件脱离悬吊式防护罩。
找到装饰环内部用于将装饰环连接到球型罩的 个凸耳（下图中的项目 ）。
将每个凸耳轻轻地向外和向下（离开球型罩的方向）推动以使凸耳脱开。
将球型罩从装饰罩中取下。

将替换用球型罩插入到装饰环中，并将装饰环上的释放凸耳（上图中的项目 ）对准球型罩上的释放
槽。

根据“维护”部分的说明清洁球型罩。
将替换用球型罩和装饰环组件插入到悬吊式防护罩中并顺时针转动，直至锁定到位。当锁定时，插销机

件会发出咔嗒声。

更换悬吊式球型罩



维护

球型罩在处理与清洁时需要特别小心以避免划伤。

注意
为了避免防护罩内部湿气水分过度饱和，应限制球型罩与防护罩断开连接的时间量。博世建议用户将球
型罩从防护罩卸下的时间不要超过五 分钟。

球型罩处理
球型罩可能随附了保护性塑料板。 建议在准备安装之前，始终以这种方式存储球型罩。 在处理球型罩时
必须严加限制，因为任何刮痕都会影响其透视能力。
球型罩清洁
如果需要对球型罩进行清洁，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并遵守下面列出的所有警告事项。
清洁球型罩内部
不要用布擦拭或清洁极其柔软的内部表面。 通过喷射清洁干燥的压缩空气（ 好使用喷雾器）去除内部
表面的灰尘。

!
警告
请勿使用含酒精的溶剂清洁球型罩。 这会导致聚碳酸酯变得污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导致应力
老化，进而造成球型罩变得易碎。

清洁球型罩外部
球型罩的外部采用了硬涂层以提供额外的保护。 如果必需清洁，则请仅使用适合安全清洁玻璃镜片的清
洁剂和布料。 使用干燥的非磨损性布料擦干球型罩，以防止出现水斑。 请勿使用任何磨损性材料或清洁
剂擦洗球型罩。
博世建议您使用 号”塑料清洁光亮剂（或等效物品）根据制造商说明清洁球型罩外部。 请参
阅 ，进行订购或查找当地的分销商。
注意

请勿在阳光强烈或炎热的天气条件下清洁球型罩。
请勿在球型罩上使用磨损性或强碱性清洁剂。
请勿使用刀片或其它锋利工具刮擦球型罩。
请勿在球型罩上使用苯、汽油、丙酮或四氯化碳等化学物质。

取下 卡
遵照以下某部分（取决于摄像机安装类型）中的步骤：从嵌入天花板式防护罩上拆下球型罩或从吊
装防护罩上拆下球型罩。
按下 卡的末端直到其部分从连接器中弹出。
拔出 卡并将其放在安全位置。
请遵循以下其中一章节中的步骤（取决于安装的摄像机类型）：替换嵌入天花板式防护罩中的球型罩
或替换吊装防护罩中的球型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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