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本说明书中，型号中的一部分有可能省略。

使用说明书

嵌入天花板安装支架

型号：WV-Q1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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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天花板安装支架专为在天花板上安装摄像

机而设计。关于可以配套安装的摄像机，请

参见摄像机的产品目录或使用说明书。

本产品可用于安装强度较弱的场所，例如双

层天花板上的石膏板。

本产品属于嵌入式，可减少摄像机机身裸露

在外的部分。

特点

注意事项

安装时请委托经销商

安装中需要技术和经验。

否则会导致火灾，受伤，触电或者财物毁

坏。

请务必联系经销商。

请勿安装于容易产生盐害或腐蚀性气体

的场所

否则安装部位容易老化，会导致坠落事故。

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

请务必遵照推荐的上紧力矩拧紧螺钉

否则可能会导致坠落、受伤等事故。

请勿将本产品用于指定型号以外的摄像机

否则可能会发生摄像机坠落，导致人员受伤。

安装在牢固的地方

如果安装的地方强度不足，会导致坠落、受

伤等事故。

请委托经销商实施安装。

请勿用手触摸金属边缘

否则可能会导致受伤。

定期检查

若安装部位老化，容易坠落，可能会导致人

员受伤等事故。

请委托经销商进行定期检查。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产品坠落

否则可能会发生产品坠落，导致人员受伤等

事故。

请务必安装防坠落绳。

请勿安装于经常振动的场所

经常振动容易使螺钉或螺栓松动，可能会导

致产品的坠落造成人员受伤等事故。

请勿撞击或振动

否则可能会造成火灾或伤害。

安装在不易被人撞到的高度

否则有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

请勿吊在或踩在本产品上

否则会导致受伤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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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Panasonic对于因未按照本资料的不当安装或使用操作而引起的问题所造成的人身

伤害或财产损失不承担责任。

安装、施工时，请遵守当地的标准进行。

请在室内使用本产品。

本产品不可以在户外使用。

请勿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长时间使用本产品，也不要将其安装在加热器或空调附近。

否则，可能会导致变形、变色和故障。确保本产品远离水源和湿气大的环境。

本产品的安装场所：

请事先确认安装场所是否具有能够承受安装摄像机和支架的总重量的强度后，再开始安装。• 
安装场所应在天花板后面保留210 mm或以上空间。• 

用于安装的天花板厚度应介于9 mm与40 mm之间。• 

避免在以下场所安装：

可能会遭受雨淋或溅到水的场所（包括屋檐下）；• 
游泳池等使用化学药剂的场所；• 
厨房等蒸汽或油烟较多的场所；• 
有可燃性气体或溶剂等特定环境的场所；• 
有放射线或X射线、以及强电波或电磁波的场所；• 
海上或海岸通道、以及温泉等产生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温度超出特定范围（–10 • °C至+55 °C）的场所；

车辆、船舶或生产线等振动较大的场所（非车载设备）；• 
可能会因温度骤变而导致结露的场所。• 

210 mm或以上

天花板：介于9 mm与40 m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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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的安装方法

本产品设计用于悬挂安装的摄像机。如果本产品安装于桌面或斜面上，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作

用，其使用寿命也可能会缩短。

另行准备固定螺钉

本产品没有附带用于将支架安装于天花板上的膨胀螺栓。

根据安装场所的材料和结构以及摄像机和周边设备等的总重量准备螺钉。

膨胀螺栓：M10（推荐）• 
最小拔出力：确保能承受的重量是包括摄像机机身在内的总重量的5倍以上。• 

紧固螺钉

螺钉和螺栓必须根据安装场所的材料和强度以适当的力矩上紧。• 
请勿使用冲击力较大的工具，否则可能会损坏螺钉或导致螺钉上得过紧。• 
拧紧螺钉时，确保螺钉垂直于安装表面。拧紧螺钉或螺栓后，检查确认无松动。• 

如果不再使用本产品，务必将其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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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示例>

各部分的名称

天花板

天花板内侧

防坠落绳支架（附件）

防坠落绳（附件）

天花板安装支架

子母装饰盖（附件）
摄像机

安装底架

母装饰盖（附件）

摄像机安装扣板

天花板固定螺钉（x4）

天花板固定支架（x4）

束带（用于布线）（x4）

纸质量规（附件）

子装饰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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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安装前，请仔细阅读“注意事项”（请参见第3页）和“安装时的注意事项”（请参见第4页）。

另外，请同时阅读所安装的摄像机的说明书。

步骤1

将安装模板A（附件）放到天花板上，打一个∅220 mm的孔。

步骤2

将两个膨胀螺栓（推荐用M10）安装到混凝土天花板上。

其中一个用于固定安装底架，另一个则用于连接防坠落绳。

1 使用安装模板B（附件）确定用于固定安装底架的膨胀螺栓的长度。

2 使用安装模板B（附件）确定螺母的位置，然后安装螺母。（天花板与螺母之间应保留

183 mm的间隙。）

2 安装螺母

1 确定膨胀螺栓长度

将膨胀螺栓安装到对准安装孔中心的

混凝土天花板上

183 mm安装模板B（附件）

天花板

膨胀螺栓（用于固定安装底架）

安装模板A（附件）

∅220 mm 

膨胀螺栓（用于连接防坠落绳（附件））

混凝土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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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防坠落绳（附件）     
完成效果图 

注意：

要使用已安装好的膨胀螺栓（用于连接• 
防坠落绳），则建议增加两个垫片螺母。

 

步骤4

将纸质量规（附件）粘贴在摄像机的安装底

架上。

1 按照图片进行折叠，将纸质量规的右边

没有贴双面胶的那一侧向里折。

垫片螺母

防坠落绳

（附件）
防坠落绳支架（附件）

垫片螺母

已安装到混凝土天花

板的膨胀螺栓

重要：

膨胀螺栓的拔出力可以承受包括摄像机• 
机身、天花板安装支架、膨胀螺栓和所

有其他零件在内的总重量的5倍以上的

重量。

如果使用已安装到混凝土天花板的膨胀• 
螺栓，作为连接防坠落绳的膨胀螺栓

时，请确保混凝土天花板与天花板之间

的间隙为1 m或以下。

步骤3

将防坠落绳支架（附件）固定到用于连接防坠

落绳的膨胀螺栓上，然后连接防坠落绳（附

件）。

1 在固定防坠落绳支架的膨胀螺栓上安装

螺母。

2 从防坠落绳支架上取下防坠落绳。

3 将标有1的一面插入膨胀螺栓。

4 弯曲标有2的一面。

5 将防坠落绳重新连接到防坠落绳支架。

6 从下面将螺母旋入。将防坠落绳支架用

上下螺母固定。

7 从下面旋入另一个螺母，拧紧并固定在

第6步中从下面旋入的螺母，从而形成

双螺母结构。

※  以上插图省略了螺母。

上侧

下侧

防坠落绳（附件）

3插入
2取下

4弯曲

标记2

标记1

5连接

防坠落绳支架（附件）

膨胀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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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防坠落绳（附件）     
完成效果图 

注意：

要使用已安装好的膨胀螺栓（用于连接• 
防坠落绳），则建议增加两个垫片螺母。

 

步骤4

将纸质量规（附件）粘贴在摄像机的安装底

架上。

1 按照图片进行折叠，将纸质量规的右边

没有贴双面胶的那一侧向里折。

垫片螺母

防坠落绳

（附件）
防坠落绳支架（附件）

垫片螺母

已安装到混凝土天花

板的膨胀螺栓

3 按下图将本产品呈侧向放置，并将纸质

量规粘贴在摄像机的安装底架上。

贴纸质量规时，请确保纸质量规穿过下

图所示的缝隙。

 Attach the 
  paper gauge

步骤5

1 事先将从天花板穿出的电缆穿入安装在

嵌入式安装支架上的束带环中。用于穿

套电缆的束带环因机型而异。穿套位置

如下所示。

使用摄像机安装支架的机型（摄像机附

件）：下图的束带A或束带C
使用底座单元的机型（摄像机机身部

件）：下图的束带B或束带D

标志方向

标志方向

束带D

束带A

束带B

束带C

标志

方向

标志方向

2 按下图所示的方法将防坠落绳连接到安

装底架上，插入步骤1中钻出的孔中，

放入天花板中。

此时，可以通过安装底架的“ ”标志

调整最后安装装饰盖时的品牌标志方

向。在意品牌标志方向的客户，请通

过“ ”标志决定标志方向。

天花板内侧

防坠落绳（附件）

电缆
安装底架

天花板

纸质量规（附件）

纸质量规（附件）

缝隙

在贴有“Attach the paper gauge”

贴纸的位置粘贴纸质量规

双面胶带

折叠线

将防坠落绳

（附件）的

一端穿过安

装孔

2 撕掉纸质量规上双面胶带的胶带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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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房间角度进行观看的效果图

天花板固定螺钉（x4） 
（安装底架外侧） 
推荐上紧力矩：0.78 N·m {8kgf·cm}

步骤7

准备电缆。

从安装底架的空隙中进行布线。支架安装在

天花板上时的线路走向如下图所示。请注意

不要使天花板固定支架夹住电缆。

注意：

使用底座单元还是摄像机安装支架取决 • 
于摄像机类型。 

 底座单元是摄像机的一个主要部件，而 
摄像机安装支架是摄像机的一个附件。

步骤6

使用天花板固定螺钉（4处）将安装底架固

定到天花板上。

1 将安装底架的顶部与用于固定安装底架

的膨胀螺栓咬合。

2 顺时针旋紧天花板固定螺钉（从下往上

看）以固定安装底架。通过紧固天花板

固定螺钉可以将天花板固定支架嵌入到

天花板中。

 推荐上紧力矩：0.78 N·m {8kgf·cm}

重要：

将本产品固定到天花板上时，确保四个• 
天花板固定支架全部如下图所示打开。

3 使用双螺母固定安装底架的顶部。

天花板固定

螺钉（x4）

天花板固定支架（x4）

膨胀螺栓（用于固

定安装底架）

双螺母

天花板内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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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松开金属挡板固定螺钉，将金属挡板向外侧

滑动，松开高度调整螺钉。

高度调整螺钉

金属挡板 
固定螺钉

金属挡板

步骤9

将高度调整螺钉（四处中的一处）顺时针旋

转（从下往上看时），摄像机安装扣板从最

后端往前端移动。此时，原先安装在摄像机

安装架上的纸质量规也会一同下降。请谨慎

操作，防止电缆夹在安装底架和摄像机安装

扣板之间。

高度调整螺钉

后端

前端

高度调整螺钉 
（安装底架内侧） 
可通过任何一处的高度调整螺

钉调整安装扣板的高度。

纸质量规

（附件）

推荐上紧力矩：0.1 N·m {1 kgf·cm}
※ 上紧力矩勿超过：0.29 N·m {3 kgf·cm}。

可能会导致损坏。

步骤10

将底座单元（摄像机机身部件）或摄像机安

装支架（摄像机机身部件）安装到摄像机安

装扣板上。

当使用摄像机安装支架时：将摄像机安装支

架上的FRONT标记对准摄像机安装扣板上

无电缆穿过一侧的FRONT标记。

当使用底座单元时：将底座单元电缆穿出的

方向对准摄像机安装扣板的电缆穿过一侧

的“ ”标记。

使用M4螺钉（附件）固定底座单元或摄像

机安装支架，共四处。

（推荐上紧力矩：1.57 N·m {16kgf·cm}）

在安装底架和摄像机安装扣板之间铺设电

缆，并使电缆自然下垂。

安装好底座单元后，将天花板上的电缆与底

座单元上的电缆连接起来。

※ 有关摄像机安装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摄

像机的使用说明书。

注意：

摄像机安装支架的安装如下文图片所• 
示。

摄像机安

装扣板

摄像机安装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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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安装支架

螺钉（M4）x4（附件）

摄像机 
安装扣板

FRONT

步骤11

将电缆连接到摄像机上，将摄像机与摄像机

安装支架咬合，确保摄像机底部中心位置对

准摄像机安装支架的中心位置（如下图所

示），并按顺时针方向（从下面看时）旋转

摄像机约20度，以暂时固定住摄像机。

※  有关摄像机安装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摄像机的使用说明书。

摄像机的 
底座部分

锁片

导向杆

重要：

安装时注意不要夹住电缆。• 
安装时务必握住摄像机的底座部分。如• 
果握住球形罩，可能会导致产品故障。

步骤12

使用一颗摄像机固定螺钉（摄像机附件，M3）

将摄像机机身和摄像机安装支架固定在一起。

（推荐上紧力矩：0.68 N·m {7kgf.cm}）

摄像机固定螺钉  
（M3，摄像机附件）

推荐上紧力矩：0.1 N·m {1 kgf·cm}
※ 上紧力矩勿超过：0.29 N·m {3 kgf·cm}。

可能会导致损坏。

注意：

调整摄像机的高度后，请拉住纸质量• 
规，将其从本金属件上取下后扔掉。

步骤13

按逆时针方向（从下面看时）旋转高度调整

螺钉（四处中的一处），上升至纸质量规上

显示的所用型号位置。

纸质量规

（附件） 高度调整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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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上紧力矩：0.1 N·m {1 kgf·cm}
※ 上紧力矩勿超过：0.29 N·m {3 kgf·cm}。

可能会导致损坏。

注意：

摄像机的高度调整结束后，请将纸质量• 
规从本产品中抽出并废弃。

步骤14

（按照标签上的Lock4方向）按入金属挡

板，锁定高度调整螺钉。拧紧金属挡板固定

螺钉，固定金属挡板。

金属挡板固定螺钉

金属挡板

高度调整螺钉

步骤15

取下摄像机镜头上的保护膜。

步骤16

使本产品附带的装饰盖上的III标记对准安装

底架上的III标记，将装饰盖按到天花板安装

支架上。按顺时针方向（从下面看时）旋转

装饰盖，直到将其固定。

母装饰盖（附件）

子装饰盖（附件）

安装底架上的III标记

装饰盖上 
的III标记

注意：

通过此支架将摄像机嵌入天花板时，不• 
使用摄像机附带的装饰盖。

WV-CS5S和WV-CS5C（球罩）都可以• 
直接使用此支架进行安装。

请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如何使用此支架附• 
带的装饰盖。

除上述情况外，将此支架与附着在母装• 
饰盖上的子装饰盖一起使用。

子装饰盖（附件）

母装饰盖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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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 –10 °C至+55 °C

尺寸： ∅245 mm x 203 mm（高）  
（含装饰盖）

重量： 约1.3 kg

表面处理： 主体：金属钢板

 装饰盖：ABS树脂（树脂颜色：帆布白或银色）

使用说明书（本书） ...............................................................1套

以下为安装附件：

防坠落绳 .................................................................................1根

防坠落绳支架 ..........................................................................1个

安装模板A ...............................................................................1张

安装模板B ...............................................................................1张

子母装饰盖 ...................................................帆布白1个、银色1个

螺钉（M4） ............................................5颗（含一颗备用螺钉）

纸质量规 .................................................................................1张

附件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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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Pb) 汞(Hg) 镉(Cd) 六价铬(Cr(VI)) 多溴联苯(PBB) 多溴二苯醚(PBDE)

机构材 ×  ×   

说明书材料/光盘      

附件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 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 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松下系统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滨河路1478号

原产地：中国

http://panason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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