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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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壁安装支架

型号： WV-Q1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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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是墙壁安装支架。

将本产品安装至混凝土墙壁等上面后，安装摄像机。

前言

注意事项

安装时请委托经销商

安装中需要技术和经验。否则可能会造成火

灾、触电、受伤或物件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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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安装本公司的室内用球型摄像机以

外的摄像机

否则会发生摄像机坠落，导致人员受伤等事

故。

必须牢固上紧螺钉和固定部件

否则可能会导致产品坠落、受伤等事故。

确认下盖（1）和（2）的安装状态
为了防坠落，请务必确认下盖（1）和（2）确

实牢固安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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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摄像机容易坠落，可能

会导致人员受伤等事故。

请委托经销商进行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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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 请事先确认安装场所是否具有能够承受

安装摄像机时的总重量（约 3.8 kg）的强
度后，再开始安装。

 • 请务必使用摄像机固定螺钉（摄像机的

附件）安装摄像机机身和本产品，并确

认无松动。

 • 不提供用于将本产品安装到墙壁上的螺

钉。

 根据安装区域的材料和结构，以及摄像

机和周边设备等的总重量准备螺钉。

 •  所需螺钉：M4（4颗）

 •  最小拔出力：单颗螺钉或螺栓的最小

拔出力为 196 N {20 kgf}以上。

 • 除了专用的摄像机之外，不能使用此安

装支架。

 • 安装、施工时，请遵守当地的标准进行。

 • 避免在以下场所安装：

 •  直接溅到雨水或水的场所（也包括屋

檐下等）

 •  游泳池等使用化学药剂的场所

 •  厨房或机械工厂等蒸汽或油烟较多的

场所，以及有可燃性气体等特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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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C 至 +50 ° C 范围的

场所

i-PRO Co., L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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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车辆或船舶等振动较大的场所（非车

载设备）

 •  空调吹风口或户外空气入口附近等温

度急剧变化的场所（这种情况下球形

罩有可能会起雾或者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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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场所

可以安装本产品的墙壁和电缆的布线方法如下：

●嵌入式连接盒

●牢固的板子

●混凝土墙壁

松下制
嵌入式连接盒

牢固的板子

混凝土墙壁 混凝土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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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前请仔细阅读“注意事项”和“安装时的注意事项”。另外，请同时阅读所安装的摄像机

的说明书。

使用摄像机底座安装摄像机时

安装

步骤 1

使用模板纸（附件）在墙壁上为安装螺钉和

电缆穿过孔的位置作标记。

需要在墙壁内部布线时，请在墙壁上打孔。

步骤 2

使用保护带（附件）缠绕摄像机的电缆。

应缠绕在电缆接触到摄像机的外壳开口处的

部分。

模板纸
（附件）

墙壁

保护带
（附件）

外壳开口处

步骤 3

拆卸安装螺钉，将摄像机底座从摄像机机身

分离。

请妥善保管所拆卸下的安装螺钉。

步骤 4

在摄像机的外壳开口处开个口。

安装螺钉

在安装螺钉拧松的
状态下，先往上
按然后再拆卸。

旋转 15°

将摄像机底座拉出来。

外壳开口处



7

步骤 5

按照先下盖 (1)后 (2)的顺序拆下下盖。

按住标记的同时往下拉，可以拆下下盖 (下

盖 (1)有 1处，(2)有 4处 )。

步骤 6

将摄像机底座安装至上盖后，进行布线。

使用 4颗螺钉（附件，M4×L8）将摄像机底

座按下图所示的方向安装。

推荐上紧力矩：1.56 N · m {16 kgf · cm}

下盖（1）

下盖（2）

步骤 7

向外排布电缆，并且使用侧面的电缆夹将其

固定。

沿着上盖的内侧面排布电缆，并且使用电缆

夹将其固定，以防电缆会妨碍到外壳安装或

摄像机安装。

步骤 8

将上盖安装到墙壁上，进行布线。

使用 4颗螺钉将上盖固定。

本产品不附带此处所需螺钉。请根据安装场

所准备合适的螺钉。

电缆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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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安装下盖（2）。

此时，在未拆卸装饰框（请参见第 11页步骤

10）的状态下就安装下盖（2）。

请确认装饰框和下盖（2）确实牢固安装好。

步骤 10

将固定在摄像机机身上的防坠落绳安装到摄

像机底座。

请确认防坠落绳结环确实钩住摄像机底座的

挂钩。

※下图中不显示本产品。

下盖（2）

防坠落绳结环

步骤 11

将摄像机安装到摄像机底座，使用安装螺钉

固定。

请确认无松动。

推荐上紧力矩：0.68 N · m {7 kgf · cm}

※下图中不显示本产品。

步骤 12

先将下盖（1）的两端推入下盖（2）的两侧，

然后再推入中央部分。

请确认下盖（1）和（2）确实牢固安装好。

15 °

摄像机底座

摄像机机身

旋转

下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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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使用模板纸（附件）在墙壁上为安装螺钉和

电缆穿过孔的位置作标记。

需要在墙壁内部布线时，请在墙壁上打孔。

步骤 2

按照先下盖（1）后（2）的顺序拆下下盖。

按住标记的同时往下拉，可以拆下下盖 (下

盖（1）有 1处，（2）有 4处 )。

步骤 3

将摄像机安装支架（摄像机的附件）安装至

上盖。

使用 4颗螺钉（附件，M4×L4）将摄像机安

装支架按下图所示的方向安装。

重要：

 • 请勿使用附件中的长螺钉（M4×L8），否

则可能会损坏上盖。

推荐上紧力矩：1.56 N · m {16 kgf · cm}

步骤 4

将上盖安装到墙壁上，进行布线。

使用 4颗螺钉将上盖固定。

本产品不附带此处所需螺钉。请根据安装场

所准备合适的螺钉。

模板纸
（附件）

墙壁

下盖（1）

下盖（2）

使用摄像机安装支架安装摄像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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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将安装在摄像机安装支架上的防坠落绳安装

到摄像机机身上。

请确认防坠落绳确实钩住摄像机机身的防坠

落绳挂钩。

※下图中不显示本产品。

步骤 6

将电缆连接至外部 I/O插口、麦克风输入 /

线路输入插口、音频输出插口、调整用监视

器输出插口。

关于连接方法，请阅读摄像机的使用说明书。

连接时，请牢固握住摄像机机身后，进行连

接。

步骤 7

将电缆连接至网络连接插口、直流 12 V电

源电缆插口。

关于连接方法，请阅读摄像机的使用说明书。

防坠落绳

防坠落绳挂钩

步骤 8

将摄像机安装至摄像机安装支架。

将锁定板对准摄像机安装支架上的导向部

分，摄像机安装支架的中心部分和摄像机的

中心部分对准后，插入至本产品，将摄像机

机身边按至摄像机安装支架，边顺时针旋转。

※下图中不显示本产品。

锁定板

摄像机安装支架的中心部分

导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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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使用 1颗摄像机固定螺钉（摄像机的附件，

M3）将摄像机和摄像机安装支架固定在一

起。

推荐上紧力矩：0.68 N · m {7 kgf · cm}

※下图中不显示本产品。

步骤 10

从下盖（2）上拆卸装饰框。

按箭头所示的方向旋转装饰框，旋松钩子后

可以拆下装饰框。

摄像机固定螺钉
（摄像机的附件，M3）

下盖（2）

装饰框

步骤 11

安装下盖（2）。

请确认下盖（2）是否确实牢固安装好。

步骤 12

将装饰框安装到下盖（2）上。

将装饰框的 3个钩子与下盖（2）的 3个缺口

处对准后插入，按箭头所示方向旋转装饰框。

下盖（2）

缺口
（下盖（2））

装饰框

钩子
（装饰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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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3

安装下盖（1）。

先将下盖（1）的两端推入下盖（2）的两侧，

然后再推入中央部分。

请确认下盖（1）和（2）确实牢固安装好。

下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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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 − 10 ° C至 +50 ° C

尺寸： 165 mm （宽） × 140 mm （高） × 217.5 mm （深）

重量： 约 650 g
表面处理： ABS树脂、金属银涂层

规格

螺钉（M4×L8） ................................................................... 4颗

 （用于摄像机底座）

 螺钉（M4×L4） ................................................................... 4颗

 （用于摄像机安装支架）

模板纸 ............................................................................... 1张

保护带 ............................................................................... 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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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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