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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阁下选择我公司的产品，为了让阁下更好使用我公司的产品，请

在安装调试前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手册，如有疑问，请及时与本公司或当

地的办事处联系，谢谢。

本手册仅作为用户操作指示，不做维修服务用途。产品若进行了修改，

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册版权为本公司所有，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及其他

知识产权法规保护。未经本公司书面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任意地仿

制、拷贝、摘抄、转译或用做其他商业用途。

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此后之功能或相关参数若有变更，将另作补

充说明，详细情况可向设备厂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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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为确保设备可靠使用及人员安全，在安装，使用和维护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电源

在设备安装时，应确保电源线中的地线接地良好，请勿使用两芯插头，确保设

备输入电源为 100V--240V50/60HZ的交流电。

电源线

妥善布线，避免被践踏或重物挤压。

工作环境

请勿将设备放置在过冷或过热的地方，保持工作环境的良好通风。在潮湿结露

环境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关闭设备电源。

维护

所有维修必须由认证的维修人员进行。设备内有交流高压部件为避免出现触电

危险，请勿擅自拆解设备或维修。

操作注意事项

在下列操作之前一定要将设备的交流电源线从交流供电插座拔下：

A.取下或重装设备的任何部件。

B.断开或重接设备的任何电器插头或其他连接。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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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差转 HDMI

1.1 产品描述：

YPbPr2-HDMI是一款将色差信号倍频成数字高清 HDMI输出的转换器，同时支持色差、音

频输入，音频输入合成到 HDMI输出，非常适合于各种工程应用的场所。

1.2 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

信号类型：1路 YPbPr输入,1路立体声音频输入

连接类型：RCA接口（莲花）

视频：最小输入电平：0.5Vp-p
最大输入电平：2.0Vp-p
I/O阻抗：75Ω
回波损耗：-30dB@5MHz
最大 DC补偿：1.5V
同步锁相：0.3V-0.4Vp-p
音频：阻抗：>50Ω
最大电平：＋ 19.5dBu
输出信号

接口：HDMI母接口

最小/最大电平：T.M.D.S. 2.9V/3.3V
阻抗：50 Ω
建议最大输出距离：小于 20 米，在 1920x1200@60 时（推荐使用认证过的 HDMI 专用线

材,如Molex TM的线材）

1.3 产品特性

1：支持 1路色差（YPbPr）信号输入，1路立体声音频输入，RCA莲花头接口； :
2：支持由色差模拟信号，倍频成数字高清信号输出

3：HDMI支持全高清 1080P输出

1.4 产品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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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产品规格

长：103mm
宽：65mm
底座宽：95mm
高：36mm
重量：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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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频转 HDMI转换器

2.1 产品描述

CVBS2-HDMI 是一款将视频（CVBS）信号倍频成数字高清 HDMI 输出的转换器，同时支

持视（CVBS）、音频输入，音频输入合成到 HDMI输出，非常适合于各种工程应用的场所。

2.2 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

信号类型：1路音视频输入

连接类型：RCA接口（莲花）

视频：最小输入电平：0.5Vp-p
最大输入电平：2.0Vp-p
I/O阻抗：75Ω
回波损耗：-30dB@5MHz
最大 DC补偿：1.5V
同步锁相：0.3V-0.4Vp-p
音频：阻抗 ：>50Ω
最大电平：＋ 19.5dBu
输出信号

接口：HDMI母接口

最小/最大电平：T.M.D.S. 2.9V/3.3V
阻抗：50 Ω
建议最大输出距离：小于 20 米，在 1920x1200@60 时（推荐使用认证过的 HDMI 专用线

材,如Molex TM的线材）

2.3产品特性

1：支持 1路音视频输入，RCA莲花头接口；

2：支持由视频模拟信号，倍频成数字高清信号输出；

3：HDMI支持全高清 1080P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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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产品图解

2.5产品规格

长：103mm
宽：65mm
底座宽：95mm
高：36mm
重量：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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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GA转 HDMI转换器

3.1 产品描述

VGA2HDMI是一款将 VGA信号倍频成数字高清 HDMI输出的转换器，同时支持 VGA、音

频输入，音频输入合成到 HDMI输出，非常适合于各种工程应用的场所

3.2 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

VGA视频：信号类型：1路 VGA信号 输入，1路立体声音频信号输入

连接类型： VGA 15HDF接口输入，立体声Ф3.5mm 接口输入

最小输入电平：0.5Vp-p
最大输入电平： 2.0Vp-p
I/O阻抗：75Ω
回波损耗：－ 30dB@5MHz
最大 DC补偿：1.5V
音频：阻抗：> 50Ω
最大电平：＋ 19.5dBu
输出部分

接口：HDMI母接口

最小/最大电平：T.M.D.S. 2.9V/3.3V
阻抗：50 Ω
建议最大输出距离：小于 20 米，在 1920x1200@60 时（推荐使用认证过的 HDMI 专用线

材,如Molex TM的线材

3.3 产品特性

1：支持 1路 VGA信号输入，1路立体声音频输入；

2：支持由 VGA模拟信号，倍频成数字高清信号输出；

3：支持 1920x1200以下常用分辨率图像信号；

4：HDMI支持全高清 1080P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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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品图解

3.5产品规格

长：103mm
宽：65mm
底座宽：95mm
高：36mm
重量：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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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视频单网线延长器

4.1 产品描述

CVBS-CAT/TR数字双绞线传输器通过单根 CAT5e/6屏蔽线缆传输视频（CVBS）信号高达

150m（使用足六类线的情况下），并且能够同时传输模拟立体声音频。

4.2技术参数

视频信号

信号类型/数量：1路视频（CVBS）
接口：1个 RCA插座

信号电平：模拟信号: -2V/+2V
阻抗：75Ω
视频信号带宽：150MHz
频率响应：20 Hz ~ 20 kHz, ±0.05 dB
输入/输出电平：2Vrms（最大）

音频信号

输入/输出接口：3.5mm 非平衡立体声音频输入

增益：0 dB
频率响应：20 Hz ~ 20 kHz
总谐波失真+噪声：0.01% @ 1 kHz （额定电压下）

信噪比（S/N）：>80dB at Vin=0 V
立体声分离度：>80dB @ 1 kHz
共模抑制比（CMRR）： >75dB @: 20 Hz ~ 20 kHz
信号类型：立体声(非平衡接法)
阻抗：输入：>10 kΩ（平衡或/非平衡接法）

输出：50Ω（非平衡接法）

最大输入电平：+19.5dBu,（平衡或/非平衡接法）

增益误差：±0.1dB @20 Hz ~ 20 kHz

4.3产品特性

1：支持 1路视频信号转换成单网线传输

2：音频与视频非压缩传输；

3：可以与任何工业和商业显示器连接；

4：支持音频、视频同时传输，达 150m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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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产品图解

4.5产品规格

长：112mm
宽：67mm
底座宽：97mm
高：36mm
重量：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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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视频光纤传输延长器

5.1 产品描述

OFCVBS /TR是一款支持视频（CVBS）信号双芯单模光纤传输延长器，它能将视频（CVBS）
信号转换成光纤信号传输，最大传输距离可达 25KM

5.2 技术参数

视频（CVBS）输入

接口：RCA接口

信号类型：复合视频 CVBS
增益：0dB
带宽：150MHz @ -3dB
微分相位误差：0.1°
微分增益误差时：0.1% , 3.58-4.43 MHz
信号强度：1V p-p :复合视频（CVBS）
最小/最大电平：模拟信号: -2V/+2V
输入阻抗：75 Ω
回波损耗：<-30dB@5MHz
输出部分

光纤输出接口：SC connector
光纤类型：Single Mode
波长：Single Mode: 1310nm
接口带宽：正向：6.25Gbps，反向：3.125Gbps
位时钟抖动(Clock Jitter)：<0.15 Tbit
位上升时间(Risetime )：<0.3Tbit (20%--80%)
位下降时间(Falltime)：<0.3Tbit (20%--80%)
建议最大输入距离：单模光纤：0-25km
音频信号

输入/输出接口：3.5mm 非平衡立体声音频输入

增益：0 dB
频率响应：20 Hz ~ 20 kHz,
总谐波失真+噪声：0.01% @ 1 kHz （额定电压下）

信噪比（S/N）：>80dB at Vin=0 V
立体声分离度：>80dB @ 1 kHz
共模抑制比（CMRR）：>75dB @: 20 Hz ~ 20 kHz
信号类型：立体声(非平衡接法)
阻抗：输入：>10 kΩ（平衡或/非平衡接法）

输出：50Ω（非平衡接法）

最大输入电平：+19.5dBu,（平衡或/非平衡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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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误差：±0.1dB @20 Hz ~ 20 kHz

5.3 产品特性

1：支持单模双芯（一根用于传输视频信号，另一路用于检测接口状态）光纤传输视频（CVBS）
信号；

2：光输入、输出接口采用单模 SC型；

3：支持 1路模拟视频（CVBS）输入，一组单模光纤输出；

4：传输距离： 1米-25公里单模光纤；

5：支持音频同步传输，输出端整合为 HDMI信号。

5.4 产品图解

5.5产品规格

长：1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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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67mm
底座宽：97mm
高：36mm
重量：250g

六、VGA单网线传输延长器

6.1 产品描述

VGA-CAT/TR 数字双绞线传输器通过单根 CAT5e/6 屏蔽线缆传输 VGA 视频信号高达

200m（使用足六类线的情况下） ，并且能够同时传输模拟立体声音频。

6.2技术参数

信号类型/数量 ：1路 VGA
接口 ：1个 DB15插座

信号电平 ：RGB成分 0.7Vpp；HV成分 4.0Vpp
阻抗 ：75Ω
视频信号带宽：350MHz
支持输入、输出分辨率：800X600@60；1024X768@60；

1280X1024@60；1440x900@60；
1600X1200@60；1920X1080@60；

数字/信号类型 ：1路立体声,非平衡

频率响应 ：20 Hz ~ 20 kHz, ±0.05 dB
输入/输出电平：2Vrms（最大）

电源 ：5V DC适配器

6.3 产品特性

1：支持分辨率高达 1920*1200@60Hz；
2：音频与视频非压缩传输；

3：可以与任何工业和商业显示器连接；

4：支持音频、视频同时传输，达 200m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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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产品图解

6.5产品规格

长：112mm
宽：67mm
底座宽：97mm
高：36mm
重量：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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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VGA 光纤传输延长器

7.1产品描述

OFVGA /TR是一款支持 VGA信号单芯单模光纤传输延长器，它能将 VGA视频信号转换成

光纤信号传输，最大传输距离可达 25KM。

7.2 技术参数

VGA 输入信号

最高输入刷新频率：85Hz
输入最高分辨率：1920*1200@60HZ
RGB 信号输入幅度：0.5Vp-p～1.5Vp-p 阻抗：75Ω±4Ω
像素时钟频率：24MHz～165MHz
H、V信号输入电平：TTL电平阻抗：510Ω±25Ω
RGB 通道隔离度：小于-50dB(10M Hz)
RGB 信号输出幅度：幅度与输入相同，阻抗：75Ω±4Ω
H、V 信号输出电平：5volts p-p (TTL)，阻抗：75Ω±4Ω
输入接口：15HDF型

模拟输出接口：15HDF型

数字输出信号

数字输出接口：HDMI/DVI-D型

光输出接口：单模 SC型

电 源：DC5V适配器

7.3 产品特性

1：支持单模双芯（一根用于传输视频信号，另一路用于检测接口状态）光纤传输高分辨率

VGA信号；

2：支持最高分辨率高达 1920*1200@60Hz；
3：光输入、输出接口采用单模 SC型；

4：支持 1路模拟 VGA输入，一组单模光纤输出；

5：传输距离： 1米-25公里单模光纤；

6：自动校正输入信号的水平，垂直方向位置；

7：支持音频同步传输，输出端整合为 HDMI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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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产品图解

7.5产品规格

长：112mm
宽：67mm
底座宽：97mm
高：36mm
重量：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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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DVI 单网线传输延长器

8.1产品描述

DVI-CAT/TR数字高清延长器通过单根超六类网线传输高清视频 1080p到 150m（使用足六

类线的情况下） 。DVI-CAT/TR 数字延长器是一款完美传输 DVI信号源，为信号源设备与

显示设备提供远距离数字高清视频传输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8.2 技术参数

最高像素时钟：225MHz
分辨率范围：1920x1200p@60Hz；12位色深

标准 ：DVI 1.0
视频信号类型/数量：1路单链路 DVI-D
信号电平：T.M.D.S
阻抗：差分 100Ω
输入/ 输出电平：2Vrms（最大）

频率响应：20Hz~20kHz,±0.05dB
传输距离：使用超六类网线可达≤150m

8.3 产品特性

1：通过单根 cat5e/6类电缆传输 DVI信号；

2：支持最高分辩率 1920x1200@60；
3：最高传输距离达 150m；

4：DVI-CAT/T支持 1路 DVI-D母端子输入，一路 RJ45输出；

5：DVI-CAT/R支持一路 RJ45输入，1路 DVI-D母端子输出；

6：支持所有 Vesa格式，可以与任何工业和商业显示器连接。



高清信号转换设备 用户手册

- 20 -

8.4 产品图解

8.5产品规格

长：112mm
宽：67mm
底座宽：97mm
高：36mm
重量：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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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DVI 光纤传输延长器

9.1 产品描述

OFDVI/TR光纤传输延长器，支持最高分辨率高达:1900×1200@60Hz，光纤输入、输出接口

采用单模双芯（一根用于传输视频信号，另一路用于检测接口状态）SC型，传输距离为 1米
到 25公里。

9．2技术参数

DVI视频输入

支持的协议 ：DVI1.0
PIXEL带宽 ：像素带宽 165MHz ,全数字

接口带宽 ：2.25Gbps,全数字（总共 6.75Gbps，每种颜色是 2.25Gbps）
最大支持分辨 ：PC 1920x1200@60_24bit色深

HDTV：1920x1080P@60_36bit色深

位时钟抖动(Clock Jitter)：<0.15 Tbit
位上升时间(Risetime ) ：<0.3Tbit (20%--80%)
位下降时间(Falltime) ：<0.3Tbit (20%--80%)
信号类 ：DVI 1.0规范中的 DVI-D/ HDMI全数字 T.M.D.S.信号

接口 ：DVI-D接口

信号强度 ：T.M.D.S. 3.3V p-p
最小/最大电平 ：T.M.D.S. 2.9V/3.3V
输入阻抗 ：差分 100Ω
输入 EDID：支持自动 EDID
最大直流偏置误差：+/-15mV

光纤输出

光纤输出接口：SC connector
光纤类型 ：Single Mode
波长：Single Mode: 1310nm
接口带宽：正向：6.25Gbps，反向：3.125Gbps
位时钟抖动(Clock Jitter)：<0.15 Tbit
位上升时间(Risetime ) ：<0.3Tbit (20%--80%)
位下降时间(Falltime：<0.3Tbit (20%--80%)
建议最大输入距离：单模光纤：0-2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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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产品特性

1：支持单模双芯（一根用于传输视频信号，另一路用于检测接口状态）光纤传输高分辨率

DVI 信号；

2：光纤输入、输出接口采用单模 SC 型；

3：支持最高分辨率高达:1900×1200@60Hz；
4：1.65Gbps 的视频信号宽带；

5：OFDVI/T支持 1路 DVI-D母端子输入，一组光输出；

6：OFDVI\R支持一组光输入，1路 DVI-D母端子输出；

7：传输距离：1米-25公里单模光纤。

9.4 产品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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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产品规格

长：112mm
宽：67mm
底座宽：97mm
高：36mm
重量：250g

十、HDMI 单网线传输延长器

10.1产品描述

HDMI-CAT/TR 是采用最新技术通过单网线传输高清音视频的设备，能将您的 DVD、播放

器、电脑设备的 HDMI高清视频采用 CAT5E/6网线传输，距离最远可达 150米（使用足 6类
线的情况下）。

10.2技术参数

HDMI版本 ：HDMI 1.3
HDCP版本 ：HDCP 1.2
电源适配器 ：交流输入： 100V - 240V (50 - 60Hz)
直流输出 ：5V/1A
最大功耗 ：HDMI TX： 3W
HDMI RX：3W
尺寸 (长-宽-高)：100×60×25mm
实物净重 ：70g
工作温度/湿度 ：0℃ - 70℃ / 10% - 80%RH(不凝固)
存储温度/湿度 ：-10℃ - 80℃ / 5% -90% RH(不凝固)
存储温度 ：-10℃ to +80℃

10.3产品特性

1：支持 HDMI 1.3/HDCP1.1 & 1.2
2：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以及级联的传输方式

3：支持点对点传输方式最远传输距离可达 150米
4：最高支持分辨率 192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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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产品图解

10.5产品规格

长：112mm
宽：67mm
底座宽：97mm
高：36mm
重量：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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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HDMI 光纤传输延长器

11.1产品描述

OFHDMI/TR 是一款支持高分辨率 HDMI 信号双芯单模光纤传输延长器，它能将 HDMI 视
频信号转换成光纤信号传输，最大传输距离可达 25KM。

11.2技术参数

HDMI视频输入

支持的协议 ：HDMI1.3b，HDCP
PIXEL带：像素带宽 165MHz ,全数字

接口带宽：2.25Gbps,全数字（总共 6.75Gbps，每种颜色是 2.25Gbps）
最大支持分辨：PC 1920x1200@60_24bit色深 HDTV 1920x1080P@60_36bit色深

位时钟抖动(Clock Jitter)：<0.15 Tbit
位上升时间(Risetime )：<0.3Tbit (20%--80%)
位下降时间(Falltime)：<0.3Tbit (20%--80%)
信号类型 ：DVI 1.0规范中的 DVI-D/ HDMI全数字 T.M.D.S.信号

接口 ：HDMI-A接口

信号强度 ：T.M.D.S. 3.3V p-p
最小/最大电平：T.M.D.S. 2.9V/3.3V
输入阻抗 ：差分 100 Ω
输入 EDID ：支持自动 EDID
最大直流偏置误差 ：+/-15mV

光纤输出

光纤输出接口 ：SC connector
光纤类型 ：Single Mode
波长 ： Single Mode: 1310nm
接口带宽：正向：6.25Gbps，反向：3.125Gbps
位时钟抖动(Clock Jitter)：<0.15 Tbit
位上升时间(Risetime ) ：<0.3Tbit (20%--80%)
位下降时间(Falltime) ：<0.3Tbit (20%--80%)
建议最大输入距离 ：单模光纤：0-25km

11.3产品特性

1：支持单模双芯（一根用于传输视频信号，另一路用于检测接口状态）光纤传输高分辨率

HDMI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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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纤输入、输出接口采用单模 SC型；

3：支持全高清，最高分辨率支持 1920x1200；
4：OFHDMI/T支持 1路 HDMI母端子输入，一组光输出；

5：OFHDMI /R支持一组光输入，1路 HDMI母端子输出；

6：支持自动识别 EDID功能；

7：传输距离可达 25KM。

11.4产品图解

11.5产品规格

长：112mm
宽：67mm
底座宽：97mm
高：36mm
重量：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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