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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北京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中心， 是国内最早从事

开发、生产及销售信号传输、信号转换、信号处理、系统控制设备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现有十大系列、100多种产品，覆盖显示系统的信号分配、转换、处

理、集中控制等领域。

公司紧跟国际技术前沿，不断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公司紧跟国际技术前沿，不断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产品广泛应用于军队、国家机关、电力及电信调度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并在

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2008年奥运会场馆项目采用了我公司48×112大型矩

阵切换器，这一成功案例肯定了兆科电子的技术水平。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户对高清图像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公司新推出了

DVI、HDMI、SDI等高清数字信号处理、转换、延长、抗干扰等产品。大型高清

数字信号矩阵系统已成功上市。

公司的研发生产基地位于北京国际信息技术产业基地，拥有一支强大的研发队公司的研发生产基地位于北京国际信息技术产业基地，拥有一支强大的研发队

伍，保证公司在技术上始终站在行业的前列，不断推出代表行业最新技术的新

产品，始终保持兆科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公司始终坚持“合作共盈，持续创新”的经营理念和“用户至上，服务社会”

的宗旨，努力打造显示系统产业的旗舰品牌！相信兆科电子，相信民族品牌，

携手兆科，与世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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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算机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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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2G 是一款高性能 VGA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

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2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

金属外壳的使用，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

的 影 响。 可 兼 容 VGA、SVGA、XGA、SXGA、UXGA 信

号模式。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输入，2 路 VGA 信号分配输出；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 信号带宽 300MHz，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200；

● 支持 EDID 数据的传输；

● 支持 2 台设备级联连接使用。

SD-2G  VGA 信号分配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接口类型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EDID 传输

输出阻抗

增益

输出阻抗

有效传输距离 

1 路 VGA(DB15)

2 路 VGA(DB15)

75Ω

0dB

75Ω

20 米 @1600×1200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0.7Vp-p

TTL

75Ω

10KΩ

仅第 1 输出支持

带宽

输入电平

300MHz（－ 3dB）

TTL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3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VGA 信号传输设备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220V/50HZ

5W

0.3Kg

-20~8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182×135×50（W×D×H）mm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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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4G  VGA 信号分配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D-4G 是一款高性能 VGA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

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4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

金属外壳的使用，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

的影响。可兼容 VGA、SVGA、XGA、SXGA、UXGA 信号

模式。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输入，4 路 VGA 信号分配输出；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 信号带宽 300MHz，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200；

● 支持 EDID 数据的传输；

● 支持 2 台设备级联连接使用。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接口类型   

RGB 通道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1 路 VGA(DB15)

 4 路 VGA(DB15)

75Ω

输入电平 0.7Vp-p

75Ω

带宽 300MHz（－ 3dB）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EDID 传输

增益

输出阻抗

有效传输距离 

0dB

75Ω

20 米 @1600×1200

输出电平 TTL

10KΩ

仅第 1 输出支持

输入电平 TTL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5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VGA 信号传输设备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220V/50HZ

5W

0.3Kg 

-20~8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182×135×50(W×D×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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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8G  VGA 信号分配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D-8G 是一款高性能 VGA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

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8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

金属外壳的使用，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

的 影 响。 可 兼 容 VGA、SVGA、XGA、SXGA、UXGA 信

号模式。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输入，8 路 VGA 信号分配输出；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 信号带宽 300MHz，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200；

● 支持 EDID 数据的传输；

● 支持 2 台设备级联连接使用。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接口类型

RGB 通道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1 路 VGA(DB15)

 8 路 VGA(DB15)

75Ω

输入电平 0.7Vp-p

75Ω

带宽 300MHz（－ 3dB）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EDID 传输

增益

输出阻抗

有效传输距离 

0dB

75Ω

20 米 @1600×1200

输出电平 TTL

10KΩ

仅第 1 输出支持

输入电平 TTL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7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VGA 信号传输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220V/50HZ

8W

0.3Kg

-20~8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182×135×50(W×D×H)m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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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20G  VGA 信号分配器

      SD-20G 是一款高性能 VGA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

够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20 路相同的信号

输出。金属外壳的使用，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

干扰带来的影响。可兼容 VGA、SVGA、XGA、SXGA、

UXGA 信号模式。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输入，20 路 VGA 信号分配输出；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 信号带宽 300MHz，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200；

● 支持 EDID 数据的传输；

● 支持 2 台设备级联连接使用。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接口类型

RGB 通道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1 路 VGA(DB15)

 20 路 VGA(DB15)

75Ω

输入电平 0.7Vp-p

75Ω

带宽 300MHz（－ 3dB）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EDID 传输

增益

输出阻抗

有效传输距离 

0dB

75Ω

20 米 @1600×1200

输出电平 TTL

10KΩ

仅第 1 输出支持

输入电平 TTL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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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220V/50HZ

8W

3Kg

-20~8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482×135×67(W×D×H)m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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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IFU － 101 为 VGA 信号长线驱动器。输入 HD15 针，

输出 1 为 5BNC（RGBHV），输出 2 为 HD15 针，监视口

（MONITOR）为 HD15 针。传输距离可通过设备后面板

的 2 位 DIP 开关进行调整，最大传输距离为 75 米。可较

好解决由于数据传输线过长等原因造成的输出端设备（如

投影机）显示颜色失真，图像、文字拖尾等现象 。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输入，1 路 VGA 信号输出，1 路 

● RGB 通道视频带宽为 350MHz(-3dB)；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信号输出传输距离长达 75 米；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IFU-101 VGA 信号长线驱动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RGB 通道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75Ω

带宽

输入接口

350MHz(-3dB)

1 路 VGA(DB15)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0dB

输入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1 路 5BNC，1 路 VGA(HD15)，1 路 Monitor(DB15)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增益

RGBHV 信号输出；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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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5W

75m（根据不同线缆传输距离有所不同）最大传输距离

182×125×50(W×D×H)mm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重量 0.5Kg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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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IFU-102 为计算机信号接口转换设备。可将 VGA 输入

接口转换为 5BNC 输出接口，用于和 5BNC 电缆连接。一

路监视口（MONITOR）用于连接本机显示器。输出同步

信号有复合和分离两种方式。RGB 通道带宽为 330MHZ，

可兼容 VGA、SVGA、XGA、SXGA、UXGA 信号。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信号输入，1 路 RGBHV 信号输出；

● RGB 通道视频带宽为 330MHz(-3dB)；

● 支持手动控制复合同步开启、关闭；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IFU-102 VGA 信号接口转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RGB 通道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同步输出

75Ω

复合 / 分离同步，由 HS/CS 开关控制

带宽

输入接口

330MHz(-3dB)

1 路 VGA(DB15)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0dB

输入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1 路 5BNC，1 路 Monitor(DB15)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增益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13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VGA 信号传输设备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5W

182×125×50(W×D×H)mm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重量 0.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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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IFU-103A 为多功能计算机信号接口转换器，用于计

算机信号分配和各种格式信号相互转换。VGA IN（HD15）、

RGB IN（5BNC）为输入端口，信号可从两者之一接入，

两输入端可互为环通输出。当使用环通输出功能时，输入

阻抗应置为高阻 (HI)。MONITOR（HD15）用于连接本机

监视器。有 2 个 5BNC 输出口，用于连接投影机或其他显

示设备。 当输入信号为 RGBHV 五线格式时，输出信号可

以为五线（RGBHV）、四线（RGBHS）或三线 (RGsB) 格式。 

可将 RGBS 四线制信号转换成 RGBHV 五线制信号格式。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或 RGBHV 信号输入，2 路 5BNC 

● 支持五线（RGBHV）、四线（RGBHS）或三线 (RGsB)

     格式输出；

● RGB 通道视频带宽为 350MHz(-3dB)；

● 具备 RGB 输入阻抗设置开关；

● 支持手动控制复合同步开启、关闭；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IFU-103A  多功能计算机信号接口转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输出；

RGB 通道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复合同步

绿同步

75Ω

 DIP1 设置

 DIP2 设置

带宽

输入接口

350MHz(-3dB)

1 路 VGA/5BNC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0dB

输入电平

输出接口

监视输出

0.7Vp-p

2 路 5BNC

VGA(DB15)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增益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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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220V/50HZ

8W

1.5Kg

232×150×60 (W×D×H)mm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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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IFU-105A 为 VGA 信号长线驱动器，用于计算机信号

的长距离传输。本产品采用 VGA 和 5BNC 两种接口方式

作为输入输出端口 , 方便用户选择，可以有效避免图像信

号在传输方面的损失以及有效隔离计算机图像信号在传

输过程中受到的外界干扰，提高 VGA 信号的图像质量，

保证信号不衰减，无拖尾。另设一个 VGA 监视口，必要

时，5BNC 输入接口亦可以作为监视口使用。本品能输出

复合同步和绿同步信号。本机内置 RGB 通道线路均衡器，

可对 RGB 信号高频分量进行预加重，可延长传输距离达

150 米。可通过面板均衡调节开关或 RS-232 口调整传输

距离，并有 LED 数码管显示均衡值（0-15）。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或 RGBHV 信号输入，1 路 VGA

 

● 1 个 RS232 串口；

● RGB 通道视频带宽为 350MHz(-3dB)；

● 具备 RGB 输入阻抗设置开关；

● 支持手动控制复合同步开启、关闭；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信号输出传输距离长达 150 米；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IFU-105A  VGA 信号长线驱动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本地输出，1 路 VGA 信号及 RGBHV 信号长线输出；

RGB 通道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复合同步

绿同步

75Ω

 DIP1 设置

 DIP2 设置

带宽

输入接口

350MHz(-3dB)

1 路 VGA/5BNC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0dB

输入电平

输出接口

监视输出

0.7Vp-p

1 路 VGA，1 路 5BNC

VGA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增益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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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220V/50HZ

5W

0.75Kg

150m（根据不同线缆传输距离有所不同）最大传输距离

230×150×45(W×D×H)mm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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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ISRGB -02 为 VGA 信号干扰隔离器，具有长线驱动、

隔离干扰的作用，避免由地线电位差引起的重影、水波纹

信号等干扰现象。其输入为 1 路 HD15 针 (VGA) 接口、

1 路 5BNC（RGBHV）接口和 1 路监视口（MONITOR）

HD15 针 (VGA)，输出端为 1 路 HD15 针 (VGA) 接口和 1

路 5BNC（RGBHV）接口。使用前面板按键（COMP）

可以调节传输距离，也可通过 RS-232 通信方式控制。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或 RGBHV 信号输入，1 路 VGA

● 1 个 VGA 监视口，1 个 RS232 控制串口；

● RGB 通道视频带宽为 350MHz(-3dB)；

● 具备 RGB 输入阻抗设置开关；

● 确保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受干扰，具有隔离干扰的作用，

ISRGB-02  VGA 信号干扰隔离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信号及 RGBHV 信号输出；

可消除长线传输产生的地电流干扰；同时具备线路均

衡功能，可延长传输距离达 150 米。

RGB 通道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75Ω

带宽

输入接口

350MHz(-3dB)

1 路 VGA/5BNC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0dB

输入电平

输出接口

监视输出

0.7Vp-p

1 路 5BNC，1 路 VGA

VGA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增益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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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常规参数

功耗

电源

尺寸

重量

AC220V/50HZ

230×150×45(W×D×H)mm

1.5Kg

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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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ISRGB-04 VGA 信号干扰隔离器的主要功能是隔离地

电流对图像的干扰，并具有长线驱动和行位移矫正功能。

其输入为 VGA(HD15) 或 5BNC，二者也可互为环通输出

（阻抗开关需设为高阻）。有 1 路监视输出（MONITOR），

用于连接本机显示器。有 2 路长线驱动输出（1 路 VGA

和 1 路 5BNC）具有行位移矫正功能。使用前面板按键

（COMP）可以调节传输距离，按键（PHASE）可以调

节相位 , 也可通过 RS-232 通信方式进行上述控制。

ISRGB-04  VGA 信号干扰隔离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75Ω 或高阻 , 由阻抗开关设置

75Ω

带宽 350MHz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10W

同步信号

230×150×62(W×D×H)mm

RGBHV 信号输出；

● 支持 1 路 VGA 或 RGBHV 输入，  1 路 VGA 信号及

● 1 个 VGA 监视口，1 个 RS232 控制串口；

● RGB 通道视频带宽为 350MHz(-3dB);

● 具备 RGB 输入阻抗设置开关；

● 具有行位移调整功能；

● 具有隔离干扰的作用，可消除长线传输产生的地电流

接口类型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1 路 VGA /5BNC

1 路 VGA 、1 路 5BNC

干扰；同时具备线路均衡功能，可延长传输距离达

150 米。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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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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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BTG-02 VGA 双绞线收发器由一个发送器和一个接收

器组成。用双绞线代替传统 VGA 线进行长距离传输，具

有长线驱动和干扰信号隔离作用。通过单根 CAT5e/6 屏蔽

双绞线传输高带宽视频信号，并有线路均衡和延时矫正电

路功能  ，使图像信号经长距离传输后保持清晰显示，消

除 RGB 分色。      

      本机可通过发送器板调节（补偿）控制传输距离，最

大距离可传输 300 米。调节 RGB 延时，可使 RGB 完全汇

聚，消除分色。

● 发送器支持 1路 VGA 信号输入，1路高速 RJ45信号输出；

● 接收器支持 1 路高速 RJ45 信号输入，1 路 VGA 信号及

● 发送器近端自带 1 个本地 VGA 监视口供用户使用；

● 具有信号增益调节功能；

● 信号输出传输距离长达 300 米；

● 数码管显示传输距离等级；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BTG-02  VGA 双绞线收发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1 路 5BNC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接口类型

RGB 通道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同步通道

图像矫正 图像矫正

输入 输入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线路均衡 线路均衡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RGB 延时 RGB 延时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VGA(DB15) RJ45

47KΩ 100Ω 平衡

16 档（0-F），拨码开关设置 16 档（0-15），数码管显示

RGB 分别调整，延时 0-62ns

100 Ω 平衡

100 Ω 平衡

100Ω 75Ω

无

输出 输出1 路 RJ45，1 路本地输出 1 路 VGA，1 路 5BNC

75Ω

75Ω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TTL  TTL

BTG-02T 发送器 BTG-02R 发送器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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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传输特性

线路类型 CAT5e/CAT6

最大 300 米传输距离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100~240V/50HZ

发送器 5W，接收器 5W

2Kg

180×120×50(W×D×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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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本产品为 BTTR-01 双绞线收发器，一台收发器可选配

（两台发送器板或一台发送器板和一台接收器板），用双

绞线传输 VGA 信号，具有长线驱动和干扰隔离作用，最大

传输距离可达到 300M。

      本机为 1U 机箱结构，还可插 2 块发送板和 1 块电源板，

构成双路 VGA 信号双绞线发送器。每块发送板有 1 个本机

监视输出。位于前面板的 2 排轻触开关分别用以调节 2 路

信号的 RGB 延时矫正，线路均衡通过后面板的 16 位拨码

调整。

BTTR-01  VGA 双绞线收发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 发送板支持 1 路 VGA 信号输入，1 路高速 RJ45 输出；

● 发送板支持本地 VGA 输出；

● 接收板支持 1 路高速 RJ45 输入，1 路 VGA 信号输出；

● 具有信号增益调节功能和 RGB 延时矫正；

● 信号输出传输距离长达 300 米；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

接口类型 接口类型

RGB 通道

RGB 通道

输入 输入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带宽

输出阻抗

带宽

VGA 高速 RJ45

50 Ω

300MHz（-3dB）

100 Ω 平衡

输出

监视口

输出

增益

增益

1 路高速 RJ

VGA

VGA

0dB

0dB

75Ω 75Ω

300MHz（-3dB）

BTTR-01 发送板 BTTR-01 接收板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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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传输特性

线路类型 CAT5e/CAT6

最大 300 米传输距离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100~240V/50HZ

发送板 5W，接收板 5W

2Kg

482×230×44(W×D×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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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OTG-100 为单模 VGA 光纤收发器，由发送器和接收器

两部分组成，使用 4 根光纤传输 1 路 VGA 信号，最大传

输距离为 20km。发送器 OTG-100T 输入为 1 路 VGA 信号，

1 路监视输出（可用于连接本地监视器）。输出为 4 路 LC

光纤接口，分别为 R、G、B、CK。接收器 OTG-100R 的

输入为 4 路 LC 光纤接口，分别为 R、G、B、CK。有 1 路

VGA 输出，1 路 DVI 输出，两路可同时输出。也可实现模

拟 VGA 信号到数字 DVI 信号的轮换。在进行系统连接时 , 

必须将收发两端的光纤接口 R、G、B、CK 对应连接，不

可交叉连接，否则将无法传输信号。该发送器具有自动识

别功能，根据输入自动调节输出。 

      本产品为纯硬件设计，无需驱动，兼容任何系统，即

插即用，可应用在军事指挥与控制、公安指挥与控制、交

通管理、能源电力供应行业、政府部门、医疗系统、商业

展示、多媒体教学、公共事业等领域。

● 光输入、输出接口采用 LC 型；

● 最大传输分辨率达 1600×1200 @60HZ；

● 传输距离可达 20km；              

● 可调节和保存多种分辨率参数；

● 支持采样时钟频率、相位调节；

● 1 路 VGA 输出可连接本地监视器；

● 无需软件支持，即插即用，支持热插拔。

OTG-100  VGA 光纤收发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类型 接口类型

RGB 通道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同步通道

输入 输入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2 路 VGA(DB15) 1 路 LC

47KΩ 100Ω 平衡

100 Ω 平衡

100 Ω 平衡

100Ω 75Ω

输出 输出

增益 增益

1 路 LC 1 路 VGA，1 路 DVI

0dB 0dB

75Ω

75Ω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TTL  TTL

OTG-100T 发送器 OTG-100R 接收器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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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信号传输设备

光纤信号

光接收灵敏度

发射功率 -9.5 ～ -3dBm，平均光功率 @1310nm

光中心波长 1310nm,1550nm

-23dBm，平均光功率 @1310nm

线路允许损耗 7dB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100VAC ～ 240VAC,50 ～ 60Hz

3W

传输距离 20KM

185×125×50(W×D×H)mm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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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W-2GAS VGA 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2GAS 是一款高性能的计算机信号切换器产品，

它能够接收 2 路 VGA 和音频信号，选择其中任意一路从

输出口传输出去。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

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可兼容 VGA、SVGA、XGA、

SXGA、UXGA 信号模式

● 计算机信号 2 路输入，1 路输出；

● 接口类型 VGA，音频双声道 RCA；

●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控制切换，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配合防静电

 

●  VGA 信号带宽 300MHz 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600x1200。

红外遥控切换；

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RGB 通道

VGA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传输距离

75Ω

使用 75-2 电缆达 20 米

带宽

输入接口

300MHz

2 路 VGA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200ns（最大）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0.7Vp-p

1 路 VGA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切换速度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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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5W

-20~8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182×135×50(W×D×H)mm

增益

输入阻抗

带宽

输出阻抗

信号类型

接口类型

0dB

高阻 

1MHz

47Ω

RCA

立体声，非平衡

音频信号



VGA 信号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30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W-2GAF2 VGA 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2GAF2 是一款高性能的计算机信号切换器产品，

它能够接收 2 路 VGA 和音频信号，选择其中任意一路从输

出口传输出去，输出具有分配功能，有 2 路输出。使用金

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

可兼容 VGA、SVGA、XGA、SXGA、UXGA 信号模式。

● 计算机信号 2 路输入，2 路输出；

● 接口类型 VGA，音频 双声道 RCA；

●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控制切换，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配合防静电

● VGA 信号带宽 300MHz 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600x1200。

红外遥控切换，还可以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中控系统、

电脑或其它串口控制设备进行切换控制；

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RGB 通道

VGA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传输距离

75Ω

使用 75-2 电缆达 20 米

带宽

输入接口

300MHz

2 路 VGA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200ns（最大）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0.7Vp-p

2 路 VGA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切换速度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信号切换器

31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5W

-20~8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232×145×62(W×D×H)mm

增益

输入阻抗

带宽

输出阻抗

信号类型

接口类型

0dB

高阻

1MHz

47Ω

RCA

立体声，非平衡

音频信号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信号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32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W-4GAS VGA 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4GAS 是一款高性能的计算机信号切换器产品，

它能够接收 4 路 VGA 和音频信号，选择其中任意一路从

输出口传输出去。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

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可兼容 VGA、SVGA、XGA、

SXGA、UXGA 信号模式

● 计算机信号 4 路输入，1 路输出；

● 接口类型 VGA ，音频 双声道 RCA；

●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控制切换，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配合防静电

● VGA 信号带宽 300MHz 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600x1200。

红外遥控切换，还可以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中控系统、

电脑或其它串口控制设备进行切换控制；

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RGB 通道

VGA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传输距离

75Ω

使用 75-2 电缆达 20 米

带宽

输入接口

300MHz

4 路 VGA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200ns（最大）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0.7Vp-p

1 路 VGA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切换速度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信号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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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5W

-20~80℃

 232×145×62(W×D×H)mm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尺寸

增益

输入阻抗

带宽

输出阻抗

信号类型

接口类型

0dB

高阻

1MHz

47Ω

RCA

立体声，非平衡

音频信号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信号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34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W-6GC 6 路系统控制 / 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6GC 是一款专为投影机设计的信号切换器产品，

它能够接收 6 路 VGA/ 复合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选择其

中任意一路从输出口传输出去。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本

设备与投影机，可以控制投影机开关机及 RGB/VIDEO 输

入及同步切换。

●  VGA/ 复合视频、音频信号 6 路输入，1 路输出；

●  接口类型 VGA，视频 RCA，音频 双声道 RCA；

●  可外接视频解码器将输出信号统一为 VGA 信号；

●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控制切换，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

●  电脑或其它串口控制设备进行切换控制；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配合防静电  

●  VGA 信号带宽 300MHz，视频信号带宽 100MHz；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600x1200。 

6 位 DIP 开关设置每一路输入的图像信号为 VGA 或是

视频信号，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本设备与投影机，可

在控制切换时使投影机同步切换 RGB/VIDEO；

红外遥控切换，还可以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中控系统；

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RGB 通道

VGA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传输距离

75Ω

使用 75-2 电缆达 20 米

带宽

输入接口

300MHz

6 路 VGA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200ns（最大）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0.7Vp-p

1 路 VGA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切换速度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信号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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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15W

-20~80℃

482×230×67(W×D×H)mm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尺寸

增益

增益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带宽

带宽

输出阻抗

信号类型

信号类型

接口类型

接口类型

0dB

0dB

高阻

75Ω

75Ω

1MHz

300MHz

47Ω

RCA

RCA

立体声，非平衡

VIDEO

音频信号

视频信号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信号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36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W-8GAS VGA 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8GAS 是一款高性能的计算机信号切换器产品，

它能够接收 8 路 VGA 和音频信号，选择其中任意一路输

入信号从输出口分配传输出去。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

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可兼容 VGA、

SVGA、XGA、SXGA、UXGA 信号模式。

● 计算机信号 8 路输入，2 路输出；

● 接口类型 VGA，音频接口 RCA；

●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控制切换，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配合防静电

● VGA 信号带宽 300MHz，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600x1200。

红外遥控切换，还可以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中控系统、

电脑或其它串口控制设备进行切换控制；

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RGB 通道

VGA 接口类型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传输距离

75Ω

使用 75-2 电缆达 20 米

带宽

输入接口

300MHz

8 路 VGA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75Ω

200ns（最大）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0.7Vp-p

2 路 VGA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切换速度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信号切换器

37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电源

尺寸

功耗

AC220V/50HZ

482×230×88(W×D×H)mm

8W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增益

输入阻抗

带宽

输出阻抗

信号类型

接口类型

0dB

高阻

1MHz

47Ω

RCA

立体声，非平衡

音频信号

-20~80℃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信号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38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W-8G VGA 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8G 是一款高性能的计算机信号切换器产品，它

能够接收 8 路 VGA 信号和音频信号，选择其中任意一路

输入信号从输出口分配传输出去。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

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可兼容 VGA、

SVGA、XGA、SXGA、UXGA 信号模式。

● 计算机信号 8 路输入，2 路输出；

● 接口类型 VGA；

●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控制切换，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配合防静电

● 信号带宽 300MHz，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600x1200。

红外遥控切换，还可以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中控系统、

电脑或其它串口控制设备进行切换控制；

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RGB 通道

接口类型

带宽

输入接口

300MHz

8 路 VGA

75Ω

200ns（最大）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0.7Vp-p

2 路 VGA 分配输出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切换速度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信号切换器

39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AC220V/50HZ

8W

482×230×44(W×D×H)mm

操作温度

保存温度

0℃～ 50℃

-20℃～ 60℃

电源

功率

尺寸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传输距离

75Ω

使用 75-2 电缆达 20 米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信号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40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W-16G VGA 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16G 是一款高性能的计算机信号切换器产品，它

能够接收 16 路 VGA 和音频信号，选择其中任意一路输入

信号从输出口分配传输出去。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

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可兼容 VGA、SVGA、

XGA、SXGA、UXGA 信号模式。

● 支计算机信号 16 路输入，2 路输出；

● 接口类型 VGA；

●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控制切换，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配合防静电

● 信号带宽 300MHz，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600x1200。

红外遥控切换，还可以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中控系统、

电脑或其它串口控制设备进行切换控制；

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RGB 通道

接口类型

带宽

输入接口

300MHz

16 路 VGA

75Ω

200ns（最大）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0.7Vp-p

2 路 VGA 分配输出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切换速度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信号切换器

41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AC220V/50HZ

8W

 482×230×67（W×D×H）mm

工作温度

保存温度

0℃～ 50℃

-20℃～ 60℃

电源

功率

尺寸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传输距离

75Ω

使用 75-2 电缆达 20 米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信号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42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W-20G VGA 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20G 是一款高性能的计算机信号切换器产品，

它能够接收 20 路 VGA 和音频信号，选择其中任意一路

输入信号从输出口分配传输出去。用金属外壳，有效屏

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可兼容 VGA、

SVGA、XGA、SXGA、UXGA 信号模式。

● 支计算机信号 20 路输入，2 路输出；

● 接口类型 VGA；

●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控制切换，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配合防静电

● 信号带宽 300MHz，支持高分辨率信号传输；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600x1200。

红外遥控切换，还可以通过 RS-232 串口连接中控系统、

电脑或其它串口控制设备进行切换控制；

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RGB 通道

接口类型

带宽

输入接口

300MHz

20 路 VGA

75Ω

200ns（最大）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0.7Vp-p

0.7Vp-p

2 路 VGA 分配输出

75Ω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切换速度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信号切换器

43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AC220V/50HZ

8W

482×230×67（W×D×H）mm

工作温度

保存温度

0℃～ 50℃

-20℃～ 60℃

电源

功率

尺寸

同步通道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传输距离

75Ω

使用 75-2 电缆达 20 米

输入电平 TTL

TTL输出电平

10K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44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404GAS 矩阵切换器

      MT-404GAS 为交叉点式计算机视、音频信号矩阵切

换器，用于计算机图像及声音信号的切换，音视频可分控，

其输入输出端视频为 VGA 接口，内部采用高带宽矩阵开关

芯片，实现逻辑矩阵功能，图像清晰无拖影，使信号传输

衰减到最低，确保图像信号能高保真输出。音频为双声道

RCA 接口，外观小巧，简单。内嵌智能控制，除面板按键

和红外遥控控制操作外，还提供 RS232 控制接口， 方便

用户与各种远程设备配合使用，也可通过随机配备的控制

软件，通过 RS-232 通信方式控制矩阵切换。本机有 RS-

232 输入接口、输出接口，便于多机连接，通过设置设备

地址，达到分址控制。该产品主要应用于普通广播电视工程、

多媒体会议厅、大屏幕显示工程、电视教学、指挥控制中

心等场所。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带宽

交叉串扰

300MHZ

 -55dB@30MHz

输入 / 输出电平 0.7Vp-p

输入 / 输出电平

跟随输入同步极性

同步通道

接口类型与路数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VGA ：DB15；音频：RCA

4 路输入、4 路输出

增益 0dB 

TTL

10KΩ

75Ω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 支持 4 路信号输入，4 路信号输出；

● 支持图像和音频同步 / 异步切换；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45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工作温度

电源

尺寸

功耗

存储温度

AC220V/50HZ

482×230×88（W×D×H）mm

20W

-20 ～ 80℃

0 ～ 50℃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46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804G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MT-804G 是一款专门为计算机信号的切换而设计的

高性能、高带宽矩阵切换器。该矩阵可将 8 路 VGA 输入

信号切换到 4 路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并且能实现无

串扰无噪点的信道切换，为信号传输应用中的集成专业视

频系统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该矩阵带有断电状态记忆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作

和切换状态，使用面板开关可对矩阵进行切换操作，它可

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口实现简捷的切换

控制，机箱后面板为 DB15 针连接器。该系列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事

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议

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 支持 8 路 VGA 信号输入，4 路 VGA 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带宽 300MHZ

输入 / 输出电平 0.7Vp-p

输入 / 输出电平

跟随输入同步极性

同步通道

接口类型与路数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VGA

8 路输入、4 路输出

增益 0dB

TTL

10KΩ

75Ω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47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工作温度

电源

功耗

存储温度

尺寸

AC220V/50HZ

20W

-20 ～ 80℃

482×230×89（W×D×H）mm

0 ～ 50℃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48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808G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808G 是一款专门为计算机信号的切换而设计的

高性能、高带宽矩阵切换器。该矩阵可将 8 路 VGA 输入

信号切换到 8 路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并且能实现无

串扰无噪点的信道切换，为信号传输应用中的集成专业视

频系统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该矩阵带有断电状态记忆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作

和切换状态，使用面板开关可对矩阵进行切换操作，它可

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口实现简捷的切换

控制，机箱后面板为 DB 15 针连接器。该系列产品可广

泛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

事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

议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带宽

交叉串扰

300MHZ

-55dB@30MHz

输入 / 输出电平 0.7Vp-p

输入 / 输出电平

跟随输入同步极性

同步通道

接口类型与路数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VGA

8 路输入、8 路输出

增益 0dB 

TTL

10KΩ

75Ω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 支持 8 路 VGA 信号输入，8 路 VGA 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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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工作温度

电源

功耗

存储温度

尺寸

AC220V/50HZ

20W

-20 ～ 80℃

482×230×89（W×D×H）mm

0 ～ 50℃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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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1608G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1608G 是一款专门为计算机信号的切换而设计的

高性能、高带宽矩阵切换器。该矩阵可将 16 路 VGA 输

入信号切换到 8 路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并且能实现

无串扰无噪点的信道切换，为信号传输应用中的集成专业

视频系统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该矩阵带有断电状态记忆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作

和切换状态，使用面板开关可对矩阵进行切换操作，它可

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口实现简捷的切换

控制，机箱后面板为 DB 15 针连接器，该系列产品可广

泛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

事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

议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带宽

交叉串扰

300MHZ

-55dB@30MHZ

输入 / 输出电平 0.7Vp-p

输入 / 输出电平

跟随输入同步极性

同步通道

接口类型与路数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VGA (DB15)

16 路输入、8 路输出

增益 0dB 

TTL

10KΩ

75Ω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 支持 16 路 VGA 信号输入，8 路 VGA 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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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工作温度

电源

功耗

尺寸

存储温度

AC220V/50HZ

35W

482×280×133(W×D×H)mm

-20 ～ 80℃

0 ～ 50℃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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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1616G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1616G 是一款专门为计算机信号的切换而设计的

高性能、高带宽矩阵切换器。该矩阵可将 16 路 VGA 输入

信号切换到 16 路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并且能实现

无串扰无噪点的信道切换，为信号传输应用中的集成专业

视频系统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该矩阵带有断电状态记忆  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作

和切换状态，使用面板开关可对矩阵进行切换操作，它可

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口实现简捷的切换控

制，机箱后面板为 DB 15 针连接器，该系列产品可广泛应

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事指

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议室、

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RGB 通道

同步通道

带宽

交叉串扰

300MHZ

-55dB@30MHZ

输入 / 输出电平 0.7Vp-p

输入 / 输出电平

跟随输入同步极性

同步通道

接口类型与路数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VGA(DB15)

16 路输入、16 路输出

增益 0dB 

TTL

10KΩ

75Ω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 支持 16 路 VGA 信号输入，16 路 VGA 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VGA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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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工作温度

电源

尺寸

存储温度

功耗

AC220V/50HZ

482×280×133(W×D×H)mm

-20 ～ 80℃

35W

0 ～ 50℃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54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804HV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804HV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8 路输

入，4 路输出的 5BNC 接口交叉式计算机信号矩阵切换器，

是专为计算机图像信号的显示切换而设计的高性能智能矩

阵开关设备，用于将各路输入信号同步或异步切换到视频

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其支持按键快速切换操作。

      该矩阵带有断电状态记忆的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

作和切换状态。它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

端口实现简捷的切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以

方便与个人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级联，

广泛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

军事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

会议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增益

带宽

0dB

350MHZ

-55dB@30MHz交叉串扰

RGB 通道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5BNC 

8 路输入、4 路输出

RGBHV，RGBS， RGsB， RsGsBs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I/O 阻抗

0.7Vp-p

75Ω

● 支持 8 路 5BNC 信号输入，4 路 5BNC 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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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同步通道

常规参数

1KΩ/75Ω

10% ～ 95% 无凝结

跟随输入

100VAC ~ 260VAC,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20W

482×230×132（W×D×H）mm

输入电平

操作温度

TTL

0℃～ 50℃ 

TTL

-20℃～ 80℃

输出电平

存储温度

I/O 阻抗

湿度

输出信号极性

电源

功率

尺寸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56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808HV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808HV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8 路输

入，8 路输出的计算机信号矩阵切换器，用于将各路输入

信号同步或异步切换到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其支持

按键快速切换操作。

      该矩阵带有断电状态记忆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作

和切换状态。它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口

实现简捷的切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以方便

与个人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级联，广

泛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

事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

议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 支持 8 路 5BNC 输入，8 路 5BNC 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增益

带宽

0dB

350MHZ

-55dB@30MHz交叉串扰

RGB 通道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5BNC 

8 路输入、8 路输出

RGBHV，RGBS， RGsB， RsGsBs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I/O 阻抗

0.7Vp-p

75Ω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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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同步通道

常规参数

1KΩ/75Ω

10% ～ 95% 无凝结

跟随输入

100VAC ~ 260VAC,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20W

482×230×133（W×D×H）mm

输入电平

工作温度

TTL

0℃～ 50℃ 

TTL

-20℃～ 80℃

输出电平

存储温度

I/O 阻抗

湿度

输出信号极性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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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1608HV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1608HV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16 路

输入，8 路输出的计算机信号矩阵切换器，用于将各路输

入信号同步或异步切换到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其支

持按键快速切换操作。

      该矩阵带有断电状态记忆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作

和切换状态。它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口

实现简捷的切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以方便

与个人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级联，广

泛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

事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

议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 支持 16 路 5BNC 输入，8 路 5BNC 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增益

带宽

0dB

350MHZ

-55dB@30MHz交叉串扰

RGB 通道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5BNC 

16 路输入、8 路输出

RGBHV，RGBS， RGsB， RsGsBs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I/O 阻抗

0.7Vp-p

75Ω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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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同步通道

常规参数

1KΩ/75Ω

10% ～ 95% 无凝结

跟随输入

100VAC ~ 260VAC,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40W

482×230×221 （W×D×H）mm

输入电平

工作温度

TTL

0℃～ 50℃ 

TTL

-20℃～ 80℃

输出电平

存储温度

I/O 阻抗

湿度

输出信号极性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网址：www.zhk21.com60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1616HVASP 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 支持 16 路计算机信号输入，16 路计算机信号输出，采

● 支持 16 路音频信号输入，16 路音频信号输出，采用 5

● 支持图像和音频同步 / 异步切换；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实现自动增益技术；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MT-1616HVASP 是一款支持 16 路输入，16 路输出

的计算机图像信号和立体声音频信号交叉式矩阵切换器，

用于将各路输入信号与立体声音频信号切换到输出通道中

的任一通道上。计算机信号输入、输出均采用 5 BNC 接口，

音频输入、输出采用 5 位 PCB 端子，可接为平衡式和非

平衡式。

      该矩阵带有断电状态记忆的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

作和切换状态，使用面板开关可对矩阵进行切换操作，它

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口实现简捷的切

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以方便与个人电脑、

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级联，广泛应用于大屏

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事指挥控制中

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议室、影音展

示厅等场合。

用 5BNC 接口；

位 PCB 端子；

增益

带宽

0dB

350MHZ

-55dB@30MHz交叉串扰

RGB 通道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5BNC 

16 路输入、16 路输出

RGBHV，RGBS， RGsB， RsGsBs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I/O 阻抗

0.7Vp-p

75Ω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5BNC 接口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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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通道

音频信号

常规参数

1KΩ/75Ω

0dB

10% ～ 95% 无凝结

跟随输入

100VAC ~ 260VAC,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40W

482×240×266mm(W×D×H)

输入电平

输入 / 输出接口

工作温度

TTL

5 位 PCB 端子

 0℃～ 50℃ 

TTL

立体声，平衡或非平衡接法

-20℃～ 80℃

输出电平

信号类型

存储温度

I/O 阻抗

增益

湿度

输出信号极性

电源

功率

尺寸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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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3232RC 混合接口矩阵切换器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 支持 1~32 路信号输入，1~32 路信号输出；

● 接口模板为插板式组合方式；

● 输入端可以选择任意路数的 5BNC，VGA，RJ45 三种相  

● 输出端也可以选择任意路数的 5BNC，VGA，RJ45 三种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该产品为多功能矩阵切换器，主要用于计算机图像信号的

切换。其输入、输出端可由 32 路及以下相同或不同接口任

意组合而成，接口类型可兼容5BNC(RGBHV)、VGA(DB15针)、

RJ45。采用液晶屏显示操作和切换状态，使用面板开关可对

矩阵进行切换操作，也可通过随机配备的控制软件，通过以

太网（选配）、RS-232、RS-485 通信方式控制矩阵切换。

本机有网口（选配），RS-485 控制接口 ,RS-232 输入、输

出接口，便于多机连接，通过设置设备地址，达到分址控制。

设备地址范围是 0-255。RJ45 接口需与双绞线收发器配合

使用。

      

同或不同接口的插板自由组合；  

相同或不同接口的插板自由组合；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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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同步通道

常规参数

470Ω/47 Ω

10% ～ 95% 无凝结

跟随输入

100VAC ~ 260VAC,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200W

482×550×609mm(W×D×H)

输入电平

工作温度

TTL

 0℃～ 50℃ 

TTL

-20℃～ 80℃

输出电平

存储温度

I/O 阻抗

湿度

输出信号极性

电源

功率

尺寸

增益

带宽

0dB

350MHZ

-55dB@30MHz交叉串扰

RGB 通道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5BNC、VGA、RJ45 

1~32 路输入、1~32 路输出

RGBHV，RGBS， RGsB， RsGsBs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I/O 阻抗

0.7Vp-p

75Ω

VGA 输出板

VGA 输入板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信号带宽 150MHz

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5BNC 输入板

5BNC 输出板

5BNC 接口板

接口类型 5BNC

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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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RJ45 输入板

RJ45 输出板

RJ45 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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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6464RC 混合接口矩阵切换器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 支持 1~64 路图像信号输入，1~64 路图像信号输出；

● 接口模板为插板式组合方式；

● 输入端可以选择任意路数的 5BNC，VGA，RJ45 三种相  

● 输出端也可以选择任意路数的 5BNC，VGA，RJ45 三种

              

● 支持面板控制、串口控制、红外控制、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 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该产品为多功能矩阵切换器，主要用于计算机图像信号的

切换。其输入、输出端可由 64 路及以下相同或不同接口任

意组合而成，接口类型可兼容 5BNC(RGBHV)、VGA(D15 针 )、

RJ45。采用液晶屏显示操作和切换状态，使用面板开关可对

矩阵进行切换操作，也可通过随机配备的控制软件，通过以

太网（选配）、RS-232、RS-485 通信方式控制矩阵切换。

本机有网口（选配），RS-485 控制接口 ,RS-232 输入、输

出接口，便于多机连接，通过设置设备地址，达到分址控制。

设备地址范围是 0-255。RJ45 接口需与双绞线收发器配合

使用。

      该产品接口模板组合方式为插板式，输入端可以选择任

意路数的 5BNC，VGA，RJ45 三种相同或不同接口的插板自

由组合，输出端也可以选择任意路数的 5BNC，VGA，RJ45

三种相同或不同接口的插板自由组合，即三种不同类型接口

的插板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同一设备输入端

或输出端的插板可以互换并兼容。输入、输出端不满 64 路

时用空挡板代替。

同或不同接口的插板自由组合；  

同或不同接口的插板自由组合；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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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同步通道

常规参数

1 0KΩ/47 Ω

10% ～ 95% 无凝结

跟随输入

100VAC ~ 260VAC,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400W

482×550×980mm(W×D×H)

输入电平

工作温度

TTL

 0℃～ 50℃ 

TTL

-20℃～ 80℃

输出电平

存储温度

I/O 阻抗

湿度

输出信号极性

电源

功率

尺寸

增益

带宽

0dB

350MHZ

-55dB@30MHz交叉串扰

RGB 通道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5BNC、VGA、RJ45 

1~64 路输入、1~64 路输出

RGBHV，RGBS， RGsB， RsGsBs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I/O 阻抗

0.7Vp-p

75Ω

VGA 输出板

VGA 输入板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150MHz

5BNC 输入板

5BNC 输出板

5BNC 接口板

接口类型 5BNC

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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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45 输入板

RJ45 输出板
RJ45 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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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SD-2V 视频分配器是一款高性能，高稳定，高清晰的

专业视频信号分配设备，可将 1 路视频信号完全独立的分

配为 2 路输出信号。通过该分配器后的视频信号与输入的

信号格式一致。

     该设备输入输出均采用 BNC 接口，主要应用于广播电

视工程，多媒体会议厅，大屏幕显示工程，电视教学，指

挥控制中心，KTV，视频点播，影院剧院，电视节目制作

等场合。

● 1 路视频信号输入，2 路视频信号分配输出；

● 视频带宽为 100M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解决低品质视频分配器产生的图像质量低，亮度降低，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SD-2V  视频分配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信号输入

信号类型

输入阻抗

接口类型

视频

BNC

输入电平 1Vp-p

75Ω

信号输出

信号类型

输出阻抗

接口类型

视频

BNC

输出电平 1Vp-p

75Ω

色度下降等问题；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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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率

132×65×31(W×D×H)mm

DC12V/1A

5W

-20~60℃

0~50℃工作温度

带宽 100MHz

存储温度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耦合方式

增益

交流耦合

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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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SD-4V 视频分配器是一款高性能，高稳定，高清晰

的专业视频信号分配设备，可将 1 路视频信号完全独立

的分配为 4 路输出信号。通过该分配器后的视频信号与

输入的信号格式一致。

     该设备输入输出均采用 BNC 接口，主要应用于广播电

视工程，多媒体会议厅，大屏幕显示工程，电视教学，指

挥控制中心，KTV，视频点播，影院剧院，电视节目制作

等场合。

SD-4V 视频分配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色度下降等问题；

● 1 路视频信号输入，4 路视频信号分配输出；

● 视频带宽为 100M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解决低品质视频分配器产生的图像质量低，亮度降低，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信号输入

信号类型

输入阻抗

接口类型

视频

BNC

输入电平 1Vp-p

75Ω

信号输出

信号类型

输出阻抗

接口类型

视频

BNC

输出电平 1Vp-p

75Ω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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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电源

功率

尺寸

AC220V/50HZ

5W

182×121×51(W×D×H)mm

-20~60℃

0~50℃工作温度

带宽 100MHz

存储温度

耦合方式

增益

交流耦合

0dB



73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视音频分配器

SD-16V  视频分配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色度下降等问题；

● 1 路视频信号输入，16 路视频信号分配输出；

● 视频带宽为 100M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解决低品质视频分配器产生的图像质量低，亮度降低，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SD-16V 视频分配器是一款高性能，高稳定，高清晰

的专业视频信号分配设备，可将 1 路视频信号完全独立的

分配为 16 路输出信号。通过该分配器后的视频信号与输

入的信号格式一致。                    

      该设备输入输出均采用 BNC 接口，主要应用于广播

电视工程，多媒体会议厅，大屏幕显示工程，电视教学，

指挥控制中心，KTV，视频点播，影院剧院，电视节目制

作等场合。

信号输入

信号类型

输入阻抗

接口类型

视频

BNC

输入电平 1Vp-p

75Ω

信号输出

信号类型

输出阻抗

接口类型

视频

BNC 

输出电平 1Vp-p

75Ω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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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电源

功率

尺寸

AC220V/50HZ

20W

482×230×44(W×D×H)mm

-20~60℃

0~50℃工作温度

带宽 100MHz

存储温度

耦合方式

增益

交流耦合

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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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SD-4VAS 是 1 路视音频信号输入，4 路视音频信号输

出的视音频分配器。通过该分配器后的视音频信号与输入

的信号格式一致。视频为 BNC 接口，音频为双声道 RCA

接口。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广播电视工程，多媒体会议厅，大屏

幕显示工程，电视教学，指挥控制中心，KTV，视频点播，

影院剧院，电视节目制作等场合。

● 1 路信号输入，4 路信号输出；

● 音频信号为 RCA 立体声；

● 视频带宽为 150M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解决低品质视频分配器产生的图像质量低，亮度降低，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SD-4VAS 视音频分配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视频信号

I/O 阻抗

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接口类型

75Ω 

视频

1Vp-p

BNC

输出电平

增益

带宽

1Vp-p

0dB 

150MHz

音频参数

47KΩ

47Ω

接口类型

带宽

RCA

1MHz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色度下降等问题；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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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 /50HZ

5W

182×121×51 (W×D×H)mm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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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SD-8VAS  视音频分配器

       SD-8VAS 是 1 路视音频信号输入，8 路视音频信号输

出的视音频分配器。通过该分配器后的视音频信号与输入

的信号格式一致。视频为 BNC 接口，音频为双声道 RCA

接口。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广播电视工程，多媒体会议厅，大

屏幕显示工程，电视教学，指挥控制中心，KTV，视频点播，

影院剧院，电视节目制作等场合。

● 1 路信号输入，8 路信号输出；

● 音频信号为 RCA 立体声；

● 视频带宽为 150M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解决低品质视频分配器产生的图像质量低，亮度降低，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视频信号

I/O 阻抗

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接口类型

75Ω 

视频

1Vp-p

BNC

输出电平

增益

带宽

01Vp-p

0dB 

150MHz

音频参数

47KΩ

47Ω

接口类型

带宽

RCA

1MHz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色度下降等问题；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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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 /50HZ

5W

230×150×62(W×D×H)m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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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SD-16VAS  视音频分配器

     SD-16VAS 是 1 路视音频信号输入，16 路视音频信

号输出的视音频分配器。通过该分配器后的视音频信号与

输入的信号格式一致。视频为 BNC 接口，音频为双声道

RCA 接口。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广播电视工程，多媒体会议厅，大

屏幕显示工程，电视教学，指挥控制中心，KTV，视频点播，

影院剧院，电视节目制作等场合。

● 1 路信号输入，16 路信号输出；

● 音频信号为 RCA 立体声；

● 视频带宽为 150M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解决低品质视频分配器产生的图像质量低，亮度降低，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视频信号

I/O 阻抗

信号类型

输入电平

接口类型

75Ω 

视频

1Vp-p

BNC

输出电平

增益

带宽

1Vp-p

0dB 

150MHz

音频参数

47KΩ

47Ω

接口类型

带宽

RCA

1MHz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色度下降等问题；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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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分配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重量

AC220V /50HZ

10W

3Kg

482×230×67(W×D×H)m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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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双绞线收发器

      BTVA-U1M2 为视音频双绞线收发器。采用 19 英寸

1U 机箱结构，1 台机箱有 2 个插槽，与之配套的信号插

板有发送板和接收板，可任意选择。每块发送板 / 接收板

有 2 路视频 +2 路音频接口，并有 1 个网线接口，通过 1

根 CAT5e 网线可传输 2 路视频 +2 路音频，传输距离可达

300 米。本产品使用网线取代传统的同轴电缆传输，大大

降低传输线成本，同时具有抗干扰，施工简便等特点。

● 一对发送板和接收板，可传输 2 路视频 +2 路音频；

● 抽屉式可插板板卡设计（支持热插拔）；

● 信号传输距离长达 300 米；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带有信号连接指示灯；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BTVA-U1M2  视音频双绞线收发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类型

视频信号

音频信号

发送端

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

接收端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2 个 BNC( 视频）输入，2 个 RCA（音频）输入，1 个 RJ45 输出

47KΩ

75Ω

2 个 BNC( 视频）输出，2 个 RCA（音频）输出，1 个 RJ45 输入

47Ω

增益

输入电平

0dB

1Vp-p

75Ω

带宽 100MHz(-3dB)

带宽 1MHZ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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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双绞线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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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ke Electronic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网口信号

接口类型 高速 RJ45

使用 CAT5e/6 非屏蔽网线可达 300 米传输距离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5W

 482×182×44(W×D×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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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光纤收发器

      OTV-104 视音频光纤收发器可通过 1 根光纤传输 4 路

视频和 4 路音频信号。由于采用了全数字无压缩硬件编码

技术，保证图像经传输后无损失、无延时。除音视频信号外，

OTV-104 还可提供多路电话语音、以太网、数据传输通道。

● 采用壁挂式结构；

● 全数字无压缩、无损伤广播级传输；

● 自动兼容 PAL、NTSC、SECAM 视频制式光端机模块；

● 支持视频、数据、立体声语音并行传输等业务；

● 支持专用 ASIC 设计及高速 DSP 技术的多个模块同时工作；

● 采用自然风散热方式，工作稳定可靠。

OTV-104  视音频光纤收发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视频信号

I/O 阻抗

输入电平

75Ω 

1Vp-p

输出电平

增益

1Vp-p

0dB

音频信号

47KΩ

47Ω

信噪比

带宽

90dB 

1MHz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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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光纤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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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ke Electronic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AC220V/50HZ

20W

 482×180×44(W×D×H)m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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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光纤收发器

      OTV-108 视频光纤收发器可通过 1 根光纤传输 8 路视

频信号。由于采用了全数字无压缩硬件编码技术，保证图

像经传输后无损失、无延时。除音视频信号外，OTV-108

还可提供多路电话语音、以太网、数据传输通道。

OTV-108 视频光纤收发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常规参数

电源

功耗

尺寸

重量

5V DC

5W

186×160×44(W×D×H)mm

0.75Kg

● 工业级设计、SUT 工艺；

● 全数字光纤传输平台、同平台多业务灵活配置；

● PAL/NTSC/SECAM 全制式兼容，演播级传输质量；

● 提供双向异步数据；

● 异步数据可为 RS232/RS485/RS422/ 曼切斯特码。

视频信号

I/O 阻抗

输入电平

75Ω 

1Vp-p

输出电平

增益

1Vp-p

0dB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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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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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信号切换器

      SW-4VAS 是一款高性能的视音频信号切换器，该系

列产品用于复合视频和非平衡音频信号的切换控制。可从

4 路输入信号中任意切换 1 路到输出通道，在输出端显示

器上显示出来。视频信号采用 BNC 接口。音频信号采用

RCA 接口。采用专业的信号处理芯片，在切换过程中信

号不失真，无衰减。还具有掉电现场保护，状态存储功能。

本切换器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对其进行操作，也可用红

外遥控进行切换控制。

       该设备内嵌控制及管理软件，且具有 RS-232 通讯

接口，方便与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连接

应用，也可和多台设备进行级联使用。该设备主要应用

于广播电视工程、多媒体会议厅、AV 系统会议室、大屏

幕显示工程、电视教学、指挥控制中心等场合。

● 支持 4 路视音频信号输入，1 路视音频信号输出；

● 视频信号输入、输出接口均采用 BNC 接口； 

● 音频端子采用 RCA 接口；              

● 视频带宽为 100MHz；

● 支持面板，红外遥控，RS232 通信多种控制方式。

SW-4VAS 视音频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带宽

视频信号

接口类型 BNC

100MHz

切换速度

增益

200ns（最长时间）

0dB

输入电平

耦合方式

I/O 阻抗

输出电平

1Vp-p

交流耦合

75Ω

1Vp-p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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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信号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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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ke Electronics

音频信号

常规参数

输出阻抗

信号类型

高阻

1MHz

10% ～ 95% 无凝结

0dB

AC220V/50HZ

230×150×62(W×D×H)mm

5W

工作温度 0℃～ 50℃

RCA

-20℃～ 60℃

接口类型

存储温度

输入阻抗

带宽

湿度

增益

电源

尺寸

功率

47Ω

双声道，非平衡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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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信号切换器

SW-8VAS 视音频信号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SW-8VAS 是一款高性能的视音频信号切换器，该系

列产品用于复合视频和非平衡音频信号的切换控制。可从

8 路信号中选择 1 路，分配输出为 2 路。视频信号采用

BNC 接口。音频信号采用 RCA 接口。采用专业的信号处

理芯片，在切换过程中信号不失真，无衰减。还具有掉电

现场保护，状态存储功能。本切换器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

对其进行操作，也可用红外遥控进行切换控制。

       该设备内嵌控制及管理软件，且具有 RS-232 通讯接

口，方便与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连接应用，

也可和多台设备进行级联使用。该设备主要应用于广播电

视工程、多媒体会议厅、AV 系统会议室、大屏幕显示工程、

电视教学、指挥控制中心等场合。

● 支持 8 路视音频信号输入，2 路视音频分配输出；

● 视频信号输入、输出接口均采用 BNC 接口； 

● 音频端子采用 RCA 接口；              

● 视频带宽为 100MHz；

● 支持面板，红外遥控，RS232 通信多种控制方式。

带宽

视频信号

信号 / 接口类型 视频 /BNC

100MHz

切换速度

增益

200ns（最长时间）

0dB

输入电平

耦合方式

I/O 阻抗

输出电平

1Vp-p

交流耦合

75Ω

1Vp-p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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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信号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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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音频信号

常规参数

输出阻抗

信号类型

高阻

1MHz

10% ～ 95% 无凝结

0dB

AC220V/50HZ

482×230×44(W×D×H)mm

8W

工作温度 0℃～ 50℃

RCA

-20℃～ 60℃

接口类型

存储温度

输入阻抗

带宽

湿度

增益

电源

尺寸

功率

47Ω

双声道，非平衡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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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MT-808VAS 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808VAS 视音频矩阵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8 路视音

频输入，8 路视音频输出的矩阵切换器，是一款高性能的

矩阵切换设备，视频接口采用 BNC 接口，音频信号采用

RCA 接口。

      该矩阵带有断电现场保护的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

作和切换状态。它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

口实现简捷的切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与个

人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级联，广泛应

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事指

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议室、

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 支持 8 路信号输入，8 路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遥控控制（选配）、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复合视频信号类型

电平峰值

I/O 阻抗

1.0Vpp

75Ω

视频信号

增益

带宽

0dB

100MHZ(-3dB) 满载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BNC 

8 路输入、8 路输出

串口多种控制方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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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30000 小时

482×230×88(W×D×H)mm

AC100-240V,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20W

工作温度 0℃～ 5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尺寸

电源

功率

音频信号

1MHz

≥ 90dB

接口类型 双声道 RCA 接口

高阻 /47ΩI/O 阻抗

带宽

信噪比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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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MT-1608V 视频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1608V 矩阵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16 路复合视频

输入，8 路视频输出的视频矩阵切换器，视频接口采用

BNC 接口。

      该矩阵带有断电现场保护的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

作和切换状态，使用面板开关可对矩阵进行切换操作，

它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口实现简捷的

切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以方便与个人电

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连接，广泛应用

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军事指

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会议室、

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 支持 16 路信号输入，8 路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遥控控制（选配）、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增益

带宽

0dB

100MHZ(-3dB)

基本参数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BNC 

16 路输入、8 路输出

I/O 阻抗

信号类型

75Ω

复合视频

串口多种控制方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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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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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30000 小时

482×230×88(W×D×H)mm 

AC100-240V,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20W

工作温度 0℃～ 5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尺寸

电源

功率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95北京兆科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MT-1616V 视频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1616V 矩阵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16 路复合视频输

入，16 路视频输出的频矩阵切换器，视频接口采用 BNC

接口。

      该矩阵带有断电现场保护的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

作和切换状态。它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

端口实现简捷的切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以

方便与个人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连接，

广泛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

军事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

会议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 支持 16 路视频信号输入，16 路视频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遥控控制（选配）、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增益

带宽

0dB

100MHZ(-3dB)

基本参数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BNC 

16 路输入、16  路输出

复合视频信号类型

I/O 阻抗 75Ω

串口多种控制方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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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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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30000 小时

482×230×88(W×D×H)mm 

AC100-240V,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20W

工作温度 0℃～ 5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尺寸

电源

功率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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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MT-1616VAS 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1616VAS 视音频矩阵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16 路复

合视频和立体声音频输入，16 路视音频输出的矩阵切换

器，是一款高性能的矩阵切换设备，视频接口采用 BNC

接口，音频信号采用 RCA 接口。

      该矩阵带有断电现场保护的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

作和切换状态。它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

端口实现简捷的切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以

方便与个人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连接，

广泛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

军事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

会议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 支持 16 路信号输入，16 路信号输出；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遥控控制（选配）、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串口多种控制方式；

复合视频信号类型

电平峰值

I/O 阻抗

1.0Vpp

75Ω

视频信号

增益

带宽

0dB

100MHZ(-3dB) 满载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BNC 

16 路输入、16 路输出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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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482×230×132(W×D×H)mm  

AC100V ~ 240V,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20W

工作温度 0℃～ 5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尺寸

电源

功率

音频信号

1MHz

≥ 90dB

接口类型 双声道 RCA 接口

高阻 /47ΩI/O 阻抗

带宽

信噪比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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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MT-1616VASP 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MT-1616VASP 视音频矩阵切换器是一款支持 16 路

复合视频和立体声音频输入，16 路视音频输出的矩阵切

换器，视频接口采用 BNC 接口，音频信号采用 5 位 PCB

端子。

      该矩阵带有断电现场保护的功能，采用液晶屏显示操

作和切换状态 . 它可以通过前面板按键或 RS-232 通讯端

口实现简捷的切换控制，也可使用红外进行控制，可以方

便与个人电脑、遥控系统或各种远端控制设备进行连接，

广泛应用于大屏幕投影显示工程、报告厅、多媒体教学、

军事指挥控制中心、安防监控、交通监控、酒店、多媒体

会议室、影音展示厅等场合。

● 支持 16 路信号输入，16 路信号输出；

● 音频信号输入输出平衡 / 非平衡；

● 支持断电状态记忆；        

● 支持面板控制、遥控控制（选配）、网络控制（选配）、

● 前面板 LCD 状态显示。

复合视频信号类型

回波损耗 -30dB@5MHz

电平峰值

I/O 阻抗

1.0Vpp

75Ω

视频信号

增益

带宽

0dB

100MHZ(-3dB)

输入 /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路数

BNC 

16 路输入、16 路输出

串口多种控制方式；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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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音频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482×230×132(W×D×H)mm 

AC 100V~ 240V, 50/60 Hz, 国际自适应电源

20W

工作温度 0℃～ 5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尺寸

电源

功率

音频信号

1MHz

≥ 90dB

接口类型 双声道，5 位 PCB 端子

高阻 /47ΩI/O 阻抗

带宽

信噪比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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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2D 是一款高性能 DVI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

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2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

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

影响。

● DVI-D 信号 1 路输入，2 路分配输出；

● 支持 DVI 1.0 标准；

● 信号带宽 165MHz；

● 信号传输速率 1.65Gpbs；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200@60Hz；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SD-2D  DVI 分配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信号参数

信号类型

数据传输速率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DVI1.0 规范全数字 T.M.D.S 信号

1 路 DVI-D

2 路 DVI-D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1200@60Hz

1.65Gbps

信号强度

输出最大传输距离

T.M.D.S：+/- 0.4Vp_p

15M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DC5V

-20~6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182×121×51(W×D×H)mm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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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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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4D DVI 分配器

信号参数

信号类型

数据传输速率

输入路数

输出路数

 DVI1.0 规范全数字 T.M.D.S 信号

1 路 DVI-D

4 路 DVI-D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1200@60Hz

1.65Gbps

信号强度

输出最大传输距离

T.M.D.S：+/- 0.4Vp_p

15m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DC5V/2A

-20~6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240×82×30(W×D×H)mm 

       SD-4D 是一款高性能 DVI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

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4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

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

影响。

● DVI-D 信号 1 路输入，4 路分配输出；

● 支持 DVI 1.0 标准；

● 信号带宽 165MHz；

● 信号传输速率 1.65Gpbs；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200@60Hz；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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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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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8D  DVI 分配器

信号参数

信号类型

数据传输速率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DVI1.0 规范全数字 T.M.D.S 信号

1 路 DVI-D

8 路 DVI-D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1200@60Hz

1.65Gbps

信号强度

输出最大传输距离

T.M.D.S：+/- 0.4Vp_p

15m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DC5V/2A

-20~6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435×150×45(W×D×H)mm 

       SD-8D 是一款高性能 DVI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将

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8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使用

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影响。

● DVI-D 信号 1 路输入，8 路分配输出；

● 支持 DVI1.0 标准；

● 信号带宽 165MHz；

● 信号传输速率 1.65Gpbs；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200@60Hz；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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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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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16D  DVI 分配器

信号参数

信号类型

数据传输速率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DVI1.0 规范全数字 T.M.D.S 信号

1 路 DVI-D

16 路 DVI-D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1200@60Hz

1.65Gbps

信号强度

输出最大传输距离

T.M.D.S：+/- 0.4Vp_p

15m

常规参数

体积

电源 DC5V/4A

-20~6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435×150×45(W×D×H)mm 

       SD-16D 是一款高性能 DVI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

够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16 路相同的信号输

出。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

来的影响。

● DVI-D 信号 1 路输入，16 路分配输出；

● 支持 DVI 1.0 标准；

● 信号带宽 165MHz；

● 信号传输速率 1.65Gpbs；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200@60Hz；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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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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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2H 是一款高性能 HDMI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

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2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

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

影响。

● HDMI 信号 1 路输入，2 路分配输出；

● 兼容 HDMI1.3b 标准 ; 

● 支持 HDCP 标准；

● 信号带宽 225MHz；

● 信号传输速率 2.25Gpbs；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080P@60HZ；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SD-2H HDMI 分配器

信号参数

数据传输速率

接口类型 HDMI-A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X1080@60Hz

2.25Gbps

符合 HDMI 标准 HDMI1.3b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DC5V/1A

-20~6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65×60×20(W×D×H)mm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输入 / 输出路数 输入 1 路，输出 2 路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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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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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4H  HDMI 分配器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DC5V

-20~6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180×65×25(W×D×H)mm 

信号参数

数据传输速率

接口类型 HDMI-A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1080@60Hz

2.25Gbps

符合 HDMI 标准 HDMI1.3b

输入 / 输出路数 输入 1 路，输出 4 路

     SD-4H 是一款高性能 HDMI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

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4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

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

影响。

● HDMI 信号 1 路输入，4 路分配输出；

● 兼容 HDMI1.3b 标准；

● 支持 HDCP 标准；

● 信号带宽 225MHz；

● 信号传输速率 2.25Gpbs；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080P@60Hz；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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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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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D-8H  HDMI 分配器

信号参数

数据传输速率

最大支持分辨率  1920×1080@60HZ

2.25Gbps

符合 HDMI 标准 HDMI1.3b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DC5V

-20~60℃

0~50℃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320×105×35(W×D×H)mm 

静电金属外壳，有效降低外部信号干扰。

● HDMI 信号 1 路输入，8 路分配输出；

● 兼容 HDMI1.3b 标准

● 支持 HDCP 标准；

● 信号带宽 225MHz；

● 信号传输速率 2.25Gpbs；

● 最大支持分辨率 1080P@60HZ；

● 内置高性能信号处理芯片以确保信号无损分配，配合防

     SD-8H 是一款高性能 HDMI 信号分配器产品，它能够

将接收到的 1 路信号无损的分配成 8 路相同的信号输出。

使用金属外壳，有效屏蔽静电，大幅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

影响。

接口类型 HDMI-A

输入 / 输出路数 输入 1 路，输出 8 路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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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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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DEQ-02 数字信号线路均衡器用于 DVI 信号的长距离

传输，最大有效传输距离可达 50 米，且有 DDC 扩展功能。

DEQ-02 采用全自动补偿工作方式，可自动地检测在不同

电缆长度下的信号传输损失，并对其进行均衡补偿。本产

品主要运用 DVI 数字投影拼接显示系统的输入线路延长，

DVI 显示设备的信号长距离传输和接入。

● 兼容 DVI 1.0；

● 兼容计算机模式 VGA/SVGA/XGA/SXGA/UXGA；

● 数字自动均衡；

● 信号接收距离延长到 50m/24AWG, 36m/28AWG, 

● 支持 EDID 管理；

● 带有信号指示灯。

DEQ-02  线路均衡器

   

输入输出接口类型

输入端

存储环境温度

最大像素时钟

最大数据速率

输出端

最大分辨率

1 路 DVI-D 信号 

-20℃ ~ +60℃

1920x1200@60Hz

1 路 DVI-D 信号

均衡能力

外接电源适配器

40dB

直流 5V

165MHz

4.95Gbps (R、G、B 每色 1.65Gbps)

输入电缆长度 最大 50 米

尺寸 83×72×30( W×D×H )mm

30m/30AWG；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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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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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BTD-102T 为 DVI 双绞线发送器，一台设备含有 2 个

发送端。用双绞线代替传统 DVI 线进行长距离传输，具

有长线驱动和输入输出信号隔离作用。通过单根 CAT5e/6

屏蔽双绞线传输高清视频信号 1080p 可到 100 米。高分

辨率视频全数字信号传输通道，保证图像的传输效果。

       该产品还带有 DVI 监视接口，用于连接本地显示器。

主要用于计算机与矩阵切换器输入接口之间的信号接入，

具有安装简便，规范可靠等特点。

BTD-102T  DVI 双绞线发送器

● 支持 2 路 DVI 数字信号输入，2 路 RJ45 网口输出；

● 抽屉式可插板板卡设计（支持热插拔）；

● 每块插板可接入1路DVI信号，并提供1路DVI监视输出；

● 信号输出传输距离长达 100 米；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接口类型

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最高分辨

输出接口

传输距离

2 路 DVI-D 接口

100 米

2 路 RJ-45 高速网口

监视口

信号电平

2 路 DVI 接口

T.M.D.S

1920×1200@60Hz

支持标准 DVI1.0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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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100~240V/50HZ

10W

482×180×44(W×D×H)m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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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本产品为 DVI/HDMI 双绞线收发器，一套设备含有

一 套 发 送 器 BTD-201T 和 接 收 器 BTD-201R。 采 用

HDBaseT 传输标准，用双绞线代替铜缆实现 DVI/HDMI

信号的长距离传输。通过单根 CAT5e/6 屏蔽双绞线平衡

传输高清视频信号 1080p 可到 100 米，为信号源与显示

设备的远距离传输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本设备可兼容 DVI 信号和 HDMI 信号，用转接头可实

现 DVI 和 HDMI 信号的互转。高分辨率视频全数字信号

传输通道，保证图像的传输效果。该产品可专为计算机、

监控、多媒体信息发布、大屏幕广告、教育等系统定制，

具有延长距离远，图像清晰，操作方便等特点。

● 发送器支持 1 路 DVI/HDMI 信号输入，1 路高速 RJ45 信

● 接收器支持 1 路高速 RJ45 信号输入，1 路 DVI/HDMI 信

 

● 采用 HDBaseT 传输标准；              

● 使用 CAT5e 传输，传输距离长达 100 米；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BTD-201 DVI/HDMI 双绞线收发器

接口类型

视频信号 

发送器

最高分辨

接收器

1 路 DVI/HDMI 信号输入，1 路高速 RJ45 信号输出

1 路高速 RJ45 信号输入，1 路 DVI/HDMI 信号输出

数据传输率

阻抗

传输距离

2.25Gbps

100Ω(CAT5e/CAT6)

100 米

1920x1200  60Hz

支持标准

信号类型

HDMI 1.3a 标准 ，DVI1.0 标准

T.M.D.S

号输出；

号输出；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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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5V 直流适配器

5W

83×70×25(W×D×H)m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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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ke Electronics

BTD-202T DVI 双绞线发送器

     本产品为 BTD-202T DVI 双绞线发送器，与 BTD-

201R 配套使用，构成一套 DVI 双绞线收发器。用双绞线

代替传统 DVI 线进行长距离传输。采用 HDBaseT 传输

技术，通过单根 CAT5e/6 屏蔽双绞线传输高清视频信号

1080p 到可 100m。高分辨率视频全数字信号传输通道，

保证图像的传输效果。

       发送器还带有 DVI 接口的监视器。该产品主要用于

投影显示系统中信号源与矩阵切换器之间的信号接入，

具有方便安装与维护，稳定可靠等特点。

● 支持 1 路信号输入，1 路高速 RJ45 信号输出；

● 提供 1 路监视输出；

● 采用 HDBaseT 传输标准；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可通过按钮读取 EDID 并保存；

●  LED 指示灯显示设备启动及运行状态；

● 支持现场断电保护；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接口类型

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最高分辨

输出接口

监视输出

DVI

RJ45

DVI

时钟频率 24MHz ～ 165MHz

1920×1080@60Hz

支持标准

信号类型

DVI1.0 标准

T.M.D.S

传输距离 100 米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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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5V 直流适配器

5W

180×140×35(W×D×H)m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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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GD-200T VGA/DVI/RJ45 转换器

     本产品为 BTGD-200T VGA 双绞线转换器，将 VGA

信号转换为 TMDS 信号，并采用 HDBaseT 技术，通过一

条 CAT5e 网线传输。与之配套的接收器为本公司生产的

BTD-201R，或直接与矩阵的双绞线输入口连接。

      本机实现了将 VGA 信号接入 DVI 传输系统，并使用

HDBaseT 传输技术，实现长距离传输。本机主要用数字

投影显示系统中的 VGA 信号接入，也可以用于监控、多

媒体信息发布等场合。

● 支持 1 路 VGA 信号输入，1 路高速 RJ45 信号输出；

● 1 路 VGA 输出，可作为本地监视；

● 支持主流 VGA 显示模式；

● LED 指示灯显示设备连接运行状态；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接口类型

视频信号 

同步信号 

输入接口

RGB 输入阻抗

RGB 输出阻抗

输出接口

带宽

VGA

300MHz(-3dB)

RJ45

监视口

输入阻抗

输入电平

VGA

47kΩ

1V-5V p-p

75Ω

75Ω

增益

输出阻抗

0dB

50Ω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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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I/HDMI 信号传输与切换设备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常规参数

尺寸

电源

功耗

5V 直流适配器

10W

135×85×35(W×D×H)mm

网络接口

传输距离

接口类型 高速 RJ45

使用 CAT5e/6 非屏蔽线可达 100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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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D-201 光纤收发器

      OTD-201 光纤收发器由 DVI/HDMI 发送器（OTD-

201T）和 DVI/HDMI 接收器（OTD-201R）组成，通过

单芯单模光纤传输 DVI/HDMI 信号。

      在多媒体应用系统中，往往需要把 DVI/HDMI 数字视

频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但使用普通的电缆传输距离短，

不能满足多媒体信息发布、高清摄像机等长距离传输的要

求。使用 0TD-201 光纤收发器进行传输，完全解决了此

类问题 , 单芯单模光纤传输距离 1 米 ~ 10 千米。同时，

OTD-201 光纤收发器传输具有衰减小、频带宽、抗干扰

性能强、安全性能高、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所以在长

距离传输和特殊环境等方面具有无法比拟优势。

      本产品为纯硬件设计，无需驱动，兼容任何系统，即

插即用，可应用在军事指挥与控制、公安指挥与控制、交

通管理、能源电力供应行业、政府部门、医疗系统、商业

展示、多媒体教学、公共事业等领域。

● 使用单芯单模光纤传输；

● 支持 HDMI 和 DVI 显示；              

● 支持 HDMI 嵌入式立体声音频；

● 支持 HDMI 1080 p@60Hz、DVI 1920×1200@60Hz 视

● LED 提示光纤连接状态；

● 光纤接口采用 LC 接口，可现场热拔插；

● 支持输入 EDID 读取，自定义功能。

频分辨率；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发送器

接收器

输入 HDMI，输出光纤（LC 接口）

输入光纤（LC 接口），输出 HDMI  

视频信号 

协议标准 HDMI1.3 、DVI 1.0、EIA/CEA-861D、HDCP 1.1

 带宽

分辨率

2.25GHZ

1080p@60Hz ，32 位颜色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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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发射功率  -9.5~-3dBm

传输距离 单模光纤 10 公里，多模光纤 300 米

常规参数 

平均无故障时间

工作温度

电源

尺寸

0-50℃

5V/3A, 外置电源适配器

64×24×100(W×D×H)mm

60000 小时

功耗

工作湿度

5W

10% ～ 95% 无凝结

光纤信号 

光中心波长

发射功率  -9.5~-3dBm

850~1550mm

光接收灵敏度

线路允许损耗

-23dBm

7dB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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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DM-201T 为 DVI/HDMI 光纤发送器，可与 OTD-

201R 光纤接收器配套使用。该产品通过单芯光纤传输

DVI/HDMI 信号 , 传输距离可达 1 米 -10 千米。光端机传

输具有衰减小、频带宽、抗干扰性能强、安全性能高、体

积小、重量轻等优点，所以在长距离传输和特殊环境等方

面具有无法比拟优势。

      本产品为纯硬件设计，无需驱动，兼容任何系统，即

插即用，可应用在军事指挥与控制、公安指挥与控制、交

通管理、能源电力供应行业、政府部门、医疗系统、商业

展示、多媒体教学、公共事业等领域。

OTDM-201T 光纤发送器

● HDMI/DVI 信号输入，单模、多模光纤输出；

● 支持 DVI1.0；              

● 支持 HDMI1.3；

● 支持 HDMI 1080 p@60hz、DVI 1920×1200@60hz 视

● LED 提示光纤连接状态；

● 光纤接口采用 LC 接口，可现场热拔插；

● 抽屉式可插板设计；

● 主机近端带有 DVI/HDMI 监视口；

● 采用高性能的信号图像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频分辨率；

视频信号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监视输出

HDMI

光纤（LC）

HDMI

协议标准 HDMI1.3 、DVI 1.0、HDCP 1.1

传输距离 10Km（单模），300 米（多模）

带宽

分辨率

225MHz

1080P@60Hz(HDMI)，1080X1200@60Hz(DVI)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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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LC 接口

常规参数 

平均无故障时间

工作温度

电源

尺寸

0-50℃

5V/3A, 外置电源适配器

480×235×45(W×D×H)mm

60000 小时

功耗

工作湿度

5W

10% ～ 95% 无凝结

光纤信号 

光中心波长

发射功率  -9.5~-3dBm，平均光功率 @1310nm

850~1550mm

光接收灵敏度 -23dBm，平均光功率 @1310n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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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D-102 DVI 光纤收发器由 DVI 发送器（OTD-102T）

和 DVI 接收器（OTD-102R）组成，通过单芯单模 / 多模

光纤传输 DVI 信号，具有抗干扰性能强。本产品体积小，

重量轻，安装简捷，在长距离传输和特殊环境应用等方面

具有无法比拟优势。

      本产品为纯硬件设计，无需驱动，兼容任何系统，即

插即用，可应用在军事指挥与控制、公安指挥与控制、交

通管理、能源电力供应行业、政府部门、医疗系统、商业

展示、多媒体教学、公共事业等领域。

● 延长 DVI( 数字视频接口 ) 兼容设备；

● 支持视频分辨率高达 1920×1200@60Hz  ；

● 单芯光纤传输距离可达单模 1.5km，多模 300m；

● RGB 视频信号时钟重计，非 TMDS 延伸 ； 

● 发送端 EEPROM EDID 重置 (EDID 手动学习 )；

● 无 EMI 电磁干扰，无雷击浪涌忧虑；

●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单芯单模或多模 LC 接头光纤；

● 支持 DDWG( 数字化显示工作小组 )DVI 兼容显示器。

OTD-102 光纤收发器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发送器

接收器

DVI 输入、LC 光纤输出

LC 光纤输入、DVI 输出

视频信号 

协议标准 HDMI1.3 、DVI 1.0、HDCP 1.3

传输速率

分辨率

1.65GHz 

1080p@60Hz 720p/1080@120Hz，32 位颜色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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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距离 单模 1.5KM，多模 300M

常规参数 

平均无故障时间

工作温度

电源

尺寸

0-50℃

5V 直流适配器

75×40×15(W×D×H)mm

60000 小时

功耗 5W

光纤信号 

光中心波长

发射功率  -9.5~-3dBm，平均光功率 @1310nm

850~1550mm

光接收灵敏度 -23dBm，平均光功率 @1310nm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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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G-300T 光纤发送器

       VGA 信号光纤发送器 OTG-300T 支持 1 路模拟 VGA

信号输入，1 路光输出。其光输出为 DVI 格式，可与 DVI/

HDMI 光接收器 OTD-201R 配套使用，实现将模拟 VGA

信号接入数字显示系统。

      本产品具有传输衰减小、抗干扰性能强、安全性能高

等优点，所以在长距离传输和特殊环境等方面具有无法比

拟优势。本产品为纯硬件设计，无需驱动，兼容任何系统，

即插即用，可应用在军事指挥与控制、公安指挥与控制、

交通管理、能源电力供应行业、政府部门、医疗系统、商

业展示、多媒体教学、公共事业等领域。

● 光输出接口采用单模、多模 LC 型；

● 最大传输分辨率达 1080P@60Hz；

● 传输距离单摸可达 10km、多 模可达 300m；

● 支持采样时钟频率、相位调节；

● 支持图像水平位置、图像垂直位置调节；

● 无需软件支持，即插即用，支持热插拔；

● LED 指示灯显示设备启动及运行状态。

输入接口

输入 / 输出电平

输出接口

输入 / 输出阻抗

视频信号带宽

模拟 VGA 接口

0.7Vp-p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LC 接口

 75Ω

165MHz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RGB 信号

输入信号

最大输入分辨率

输出信号

1 路 VGA 信号

1080P @60Hz

1 路光纤信号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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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率 2400-115200bps

控制功能 图像对比度、亮度、RGB 矫正、行位移

常规参数 

平均无故障时间

工作温度

电源

尺寸

0-50℃

直流 9V ～ 15V

190×110×30(W×D×H)mm

60000 小时

光纤信号 

串口控制 

同步信号 

光中心波长

输入 / 输出电平

发射功率

串行控制接口

 -9.5~-3dBm，平均光功率 @1310nm

RS232，3.5mm 插孔

多模 850nm，单模 1310nm,1550nm

TTL

光接收灵敏度

输入 / 输出阻抗

-23dBm，平均光功率 @1310nm

47kΩ/75Ω

功耗 5W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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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2S SDI 信号分配器

       SD-2S 为 HD/SD-SDI 串行数字视频输出的信号分

配器，具有一路 SDI 视频信号输入，2 路 SDI 视频信号输

出。通过该分配器，可将一路高清 HD/SD-SDI 串行数字

视频信号无失真，无延时的分配成 2 路信号。

      该产品内部设有自动均衡器和时钟重置功能，因而大

大降低了分配输出波形失真和数字信号抖动的现象，提高

了输入输出信号的质量。SDI 分配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广播

电视，户外大屏显示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指挥监控中

心、交通智能、海关、机场、博物展览馆等诸多领域。

● 无需软件设置，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功能；

● 采用全数字、无压缩技术；

● 采用视频信号调理技术，使得图像信号画面稳定；

● 内置电缆自动均衡器和时钟重置功能；

● 使用全工业级别宽温度范围设计，工业级芯片、全表面

● 内置浪涌和静电保护；

● 外边小巧美观，方便安装于使用。

自动均衡均衡方式

输入 / 输出最大电平

I/O 阻抗

+/- 0.4Vp-p

75Ω

信号接口类型

支持速率

兼容信号类型

270Mbps—2.97Gbps

兼容 SMPTE 259M、292M、344M、424M、ITU R BT.601、ITU R BT.1120 串行视频标准

输入 / 输出接口

信号类型

1 路 BNC 输入接口，2 路 BNC 输出接口

SD-SDI、HD-SDI、3G-SDI

贴装技术；

视频信号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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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30000 小时

直流 5V

5W

130×76×22(W×D×H)mm

工作温度 0-5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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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4S SDI 信号分配器

       SD-4S 为 HD/SD-SDI 串行数字视频输出的信号分

配器，具有一路 SDI 视频信号输入，4 路 SDI 视频信号输

出。通过该分配器可将任何一路高清 HD/SD-SDI 串行数

字视频信号高清晰、无失真、无延时的分配成 4 路信号，

输出到投影设备，显示大屏，高清平板等离子电视，这样

可方便多个用户同时而又无延时的使用或观看同一个高清

数字串行视频图像。

      该产品内部设有自动均衡器和时钟重置功能，因而大

大降低了分配输出波形失真和数字信号抖动的现象，提高

了输入输出信号的质量。SDI 分配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广播

电视，户外大屏显示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指挥监控中

心、交通智能、海关、机场、博物展览馆等诸多领域。

● 无需软件设置，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功能；

● 采用全数字、无压缩技术；

● 采用视频信号调理技术，使得图像信号画面稳定；

● 内置电缆自动均衡器和时钟重置功能；

● 使用全工业级别宽温度范围设计，工业级芯片、全表面

● 内置浪涌和静电保护；

● 外边小巧美观，方便安装于使用。

自动均衡均衡方式

信号接口类型

支持速率

兼容信号类型

270Mbps—2.97Gbps

兼容 SMPTE 259M、292M、344M、424M、ITU R BT.601、ITU R BT.1120 串行视频标准

输入 / 输出接口

信号类型

1 路 BNC 输入接口，4  路 BNC 输出接口

SD-SDI、HD-SDI、3G-SDI

贴装技术；

视频信号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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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 信号传输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30000 小时

直流 5V

10W

130×76×22(W×D×H)mm

工作温度 -20℃～ +7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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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CVGD-02 VGA 转 DVI 信号转换器

      本产品为 CVGD-02 VGA 转 DVI 转换器。主要是把

VGA 模拟信号转换为 DVI 数字信号。本机具有 1 个 VGA

输入接口，1 个 DVI 输出接口，1 个 VGA 监视输出。该

转换器具有自动识别功能，根据输入自动调节输出。

      本产品还带有 RS-232 通讯接口，可通过它调整图像

的 RGB 色差、行位移等。该产品可用于投影显示，监控，

多媒体信息发布，大屏幕广告，教育等系统。 

● 1 路 VGA 信号输入，1 路 DVI-D 输出；

● 1 个本地监视口（VGA)；

● 支持最大分辨率 1920×1080 @60Hz；

● 自动检测输入信号分辨率，自动设置输出分辨率；

● 采用高性能的信号图像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监视口

信号带宽

RS232

兼容分辨率

VGA

165MHZ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3.5mm 插孔

VGA/SVGA/XGA/SXGA/UXGA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RGB 信号

输入接口

模拟输入阻抗

输出接口

数字输出阻抗

VGA

 75Ω

DVI

50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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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数字信号

常规参数

同步信号

直流 5V

5W

146×82×35(W×D×H)mm

接口类型

输入阻抗

DVI-D

47kΩ

DVI1.0

TTL

信号标准

输入电平

电源

最大功耗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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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HCD100 HDMI 转 DVI 信号转换器

      HCD100 转换器是一种高清视频转换器，可将 HDMI

数字视音频信号转换为 DVI 数字视频 + 模拟音频或数字

音频信号。HDMI 输入端可连接蓝光 DVD、高清机顶盒

等 HDMI 信号源，输出端口 DVI 可连接具有 DVI 接口的

CRT、LED 显示器灯。用户可以很容易在没有 HDMI 接口

的电视上观看高清视频。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输入支持 HDMI1.3，兼容 HDCP；

● 输入支持 DVI1.0；

● 完美分离视频音频，模拟 / 数字音频输出；

● 最高分辨率支持 1920×1080@60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输入输出分辨率

6 4 0 × 4 8 0 @ 8 5 H z ， 8 0 0 × 6 0 0 @ 8 5 H z ，
1024×768@60/70/85Hz，
1152×864@75Hz，1208×720@60Hz，1280×768@60Hz，
1280×800@60Hz，
1 2 8 0 × 1 0 2 4 @ 7 5 H z ， 1 3 6 0 × 7 6 8 @ 6 0 H z ，
1680×1050@60Hz，
1600×1200@60Hz，1920×1080@60Hz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音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协议标准

输出接口

1 路 HDMI，兼容 DVI 输入

HDMI1.3 、DVI 1.0

1 路 DVI-D，1 路同轴数字音频，1 路 3.5mm 模拟音频信号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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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直流 5V

5W

83×74×30(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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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HCS100 HDMI 转 SDI 信号转换器

       HCS100 是一款专门把 HDMI 信号转换为 3G/HD/SD 

SDI 信号的高清视频转换器。该设备集成 HDMI 接收器

和 3G/HD/SD SDI 调制器，可方便的将 HDMI 信号转换为

3G/HD/SD SDI 信号。该产品还可以将 HDMI 内部音频信

号分离转换后嵌入到 SDI 信号中，也可将外部输入的模拟

音频信号嵌入到 SDI 信号中。同时，HCS100 还支持“变

频”功能，可以将输入不同分辨率的 HDMI 信号“变频”

为固定分辨率的 SDI 信号输出，输出分辨率通过拨码开关

选择，操作简单。

该款产品已广泛应用与数据中心控制，信息分配，会议室

以及教学环境和公司培训场所等。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HDMI 输入信号自适应；

● 可选 3G/HD/SD SDI 信号输出；

● 可选分辨率 1080P/1080i/720P/480i/576I 输出；

● 支持 HDMI 内部音频解嵌后再嵌入到 SDI 信号中；

● 支持外部模拟立体声音频信号嵌入到 SDI 信号中；

● SDI 可设定为“变频”，“固定频率”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协议标准

信号幅度

输出接口

阻抗

支持输出分辨率

1 路 HDMI

HDMI1.3 、DVI 1.0

+/- 0.4v+10%

2 路 SDI，1 路 3.5mm 模拟音频信号

100Ω

1080P/1080i/720P/480i/576i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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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音频参数

10% ～ 95% 无凝结

16Ω

60000 小时

3.5mm 插孔

直流 5V

10W

120×105×30(W×D×H)mm

工作温度

输入信号

0℃～ 40℃ 

模拟立体声音频

-20℃～ 60℃

48K

存储温度

数字采样

湿度

阻抗

平均无故障时间

连接器

电源

最大功耗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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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HCG100 HDMI 转 VGA 信号转换器

      HCG100 转换器是一种高清视频转换器，可将 HDMI

数字视音频信号转换为 VGA 模拟视频 + 模拟音频或数字

音频信号。HDMI 输入端可连蓝光 DVD、高清机顶盒等

HDMI 信号源，输出端口 VGA 可连接 CRT/LDE 具有 VGA

接口的显示器及投影机。用户可以很容易在没有 HDMI 接

口的电视上观看高清视频。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支持 HDMI1.3；

● 最高分辨率支持 1920×1080@60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带有信号连接指示灯；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音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协议标准

最大输入分辨率

输出接口

带宽

最大输出分辨率

1 路 HDMI

HDMI1.3 

1080P

1 路 VGA，1 路 3.5mm 模拟音频

2.25Gbps

1080P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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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直流 5V

3W

84×100×28(W×D×H)mm

工作温度 -20℃～ 7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最大功耗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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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HCV100 HDMI 转复合视频信号转换器

      HCV100 转换器是一种高清视频转换器，可将全高清

的 HDMI 信号转换成普通复合视频信号输出，可以使只有

高清接口的设备连接在普通 CRT 电视机上。可以让用户

很轻松的普通电视机上观看高清设备的影片及游戏。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支持 HDMI1.3，DVI1.0；

● 最高输入分辨率支持 1920×1080@60HZ；

● 采用高性能的信号图像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输入 HDMI
信号格式

480P（60Hz），576P（50Hz），720P（60Hz/50Hz），
1080i（60Hz/50Hz），1080P（60Hz/50Hz）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音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协议标准

输出信号格式

输出接口

数据速率

输出视频制式

输出视频阻抗

1 路 HDMI

HDMI1.3 ，支持 HDCP

CVBS（1.0Vpp），S-Video（Y：1.0Vpp，C：0.3Vpp）

1 路 CVBS，1 路 S-Video，1 路音频

2.25Gbps

PAL，NTSC

75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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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直流 5V

5W

118×84×28(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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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VCD-01 CVBS 转 DVI 信号转换器

      VCD-01 转换器可将模拟视频信号转换为 DVI 数字视

频信号。适用于视频展示台、监控及其他数字视频应用领

域，该产品即插即用，结构精巧简洁，可通过 RS-232 控制。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支持 1 路 CVBS 输入，1 路 DVI 输出；

● 最高分辨率支持 1920×1080@60HZ；

● 采用高性能的信号图像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带有信号连接指示灯；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DVI 输出信号

CVBS 输入信号

输入接口

输入电平

输出接口

耦合方式

可选分辨率

BNC

1.0Vpp

DVI-D

交流耦合

1024×768/1280×720/1280×1024/1600×1200/1920×1080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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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DC5V/2A

5W

123×83×30mm(W×D×H)

2.75Kg

操作温度 -20℃～ +7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体积

重量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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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VCH100 VEDIO 转 HDMI 信号转换器

      VCH100 转换器是一种高清视频转换器，可将普通复

合视频信号转换成全高清的 HDMI 信号转换成输出，可

以使只有高清接口的设备连接在普通 CRT 电视机上。可

以让用户很轻松的普通电视机上观看高清设备的影片及游

戏。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支持 HDMI1.3；

● 最高分辨率支持 1920×1080@60HZ；

● 采用高性能的图像信号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音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HDMI 信号

输出接口

输 入 HDMI
信号格式

1 路 HDMI，1 路 CVBS，1 路 S-Video，1 路立体声音

完全兼容 HDCP

1 路 HDMI

480I（60Hz），480P（60Hz），576I/P（50Hz），
1080i（60Hz/50Hz），1080P（60Hz/50Hz），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CVBS 输入

S-Video 输入

HDMI 输出信号

自动识别 NTSC/PAL 制式：1.0Vpp 匹配阻抗 75Ω

自动识别 NTSC/PAL 制式：Y：1.0Vpp 匹配阻抗 75Ω   
C：0.6Vpp 匹配阻抗 75Ω

720P@50/60Hz，1080P@50/60Hz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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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直流 5V

3.5W

129×89×25.5(W×D×H)mm

工作温度 0℃～ 5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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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VDDL02 VIDEO 转 VGA 信号转换器

      VDDL02 信号转换器用于将视频 VIDEO 及 S-VIDEO

信号转换为 D-HD15（VGA）信号输出。视频 VIDEO 及

S-VIDEO 可以在通过前面板的选择输出。

     本机可通过前面板、RS232 进行控制，接通 DC5V 电

源可直接工作。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最高分辨率支持 1280×1024@60Hz；

● 采用高性能的信号图像处理芯片，使图像可高保真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音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输入电平

输出接口

输入耦合方式

亮度 / 色度带宽

1 路 VID，1 路 S-VID 

1Vp-p

1 路 VGA

交流耦合

5.5M/1.3M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输出耦合方式 直流耦合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控制方式

串行控制接口

波特率与协议

接口定义

RS-232，9 针母 D 型接口

波特率：9600，数据位：8 位，停止位：1，奇偶校验位：无

2 脚：发送；3 脚：接收；5 脚：接地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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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直流 5V

5W

118×84×28(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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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DCS100 DVI 转 SDI 信号转换器

      DCS100 是一款专门把 DVI 信号转换为 3G/HD/SD 

SDI 信号的高清视频转换器。该设备集成 DVI 接收器和

3G/HD/SD SDI 调制器，可方便的将 DVI 信号转换为 3G/

HD/SD SDI 信号。该产品还可以将外部输入的模拟音频

信号嵌入到 SDI 信号中。同时，DCS100 还支持“变频”

功能，可以将输入的 VESA 标准 DVI 信号 “变频”为标

准的 SDI 信号输出，输出分辨率通过拨码开关选择，操作

简单。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投影显示、信息发布、会议室及教

学系统中。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VESA 标准 DVI 信号输入；

● 可选 3G/HD/SD SDI 信号输出；

● 可选分辨率 1080P/1080i/720P/480i/576I/1080PSE 输出；

● DVI 输入信号自适应；

● 支持外部模拟立体声音频信号嵌入到 SDI 信号中；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DVI 视频输入

输入接口

阻抗

输出接口

协议标准

信号幅度

1 路 DVI，1 路 3.5mm 模拟音频信号 

100Ω

2 路 SDI 

DVI 1.0

800mV±10%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信号幅度 800mV±10%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SDI 视频输出

输出信号

码率

阻抗

SDI 高清串行数字视频信号

270Mbps-2.97Gbps

75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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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直流 5V

2W

141×102×30(W×D×H)mm

操作温度 -20℃～ +7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模拟音频输入

47KΩ

Φ3.5mm 插孔

输入信号 模拟立体声音频

阻抗

连接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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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DCH100 DVI 转 HDMI 信号转换器

      该转换器可将 DVI 数字图像转换为 HDMI 高清视频信

号，并可将双声道模拟音频信号嵌入 HDMI 信号中，便于

和 HDMI 高清视频接口的显示器连接。

      主要用于数据监控中心、大型会议展示中心、教学等

各类显示系统中的信号转换和接入。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支持 HDMI1.3，DVI1.0；

● HDMI输出支持最高1080P@60Hz与输入同格式的信号；

● 支持 CEC；

● 带有信号连接指示灯；

● 使用 AWG26 规格的线缆时，设备输出可达 20m；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接口类型

音视频信号

输入接口

DVI 格式信号

输出接口

音频输入

HDMI 输出

1 音频，1 路 DVI-D

1280x720，1920x1080

1 路 HDMI

模拟音频

720P、1080P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输出线缆长度 ≤ 20 m；使用 AWG26 标准 HDMI1.3 规格线缆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视频传输带宽

输入视频电平

输出 DDC 信号

225MHz

0.5-1.5Vpp

5 Vpp（TTL )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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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直流 5V

3W

85×70×33(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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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CH100 SDI 转 HDMI 信号转换器

      SCH100 可将 SDI 格式视频信号转换为 HDMI 格式视

频信号，达到不同格式的信号与显示器之间互联互通。通

过连接 HDMI 显示器，将低成本的 HDMI 显示器扩展为一

台专业的 SDI 显示器，在确保显示效果的同时大幅度降低

成本。

● 无需软件设置，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功能；

● 采用全数字、无压缩技术；

● 采用专有视频处理技术，使图像清晰稳定；

● 使用全工业级别宽温度范围设计，工业级芯片、全表面

● 外边小巧美观，方便安装于使用。

贴装技术；

输入接口

输出阻抗

输出接口

视频信号速率 

BNC

75Ω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HDMI

2.97Gbps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RGB 信号

输入信号

最大输入分辨率

输出信号

输入阻抗

SDI

1080P @60Hz

HDMI

75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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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30000 小时

直流 5V

10W

130×76×22(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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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CD100 SDI 转 DVI 信号转换器

      SCD100 是一款专门把 3G/HD/SD SDI 信号转换为

DVI 信号的高清视频转换器。该设备集成 3G/HD/SD SDI

接收器和 DVI 调制器，可方便的将 3G/HD/SD SDI 信号转

换为 DVI 信号，还可以将 3G/HD/SD SDI 信号中的音频信

号分离。同时，SCD100 还支持“变频”功能，可以将输

入的 SDI 信号“变化”为 VESA 标准分辨率输出。

     该款产品已广泛应用与数据中心控制，信息分配，会

议室以及教学环境等场所。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可选 3G/HD/SD SDI 信号输入；

● 可选分辨率 1080P/1080i/720P/480i/576I/1080PSE；

● SDI 输入信号自适应；

● SDI 内嵌音频解嵌；

● 支持模拟音频输出；

● DVI 可设定为“变频”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码率

信号幅度

信号幅度

阻抗

连接器

270Mbps-2.97Gbps

800mv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800mv

75Ω

DVI-D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SDI 信号输入

DVI 视频信号输出

信号

输出信号

连接器

阻抗

SDI 高清串行数字视频信号

数字 DVI-D 输出

BNC 符合 IEC169-8 标准

100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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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模拟音频输出

10% ～ 95% 无凝结

耳机

60000 小时

直流 5V

2W

141×102×30(W×D×H)mm

工作温度

输出信号

0℃～ 40℃ 

模拟立体声音频

-20℃～ 60℃

16Ω

存储温度

阻抗

湿度

连接器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网址：www.zhk21.com162

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SCV100 SDI 转 VIDEO 信号转换器

      SCV100 是一款专门把 3G/HD/SD SDI 信号转换为

YPbPr/CVBS 信号的高清视频转换器。该设备集成 3G/

HD/SD SDI 接 收 器 和 YPbPr/CVBS 调 制 器， 可 方 便 的

将 3G/HD/SD SDI 信 号 转 换 为 YPbPr 或 CVBS 信 号 , 还

可以将 3G/HD/SD SDI 信号中的音频信号分离。同时，

SCV100 还可以选择 4:3 输出，可灵活应用。

      该款产品已广泛应用与数据中心控制，信息分配，会

议室以及教学环境等场所。

● 不需要安装驱动，轻便，灵活；

● 可选 3G/HD/SD SDI 信号输入；

● 可选分辨率 1080P/1080i/720P/480i/576I；

● 支持 1080PSF/720P 30/25/24HZ 等特殊格式；

● YPbPr 或 CVBS 信号输出；

● SDI 输入信号自适应；

● 可设定为 4:3 输出；

● 体积小，操作方便；

● 具备完美的防静电处理。

码率

信号幅度

信号幅度

阻抗

连接器

270Mbps-2.97Gbps

800mv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800mv

75Ω

RCA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SDI 信号输入

YPbPr/CVBS 视频输出

信号

输出信号

连接器

阻抗

SDI 高清串行数字视频信号

模拟 YPbPr 或 CVBS 视频信号

BNC 符合 IEC169-8 标准

75Ω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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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制式转换设备

常规参数

模拟音频输出

10% ～ 95% 无凝结

耳机

60000 小时

直流 5V

3W

141×102×30(W×D×H)mm

工作温度

输出信号

0℃～ 40℃ 

模拟立体声音频

-20℃～ 60℃

16Ω

存储温度

阻抗

湿度

连接器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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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808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

       MT-808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运用

业界领先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处理技术和信号交换技术，

刀片式拼接处理，嵌入式插卡结构，维护升级极其方便。

该矩阵系统将高清视频信号切换控制、各类视频格式转换、

传输以及网络远程管理等功能融合为一体，不但实现了模

拟信号，数字信号的高清转换和路由功能，而且可以对视

频信号进行补偿，修正，均衡等功能。

       MT-808DC 采用插卡式模块化结构，在标准工业机

箱结构内，通过选配不同的输入输出卡，可支持各种常

见的视频接口。 MT-808DC 的 DVI-I 接口板兼容 DVI、

HDMI、CVBS、VGA 信号，用转接器即可接入矩阵。

       MT-808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无缝

切换功能可以在切换过程中做到无闪烁、无黑屏、无抖动、

无裂缝，使客户享受到愉悦的视觉体验。内置图像分割器，

可实现图像输出时的拼接处理功能，无需另购拼接功能处

理器。MT-808DC 解决了模拟视频与数字视频信号的集

成输入，实现了模拟数字高分辨率视频信号的集中选择切

换的需要。

      

      

● 采用工业级芯片和世界顶级的线路驱动器件，确保高清

● 机箱采用钣金外壳，带屏蔽信号干扰能力，满足不同场

● 标准工业机柜，模块化设计结构；

● 输入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输出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最高分辨率可达 1080P@60Hz，兼容 VESA 和 HDTV 等常  

● 信号全数字处理及交换，实现高清或标清等各种分辨率

 

● 模块化板卡式结构，前开门及后插卡设计，所有模块均

● 冗余式热备份双电源，全部采用进口模块化开关电源，

● 前面板 LCD 显示切换状态、设置输出状态选择，便捷

 

● 设计有 RS-232 控制端口以及 RJ45 TCP/IP 网络端口，

● 可采用中控操作模式及计算机操作模式控制； 

● 支持固定分辨率输出，也可选输出信号分辨率；

● HDMI 输入支持 HDCP 协议；

● 支持 EDID 现场管理功能；

● 具有每路信号传输状态实时上报功能。

用视频标准；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混合矩阵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和确保信号的广播级品质；

合的使用；

以及各种不同格式的视频信号的相互转换；

可带电热插拔，支持后期扩容，方便维护；

双电源同时工作，互为热备份，支持 7×24h 运行；

的前面板控制操作，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可兼容 RS-232、RS-422、RS-485 及 TCP/IP 远程控制；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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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110V ~ 220V/AC 50/60Hz

45W

482×132×230(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DVI-I、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DVI-I、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输入信号

输入路数

输出信号

输出路数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8 路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8 路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光纤输入板 RJ45 输入板

SDI 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RJ45 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支持 SMPTE292M，SMPTE259M，SMPTE424M,ITU-RBT.601

最大带宽  2.97Gb/s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米 ( 安防级 )、200 米 ( 广电级 )

DV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DVI-I

支持 HDMI1.3,VESA,CEA

兼容 HDMI、VGA、DVI 信号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信号带宽 165MHz

最大传输距离为 30 米

DVI 输入板 DVI 输出板

无缝切换系列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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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非无缝切换系列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光纤输入板

VGA 输入板

RJ45 输入板

SDI 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VGA 输出板

RJ45 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最大带宽  2.97Gb/s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HDM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HDMI-A

支持 HDMI1.3b，HDCP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225MHz

信号最大传输速率 2.25Gbps

DV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DVI-D

支持 DVI1.0，HDCP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165MHz

信号传输速率 1.65Gbps

HDMI 输入板 DVI 输入板HDMI 输出板 DVI 输出板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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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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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1616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

● 采用工业级芯片和世界顶级的线路驱动器件，确保高清

● 机箱采用钣金外壳，带屏蔽信号干扰能力，满足不同场

● 标准工业机柜，模块化设计结构；

● 输入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输入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最高分辨率可达 1080P@60Hz，兼容 VESA 和 HDTV 等常   

● 信号全数字处理及交换，实现高清或标清等各种分辨率

 

● 模块化板卡式结构，后插卡设计，所有模块均可带电热

● 冗余式热备份双电源，全部采用进口模块化开关电源，

● 前面板 LCD 显示切换状态、设置输出状态选择，便捷

 

● 设计有 RS-232 控制端口以及 RJ45 TCP/IP 网络端口，

● 可采用中控操作模式及计算机操作模式控制； 

● 支持固定分辨率输出，也可选输出信号分辨率；

● HDMI 输入支持 HDCP 协议；

● 支持 EDID 现场管理功能；

● 具有每路信号传输状态实时上报功能。

用视频标准；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混合矩阵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和确保信号的广播级品质；

合的使用；

以及各种不同格式的视频信号的相互转换；

插拔，支持后期扩容，方便维护；

双电源同时工作，互为热备份，支持 7×24h 运行；

的前面板控制操作，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可兼容 RS-232、RS-422、RS-485 及 TCP/IP 远程控制；

       MT-1616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运用

业界领先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处理技术和信号交换技术，

刀片式拼接处理，嵌入式插卡结构，维护升级极其方便。

该矩阵系统将高清视频信号切换控制、各类视频格式转换、

传输以及网络远程管理等功能融合为一体，不但实现了模

拟信号，数字信号的高清转换和路由功能，而且可以对视

频信号进行补偿，修正，均衡等功能。

       MT-1616DC 采用插卡式模块化结构，在标准工业机

箱结构内，通过选配不同的输入输出卡，可支持各种常见

的视频接口。 MT-1616DC 的 DVI-I 接口板兼容 DVI、

HDMI、CVBS、VGA 信号，用转接器即可接入矩阵。

       MT-1616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无缝

切换功能可以在切换过程中做到无闪烁、无黑屏、无抖动、

无裂缝，使客户享受到愉悦的视觉体验。内置图像分割器，

可实现图像输出时的拼接处理功能，无需另购拼接功能处

理器。MT-1616DC 解决了模拟视频与数字视频信号的集

成输入，实现了模拟数字高分辨率视频信号的集中选择切

换的需要。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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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110V ~ 220V/AC 50/60Hz

50~200W

482×310×177(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DVI、HDM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DVI、HDM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输入信号

输入路数

输出信号

输出路数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16 路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16 路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光纤输入板 RJ45 输入板

SDI 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RJ45 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支持 SMPTE292M，SMPTE259M，SMPTE424M,ITU-RBT.601

最大带宽  2.97Gb/s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米 ( 安防级 )、200 米 ( 广电级 )

DV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DVI-I

支持 HDMI1.3,VESA,CEA

兼容 HDMI、VGA、DVI 信号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信号带宽 165MHz

最大传输距离为 30 米

DVI 输入板 DVI 输出板

无缝切换系列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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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非无缝切换系列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光纤输入板

VGA 输入板

RJ45 输入板

SDI 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VGA 输出板

RJ45 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最大带宽  2.97Gb/s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HDM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HDMI-A

支持 HDMI1.3b，HDCP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225MHz

信号最大传输速率 2.25Gbps

DV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DVI-D

支持 DVI1.0，HDCP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165MHz

信号传输速率 1.65Gbps

HDMI 输入板 DVI 输入板HDMI 输出板 DVI 输出板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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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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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3216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

● 采用工业级芯片和世界顶级的线路驱动器件，确保高清

● 机箱采用钣金外壳，带屏蔽信号干扰能力，满足不同场

● 标准工业机柜，模块化设计结构；

● 输入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输出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最高分辨率可达 1080P@60Hz，兼容 VESA 和 HDTV 等常  

● 信号全数字处理及交换，实现高清或标清等各种分辨率

 

● 模块化板卡式结构，后插卡设计，所有模块均可带电热

● 冗余式热备份双电源，全部采用进口模块化开关电源，

● 前面板采用 LCD 显示切换状态、设置输出状态选择，便

● 设计有 RS-232 控制端口以及 RJ45 TCP/IP 网络端口，

● 可采用中控操作模式及计算机操作模式控制； 

● 支持固定分辨率输出，也可选输出信号分辨率；

● HDMI 输入支持 HDCP 协议；

● 支持 EDID 现场管理功能；

● 具有每路信号传输状态实时上报功能。

用视频标准；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混合矩阵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和确保信号的广播级品质；

合的使用；

以及各种不同格式的视频信号的相互转换；

插拔，支持后期扩容，方便维护；

双电源同时工作，互为热备份，支持 7×24h 运行；

捷的前面板控制操作，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可兼容 RS-232、RS-422、RS-485 及 TCP/IP 远程控制；

       MT-3216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运用

业界领先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处理技术和信号交换技术，

刀片式拼接处理，嵌入式插卡结构，维护升级极其方便。

该矩阵系统将高清视频信号切换控制、各类视频格式转换、

传输以及网络远程管理等功能融合为一体，不但实现了模

拟信号，数字信号的高清转换和路由功能，而且可以对视

频信号进行补偿，修正，均衡等功能。

       MT-3216DC 采用插卡式模块化结构，在标准工业机

箱结构内，通过选配不同的输入输出卡，可支持各种常见

的视频接口。 MT-3216DC 的 DVI-I 接口板兼容 DVI、

HDMI、CVBS、VGA 信号，用转接器即可接入矩阵。

       MT-3216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无缝

切换功能可以在切换过程中做到无闪烁、无黑屏、无抖动、

无裂缝，使客户享受到愉悦的视觉体验。内置图像分割器，

可实现图像输出时的拼接处理功能，无需另购拼接功能处

理器。MT-3216DC 解决了模拟视频与数字视频信号的集

成输入，实现了模拟数字高分辨率视频信号的集中选择切

换的需要。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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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110V ~ 220V/AC 50/60Hz

50W

482×310×354(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DVI、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DVI、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输入信号

输入路数

输出信号

输出路数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32 路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16 路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光纤输入板 RJ45 输入板

SDI 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RJ45 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支持 SMPTE292M，SMPTE259M，SMPTE424M,ITU-RBT.601

最大带宽  2.97Gb/s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米 ( 安防级 )、200 米 ( 广电级 )

DV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DVI-I

支持 HDMI1.3,VESA,CEA

兼容 HDMI、VGA、DVI 信号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信号带宽 165MHz

最大传输距离为 30 米

DVI 输入板 DVI 输出板

无缝切换系列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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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非无缝切换系列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光纤输入板

VGA 输入板

RJ45 输入板

SDI 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VGA 输出板

RJ45 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最大带宽  2.97Gb/s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HDM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HDMI-A

支持 HDMI1.3b，HDCP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225MHz

信号最大传输速率 2.25Gbps

DV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DVI-D

支持 DVI1.0，HDCP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165MHz

信号传输速率 1.65Gbps

HDMI 输入板 DVI 输入板HDMI 输出板 DVI 输出板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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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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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兆科电子 信号处理专家

Zhaoke Electronics

MT-3232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

● 采用工业级芯片和世界顶级的线路驱动器件，确保高清

● 机箱采用钣金外壳，带屏蔽信号干扰能力，满足不同场

● 标准工业机柜，模块化设计结构；

● 输入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输出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最高分辨率可达 1080@60Hz，兼容 VESA 和 HDTV 等常  

● 信号全数字处理及交换，实现高清或标清等各种分辨率

 

● 模块化板卡式结构，后插卡设计，所有模块均可带电热

● 冗余式热备份双电源，全部采用进口模块化开关电源，

● 前面板采用 LCD 显示切换状态、设置输出状态选择，便

● 设计有 RS-232 控制端口以及 RJ45 TCP/IP 网络端口，

● 可采用中控操作模式及计算机操作模式控制； 

● 支持固定分辨率输出，也可选输出信号分辨率；

● HDMI 输入支持 HDCP 协议；

● 支持 EDID 现场管理功能；

● 具有每路信号传输状态实时上报功能。

用视频标准；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混合矩阵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和确保信号的广播级品质；

合的使用；

以及各种不同格式的视频信号的相互转换；

插拔，支持后期扩容，方便维护；

双电源同时工作，互为热备份，支持 7×24h 运行；

捷的前面板控制操作，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可兼容 RS-232、RS-422、RS-485 及 TCP/IP 远程控制；

       MT-3232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运用

业界领先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处理技术和信号交换技术，

刀片式拼接处理，嵌入式插卡结构，维护升级极其方便。

该矩阵系统将高清视频信号切换控制、各类视频格式转换、

传输以及网络远程管理等功能融合为一体，不但实现了模

拟信号，数字信号的高清转换和路由功能，而且可以对视

频信号进行补偿，修正，均衡等功能。

       MT-3232DC 采用插卡式模块化结构，在标准工业机

箱结构内，通过选配不同的输入输出卡，可支持各种常见

的视频接口。 MT-3232DC 的 DVI-I 接口板兼容 DVI、

HDMI、CVBS、VGA 信号，用转接器即可接入矩阵。

       MT-3232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无缝

切换功能可以在切换过程中做到无闪烁、无黑屏、无抖动、

无裂缝，使客户享受到愉悦的视觉体验。内置图像分割器，

可实现图像输出时的拼接处理功能，无需另购拼接功能处

理器。MT-3232DC 解决了模拟视频与数字视频信号的集

成输入，实现了模拟数字高分辨率视频信号的集中选择切

换的需要。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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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110V ~ 220V/AC 50/60Hz

50~300W

482×350×578(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DVI、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DVI、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输入信号

输入路数

输出信号

输出路数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32 路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32 路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光纤输入板 RJ45 输入板

SDI 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RJ45 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支持 SMPTE292M，SMPTE259M，SMPTE424M,ITU-RBT.601

最大带宽  2.97Gb/s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米 ( 安防级 )、200 米 ( 广电级 )

DV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DVI-I

支持 HDMI1.3,VESA,CEA

兼容 HDMI、VGA、DVI 信号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信号带宽 165MHz

最大传输距离为 30 米

DVI 输入板 DVI 输出板

无缝切换系列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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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无缝切换系列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光纤输入板

VGA 输入板

RJ45 输入板

SDI 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VGA 输出板

RJ45 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最大带宽  2.97Gb/s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HDM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HDMI-A

支持 HDMI1.3b，HDCP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225MHz

信号最大传输速率 2.25Gbps

DV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DVI-D

支持 DVI1.0，HDCP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165MHz

信号传输速率 1.65Gbps

HDMI 输入板 DVI 输入板HDMI 输出板 DVI 输出板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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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4848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

      MT-4848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运用业

界领先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处理技术和信号交换技术，刀

片式拼接处理，嵌入式插卡结构，维护升级极其方便。该

矩阵系统将高清视频信号切换控制、各类视频格式转换、

传输以及网络远程管理等功能融合为一体，不但实现了模

拟信号，数字信号的高清转换和路由功能，而且可以对视

频信号进行补偿，修正，均衡等功能。 

      MT-4848DC 采用插卡式模块化结构，在标准工业机

箱结构内，最多可同时支持 12 块输入卡和 12 块输出卡，

最大矩阵交换规模为 48 路输入和 48 路输出。通过选配

不同的输入输出卡，可支持各种常见的视频接口。 MT-

4848DC 的 HDMI 接口板兼容 DVI、HDMI 信号，VGA 接

口板可以兼容 VGA、CVBS 信号，用转接器即可接入矩阵。

     MT-4848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无缝切

换功能可以在切换过程中做到无闪烁、无黑屏、无抖动、

无裂缝，使客户享受到愉悦的视觉体验。内置图像分割器，

可实现图像输出时的拼接处理功能，无需另购拼接功能处

理器。MT-4848DC 解决了模拟视频与数字视频信号的集

成输入，实现了模拟数字高分辨率视频信号的集中选择切

换的需要。

● 采用工业级芯片和世界顶级的线路驱动器件，确保高清

● 机箱采用钣金外壳，带屏蔽信号干扰能力，满足不同场

● 标准工业机柜，模块化设计结构；

● 输入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光纤等多

● 输出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光纤等多

           

● 输出分辨率可达 1920 x 1200@60Hz，兼容 VESA 和  

● 信号全数字处理及交换，实现高清或标清等各种分辨率

 

● 模块化板卡式结构，后插卡设计，所有模块均可带电热

● 冗余式热备份双电源，全部采用进口模块化开关电源，

● 前面板采用触摸屏 LCD 显示切换状态、设置输出状态选

● 设计有 RS-232 控制端口以及 RJ45 TCP/IP 网络端口，

● 可采用中控操作模式及计算机操作模式控制； 

● 支持固定分辨率输出，也可选输出信号分辨率；

● HDMI 输入支持 HDCP 协议；

● 支持 EDID 现场管理功能；

● 具有每路信号传输状态实时上报功能。

HDTV 等常用视频标准；

种格式信号 ；

种格式信号；

混合矩阵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和确保信号的广播级品质；

合的使用；

以及各种不同格式的视频信号的相互转换；

插拔，支持后期扩容，方便维护；

双电源同时工作，互为热备份，支持 7×24h 运行；

择，便捷的前面板控制操作，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可兼容 RS-232、RS-422、RS-485 及 TCP/IP 远程控制；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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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MT-4848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110V ~ 220V/AC 50/60Hz

300W

482×560×710(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HDMI、VGA 、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HDMI、VGA 、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输入信号

输入路数

输出信号

输出路数

DVI、光纤、HDBaseT、SDI、VGA、CVBS、HDMI 等

最大 48 路

DVI、光纤、HDBaseT、SDI、VGA、CVBS、HDMI 等  

最大 48 路

光纤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输入板

无缝切换系列 

VGA 输入板

VGA 输出板

网络接口输入板

网络接口输出板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支持 SMPTE292M，SMPTE259M，SMPTE424M,ITU-RBT.601

最大带宽  2.97Gb/s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米 ( 安防级 )、200 米 ( 广电级 )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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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输入板

HDMI 输出板

非无缝切换系列 

光纤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SDI 输出板

SDI 输入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最大带宽  2.97Gb/s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输入板

VGA 输出板

网络接口输入板

网络接口输出板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HDM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HDMI

支持 HDMI1.3,VESA,CEA

兼容 HDMI、DVI 信号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信号带宽 165MHz

最大传输距离为 30 米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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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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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7272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

MT-7272DC 前面板 MT-7272DC 后面板

      MT-7272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运用

业界领先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处理技术和信号交换技术，

刀片式拼接处理，嵌入式插卡结构，维护升级极其方便。

该矩阵系统将高清视频信号切换控制、各类视频格式转

换、传输以及网络远程管理等功能融合为一体，不但实现

了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高清转换和路由功能，而且可以

对视频信号进行补偿、修正、均衡等功能。   

      MT-7272DC 通过选配不同的输入输出卡，可支持各

种常见的视频接口。 MT-7272DC 的 HDMI 接口板兼容

DVI、HDMI 信号，VGA 接口可以兼容 VGA、CVBS 信号，

用转接器即可接入矩阵。

      MT-7272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无缝

切换功能可以在切换过程中做到无闪烁、无黑屏、无抖动、

无裂缝，使客户享受到愉悦的视觉体验。内置图像分割器，

可实现图像输出时的拼接处理功能，无需另购拼接功能处

理器。MT-7272DC 解决了模拟视频与数字视频信号的集

成输入，实现了模拟数字高分辨率视频信号的集中选择切

换的需要。

● 采用工业级芯片和世界顶级的线路驱动器件，确保高清

● 机箱采用钣金外壳，带屏蔽信号干扰能力，满足不同场

● 标准工业机柜，模块化设计结构；

● 输入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输出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最高分辨率可达 1080P@60Hz，兼容 VESA 和 HDTV 等常 

● 信号全数字处理及交换，实现高清或标清等各种分辨率

 

● 模块化板卡式结构，后插卡设计，所有模块均可带电热

● 冗余式热备份双电源，全部采用进口模块化开关电源，

● 前面板采用 LCD 显示切换状态、设置输出状态选

● 设计有 RS-232 控制端口以及 RJ45 TCP/IP 网络端口，

● 可采用中控操作模式及计算机操作模式控制； 

● 支持固定分辨率输出，也可选输出信号分辨率；

● HDMI 输入支持 HDCP 协议；

● 支持 EDID 现场管理功能；

● 具有每路信号传输状态实时上报功能。

用视频标准；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混合矩阵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和确保信号的广播级品质；

合的使用；

以 及各种不同格式的视频信号的相互转换；

插拔，支持后期扩容，方便维护；

双电源同时工作，互为热备份，支持 7×24h 运行；

择，便捷的前面板控制操作，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可兼容 RS-232、RS-422、RS-485 及 TCP/IP 远程控制；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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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HDMI、VGA 、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HDMI、VGA 、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输入信号

输入路数

输出信号

输出路数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最大 72 路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最大 72 路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110V ~ 220V/AC 50/60Hz

600W

482×550×977(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光纤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输入板

无缝切换系列 

VGA 输入板

VGA 输出板

网络接口输入板

网络接口输出板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支持 SMPTE292M，SMPTE259M，SMPTE424M,ITU-RBT.601

最大带宽  2.97Gb/s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米 ( 安防级 )、200 米 ( 广电级 )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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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输入板

HDMI 输出板

非无缝切换系列 

光纤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SDI 输出板

SDI 输入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最大带宽  2.97Gb/s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输入板

VGA 输出板

网络接口输入板

网络接口输出板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HDM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HDMI

支持 HDMI1.3,VESA,CEA

兼容 HDMI、DVI 信号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信号带宽 165MHz

最大传输距离为 30 米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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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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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144144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

      MT-144144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运

用业界领先的高清数字视频信号处理技术和信号交换技

术，刀片式拼接处理，嵌入式插卡结构，维护升级极其方

便。该矩阵系统将高清视频信号切换控制、各类视频格式

转换、传输以及网络远程管理等功能融合为一体，不但实

现了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高清转换和路由功能，而且可

以对视频信号进行补偿，修正，均衡等功能。 

      MT-144144DC 通过选配不同的输入输出卡，可支持

各种常见的视频接口。 MT-144144DC 的 HDMI 接口板

兼容 DVI、HDMI 信号，VGA 接口可以兼容 VGA、CVBS

信号，用转接器即可接入矩阵。

      MT-144144DC 高清数字无缝切换混合矩阵切换器无

缝切换功能可以在切换过程中做到无闪烁、无黑屏、无抖

动、无裂缝，使客户享受到愉悦的视觉体验。内置图像分

割器，可实现图像输出时的拼接处理功能，无需另购拼接

功能处理器。MT-144144DC 解决了模拟视频与数字视频

信号的集成输入，实现了模拟数字高分辨率视频信号的集

中选择切换的需要。

● 采用工业级芯片和世界顶级的线路驱动器件，确保高清

● 机箱采用钣金外壳，带屏蔽信号干扰能力，满足不同场

● 标准工业机柜，模块化设计结构；

● 输入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输出支持 DVI、HDMI、VGA、HD-SDI、CVBS、YPbPr、

           

● 最高分辨率可达 1080P@60Hz，兼容 VESA 和 HDTV 等常  

● 信号全数字处理及交换，实现高清或标清等各种分辨率

 

● 模块化板卡式结构，后插卡设计，所有模块均可带电热 

● 冗余式热备份双电源，全部采用进口模块化开关电源，

● 前面板采用触摸屏 LCD 显示切换状态、设置输出状态选

● 设计有 RS-232 控制端口以及 RJ45 TCP/IP 网络端口，

● 可采用中控操作模式及计算机操作模式控制； 

● 支持固定分辨率输出，也可选输出信号分辨率；

● HDMI 输入支持 HDCP 协议；

● 支持 EDID 现场管理功能；

● 具有每路信号传输状态实时上报功能。

用视频标准；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

光纤等多种格式信号；

混合矩阵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和确保信号的广播级品质；

合的使用；

以及各种不同格式的视频信号的相互转换；

插拔，支持后期扩容，方便维护；

双电源同时工作，互为热备份，支持 7×24h 运行；

择，便捷的前面板控制操作，可预存多组切换模式；

可兼容 RS-232、RS-422、RS-485 及 TCP/IP 远程控制；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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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矩阵切换器

常规参数

10% ～ 95% 无凝结

60000 小时

110V ~ 220V/AC 50/60Hz

800W

482×550×977(W×D×H)mm

工作温度 0℃～ 40℃ 

-20℃～ 60℃存储温度

湿度

平均无故障时间

电源

功率

尺寸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HDMI、VGA 、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1 路 HDMII 信号输入，1 路光纤信号输出

HDMI、VGA 、SDI、RJ45、光纤接口等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1 路光纤信号输入，1 路 HDMI 信号输出

信号与接口类型

输入信号

输入路数

输出信号

输出路数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最大 144 路

DVI、光纤、YPbPr、SDI、VGA、CVBS、HDMI 等  

最大 144 路

光纤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SDI 输出板

SDI 输入板

无缝切换系列 

VGA 输入板

VGA 输出板

网络接口输入板

网络接口输出板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支持 SMPTE292M，SMPTE259M，SMPTE424M,ITU-RBT.601

最大带宽  2.97Gb/s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最大传输距离为 100 米 ( 安防级 )、200 米 ( 广电级 )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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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ke Electronics

HDMI 输入板

HDMI 输出板

接口板卡
INTERFACE BOARD

非无缝切换系列 

光纤输入板

光纤输出板

光纤接口板

接口类型 单芯 SC

数字信号距离传输，单模光纤最大 10 千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SDI 输出板

SDI 输入板

SD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BNC

最大带宽  2.97Gb/s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输入板

VGA 输出板

网络接口输入板

网络接口输出板

网络接口板

接口类型 RJ45

数字信号远距离传输，最大 100 米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920x1200 60Hz

VGA 接口板

接口类型 VGA DB15

支持 1080P，最大分辨率 1600x1200 60Hz

信号带宽 300MHz

HDMI 接口板

接口类型 HDMI

支持 HDMI1.3,VESA,CEA

兼容 HDMI、DVI 信号

输入输出最大分辨率均为 1080P，

信号带宽 165MHz

最大传输距离为 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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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图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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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控制主机

      SCTL-01 中央控制器具有 RS-232 通信、红外控制、

数字 I/O、低压开关等多种控制端口，可将具有不同控制

端口的多种设备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大系统，实现对整

个系统中各种设备的集中管理与控制。可选择使用计算

机或触摸屏作为控制前端设备，可根据系统设备组成现

场编程。

      SCTL-01 中央控制器主要运用于大型显示系统的显

示信号切换控制、各类电器设备和附属设施的集中管理

与控制，达到控制与管理的智能化。

产品介绍  

SCTL-01  中央控制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信号参数

控制端口

常规参数

红外遥控载波

RS232 通信

可控 RS232 接口波特率

数字 I/O

数字 I/O 口电平

IR 控制

38KHZ

8 个 DB9M

TTL

8 个 3.5mm 插孔

弱继电器控制输出

低压开关

AC/DC30V/500MA

 8 个开关 16 位凤凰端子

可设置

8 个 I/O10 位凤凰端子

功耗

电源 220V /50HZ

尺寸 482×168×44(W×D×H)（mm）

20W

● 智能化控制主机；

● 可连接触摸屏控制器；

● 可使用计算机控制；

● 现场编程；

● 红外学习；

● RS232 通信控制；

● 红外控制；

● 低压开关控制；

● 数字 I/O 控制。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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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TL-04 网络型中央控制器的受控端口为一个网络

控制口，可接入局域网，可通过局域网对本机，进而对

整个系统进行控制。本机具有 RS-232 通信、红外控制

控制端口，可将具有不同控制端口的多种设备连接起来，

构成一个控制系统，实现对整个系统中各种设备的集中

管理与控制。可根据系统设备组成现场编程。

      SCTL-04 中央控制器主要运用于大型显示系统的显

示信号切换控制、各类电器设备和附属设施的集中管理

与控制，达到控制与管理的智能化。

产品介绍  

SCTL-04  中央控制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控制端口

信号参数

常规参数

RS232 通信

红外遥控载波

可控 RS232 接口波特率

IR 控制

数字 I/O 口电平

8 个 DB9M

38KHZ

8 个 3.5mm 插孔

TTL

可设置

功耗

电源 220V /50HZ

尺寸 482×168×44(W×D×H)（mm）

10W

● 智能化控制主机；

● 网络控制；

● 计算机控制；

● 现场编程；

● 红外学习；

● 红外控制；

● RS232 通信控制。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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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控制主机

      主机为多媒体中央控制器系统，主要用于大中型多媒

体会议厅、学术报告厅和作战指挥系统等。本机具有 1 个

内嵌通讯协议的 RS232 双向端口、12 个 RS232 单向端口

和 4 个可选 RS232/RS485 双向端口，8 个红外输出接口，

8 个弱电继电器控制口、8 个数字 I/O 控制口，内置红外

学习功能。

      支持安卓 APK 和苹果 APP 安装网络控制，与中控进

行网络通讯时，可使用自动搜索，指定 IP 地址，指定域

名及地址的方式与网络中控进行通讯，并可以多台手机或

平板电脑对同一个网络中控 , 无需增加额外的费用。也可

以一个手机或平板电脑对多个网络中控，方便集中控制。

SCTL-2000 中央控制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常规参数

电压 220V 交流

端口参数

17 个 COM 端口，其中 4 个可选 RS232/RS485 双向端口 ;
1 个内嵌通讯协议的 RS232 双向端口，12 个单向端口 ;
8 个 IO 端口 ;
8 个红外端口 ;
8 个 RELAY 控制端口 ;
1 个 NET 端口（保留，需购买网络版）。

重量

尺寸 483×168×66(W×D×H)（mm）

5kg

● 对 AV 矩阵、VGA 矩阵进行信号切换控制及联动控制；

● 对投影系统进行开 / 关机、输入信号切换、电动幕等控制；

● 对 DVD、录像机等设备进行播放、停止、暂停等控制；

● 对会议系统、摄像头进行控制，并实现视像联动功能；

● 对调光器、继电器进行控制，以实现对灯光进行开、关、

● 对音频扩声系统进行控制，以实现对各会议室的音量升、

● 提供一切器材所需之低压继电器控制；

● 可通过标准网络与所有支持 TCP/IP 协议的设备通讯，实

明、暗进行调节，或定制场景控制；可在控制中加入时

间等待，在结束会议、所有人员要离开会场时，灯光间

隔两分钟待所有人员离场后再自动关闭；

降、静音、音源选择等进行控制，可分区或全部控制；

现远程电脑控制、互联互通、共享资源、集中管理。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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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为多媒体中央控制器系统，主要用于大中型多媒

体会议厅、学术报告厅和作战指挥系统等。本机具有 1 个

内嵌通讯协议的 RS232 双向端口、4 个 RS232 单向端口

和 4 个可选 RS232/RS485 双向端口，4 个红外输出接口，

4 个弱电继电器控制口、4 个数字 I/O 控制口，内置红外

学习功能。

      支持安卓 APK 和苹果 APP 安装网络控制，与中控进

行网络通讯时，可使用自动搜索，指定 IP 地址，指定域

名及地址的方式与网络中控进行通讯，并可以多台手机或

平板电脑对同一个网络中控 , 无需增加额外的费用。也可

以一个手机或平板电脑对多个网络中控，方便集中控制。

产品介绍  

SCTL-1000 中央控制器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 对 AV 矩阵、VGA 矩阵进行信号切换控制及联动控制；

● 对投影系统进行开 / 关机、输入信号切换、电动幕等控制；

● 对 DVD、录像机等设备进行播放、停止、暂停等控制；

● 对会议系统、摄像头进行控制，并实现视像联动功能；

● 对调光器、继电器进行控制，以实现对灯光进行开、关、

● 明、暗进行调节，或定制场景控制；可在控制中加入时

● 间等待，在结束会议、所有人员要离开会场时，灯光间

● 隔两分钟待所有人员离场后再自动关闭；

● 对音频扩声系统进行控制，以实现对各会议室的音量升、

● 降、静音、音源选择等进行控制，可分区或全部控制；

● 提供一切器材所需之低压继电器控制；

● 可通过标准网络与所有支持 TCP/IP 协议的设备通讯， 

● 实现远程电脑控制、互联互通、共享资源、集中管理。

常规参数

电压 12V 直流

端口参数

9 个 COM 端口，其中 4 个可选 RS232/RS485 双向端口 ;
1 个内嵌通讯协议的 RS232 双向端口，4 个单向端口 ;
4 个 IO 端口 ;
4 个红外端口 ;
4 个 RELAY 控制端口 ;
1 个 NET 端口（保留，需购买网络版）。

重量

尺寸 483×168×44(W×D×H)（mm）

3kg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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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控制主机

TSC-70CW  手提无线触摸屏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TSC-70CW 全彩色无线触屏配置了英寸液晶显示屏，

具有高质量的图像表现效果。并应用了最新的编译系统，

用户不仅能获得更大的界面编辑空间，配合场景设置功能

更能获得更快的场景控制体验。合适于智能家居，多媒体

会议室等控制。

常规参数

尺寸

I/O 阻抗

解析度

7 寸

800×480 像素

控制方式 433 无线控制

75Ω

触屏背光

遥控距离

电源

记忆内存

LED 背光

64M

控制方式 无线双向

80m

DC 12V

● 65K 真彩色 TFT LCD 显示屏 , 触屏解析度 800×480 像素，

● 触屏尺寸为 7"/16.8cm 对角线；

● 可通过 RFGW 无线接收器与主机进行双向向通讯；

● 支持 433MHz 频率的控制指令传输；

● 支持 X10 通讯协议；

● 具有亮度调节功能；

● 可同时配置多个无线 RFGW；

● 具有红外学习功能；更可通过编程软件学习红外代码保存

● 具有矩阵控制功能。

● 具有 16 组定时功能。

● USB 下载数据准确可靠，可用于传输用户工程。

● 提供中文编辑软件。

● 64M 记忆内存。

● 触摸板输入误差小于正负 1mm。

色彩绚丽，美观大方；

工程文件；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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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系列全彩色无线触屏配置了多种尺寸液晶显示屏，具有

高质量的图像表现效果。并应用了最新的编译系统，用户不

仅能获得更大的界面编辑空间，配合场景设置功能更能获得

更快的场景控制体验。合适于智能家居，多媒体会议室等控

制。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T 系列 真彩无线触摸屏控制器

● 可通过 RFGW 无线接收器与主机进行双向向通讯；

● 支持 433MHz 频率的控制指令传输；

● 支持 X10 通讯协议；

● 具有亮度调节功能；

● 具有跳页和子页显示功能及中英文显示功能；

● 操作界面可编辑，图形界面支持图片、图形、文字、3D 按键，

● 支持 JPG, PNG, BMP 等图片格式。支持图片透射功能；

● 具有场景设置功能；

● 具有待机屏幕保护功能；电子万年历时间显示功能；

● 具有红外学习功能；更可通过编程软件学习红外代码

● 保存工程文件；

● 具有触屏坐标矫正功能；

● 具有背景页功能；

● 具有矩阵控制功能；

● 具有 16 组定时功能；

● 使用锂离子电池及外部 DC12V 供电；

● USB 下载数据准确可靠，可用于传输用户工程；

● 提供中文编辑软件；

● 触摸板输入误差小于正负 1mm。

T600

T700

T900/T9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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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容量

尺寸

通讯接口

外置电源

USB 接口

DC12V/1.0A 供电

3000 mAH

220×140×80mm

连续工作时间

重量

电池充电温度

电池规格

关闭待机时间

> 8 小时

约 540 g

长达 90 天

充电饱和时间 约 5 小时

20℃ -50℃

锂电 7.2V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常规参数

特殊参数

触屏背光

遥控距离

无线发射频率

记忆内存

LED 背光

64M

控制方式 无线双向

80m

433MHZ

产品型号 触摸屏尺寸 解析度 特有功能 内存
T600 5.7 英寸 640*480PX 无 16M
T700 7 英寸 800*480PX 可配置多个无线 RFGW 64M
T900 9 英寸 800*480PX 可配置多个无线 RFGW 64M
T900H 9 英寸 1024*600PX 可配置多个无线 RFGW 6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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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ke Electronics

    E 系列真彩色嵌墙触摸屏配置了多尺寸液晶显示屏，具有

高质量的图像表现效果。并应用了最新的编译系统，用户不

仅能获得更大的界面编辑空间，也能获得更快的程序运行体

验。适合于会议室和学校多媒体。

产品介绍  
INTruduCTION 

产品特点
FEATurES

E 系列 真彩无线触摸屏控制器

● 可通过 RS232/RS485 与主机进行双向向通讯；

● 具有亮度调节功能；

● 具有跳页和子页显示功能及中英文显示功能；

● 操作界面可编辑，图形界面支持图片、图形、文字、3D 按键；

● 具有待机屏幕保护功能；时间显示功能；

● 具有 4 个可编程按键；

● 具有触屏坐标矫正功能；

● 具有背景页功能；

● 具有矩阵控制功能；

● 具有 16 组定时功能。

● 标准 86 底盒安装设计；

● USB 下载数据准确可靠，可用于传输用户工程；

● 触摸板输入误差小于正负 1mm；

● 提供了开放式的可编程控● 制平台、人性化的中文操作界

     面和交互式的控制结构；

● 全面支持第三方设备及其控制协议；强大的成开发平台，

    在这里可以开发出各种控制程序；

● 采用国际流行的全贴片式 SMT 工艺和可编程逻辑阵列电

● 路，能保证更快的运行速度和更稳定的操作系统；；

● 内置 2 个串口：其中 2 路双向串口可在出厂时，指定是

● 2 个 RS232. 或者是 1 个 RS232 或 1 个 RS485 分别提供

● 2 个独立的 uart 中断，并提供串口输出函数，可

● 自行开发程序，

● 主机内置 3999 个 ID：可直接在 1 个 ID 下面，使用填写

● 代码，添加延时等方式实现一个按键就可以支持多个操作

● 命令的，简单的场景控制；1 个 ID 最多可以支持 255 条

● 命令及延时，每条命令即可以选择 UART 串口输出，又可

● 以选择 IR 输出，还可以选择 RELAY 输出每个 ID 均支持

● 编程 ;

● 主机内置直观、开放的集成中英文开发系统 Code 

● 全中文编程界面 ; 采用工程树的设计理念，工程代码一目

● 了然，逻辑清晰明了

● 主机内置宏定义管理，用户可自建、管理串口代码库，以

● 及红外代码库，采用宏定义库的设计可以节约大量编程时

● 间；

● 集成的程序调试环境，可以让用户在下载程序之前就先行

    调试软件，保证控制可靠无误；

● 数字保护电路，CPU 看门狗软硬保护，大规模贴片生产； 

● 低电压通用电源（9V-24V）；

E350

E570

E700 E700HD

E350

E430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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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特殊参数

产品型号 触摸屏尺寸 解析度 通讯接口 电源 尺寸 重量
E350 3.5 英寸 320*240PX RJ45 DC9V-24V 86*86*36mm 约 300g
E430 4.3 英寸 480*272PX USB、RS232 DC9V-24V  142*98*20mm 约 400g
E570 5.7 英寸 800*480PX USB、RS232 DC12V  142*98*20mm 约 450g

E700 7 英寸 800*480PX USB、RS232 DC12V  142*98*20mm 约 400g

E700HD 7 英寸 1024*600PX

USB,
2 路双向 RS232/RS485,
4 个 RELAY,1 个网络接口，
2 个 IO,2 个红外发射接口

DC9V-24V 214.6*129.4*38mm 约 400g  

常规参数

触屏背光

控制方式

记忆内存

LED 背光

16M，64M（E700HD）

显示方式 65K 真彩色 TFT LCD

RS232，RS232/RS485（E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