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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通电前，需要检查确保机箱接地良好，以防止机壳产生静电放电而危及设备和

人身安全，并起到良好的屏蔽效果，在安装、使用和维护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请注意机箱接地良好

 需要进行设备移动或其他需要断电的工作时，要关断所有的电源，包括电源开关，拨掉 电源插头等，

以确保您和设备的安全。注：阴雨潮湿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关闭电源总闸。

 不能在电源线、信号线、通讯线等线缆上压放物品，应避免线缆踩踏或挤压，以防止出

现漏电或短路等危险。

 从设备上插、拨信号线时，设备需要断电，以免损坏设备。带电插拨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

 应合理安置设备，设备电源在工作时会发热，因此要保持工作环境的良好通风，以免温度过高而损坏设

备。如装入标准机架、机箱、机柜，或放置在稳固平台的工作台面上，防止设备跌落。

 设备工作坏境要注意防尘、防潮，不要将系统设备置于过冷或过热的地方。

 注意避免液体浸泡和溅入设备内部，尤其要防止化学品或液体洒在设备上或其附近。

 所有的维修工作应由专业维修维修人员完成，未经培训不要尝试自己维修设备，防止电击危险，以免发

生意外事故或加重设备损坏程度。

安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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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简介

POF 传输器是一款高清智能的视频传输器。采用了数字无压缩技术通过 POF 光纤传输无

损的全高清图像。它提供了一种通过塑料光纤连接的快速以太网通信方式。谐振腔发光二极

管为塑料光纤提供了高水平的光耦合能力，缩减了光信号的上升/下降时延，并使得以太网

信号能在塑料光纤中传输。使用简捷的光纤收发器和柔韧性好的塑料光纤，最大限度减少了

通信系统终端设备的安装和施工费用。不仅能实现点对点的部署，还可以扩展点多对多点。

二、 产品指标

* 采用 POF 接口技术；

* 支持 HDMI/RS-232 信号同步传输；

* 即插即用,前面板指示灯反馈实时状态；

* 使用塑料光纤传输信号；

* 支持 1080P@60Hz，100 米的传输距离；

三、详细规格说明：

型号 POF-HDMI-TX POF-HDMI-RX

输入 HDMI/RS232 信号输入 光纤信号输入

输出 光纤信号输出 HDMI/RS232 信号输出

传输协议 KENS-NET

色彩空间 支持 RGB444，YUV 色彩空间

标准协议 HDMI1.4,DVI1.0,HDCP

分辨率 最大可支持 1080P 3D@60Hz

传输距离 100M

传输速度 100Mbps

电压 DC 12V/2A(外接)

尺寸 mm 102*25*79(w/h/d) 工作温度 -10℃- 50℃

重量 240g 储存温度 -25℃- 55℃

功耗 ≤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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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塑料光纤线

型号 SI-POF

芯层材料 PMMA

皮层材料 氟树脂

光纤芯径 980µm±45µm

光纤包层直径 1000µm±45µm

光缆直径 (2.2±0.1)mm×(4.4±0.2)mm

护套材料 阻燃 PE

护套颜色 黑色

最小弯曲半径 25 mm

抗拉强度 ≤140N

阻燃等级 UL Grade VW-1

衰减@650nm 150～180dB/km

数值孔径 0.46

四、设备面板及连接说明

4.1 面板说明

图 4.1.1 发射端面板

1.设备电源接入端口；

2.指示灯：

Power：电源指示灯，Link:将发射端与接收端用光纤线连接好以后常亮，HDCP:信号输出正常后闪烁

3.光纤信号输入接口；

4.RS232信号输入接口；

5.HDMI信号输入接口；



3

图 4.1.2 接收端面板

1.设备电源接入端口；

2.指示灯：

Power：电源指示灯，Link:将发射端与接收端用光纤线连接好以后常亮，HDCP:信号输出正常后闪烁

3.光纤信号输入接口；

4.RS232信号输出接口;

5.HDMI信号输出接口；

4.2 设备操作说明：

注意事项：请使用下面的安装顺序，如果没有正确遵循安装顺序，设备可能不工作或工作不

正常。

1.使用 HDMI线缆将信号源接入发射端的 HDMI接口；

2.使用塑料光纤线连接发射端和接收端；

3.用 HDMI线缆连接显示器和接收端进行显示；

4.将各设备接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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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设备连接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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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设备连接示意图2

五、常见故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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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显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确保所有使用外部电源的的插销、插座紧固连接。

◆检查显示器是否打开电源以及是否正常运行。

◆确保设备和显示设备的连接线是正确的，而且显示器也选到了相对应的输入通道。

(2) 屏幕图像黑边或者溢出

◆设置显示器的显示模式，一般选择全屏模式。

◆选择合适的分辨率输出。

六、 标配清单

在使用产品之前请认真确认查阅产品包装箱，避免设备的缺失给您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如产品出现缺失或故障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条款为您服务！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主机（发射端POF-HDMI-TX） 1 个

2 主机（接收端POF-HDMI-RX） 1 个

3 电源（DC 12V） 2 个

4 说明书 1 本

七、版本及制作信息

版本说明（文档号：）

日期 版本号 描述

2018年5月 V1.01.01 首版

联系我们

凯新创达(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新社区塘头大道 196 号 A 座 19楼

传真：86-0755-29377262

网址：www.kensence.com

邮箱：Service@kensence.com

http://www.kensence.com/
mailto:Service@kens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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