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D9634 和 D9638 具有再复用功能的增强型 QAM 调

制器是 Continuum DVPTM D9600 先进的前端处理

系列产品之一，是新一代的再复用器和专业用 QAM
调制器， 它具有最佳的 RF 指标， 带再复用功能以

及扩展的传输数据流 (TS) 处理和监测功能。该设备

1RU 高，可叠放。每台 D9634 和 D9638 QAM 调制

及再复用器都具有对输入信号的业务/部件阻断、 改变 PSI/SI 信息和监测等功能。 
 

在任何电缆电视系统中再复用功能和优异的 RF 指标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常常在调制过程以前对输入信号需要作

些改变, 该设备可以方便地实现如插入新的 NIT 表、业务阻断等功能，从而重新产生大部份的 SI (服务信息) 表
以及 EIT (电子信息表) 。Continuum DVP TM D9634 和 D9638 型设计了强大的 SI 信息处理功能和高端的 QAM
调制器, 并可对输入信号进行监测。该设备包括对输入信号和 PSI/SI 译码监测器的 TR101 290 误差监测和码率

检测等功能。 
 

内置的加扰选件支持与众多主要的条件接收(CA)系统的集成，并可实现与多个 CA 系统的同密。同时，该设备还

支持冗余备份，以减少系统故障率。 
 
D9638 的 RF 调制器支持全范围的可变比特率、信号带宽和各类 QAM 星座图。同时，输出上变频器也是全范围

可调。 
 

D9634 和 D9638 都有一个基于 Java 技术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它创建了友好的用户界面，是操作者简单易

学，节省了不少培训的费用。另外 QAM 调制器的各项参数可在面板上改变。该设备适用于科学亚特兰大全套的

网管解决方案， 即 ROSATM系统。备份系统也能被 ROSA 网管系统和 ROSA 网元管理器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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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特点 
 
• 再复用 

− 对 D9634 而言， 多达 4 路 ASI 数据流，对 D9638 则多达 8 路 ASI 数据流 
− 可在输入端建立一个主/备系统 
− ASI 输入可设置成环路串接 
− 每路输入支持 MPTS、SPTS 或 PID 数据流 

• QAM 调制器和上变频器 
− 全范围支持可变数据率、 信号带宽和星座图 
− 符合 ITU-T J.83 标准、 AnnexA (DVB) 和 C (日本) 
− 输出 RF 频率可调 
− 前面板 RF 测试点(-20dB) 
− 61dBmv (RMS) 输出电平 

• 增强型处理功能 
− 对每个输入的 PID 过滤/重新映射 
− 业务/服务阻断 
− PCR (节日时钟基准) 再标记 
− 利用 Transis 环路串接， 易于与科学亚特兰大的 Transis 码率压缩设备集成 

• 监测 
− 每个输入端的误差监测 (包括 TR101 290 误差) 
− 各项业务 (节目) 详细的比特率测定 
− 内置 PSI/SI 浏览器 

• 扩展的 PSI/SI 功能 
− 动态 PSI/SI 再生 
− PSI/SI 显示 
− PSI/SI 表格插入 

• 内置 DVB 加扰选件 
− DVB 同密 V3 接口 
− 支持多个主要的 CA 系统 

• 管理 
− 基于 Java 技术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 前面板上 LCD 和各种按钮， 易于设置和直接显示报警状态信息 
− 用 ROSA 管理系统进行全面远程监控与故障诊断 
− 用 ROSA 管理系统进行自动电平控制和备份 

• ASI 主备输入和环路串接 
• 以太网接口用于网管的通信、网上浏览和 SI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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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指标 
 

环境指标 
室温范围 
保证指标 
工作温度 
储藏温度 

 
10°- 40℃ 
0°- 50℃ 
-20°- 70℃ 

电源(额定) 10-240VAC±10%,47-63Hz 
功耗 <50W 
 

机械尺寸 
高度 44mm(IRU) 
宽度 482mm(适用于 19"立柜) 
深度 470 mm 
重量 约 5.6 公斤 
 

ASI 输入接口 
输入数 4 路(D9634)，8 路(D9638)输入 
接插件 BNC 型 
输入阻抗 75Ohm 
接口型式 非同步串联接口(ASI)(按照 EN50083-9) 
数据包格式 自动检测 188/204 字节数据包(无通道编码) 
比特率 1-215Mbps(净负载最小 1Mbps) 
算法 SPTS(单节目数据流) 或 MPTS(多节目数据流)(按照 ISO/IEC 13818) 
 

ASI 输出接口 
输出数 2+1 ASI 环串用于码率变换 
接插件 BNC 型 
输入阻抗 75Ohm 
接口型式 非同步串联接口(ASI)(按照 EN50083-9) 
数据包格式 自动检测 188/204 字节数据包(无通道编码) 
比特率 1-200Mbps 
算法 SPTS(单节目数据流) 或 MPTS(多节目数据流)(按照 ISO/IEC 13818) 
 

以太网(管理) 
接口数量 2 
接插件 RJ45 
接口型式 1 x 10Base-T 

1 x 10/100Base-T 用于 CA 系统 
协议 HTTP、SNMP、IIOP 
用户界面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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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指标（续） 
 

条件接收(选件，用于低速率情形) 
加扰算法 DVB 通用加扰算法 
加扰模式和级别 支持服务/节目级和成分级加扰 
接口数量 1 
接头类型 RJ-45 
接插件型式 以太网 10/100Base –T, ASI 
同密版本 同密版本 V3 
CAS ConaxTM、 PhilipsTM、 北京算通 TM、 IrdetoTM、NagraTM、清华同方 TM、

法国电信 TM、NDSTM及其它 
 

RF 输出接口 
输出路数 1 路输出 + 1 个 RF 测试点 
接插件 F 型，75Ohm 
回波损耗 ≥14dB(45-870MHz) 
频率范围 45-870MHz，每步 25KHz 
调谐步长 25kHz 
频道带宽 6MHz(ITU-C)；7 或 8MHz(ITU-A) 
频率准确度 ±3ppm(在室温下) 
频率稳定度 ±3ppm(在室温规定范围内) 
每个通道的输出电平 50-61dBmv，每步 0.5dB 
输出电平准确度 ±1 dB (在室温下) 
输出电平稳定度 ±1 dB (在室温规定范围内) 
频率响应 通道带宽内±0.4 dB 
综合相位噪声和调制邻频噪声 超过 DOCSIS(欧洲)指标 
RF 静音隔离度 >70dB 
带内总的杂波(fc±3MHz) <-60dBc@最大功率 
带内总的杂波和噪声(fc±3MHz) <-55dBc@最大功率 
其他通道杂波(50-950MHz) <-60dBc@最大功率 
带外载噪比(CNR) >75dBc@100MHz 偏置 
 

QAM 信号 
通道编码 随机、里德所罗门、卷积交织，根据 ITU-T， A 或 C 
字符率 5-7Mbaud(ITU-A)或 

5-5.5Mbaud(ITU-C) 
QAM 星座 64 和 256QAM 
MER(调制误差比例)(均衡器后) ≥41 dB @ RF 
MER(均衡器前) ≥34 dB @ RF 
BER(误码率)（FEC 之前, @256QAM） ≤5.10-9 
SNR(信噪比) ≥50 dB(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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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指标（续） 
 

RF 测试点 
接插件 F 型 75Ohm 
回波损耗 ≥18dB 
RF 电平 -20dBc±0.5 dB 
 

传输数据流的处理 
PID 过滤/重新映射功能 
动态 PSI/SI 再生 
内置 PSI/SI 浏览器 
输入业务详细的比特率测量 
误码监测 
 

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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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号 

D9634 具有再复用功能增强型 QAM 调制器 (4 路 ASI 输入) 4007306 
D9638 具有再复用功能增强型 QAM 调制器 (8 路 ASI 输入) 400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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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号 

D9634 具有再复用和内置加扰功能的增强型 QAM 调制器 (4 路 ASI 输入) 4008736 
D9638 具有再复用和内置加扰功能的增强型 QAM 调制器 (8 路 ASI 输入) 4008737 
 

 

 

 

 

 

 

 

 

 

科学亚特兰大（Scientific-Atlanta）和 Continuum DVP 是科学亚特兰大公司的注册商标。 
ROSA 是科学亚特兰大欧洲公司的注册商标。 
Transis是科学亚特兰大丹麦公司的注册商标。 
产品的性能参数及供货情况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产品说明书以英文版为准，中文版仅供参考。 
 
科学亚特兰大有限公司 
上海代表处 +86-21-6237 5233 
北京办事处 +86-10-8519 2028 
www.sciatl.com.cn ; www.sciatl.com                                                                            Part Number  7005320 Rev B 
                                                                                                                                          March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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