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PowerVu™ D9834 型卫星接收机适用于卫

星内容分配、目标商业 TV、专用网络以及

SMATV 等方面。接收机可接收数字加密的视

频，音频和 VBI 数据。它实现模拟业务向数字转

变的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其他还包括 IP 数据和

RS-232 应用数据。 
 
易于应用 

对本单元的设置可通过：屏幕显示菜单，手执红外遥控器，或接收机前面板的浏览键。所提供的 64 个用

户可编预先设置可以很快地重新调谐到其他广播通道，还支持通过以太网口的互联网界面和 SNMP 控制。 
 
接收无线信号 

接收机可接收符合 DVB/MPEG 标准的无线广播信号。 
 
接收保密广播 

支持 Power Vu 带 DES 或 DVB 解扰的条件接入，此接收机可接收带保密信息的视频、音频或数据广播。

它还可用于保密传送到宾馆，MDU，家庭以及商厦等处的电视节目。 
 
数据输出 

数据输出可用于文件传送，如价目表、视频文件等。RS-232 数据适用于低速小型文件的传送。而通过

10/100BT 接口的 DVB MPETG IP 数据可连接到本地网络传输较大的文件，并与多个网络用户通信。 
 

 
各项特点 
 
•     可变的 QPSK 字符率从 1-45 每秒兆字符 
•     带 DES 和 DVB 解扰的 Power Vu 条件接入 
•     4：2：0NTSC 和 PAL-B/G/I/D/M/N 视频解码 
•     MPEG 和 Dolby®(AC-3)音频解码 
•     DVB 字幕 
•     Imitext 字幕 
•     Power Vu VBI（包括 NABTS，WST） 
•     DVB VBI（WST，WSS，VPS） 
•     一路非平衡立体声音频输出 
•     支持第 21 行闭路标题信号和重复消隐内置信息 
•     手指触发 
•     业务替换 
•     RS-232 非同步数据 
•     IP 数据率可达 10Mbps 
•     软件和密码现场可升级 
•     前面板 4 位数 LED 作通道显示 
•     屏幕菜单提供设置和状态显示 
•     64 个用户可编的预设置参数 
•     锁定等级严格保护接入系统结构 
•     网络浏览界面 
•     SNMP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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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 
 

特点 说明 

系统 MPEG2/DVB 兼容 
EN300421，EN300468 

解调：QPSK，                        
FEC：可变（1/2，2/3，3/4，5/6 或 7/8） 

调谐器 

字符率范围：1 到 45 每秒兆字符 
输入电平： 

• 每个载波-35 到-65dBm(< 5Msymb)
• 每个载波-25 到 

-65 dBm( > 5Msymb )
频率范围：950MHZ 到 2150MHZ 
每步调谐：125KHZ 

载波捕捉范围：±3.0MHZ(5-45M symb) 
卫星：C 波段和 KU 波段 
阻抗：75ohm 

音/视频输出 

模拟视频输出 
通道数：1， 接插件型式：RCA 
视频解压缩型式：MPEG-2，4:4:0 
电平：1VPP±10% 
视频标准：NTSC 和 PAL B/G/I/D/M/N 

模拟音频输出 
通道数：一对立体声/2 个单声道 
接插件型式：RCA 
输出电平：不平衡，2Vrms±10%·dB（满刻

度） 
音频解压缩：MPEG 或杜比（AC-3） 
数字音频 S/PDIF 输出 
接插件型式：RCA 

VBI NTSC:第 10-22 行,第 1,2 场 
NABTS,AMOL I 和 П (Nielsen) 

PAL:第 7-22 行,第 1,2 场 
WST,WSS,VPS 

数据输出 
RS-232 非同步数据率可达 38.4Kbps 
数率:300/1200/2400/4800/9600/19,200/ 
38,400bps 

IP 数据以太网方式输出 
RJ-45,10/100BT,可达 10Mbps 

环境/物理指标 工作温度:0º—50ºC 
储藏温度:-20º—70ºC 

尺寸:6.4mm(高)×30.5mm(宽) ×21.6mm(深) 
重量:约 2.2 公斤 

电源 100V-240VAC,50/60HZ 
 

功耗: 大 35W 
LNB 电源: +13/+18V @ 大 35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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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834 卫星接收机后面板图 

 
 
 
 
 
 
 
 
 

订购信息 
 

说明 部件号 
NTSC 频道 3/4 调制器带 NA 电源线 4005875 
PAL UHF 频道 21-69 调制器带欧洲插头 4005876 

PAL UHF 频道 21-69 调制器不带电源（选择参考下表） 4005827 

 
电源线 
 

说明 部件号 
英国 1002798 
欧洲 503414 

澳大利亚 1002604 

阿根廷 1002655 

巴西 1003648 

中国 1003670 

印度 1003667 
 

选项 
 

说明 部件号 
机架装配套件 4007403 

 
 
 
 
 
 
 

 

科学亚特兰大（Scientific-Atlanta）和 PowerVu 是科学亚特兰大公司的注册商标。 
Cisco, Cisco Systems 和 Cisco Systems 司标是思科系统公司在美国及其他特定国家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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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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