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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由于本公司进行的产品升级或者其他原因而进行的手册内

容变更，本公司保留在没有通知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对本手册进

行修改的权利。本手册作为使用向导，本公司尽力保证信息与操

作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但是并不表示本手册没有错误，本手册中

的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担保。 

简介 
非常感谢选用本司的 10/100/1000M 自适应光纤收发器！

本产品符合 IEEE802.3U IEEE802.3z 1000Base-Tx/Fx 协议，支

持全双工/半双工模式。客户可根据下列参考选用合适您的产品。 

选用指南： 

类型 规格 

多模 550 米 
10/100/1000M 自适应，多模 1310nm，550 米，

SC/ST/FC/LC 接口 

双纤单模 25 公里 
10/100/1000M 自适应，单模 1310nm， 25 公里，

SC/ST/FC/LC 接口 

双纤单模 40 公里 
10/100/1000M 自适应，单模 1310nm，40 公里，

SC/ST/FC/LC 接口 

双纤单模 60 公里 
10/100/1000M 自适应，单模 1310nm，60 公里，

SC/ST/FC/LC 接口 

双纤单模 100 公里 
10/100/1000M 自适应，单模 1550nm， 100 公里，

SC/ST/FC/LC 接口 

包装清单 
设备安装前请详细检查是否包含如下物品： 

10/100/1000 兆自适应收发器                   1 台 

适配器                                     1 只 

用户手册                                   1 本 

如有缺损，请与当地供应商或厂方直接联系，我们将以最快速度

帮您解决。 

安装 
1. 接口 

RJ-45 接口 

电口可支持 5 类双绞线，长度可达 100 米，支持平行线交叉

线自动识别，支持 10/100/1000M 自适应模式。 

光纤接口 

光口可提供 SC/ST/FC/LC 接口，工作于 1000M 全双工模式，

光口分为单纤或双纤，单纤只有一个光纤插口，双纤分为两个光

纤插口（标识为 TX 和 RX），如果用双纤光口，则与远端收发器

对联时，要交叉相连，即本地 TX发射口通过光纤连接远端 RX 接

收口，本地 RX 接收口通过光纤连接远端 TX 发射口。如果是用

单纤光口，则用单根光纤互联即可； 

2. 连接 

用户的网络设备（如工作站、集线器或者交换机）可通过 5

类双绞线连接收发器的 RJ45 接口和设备自身的 RJ45 接口。收

发器的光口可通过光纤连接至远端的收发器或交换机的光口。

当设备连接正常时，相应的 LED 指示灯会点亮（参见下列示意

图） 

 

图 1. 收发器指示灯示意图 

LED 指示灯含义 
LED 指示灯用于设备故障判断和监控。具体含义如下： 

LED 指示灯 状态 含义 

Link/Act 亮 当前链路连接正常则点亮，否则熄灭 

闪烁 当前链路有数据传输则闪烁 

FDX 
亮 当前光口工作于 1000M 速率状态 

灭 当前光口工作于 100M 状态 

PWR 亮 电源正常 

1000 亮 当前电口传输速率为 1000M 则点亮 

100 亮 当前电口传输速率为 100M 则点亮 

单纤传输特性 
产品型号 

（单纤系列） 

光波长 

（nm） 

光发射功率

（dBm） 

接收灵敏度

（dBm） 

标准损耗

（dBm） 

单模 20 公里 1310/1550 ≥-9 -24 
1310nm 0.4/

公里  

1310nm

（DFB） 

0.2/公里  

 1550nm 

0.2/公里 

1490nm 0.2/

公里 

单模 40 公里 

1310

（DFB）

/1550 

> -8 -24 

单模 60 公里 1490/1550 > -1 -24 

单模 80 公里 1490/1550 ≥ 0 -24 

双纤传输特性 
产品型号 

（双纤系列） 

光波长 

（nm） 

光发射功率

（dBm） 

接收灵敏度

（dBm） 

允许损耗 

(dBm) 

多模 550 米 1310 -10 ~ -5 -23 7 

单模 20 公里 1310 -9 ~ -3 -24 11 

单模 40 公里 1310 -2 ~ 3 -24 20 

单模 60 公里 1550 -3 ~ 2 -24 19 

单模 80 公里 1550 -3 ~ 2 -24 24 

单模 100 公里 1550 0~ 3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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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色 
1. 符合 IEEE 802.3 10 Base-T、IEEE 802.3u 100 Base-TX、

IEEE802.3z 标准； 

2. 内置高效 SRAM 数据存储空间及 2K 的 MAC 地址查询表； 

3. 支持背压流量控制、IEEE802.3 X 和半双工； 

4. 支持平行线和交叉线自动切换； 

5. 内外置电源可选； 

6. SC,ST,FC,LC光口类型可随意选择； 

7. LED 指示灯显示设备工作状况； 

8. 支持2U 14槽机架（外电收发器）； 

技术参数 
1.符合 IEEE802.3 10 Base-T 、 IEEE 802.3u 100Base-TX 、

IEEE802.3z 标准； 

2. 一个 RJ45 接口，一个光纤接口； 

3. 1K MAC 地址，256K 数据缓存； 

4. 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模式； 

5. 电源：110-265V AC； 

6. 运行环境温度：0℃-50 ℃； 

7. 相对湿度: 5%-90%； 

8. 电口支持 5 类无屏蔽双绞线； 

9. 适用光纤：  

多模：50/125, 62.5/125 or 100/140 微米 

单模：8.3/125, 8.7/125, 9/125 or 10/125 微米 

10.外形尺寸： 

外电：94 毫米(长)×71 毫米(宽)×26 毫米(高) 

内电：150 毫米(长)×110 毫米(宽)×28 毫米(高) 

内电卡式：158 毫米(长)×126 毫米(宽)×32 毫米(高) 

注意 
1. 本产品仅适用于室内； 

2. 如不使用时请插上光口防尘罩； 

3. 禁止用眼睛直视光口的发射口； 

4. 单纤产品必须成对使用。 

故障排除 
1.设备不匹配。如果与本产品相连接的设备（网卡、集线器、交

换机）出现不匹配问题，请根据速率（10/100M、1000M、

10/100/1000M）选用相适应的产品； 

2.光纤线损过大。光纤布线、光纤熔接或者光纤跳线插头不合 

适都有可能造成损耗过大，导致设备工作异常。 

 

 

 

 

 

 

 

 

 

 

10/100/1000M 自适应以太网  

光纤收发器 

用户手册(V2.1)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