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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 简介
深圳市海硕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广电双向网网络改造和国家“三网融合”的要求，
自主研发了适合双向网改造的 EOC 产品，可提供整套产品（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和系统解决方案。EOC 产品线包括 HA3200 系列 EOC 局端、HA300 系列 EOC
终端和 HA100 系列跨接器以及网管系统。
深 圳 市 海 硕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EOC 产 品 采 用 HomePlug AV 方 案， 使 用
AR6400 和 AR7400 芯片，符合新的国际标准 IEEEP1901 技术，能与多厂商设备的
终端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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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3200 局端系列
HA3200 系 列 是 海 硕 科 技 推 出 的 百 兆 EOC 局 端 设 备， 包 括 HA3200W、
HA3200DW、HA3202W、HA3204W、HA3200、HA3200D 等型号，适用于多种
应用场合。HA3200 系列支持多种网管方式，且均实现了终端的统一管理，为网络
的运营及管理提供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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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3200W 单路百兆 EOC 局端

HA3202W 双路百兆 EOC 局端

产品简介
HA3202W 是一款双路百兆野外型的局端设备，内置 2 路 EOC 局端模块，每路可以承载多达 253 个用户终端设备，

产品简介
HA3200W 是一款单路百兆野外型的局端设备，可以承载多达 253 个用户终端设备，采用具有防水、防雷功能的外壳

适用于入网用户较多的楼栋。整机采用具有防水、防雷功能的外壳设计，可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全天候稳定高效的运行。

设计，可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全天候稳定高效的运行。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提供 2 个混合数据接口，每路可下挂多达 253 个用户终端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
式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
式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放大器、分支分配器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管理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放大器、分支分配器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管理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接入用户数量多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项目
项目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MAC 层协议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传输距离

说明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TDMA/CSMA
HomePlug AV
7.5 ~ 30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PWR（电源指示灯）
RUN（网管系统指示灯）
SYS（系统指示灯）
LINK（连接指示灯）
ETH（LAN 接口指示灯）
700m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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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220V、AC60V
6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224mm(L)×200mm(W)×110mm(H)/ 长 × 宽 × 高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MAC 层协议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传输距离

说明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TDMA/CSMA
HomePlug AV
7.5 ~ 30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PWR（电源指示灯）
RUN（网管系统指示灯）
SYS（系统指示灯）
LINK（连接指示灯）
ETH（LAN 接口指示灯）
700m

注：以上参数为单个 EOC 局端模块的技术参数，2 个模块参数相同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AC220V、AC60V
12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330 mm(L)×220 mm(W)×120 mm(H)/ 长 × 宽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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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3204W 四路百兆 EOC 局端

HA3200 室内型单路百兆 EOC 局端

产品简介
产品简介

HA3200 是一款一路百兆室内型的局端设备，可以承载多达 253 个用户终端设备。

HA3204W 是一款四路百兆野外型的局端设备，内置 4 路 EOC 局端模块，每路可以承载多达 253 个用户终端设备，
采用模块化设计，集成四个 EOC 模块，适用于入网用户较多的楼栋。整机采用具有防水、防雷功能的外壳设计，可以在
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全天候稳定高效的运行。

产品特点


提供 1 个混合数据接口，可下挂多达 253 个用户终端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放大器、分支分配器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管理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接入用户数量多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提供 4 个混合数据接口，每路可下挂多达 253 个用户终端



支持 SNMP、WEB、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式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管理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放大器、分支分配器



用户接入数量多

技术参数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MAC 层协议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传输距离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TDMA/CSMA
HomePlug AV
7.5 ~ 30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PWR（电源指示灯）
RUN（网管系统指示灯）
SYS（系统指示灯）
LINK（连接指示灯）
ETH（LAN 接口指示灯）
700m

注：以上参数为单个 EOC 局端模块的技术参数，4 个模块参数相同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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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系统带宽

说明

AC220V、AC60V
24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372 mm(L)×227 mm(W)×190 mm(H)/ 长 × 宽 × 高

式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项目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



产品特点

技术参数



调制方式
MAC 层协议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传输距离

说明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TDMA/CSMA
HomePlug AV
7.5 ~ 30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PWR（电源指示灯）
RUN（网管系统指示灯）
SYS（系统指示灯）
LINK（连接指示灯）
ETH（LAN 接口指示灯）
700m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AC220V、AC60V
6W
-10℃ ~ 55℃
-2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218mm(L)×176mm(W)×38mm(H)/ 长 × 宽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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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4200 局端系列

HA4202W 双路千兆 EOC 局端

HA4200 系列是海硕科技推出的千兆 EOC 局端设备，符合 IEEE P1901、HomePlug AV 相关标准，包括 HA4200W、
HA4202W、HA4204W 等型号，适用于多种应用场合。HA4200 系列支持 WEB/SNMP/TELNET 网管，通过网管可对其下
挂的 EOC 终端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为网络的运营及管理提供极大便利。

HA4200W 单路千兆 EOC 局端

产品简介
HA4202W 是一款双路千兆野外型的局端设备，内置 2 路 EOC 局端模块，每路局端提供 350Mbps 的接入带宽，占用
低于 65MHz 的低频段，抗干扰能力强，为 HA3200W 系列的升级产品，具有传输距离远，带宽高，网络适应性好的优点，

产品简介
HA4200W 是一款单路千兆野外型的局端设备，提供 350Mbps 的接入带宽，占用低于 65MHz 的低频段，抗干扰能力强，
为 HA3200W 系列的升级产品，具有传输距离远，带宽高，网络适应性好的优点，完全满足广电“三网合一”的要求。

产品特点


符合 IEEE P1901、HomePlug AV 相关标准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有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式

效抵御网络噪声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多级放大器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统一管理



占用 7.5 ~ 65MHz 的频率，对有线电视信号无影响，传输距离远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技术参数

项目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MAC 层协议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传输距离

说明

物理层速率 500Mbps
MAC 层速率 350Mbps
4096/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TDMA/CSMA
HomePlug AV、IEEE P1901
7.5 ~ 65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PWR（电源指示灯）
RUN（网管系统指示灯）
SYS（系统指示灯）
LINK（连接指示灯）
ETH（LAN 接口指示灯）
1000m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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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220V、AC60V
7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224mm(L)×200mm(W)×110mm(H)/ 长 × 宽 × 高

完全满足广电“三网合一”的要求。

产品特点


符合 IEEE P1901、HomePlug AV 相关标准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式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多级放大器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占用 7.5 ~ 65MHz 的频率，对有线电视信号无影响，传输距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统一管理

离远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技术参数

项目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MAC 层协议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传输距离

说明
物理层速率 500Mbps
MAC 层速率 350Mbps
4096/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TDMA/CSMA
HomePlug AV、IEEE P1901
7.5 ~ 65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PWR（电源指示灯）
RUN（网管系统指示灯）
SYS（系统指示灯）
LINK（连接指示灯）
ETH（LAN 接口指示灯）
1000m

注：以上参数为单个 EOC 局端模块的技术参数，2 个模块参数相同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AC220V、AC60V
14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330 mm(L)×220 mm(W)×120 mm(H)/ 长 × 宽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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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4204W 四路千兆 EOC 局端

HA300 终端系列
HA302 双口百兆 EOC 终端

产品简介
HA4204W 是一款四路千兆野外型的局端设备，内置 4 路 EOC 局端模块，每路局端提供 350Mbps 的接入带宽，占用
低于 65MHz 的低频段，抗干扰能力强，为 HA3200W 系列的升级产品，具有传输距离远，带宽高，网络适应性好的优点，
完全满足广电“三网合一”的要求。

HA302 提供 2 个 Cable 接口和 2 个百兆全双工以太网接口，可以支持电视和多台计算机同时接入，可以满足多用户
需求。

产品特点


符合 IEEE P1901、HomePlug AV 相关标准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产品特点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式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由局端设备统一管理，支持批量配置，批量升级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多级放大器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无需用户配置，即插即用



占用 7.5 ~ 65MHz 的频率，对有线电视信号无影响，传输距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统一管理

离远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支持上网功能是否开启等多种限制方式，方便运营与管理



技术参数
项目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MAC 层协议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传输距离

说明
物理层速率 500Mbps
MAC 层速率 350Mbps
4096/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TDMA/CSMA
HomePlug AV、IEEE P1901
7.5 ~ 65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PWR（电源指示灯）
RUN（网管系统指示灯）
SYS（系统指示灯）
LINK（连接指示灯）
ETH（LAN 接口指示灯）
1000m

注：以上参数为单个 EOC 局端模块的技术参数，4 个模块参数相同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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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220V、AC60V
28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372 mm(L)×227 mm(W)×190 mm(H)/ 长 × 宽 × 高

技术参数
项目
调制方式

说明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MAC 层协议

TDMA/CSMA

EOC 技术

HomePlug AV

工作频段

7.5 ~ 30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阻抗：75Ω
ETH（2 个 LAN 网络接口灯）
DATA（数据接口灯）
SYS（系统指示灯）
PWR（电源指示灯）

系统带宽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外形尺寸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DC 12V/1A
4W
146mm(L) × 105mm(W)× 35mm(H)/ 长 × 宽 × 高
-10℃ ~ 55℃
-2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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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304 四口百兆 EOC 终端

HA303F 带 WIFI EOC 终端

HA304 提供 2 个 Cable 接口和 4 个百兆全双工以太网接口，可以支持电视和多台计算机同时接入，可以满足多用户

HA303F 提供 2 个 Cable 接口和 3 个百兆全双工以太网接口，内置符合 wifi 无线网络标准的嵌入式模块，满足

需求。

IEEE802.11 协议以及 TCP/IP 协议，能够实现用户数据到无线网络之间的相互转换。可以支持电视和多台计算机同时接入，

产品特点

可以满足多用户需求。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产品特点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由局端设备统一管理，支持批量配置，批量升级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支持 IEEE802.11b/g 无线标准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无需用户配置，即插即用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支持频率范围：2.412~2.484 GHz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支持上网功能是否开启等多种限制方式，方便运营与管理







内置 WEB 服务器，使用 IE 浏览器即可配置无线网络模块参数



由局端设备统一管理，支持批量配置，批量升级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无需用户配置，即插即用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支持上网功能是否开启等多种限制方式，方便运营与管理



技术参数
项目

说明

调制方式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MAC 层协议

TDMA/CSMA

EOC 技术

HomePlug AV

工作频段

7.5 ~ 30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4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阻抗：75Ω
ETH（4 个 LAN 网络接口灯）
DATA（数据接口灯）
SYS（系统指示灯）
PWR（电源指示灯）

系统带宽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技术规格
项目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MAC 层协议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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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DC 12V/1A

功耗

4W

外形尺寸

180mm(L) × 105mm(W)× 35mm(H)/ 长 × 宽 × 高

工作温度

-10℃ ~55℃

存储温度

-20℃ ~ 70℃

工作湿度

20% ~ 85% 非凝露

存储湿度

10% ~ 90% 非凝露

说明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TDMA/CSMA
HomePlug AV
7.5 ~ 30MHz
IEEE 802.11n、IEEE 802.11g、IEEE 802.11b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3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阻抗：75Ω
WLan（wifi 连接指示灯）
ETH（3 个 LAN 网络接口灯）
Cable（数据接口灯）
Loop（环路指示灯）
Power（电源指示灯）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外形尺寸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DC 12V/1A
4W
167mm(L) × 122mm(W)× 34mm(H)/ 长 × 宽 × 高
-10℃ ~ 55℃
-2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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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400 终端系列
HA422 双口百兆 EOC 终端

HA424 四口百兆 EOC 终端

HA424 提供 2 个 Cable 接口和 4 个百兆全双工以太网接口，可以支持电视和多台计算机同时接入，可以满足多用户
HA422 提供 2 个 Cable 接口和 2 个百兆全双工以太网接口，可以支持电视和多台计算机同时接入，可以满足多用户

需求。

需求。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由局端设备统一管理，支持批量配置，批量升级

占用 65MHz 以下的低频带通信，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无需用户配置，即插即用

干扰小



支持上网功能是否开启等多种限制方式，方便运营与管理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抗干扰能力强，采用 OFDM 多载波调制及信道自适应技术，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有效抵御网络噪声



由局端设备统一管理，支持批量配置，批量升级

占用 65MHz 以下的低频带通信，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无需用户配置，即插即用

干扰小



支持上网功能是否开启等多种限制方式，方便运营与管理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技术参数
项目

技术参数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4096/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调制方式

物理层速率 500Mbps
MAC 层速率 350Mbps
4096/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MAC 层协议

TDMA/CSMA

MAC 层协议

TDMA/CSMA

EOC 技术

HomePlug AV

EOC 技术

HomePlug AV

工作频段

7.5 ~ 65MHz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阻抗：75Ω
ETH（2 个 LAN 网络接口灯）
DATA（数据接口灯）
SYS（系统指示灯）
PWR（电源指示灯）

工作频段

7.5 ~ 65MHz

项目
系统带宽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说明

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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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物理层速率 500Mbps
MAC 层速率 350Mbps

协议与标准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指示灯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4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阻抗：75Ω
ETH（4 个 LAN 网络接口灯）
DATA（数据接口灯）
SYS（系统指示灯）
PWR（电源指示灯）

工作条件
电源

DC 12V/1A

功耗

4W

外形尺寸

180mm(L) × 105mm(W)× 35mm(H)/ 长 × 宽 × 高

-10℃ ~ 55℃

工作温度

-10℃ ~ 55℃

存储温度

-20℃ ~ 70℃

存储温度

-20℃ ~ 70℃

工作湿度

20% ~ 85% 非凝露

工作湿度

20% ~ 85% 非凝露

存储湿度

10% ~ 90% 非凝露

存储湿度

10% ~ 90% 非凝露

电源

DC 12V/1A

功耗

4W

外形尺寸

146mm(L) × 105mm(W)× 35mm(H)/ 长 × 宽 × 高

工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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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 光接收机系列

EOC+ONU 系列

HA3200TSW

HA3200PW

产品简介
EOC+ 光接收机系列是海硕科技推出的集成 EOC 局端和光接收机的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统一供电，内部采取分
布式结构，使接入系统具有模块化、性能可靠，平滑升级，统一管理等特性，包括 HA3200TSW(1 路百兆 EOC 局端和 1
路光接收机 )、HA3202TDW(2 路百兆 EOC 局端和 2 路光接收机 )、HA3204TQW(4 路百兆 EOC 局端和 4 路光接收机 )、
HA4200TSW(1 路千兆 EOC 局端和 1 路光接收机 )、HA4202TDW(2 路千兆 EOC 局端和 2 路光接收机 )、HA4204TQW(4

产品简介
EOC+ONU 系列是海硕科技推出的集成 EOC 局端和 ONU 的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统一供电，内部采取分布式结构，
使接入系统具有模块化、性能可靠，平滑升级，统一管理等特性，包括 HA3200PW(1 路百兆 EOC 局端和百兆 ONU)、
HA3202PW(2 路 百 兆 EOC 局 端 和 百 兆 ONU)、HA3204PW(4 路 百 兆 EOC 局 端 和 百 兆 ONU)、HA4200PW(1 路 千 兆
EOC 局端和千兆 ONU)、HA4202PW(2 路千兆 EOC 局端和千兆 ONU)、HA4204PW(4 路千兆 EOC 局端和千兆 ONU)，

路千兆 EOC 局端和 4 路光接收机 )，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多样化的产品，为网络的运营管理和维护提供极大的便利。

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多样化的产品，为网络的运营管理和维护提供极大的便利。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模块化设计，统一供电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有线电视接收波长 1550nm/1310nm 可选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式



方便工程施工和运营维护，利于快速开展双向网改造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放大器、分支分配器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管理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技术参数
项目
EOC 局端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传输距离

光接收机
CATV 接收光功率
光接头型号
CATV 输出电平（dB）
RF 反射损耗（dB）

说明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HomePlug AV
7.5 ~ 30MHz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700m
-6 ～ +2 ( 典型值 -1dB)
FC/APC（可选 SC/APC）
98( 典型值 )
≥ 16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14

AC220V、AC60V
光接收机模块：20W/EOC 模块：≤ 7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330 mm(L)×220 mm(W)×120 mm(H)/ 长 × 宽 × 高



模块化设计，统一供电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方便工程施工和运营维护，利于快速开展双向网改造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式



ONU 完全符合 IEEE802.3/802.3ah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网络适应强，信号可经过放大器、分支分配器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管理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技术参数
项目
EOC 局端

说明

传输距离

物理层速率 200Mbps
MAC 层速率 100Mbps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HomePlug AV
7.5 ~ 30MHz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2 个 10/100M 自适应网口
Auto MDI/MDIX
符合 IEEE 802.3、IEEE802.3u 标准
2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700m

ONU
工作波长
光功率
接收灵敏度
网管

1310（TX）/1490（RX）
-1~+4dBm
-25dBm
配和局端 OLT，完成 ONU 的管理配置和软件升级等

系统带宽
调制方式
EOC 技术
工作频段
网管
数据接口

射频接口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AC220V、AC60V
ONU 模块：3.5W/EOC 模块：≤ 7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330 mm(L)×220 mm(W)×120 mm(H)/ 长 × 宽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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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ONU+ 光接收机系列

解决方案

EOC+ONU+ 光接收机系列是海硕科技推出的集成 EOC 局端、ONU 和光接收机于一体的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统
一供电，内部采取分布式结构，使接入系统具有模块化、性能可靠，平滑升级，统一管理等特性，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多
样化的产品，为网络的运营管理和维护提供极大的便利。
EOC 主要用于有线电视双向网改
造，机房的 CATV 信号和 Internet IP
信号通过光发射机和 IP 传输设备到达
光节点，在光节点处放置 HA3200W
EOC 局 端 设 备， 将 Internet IP 数 据
信号和光机的 CATV 信号输入到局端，
EOC 局端设备将这两种信号混合从

HA3204PTQW 一体机

产品简介
HA3204PTQW 是一款集成 4 路 EOC 局端、ONU 和 4 路光接收机的一体机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统一供电，快速组网，
极大地降低了有线电视运营商的设备及维护成本投入，支持多种管理方式，主要用于用户分布集中的小区，具有可运营、
易维护、方便扩容的特点。

Cable 口输出接到同轴网主干线。若
光机与用户之间接入了放大器，由于
放大器为单向放大，IP 数据信号无法
从用户回传到 EOC 局端，故需接入

产品特点

跨界器回传数据，实现双向通信。在



模块化设计，统一供电



丰富的以太网功能，支持 VLAN、IGMP 组播、QoS 等



方便工程施工和运营维护，利于快速开展双向网改造



支持 SNMP、WEB 管理、交换机风格的命令行等多种管理方式

用户处接入 HA302 EOC 终端，EOC



可快速覆盖多个用户，实现双向网接入



支持软件远程升级

终端将 IP 数据信号与 CATV 信号分离



4 个 EOC 系统的容量，模块化设计方便扩容



支持对用户终端设备集中管理

并提供 2 个百兆网口和 1 个 TV 端口，



内置高效滤波器，对 CATV 干扰小



支持 AC220V、AC60V 多种电源接入

TV 端口可接入电视，2 个网口可分别

技术参数

接入电脑和 VOIP 电话。
项目

说明
该方案在原

输入端口

1 路 1550nm 或 1310nm 有线电视光信号接入、1 路 PON 信号接入

输出端口

4 路有线数字电视和以太网的射频混合信号

有 HFC 网络基础

调制方式

1024/256/64/16/8-QAM、QPSK、BPSK、ROBO

上进行双向网改

EOC 技术

HomePlug AV

EOC 工作频段

7.5 ~ 30MHz

造， 由 于 EPON

ONU 工作波长

1310（TX）/1490（RX）

ONU 光功率

-1~+4dBm

ONU 接收灵敏度

-25dBm
IEEE 802.1Q
IGMP v1, v2
IEEE 802.1P QoS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命令行管理
支持 SNMP 协议管理
4 个公制 F 型母座 ( 螺纹 )
输出电平 : 110dBμV
插入损耗 : <1dB
带内平坦度：±0.5dB
反射损耗：>20dB
带外抑制比：55dB
阻抗：75Ω
700m

协议与标准
网管

射频接口

传输距离

组网构架与原有
有线电视光网络
构 架 相 似， 故 不
必对原有网络做
大 的 更 改。 只 需
在中心机房放置
头 端 设 备 OLT，
接入预留的一芯
光 纤， 在 接 续 盒
处 接 入 分 光 器，
再接入光纤到达
多 个 光 节 点 处；
在光节点处接入
远端设备 ONU，

工作条件
电源
功耗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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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220V、AC60V
42W
-25℃ ~ 60℃
-40℃ ~ 70℃
20% ~ 85% 非凝露
10% ~ 90% 非凝露
420 mm(L)×239 mm(W)×210 mm(H)/ 长 × 宽 × 高

这样就将 IP 信号
接入到了光节点
处，图中 HA3200PW 为集成 ONU 的 EOC 局端设备，HA3200PTSW 为集成 CATV 光接收机、ONU 和 EOC 局端的一体机设备。
在入户网部分利用 EOC 技术解决“最后 100 米”的用户接入。在光节点处将有线电视信号和 IP 数据信号通过 EOC 局端进行混合，
EOC 局端通过同轴网络到达用户后接入 EOC 终端，将电视信号和 IP 信号分离。EOC 终端提供一个 cable 口接入电视机，两个百兆网
口可接电脑和 VOIP 电话，这样即可实现三种业务的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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