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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規範
●  住戶端架構

不屬本工程，
由水電業�提供

有線
電視

垂直幹線不屬本工程，
由有線電視業�提供

不屬本工程，由專
業網路廠商提供

光纖數據交換器

網際網路

總電源插座

214C

202C

主臥室及其它房間

數位電視 衛
星電視&有線電視

衛星電視
及 MOD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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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機

( RJ45)
電話

CAT.6 資訊對絞線
(UTP)×1
3/4"×1

註:本框內設備均為住戶選購品

2K4K8K 三進三出 MO D
電視資訊整合器

(5~3224MHz)

TVL-733RK

 接HDM I端子

無線數位直播電視
+2K4K8K衛星電視調變
節目+智能社區生活平台
電視頻道..等數位調變節
目 接TV   DTV  RF端子

電視機2K4K BS衛星接收主機

通用型衛星接收主機

接TV    HDMI 端子

接TV    AV 端子

數位有線電視機上盒

網路MOD機上盒

    

 接RF端子

大樓
電視

宅內弱電配線箱公共幹線弱電配線箱

288
2K4K8K雙八路混
頻放大電視分享器

(5~3224MHz)

288CK

307C

HB307C
網路模組

(10/100/1000Mbps)光纖系統
(不屬本工程)

TE214C
語音模組電信系統

(不屬本工程)

RG-6U×2
3/4"×2

PPW202C
過載保護自動斷電電源
模組(防雷擊抗突波)

10P電話端子板

1、本系統設備必須符合 CNS 防幅射國家標準，送審時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受審。

2、本系統住戶必須可同時接收無線數位電視、2K4K8KK8K 衛星電視、有線電視及 MOD 電視 .. 等四大數位電視系統。

3、住戶宅內弱電配線箱內除光纖收容盒及光纖數據機 (ONU)，于用戶申請時，由網路提供廠商安裝外，其餘包括：網路模組、語音模組

      、電源模組及電視模組 .. 等，則由承包廠商依設計圖說及合約規格設置完成。

4、住戶宅內弱電配線箱至客廳、主臥室及其他房間 2K4K8K 三進三出 MOD 電視資訊整合器之水平配管須配置 RG-6U×2，CAT.6 資訊對

      絞線 (UTP)×1，管徑 3/4"×1( 星狀管線配置 )

5、電信系統及光纖系統之中控垂直主幹線及至宅內箱之水平管線由相關業者配置，不屬本工程。

6、有線電視之幹線預留 28ф 管線，其垂直主幹線之管線及配備由有線電視業者配置。

7、宅內弱電配線箱箱體及內部光纖收容盒、光纖數據機、總電源插座由相關業者配置，不屬本工程。

8、宅內弱電配線箱所有設備模組及 MOD 電視資訊整合器全屬本工程。

●  智能社區共同天線宅內箱弱電整合系統說明：

一、本系統智能社區共同天線宅內箱弱電整合系統包括：宅內智能箱內模組設備及其週邊輸入輸出連接設備。

二、本宅內智能箱弱電整合系統包括網路系統、語音系統、電視系統、電源系統、網路系統、2K4K8K 三進三出 MOD 電視資訊整合及

其他連線之週邊設備 .. 等弱電系統。

三、本宅內智能箱弱電整合系統包含住戶宅內與公地區等兩種弱電箱系統配置

1、住戶宅內弱電配線箱內除光纖收容盒及光纖數據 (ONU)，于用戶申請時，由網路提供廠商安裝外，其餘包括：網路模組、語

音模組、電源模組及電視模組 .. 等，則由專業承包廠商依設計圖說及合約規格設置完成。

2、公共地區也必須配置專屬公共地區用之網路模組、語音模組、電源模組及電視模組 .. 等之宅內弱電配線箱，其中網路模組必

須具線上帶電傳輸功能。

四、本宅內智能箱弱電整合系統，在進行送審、按裝、驗收與保固等系統工程時，必須由具備下列兩項相關認證，及合格書專業廠商，

( 如你視科技 .. 等 ) 承包配置：

1、具有 CNS 國家標準檢驗局 BSMI 包括插頭、電線及轉接插座三項組合之 轉接電源線組安規認證。

2、具有中華電信研究院，檢測合格認證。

五、本宅內智能箱弱電整合系統包括網路系統、語音系統、電視系統、電源系統 .. 等均須由同一家專業廠商，統一提出送審、按裝、

驗收與保固 .. 等，以確保產品功能與規格符合原設計規範，對於弱電整合系統之規範要求。

六、宅內智能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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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RESET

2K4K8K雙八路混頻放大電視分享器  
UHD-288CK

語音模組  TEC214C

過載保護自動斷電電源模組
PPWC202C

安全防壓支架  FA-206C

R3A522
RoHS

網路模組(10/100/1000Mbps) HBC307C

●  智能社區共同天線宅內箱弱電整合系統說明：

一、網路系統

1、系統說明： 

本系統每一住戶必須配置具有網路分享功能之網路模組 (10/100/1000Mbps) HBC307C 主機壹套。  

2、系統功能及注意事項： 

本機具有 8 埠 RJ-45 連接埠、10/100/1000Mbps 網速，其機構裝置必須具有內凹式的降低電纜接座平台之機構設計，可以降

低同軸電纜及連接線之高度，務必可以不影響設備電氣特下開啟或關妥宅內弱電配線箱鐵門。 

與住戶內所配置 2K4K8K 三進三出 MOD 電視資訊整合器 UVL-733RK( 星狀配置 )，可接收網路電視。

3、系統功能示意圖： 

2K4K8K三進三出MOD電視資訊整合器

UVL-733RK

二、語音系統

1、系統說明： 

本系統在公共地區及每一住戶必須配置具有語音分享功能之語音模組 TE214C 主機壹套。 

2、系統功能及注意事項： 

本機具有語音輸入、輸出端：二進十四出 / 四進十二出，同時具有中華電信研究院檢測合格認證，其機構裝置必須具有內凹

式的降  低電纜接座平台之機構設計，可以降低同軸電纜及連接線之高度，務必可以不影響設備電氣特性下開啟或關妥宅內弱

電配線箱鐵門。

3、系統功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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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3)

(5)

(1)、(2)、(3)、(4) 為 1 進 3 出的語音信號，(1)、(2) 為一組，(3)、(4) 為一組共兩組，經 (5) 連通 / 分組按鍵設定 

(5) 連通 / 分組按鍵設定如下： 

為隱藏式按鍵，出廠時均為雙按鍵同時按下 (ON) 連通設定。 

雙按鍵同時按下 (ON) 為連通：兩組一進七出即兩進十四出。 

雙按鍵同時按下 (OFF) 分組：兩組二進六出即四進十二出。

三、電視系統

1、系統說明： 

本系統在公共地區及每一住戶必須配置具有電視分享功能之 2K4K8K 雙八路混頻放大電視分享器模   組 UHD-288CK 主機壹

套。

2、系統功能及注意事項：

a、本機必須具有雙組系統輸入、雙組信號放大、有線電視 /2K4K8K 衛星電視混頻、電源提供以及雙組八分配輸出之功能 ( 頻

寬：5~3224MHz)。

b、住戶客廳、主臥室、其他房間及公共地區配合 2K4K8K 三進三出 MOD 電視資訊整合器 (UVL-733RK) 安裝時，必須都可以

同時接收無線數位電視、2K4K8K 衛星電視、有線電視及 MOD 電視 .. 等四大數位電視系統。

c、配合 2K4K8K 雙進雙出電視整合器 (UHD-722RK) 安裝時，必須都可以同時接收無線數位電視、2K4K8K 衛星電視及有線電

視 .. 等三大數位電視系統。

d、其機構裝置必須具有內凹式的降低電纜接座平台之機構設計，可以降低同軸電纜及連接線之高度，務必可以不影響設備電

氣特性下開啟或關妥宅內弱電配線箱鐵門。 

3、系統功能示意圖：

CATV/ 2K4K8K BS

2K4K8K雙進雙出電視整合器
UHD-722RK

2K4K8K三進三出MOD
電視資訊整合器

UVL-733RK

DTV/ 2K4K8K BS

CATV/ 2K4K8K BS

DTV/ 2K4K8K BS

CATV

衛星電視
整合器

DTV+2K4K8K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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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源系統

1、系統說明： 

本系統每一住戶包括公共地區必須配置具有電源插座功能之過載保護自動斷電電源模組 ( 防雷擊抗突波 ) PPW202C 主機壹套。 

2、系統功能及注意事項： 

本機具 15A 之額定電流、125V 之額定電壓及 1650W( 瓦 ) 之額定容量，同時具 CNS 國家標準檢驗局 BSMI 包括插頭、電線及

轉接插座三項組合安規認證，可接收異常產生之電壓電流脈波，具過載保護自動斷電裝置及防雷擊抗突波裝置。 

3、系統功能示意圖：

R3A522
RoHS

五、安全防壓型固定支架

1、系統說明： 

本系統每一住戶包括公共地區必須配置具有安全防壓功能之配置安全防壓型固定支架 FA206C 壹組。

2、系統功能及注意事項： 

本固定架上方必須具有高出電纜連接線或電源插頭之安全防護擋板防壓設計，同時同軸電纜及連接線必須具有由側面斜面出

線之防壓保護設計，不得配置出線口由上方出線之固定架，固定架兩側須具高凸式的安全防壓擋板 ( 擋板高度須在 8.2~9CM)，

另固定架兩側須具斜側面的安全防壓電纜出口 ( 電纜線收納後之高度須低於上項安全擋板 )，兩側的固定支架與主機模組形成

內凹式的整線平台。 

3、系統功能示意圖：

30
m

m

具安全防護、防壓功能

六、2K4K8K 三進三出 MOD 電視資訊整合系統

1、系統說明： 

本系統公共地區必須配置 2K4K8K 三進三出 MOD 電視資訊整合 UVL-733RK( 星狀配置 ) 

2、系統功能及注意事項：

a、本電視整合器必須可以整合有線電視及 MOD 電視。( 頻寬：5~3224MHz)

b、本電視整合器必須可以在無線數位電視頻道上收看智能社區生活平台電視頻道，包括：社區訪客、社區音樂及 FM 與社區

公告…等數位調變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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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電視整合器必須搭配 2K4K8K 雙八路混頻放大電視分享器 UHD-288CK 可以同時接收無線數位電視、2K4K8K 衛星電視、

有線電視及 MOD 電視…等四大數位電視系統。

d、本電視整合器主體必須為一體成型鑄鐵結構，所有電視信號輸入及輸出接座必須全部為 F 型接座，外加一組資訊之 RJ45

型接座 ( 具防塵蓋 )，其外觀也必須可以搭配市場上各主要廠牌之單聯三孔蓋板安裝。

3、系統功能示意圖：

※ 輸出：外觀圖

※ 輸入：內裝圖

MOD 電視

有線電視及2K4K8K衛星電視

數位電視及2K4K8K衛星電視

MOD 網路電視
輸入

有線電視
輸入

數位電視 / 2K4K8K衛星電視�
 輸入

■ 相關設計規範

■ 主要產品

http://www.unys.com.tw/UploadFile/design/%E8%A8%AD%E8%A8%88%E8%A6%8F%E5%8A%83%E5%B0%8E%E8%A6%BD%20210302.pdf
http://www.unys.com.tw/Page/GeneralContent/GeneralContentList.aspx?TopCategoryNo=503&GeneralContentCategoryNo=1138
http://www.unys.com.tw/Page/GeneralContent/GeneralContentList.aspx?TopCategoryNo=503&GeneralContentCategoryNo=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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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4K8K 雙八路混頻放大電視分享器
(5~3224MHz) UHD-288CK

網路模組 (10/100/1000Mbps)
HBC307C

語音模組
TEC214C

過載保護自動斷電電源模組
PPWC202C

安全防壓型固定支架
FA206C

2K4K8K 三進三出 MOD 電視資訊整合器
(5~3224MHz) UVL-733RK

http://www.unys.com.tw/UserFiles/file/operating/CNS/UHD-288CK200904.pdf
http://www.unys.com.tw/UserFiles/file/operating/CNS/HBC307C200925.pdf
http://www.unys.com.tw/Page/Product/ProductDetail.aspx?ProductCategoryNo=136&ProductNo=135
http://www.unys.com.tw/UserFiles/file/operating/CNS/TE214C202903.pdf
http://www.unys.com.tw/Page/Product/ProductDetail.aspx?ProductCategoryNo=131&ProductNo=138
http://www.unys.com.tw/UserFiles/file/operating/CNS/PPW202C200925.pdf
http://www.unys.com.tw/Page/Product/ProductDetail.aspx?ProductCategoryNo=132&ProductNo=140
http://www.unys.com.tw/Page/Product/ProductDetail.aspx?ProductCategoryNo=152&ProductNo=233
http://www.unys.com.tw/UserFiles/file/operating/CNS/2K4K8K/UVL-733RK200923.pdf
http://www.unys.com.tw/Page/Product/ProductDetail.aspx?ProductCategoryNo=154&ProductNo=239
http://www.unys.com.tw/Page/Product/ProductDetail.aspx?ProductCategoryNo=130&ProductNo=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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