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简介

结构化布线上的高清视听应用 

以 网 线 为 基 础 的 融 合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 支 持 一 系 列 物 联 网
设 备 、 Vo I P 、 智 能 照 明 、 H VA C 、 楼 宇 接 入 系 统 等 ， 现
在 已 成 为 新 常 态 。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技 术 从 专 用 基 础 设 施
过渡到采用互联网协议(IP)，视听(A/V)世界同样如此。 
但与往常一样，新的尖端技术带来了新的挑战。今天，在教室、医
院、酒店和其他类型的商业建筑中安装越来越大的数字显示器是
很常见的。这就产生了对更高清视频和图像的需求，从高分辨率的 
1080p “全高清”转向超高清。

我们所说的具有 4K（甚至 8K）分辨率的 UHD（超高清）视频现在被认为是下
一个标准。 随着清晰度（像素数）的增加，这些显示器的数字高清 AV 信号将
需要越来越多的带宽。 
预测未来的分辨率和帧速率的需求对传输速度要求越来越高。 A/V 系统现在正
在消耗越来越多的带宽，并且它们的传输速率不断提高。

什么是HDMI? 

在介绍之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HD Base-T、SDVoE 和 AVoIP 通常都可以使
用并支持 HDMI。 这些技术符合 HDMI 标准，虽然不能替代 HDMI。 
然而，HDMI 布线有一些严重的限制。 由于衰减，HDMI 电缆的长度限制在 
10m 左右。 它们很重并且很难穿过导管，因为连接器通常是注塑包覆成型的。 
高质量的电缆也可能很昂贵。

HD Base-T 和 SDVoE 简介

Ethernet twisted-pair cable (top) and HDMI 
cabl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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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简介

编解码器三角

传输视频时，元数据的基本组成部分是 
CODEC，它是编码器和解码器或压缩和
解压缩这两个词的合成。 CODEC 的视频
压缩旨在以最适合特定应用的方式平衡带
宽、延迟和图像质量。 不可能同时实现 3 
个指标的最优化，因此总是需要在视频压
缩方面进行权衡。 
 
与使用帧内或帧间 CODEC 的传统 CO-
DEC 不同，SDVoE 和 HD Base-T 使用逐
行压缩来优化低延迟和高质量。

HD Base-T：主要原理

HD Base-T 来自 HD Base-T 联盟，该联
盟致力于推动、推进和标准化 HD Base-T 
技术。 它还促进采用 HD Base-T 作为高
清视频和数字连接的全球标准。

HD Base-T 是一种标准，用于通过单根电
缆传输 HD 和 UHD（超高清）视频和音
频、以太网、控件、USB 和高达 100W 的
功率，最长 100m/328ft 铜缆，光纤甚至
可以传输数公里。 
 
换句话说，HD Base-T 是一种用于住宅和
商业分发未压缩超高清多媒体内容的连接
标准。 它允许 HDMI 信号通过平衡双绞
线电缆和光纤传输。 
 
HD Base-T 的基石是“5Play”，这是一
个融合无压缩全超高清 4K 视频、音频、
以太网等，通过单根铜缆或光纤。 HD 
Base-T 还支持 PoH（Power over HD 
Base-T），通过 4 对平衡双绞线电缆实现
高达 100 瓦的安全传输。

我们现在采用第三代 HD Base-T（HD 
Base-T Spec 3.0）。Base T Spec 1.0 和 
2.0 并不基于 IP 数据包。 HD Base-T 不
是以太网。虽然 HD Base-T 使用 RJ45 连
接器并使用编码技术和 IP 使用的物理介
质，但它不是 IP网络。 HD Base-T 使用 
T-packets，一种不同的分组协议。 Spec 
3.0 增加了对基于以太网/IP 的新物理层 
(PHY) 的支持，但 HD Base-T 信号无法通
过标准以太网网络传递。 
 
但是，HD Base-T 支持以太网回退模式，
这意味着 HD Base-T 设备可以插入到纯
以太网基础设施中。设备会感应到它，并
且只会启用连接的以太网功能。由于 HD 
Base-T 端口与以太网端口相同，因此用户
可以连接到它并拥有功能齐全的以太网，
但必需要放弃 HD Base-T 功能。 
 
还值得注意的是，OEM 不需要设计具有单
独的 HD Base-T 与以太网端口的设备 - 它
可以是可用于 HD Base-T（包括以太网）
或仅以太网连接的相同端口。

Bandwidth

QualityLatency

The 
CODEC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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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Base-T Classes 
 
HD Base-T Class A 是传统的 HD Base-T 
产品，支持所有 5Play 功能，传输距离可
达 100m/328ft。它是在创建 HD Base-T 
时首次引入的，但很快 HD Base-T 联盟就
认识到需要不同的类。 
 
对于某些应用，HD Base-T Class B 是一
种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它仅支持最
大 70m/230ft 的距离，并且不支持以太
网功能。长距离模式允许在长达 150m 的
铜缆上实现长距离连接，分辨率最高可达 
720pp。 
 
由于引入了增强的纠错机制，C 类支持长
达 100 米的 1080p 和 4K（使用正确类别
的平衡双绞线电缆）。 
 
D 类被特定市场使用，例如不需要长距离
的教育。它更具成本效益，但并未受益于
所有 HD Base-T 功能。 
 
最后介绍了E类。它支持与 C 类相同的功
能，但距离更长。

SDVoE : 主要概念

SDVoE 来自于 2017 年成立的 SDVoE 联
盟。其成员的共同目标是加快用基于以太
网的传输系统替换点对点 A/V 连接和矩阵
交换机。

 
借助 SDVoE，API 可通过 10 Gb 以太网
驱动软件定义视频。 SDVoE 是控制所有
这些 A/V 解决方案的 API，确保它们能够
正常工作和互操作。 
 
SDVoE 的一个基本要素是 7 层 OSI 模
型。 
 
OSI 模型是一种细分通信系统的方法，分
成更小的层级，称为层。 类似的通信功能
被分组到逻辑层中。 每一层都向上层提供
服务，同时从下层接收服务。 每个主机
或网络节点都有一个内置的 OSI。 控制基
于软件，因此得名“以太网上的软件定义
视频”。 简而言之，SDVoE 将告诉发射
器和接收器他们应该做什么或遵循哪些规
则。 

在两个设备之间的链路中，来自 SDVoE 
编码器或发射器（也称为主机或节点）的
信息将在应用层开始。 
 
来自该应用程序的数据随后在 OSI 层“传
输”时被分解，然后物理链路将允许数据
从主机计算机传输到客户端、SDVoE 解码
器或接收器。 
 
一旦数据被传输，它就会在返回给用户的
应用层时被建立起来。 
 
SDVoE 具有一些独特的特性，使其能够转
换视频分发。

帧率转换

缓冲的帧可以以一种速度（称为视频时钟
速率或 VCR）打包，然后以另一种速度解
包。 帧速率转换允许完全缩放灵活性。 无
论编码器采用哪种分辨率，解码器都会将
其调整为显示器能够支持的分辨率。 
 
输入和输出时钟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增加 1 
或 2 帧延迟，这等于最大 10 毫秒，远低
于人眼可以注意到的 50 毫秒。 但它显然
允许同步多个视频源。

Molex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olex, LLC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may be registered in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listed herein belong to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Order No. High-Def-AV-Over-Structured-Cabling UK/0k/SK/2022.07 ©2022 Molex



应用简介

Gen Lock Scaling 的缺点是，当从一个源
切换到另一个源时，它会引入一个短暂的
空白屏幕，因为显示与源精确同步。这意
味着 Gen Lock Scaling 不适合需要快速
切换的应用。 
 
另一种可用模式是快速切换，这对于频繁
切换课程的应用程序特别感兴趣，例如警
察指挥中心。从一台摄像机切换到另一
台摄像机时引入空白屏幕是完全不可接受
的，因此这种模式允许在源之间即时切
换。 
 
在视频墙模式下，帧缓冲与 Gen Locking 
一起使用。当从一个屏幕移动到另一个屏
幕时，这将完美对齐对象。边框校正也用
于重现完美和连续的视频。 
 
最后，多视图模式将支持在单个显示器上
流式传输不同的视频。此模式将简单地调
整和缩放不同的源信号。这意味着对发送
器和接收器的带宽进行非常严格的管理。  

SDVoE 中的多播 

在网络世界中，广播地址用作数据的目标
地址。此数据的来源将向该网络内的所有
主机广播消息，无论这些网络节点是否需
要。这对以太网上的视频分发不利，因为
它会很快使网络饱和。 
 
另一方面，多播地址是计算机网络内一组
主机的逻辑标识符。这些主机可用于处理
旨在为指定服务组播的数据包或帧。多播
用于将预期的消息仅转发给特定的主机
组。因此，多播可以防止浪费网络带宽。 
 
SDVoE 利用 IGMP（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在 OSI 模型的第 3 层设置的多播。多播
还允许 SDVoE 解码器接收来自一个发射
器的视频和来自另一个发射器的音频。它
还允许接收来自不同发射器的多个视频信
号，最终在同一显示器上实现多视图。

接收器的视频模式选项
 
图像或视频由发射器发送后，接收器的行
为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接收器上
设置的视频模式。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接
收器可以独立设置为不同的视频模式，即
使它们从同一个编码器接收到相同的信
息。 
 
Gen Lock 模式可确保连接到 SDVoE 编码
器的源将准确的分辨率输出到连接到显示
器的解码器。这对于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
尤其重要，例如手术室。 
 
Gen Lock 模式引入了小于 100μs 的
延迟，这再次远低于人眼可能注意到的 
50ms。此外，Gen Lock 模式可以设置
为“Gen Lock Scaling”的选项，这将启
用流的缩放，从而完美匹配显示器的分辨
率。只会引入微不足道的额外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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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HD Base-T 与 SDVoE 
 
HD Base-T 和 SDVoE 是不同的技术，它们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工作。 没有“更好”或“更差”之分。 下表总结了一些主
要区别和预期用途。 

Video Technology Hardware Defined Software Defined

Latency (Advertised) <10µs 20 to 100µs

Ethernet Link 1Gb/s 1Gb/s

Port Duality Yes By design

Video Walls Yes Yes

HDCP 2.3 2.2

Daisy Chaining Yes No

Interoperability Limited Yes

RS-232

Yes Yes

IR

KVM

USB 2.0

1G Base-T support IToAV

Power 100W PoH 90W PoE

Architecture Dedicated Shared

DIstance 100m Copper and Long-Reach 100m Copper

Copper Cabling Cat6A Cat6A mandatory

Scale Small to Medium Medium to Large

HDMI 2.0 Yes Yes

HDMI 2.1 No No

Dolby Vision / Dolby Atmos
Yes Yes

4K 60fps

Industry Applications

Medical / Healthcare

Yes

Yes

Consumer No

Hospitality

Yes

Education

Government

Retail

Enterprise

Automotive Yes - HD Base-T Automotive No

Industrial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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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is an excerpt from a lecture first delivered in March 2021, titled “Safe and Easy Ways to Support the Latest 
A/V Technologies over Structured Cabling Systems”. The lecture is available to view on-demand or as a downloadable 
pdf, with accompanying FAQs. CSP users should log in and click “Lecture Series” to view. To log in or register for 
access to the CSP, click here. 

For details of our range of shielded and unshielded Cat6A products, click here. 

For details of our product and system warranties, click here. 

MORE INFORMATION 

www.molexces.cn/solutions-overview/audio-visual

布线要求和建议 

Molex 互联企业解决方案以太网供电实施指南包含 SDVoE 和 HB Base-T 的完整指南。 本指南
是 PoE 计算器的一部分，可从客户支持门户 (CSP) 下载。 在此处登录或注册访问。 

我们的建议如下：

• 对于 PoE 3 类/5 类及以上，我们建议（出于保修目的要求）Cat 6A 布线。这包括 IEEE 
802.3bt、HD-BaseT-3 (PoH)、UPoE 和 SDVoE。

• 建议使用屏蔽电缆和连接器。确保屏蔽布线系统的端到端屏蔽连续性。

• 对于更高分辨率的视频或图像的要求，应使用更高等级的屏蔽电缆，以防止由 EMI 引起的
错误。

• 确保在传输通道的每一端有小于 6 毫米的线对解绞。

• 根据国际布线标准，电缆束不应包含超过 24 根电缆。同样，如果应用 PoE 类型 3/5 类，这
是获得 Molex 保修资格的要求。

• 根据 ISO/IEC TS 29125:2017，电缆束的最大温升不得超过 10°C / 50°F。 
使用导管时，建议使用 40% 的最大填充率，而不考虑 PoE 应用的标准 60%。 
强烈建议将每个电缆束水平隔开，以便通过对流进行冷却。

• Molex 28AWG 6A 跳线支持高速 10GBase-T 网络，与标准 26AWG 跳线相比可节省 20% 
的空间。然而，必须采取额外措施以尽量减少热量积聚。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完整的讲座
或白皮书（可在 CSP 上获得），或参阅 TIA TSB-18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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