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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您的安全 

警告和注意标志的解释 

 

 
避免人员受伤或损坏产品！ 

在完全理解以下所有符号的含义后才能进行操作。 

以下警告和注意标志提供了关于安全操作本产品的重要信息： 

 

重要 

在阅读本手册的安装或操作说明时，请特别关注所有的安全声明。 

 

 

 本符号表示重要的操作或维修说明。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可能存在危险电压的通电接线端子，

箭头指向终端设备。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保护的接地端子。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机框终端（通常用于等电位接地）。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发热的表面。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能传输强度可调的光的红外激光器，

并且发射不可见的激光辐射或者是一个传输强度可调的光的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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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商标 

Cisco和Cisco 徽标是思科系统公司和/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

标或商标。以下网址详细列明了所有思科公司的注册商标：

www.cisco.com/go/trademarks. 

本文档提及的所有其他商标均是其各自拥有者的商标。 

出版物 

思科系统公司对本出版物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或遗漏不承担任何责任。思科系统公司

保留任何时候不事先通知即可修改本出版物的权利。不论本手册中的任何信息是否

涉及了任何现行或者将要发布的专利中的发明创造，均不能认为本手册有权暗示，

禁止翻供或对任何版权或专利的其他任何许可或权利。 

版权 

© 2011 思科和/或其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在中国出版。 

本出版物中的信息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未经思科系统公司同意，本出版物中的

任何信息均不得以任何形式（照相复印，缩微，静电复印，或者任何其他方法）重

新出版或者传播，或者以任何目的收入到电子或机械信息系统中。 

 

http://www.cisco.com/go/trad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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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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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装声明 

留意警告信息 

留意并遵守设备和操作手册中的所有警告信息。 

阅读并留存 

在操作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的安全和操作说明，并且留存以备将来参考使用。

特别注意所有的安全告警信息。 

遵循警告信息 

为避免触电，请严格遵守本手册及贴在产品上所有告警和注意标识。 

电源警告 

供电 

本产品上的电源标签标明了正确的电源指标。请在电源标签指定的电压和频率范围

内操作本产品。如果用户无法确认家中或办公室的电源型号，请与服务提供商或当

地的电力公司联系。 

接地(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地区) 

 警告：为避免触电或者火灾，请检查电源插头和插座的连接是否匹配。如果

电源插头和插座不匹配，或者无法将插头完全插入到插座中，请联系电工更新您

所使用的插座。 

如果是一个两相安全插头（一个宽叶片和一个窄叶片的两极插头），请将该插头插

入到一个两极电源的2相插座（该插座一个插槽比另一个插槽要大）。 

注: 如果用户无法将该插头完全插入到电源插座，请尝试反转插头重新插入。如果插

头仍然无法插入，请联系电工更换电源插座。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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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装声明，续 

超负荷 

 警告：避免触电和火灾！请不要使用超负荷的 AC 电源插座和延长电源线。

当需要使用电池或其他电源供电时，请参考这些电源产品操作说明。 

请不要使用超负荷的插座、延长电源线，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或触电危险。当需要使

用电池或其他电源供电时，请参考这些电源产品的操作说明。 

电源线保护 

请避免人员或宠物在电源线上行走。请不要在电源线上放置任何物体，不要让任何

物体倾斜在电源线上，否则可能导致电源线损坏。请特别注意电源线与插头、电源

插座和产品连接的位置是否完好。 

使用告警 

通风 

请保持良好的通风以避免设备过热。遵循如下规定确保设备可靠运行： 

 请不要阻塞或者关闭通风口； 

 请不要放置VCR和DVDs等娱乐设施、灯罩、书本、液体瓶或者其他物体在产品

上； 

 请不要将设备放在下列任何位置上； 

 床、沙发、地毯或者相似的物体表面； 

 靠近如散热器、炉子或包括放大器在内产生热量的其他设备等位置； 

 书架或者行李架，除非他们可提供合适的通风。 

选择正确的安装位置 

 注意: 请避免人员受伤或设备损坏！不平稳的安装表面可能导致设备跌落。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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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装声明，续 

请将本产品安装在靠近电源插座的位置，且易于将电源线从墙壁上的插座或者从产

品的后面板断开连接。  

重要: 电源线是与主电源断开连接的设备。请将产品安装在平稳的表面，且该表面可

承受产品的尺寸和重量。 

保持设备清洁 

 注意：为避免触电，清扫设备前将电源插头拔出。 

清扫设备之前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中拔出。请使用湿布清扫该设备，不要使用液体清

洁器或者气雾剂清洁器。不要使用电磁/静电清扫设备（移除防尘帽）清扫改设备。 

防异质物体、防水防潮 

 警告: 为避免触电和火灾，将不要将其他物体从本产品开放的地方穿过。异

质物体可导致触电或火灾！不要将本产品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的环境中，不要将任

何装满液体的物体放置在产品上。 

请不要将任何物体从产品的开放处穿过，因为这些物体可能接触到电压位置，有可

能导致触电或火灾。 

请不要将本产品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的环境中，不要将液体撒在产品上，或者放置在

产品旁边。不要在靠近水的位置（如浴盆、洗碗池、水槽等）、潮湿的地下室或者

靠近游泳池附近使用本产品。 

 

续下页 

 

 

 

 

 

 



 

9                                                                  4042476 Rev A 

重要的安装声明，续 

附件安全告警 

 警告: 未避免触电或火灾，请不要将本产品与服务提供商推荐的附件外的任

何附件一起使用。 

请避免任何潜在的触电或火灾！请不要将本产品和服务提供商推荐的附件之外的任

何附近一起使用。 

维修保养安全告警 

产品维修保养 

 警告: 请避免触电！打开或移除外壳将使您暴露在危险的电压环境下。本产

品不包含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部件，如需维修请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 

不要打开本产品的外壳，否则无法确保您的人身安全。如需维修请联系专业的维修

人员，或联系服务提供商提供指导。 

产品损坏维修服务 

如果产品出现损坏需要维修，请从AC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插头。下列情况下，可联

系服务提供商或者专业的技术人员获取帮助： 

 如果电源线或插头损坏； 

 如果有液体进入到产品内； 

 如果产品暴露在雨中或者水中； 

 如果本产品跌落，或者有重物跌落到产品上，或者产品的外壳损坏； 

 如果本产品无法正常操作。 

产品安全检查 

在完成产品的维修之后，维修技术人员会对您的产品做相关的安全检查，以确保您

的产品能正常运行。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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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装声明，续 

防闪电 

为了在闪电期间保护本产品，或需要长期闲置本产品时，请将本产品的电源插头拔

出，并断开与天线或电缆系统的连接。这样可以避免本产品在闪电或者电源线浪涌

的情况下受损。将本产品插入到浪涌保护器可降低受损的风险。 

注：长时间拔出本产品的电源插头，可能导致本产品无法获得授权。如需重新获得

许可，请与服务提供商联系。 

输电线 

警告:为避免触电，请不要在超负荷的输电线或电力网附近安装户外天线系统。 

请不要在超负荷的输电线或电力网附近安装户外天线系统。安装户外天线系统时，

请小心不要接触输电线或者电路，一旦接触则可能致命。 

EMC安全认证要求 
本设备符合所有可适用的电磁兼容标准要求。请参照本设备的技术规格书获取本设

备通过了哪些电磁兼容认证。EMC性能取决于安装本设备时，除电源之外的所有外

部连接都正确地使用了合格的电缆。 

 请确保电缆或连接器的规格符合本文的要求，并遵守正确的安装说明 

此外，本设备需遵守以下惯例： 

 多触点电缆必须是单编织的、屏蔽的电缆类型，其用来传导的连接头部分和带有

电缆线夹背壳部分必须绑定在一起，使得安装电缆时可支持360度连接。对于不

符合以上要求的电缆连接器，须清楚地在连接头的位置对例外情况加以具体说明 

 以太网电缆可以是单编织或双编织的 

 同轴电缆必须是双编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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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适用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以太网同轴网络终端设备E330.2产品，可以联系你的客户代表单独订

购产品相关指南，或从局端和终端设备包随附的CD上找到这些指南。   

产品概述 

DigiStar 以太网同轴网络(Ethernet over COAX，EoC)系统是为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

设计，实现在同轴分配网络中同时传输以太网数据信号和有线电视信号的新型以太

网接入方案。 

DigiStar以太同轴网络终端设备，以下简称终端(EP)，作为部署在用户家中的终端，

可利用用户住宅区中现有的有线电视同轴分配网络，在其RF频谱上加入以太网数据

通道，同一个同轴电缆网络可同时提供视频和数据服务，以满足有线电视运营商开

展双向互动增值业务的需求。 

DigiStar EoC E330.2产品符合HomePlug AV相关国际标准，是连接标准

10/100BaseT以太网及室内同轴电缆的接入端设备。此终端可使用同轴电缆将计算

机、路由器、交换机、IP电话、机顶盒等网络设备接入互联网。 

产品特点 

 符合HomePlug AV国际标准  

 遵循IEEE 802.1p 和 802.1q 标准 

 支持PPPoE透传 

 四个 10/100Base-T 端口支持 MDI/MDIX 

 支持侦听 (IGMP v2) 

 与局端设备 ( AP) 自动同步并进行点对点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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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装 

检查产品包装 

请检查E330.2产品包装盒内的设备和相关附件是否完备。 

 EP一台 

 100-240 VAC 的带电源线的电源适配器一个 

 两端装有水晶接头的CAT 5以太网线一根 

 两端均带F头的同轴线一根 

 用户手册一份 

如果发现以上设备和附件缺失或损坏，请与思科客户服务部门联系，获取帮助。 

注：根据用户网络的复杂程度和实际用途，可能需要多台EP终端设备、RF同轴电缆

分配器以及额外的CAT-5以太网线和标准的RF同轴电缆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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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接口 

EP带有连接各种设备的接口，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EP面板各种设备接口的具体说明如下表所示： 

 

 

 

 

 

 

 

项目 用途 

Reset 恢复设备出厂默认值按键。按住此键6秒钟，然后释放此键，设备将恢复出厂值。 

Power 电源接头：12 VDC，0.5 A。 

LAN1 以太网RJ-45口，用来连接机顶盒。 

LAN2 以太网RJ-45口，用来连接电脑。 

LAN3 以太网RJ-45口，用来连接IP电话。 

LAN4 以太网RJ-45口，用来连接互联网。 

TV 射频输出接口，通过同轴线缆，用来连接至电视机或者机顶盒。 

Cable 射频输入接口，通过同轴线缆，用来连接墙上的有线电视入户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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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指示灯说明 

EP面板上带有显示各种工作状态的LED指示灯，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LED指示灯状态的具体说明如下表所示： 

LED 颜色 状态 说明 

Power 绿 
常亮 电源正常。 

不亮 关机。 

LAN 绿 

常亮 以太网接口处于连接非通讯状态。 

闪烁 以太网接口有数据收发。 

不亮 以太网接口处于未连接状态。 

Link 绿 
常亮 射频接口处于正常连接状态。 

不亮 射频接口处于未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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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EP 

准备工作 

在安装此终端之前，请核对所有列在装箱清单上的物件。如果任何物件丢失或损坏，

请联系当地有线网络运营商或本公司。也请确认已准备好所有必需的工具和线缆。

此终端可以放置于桌面或其它有充足空间的平面上。 

在安装之前，确保可以提供合适的运行环境，包括电源要求、物理空间和其它待接

入的网络设备。确认符合以下安装要求： 

 输入电源要求220 VAC/50 Hz。 

 请将设备置于干燥阴凉处，至少在其前面和各侧面保留一定空间以利通风。 

 避免阳光直晒。远离热源和高电磁干扰的区域。 

 确保已安装所需的线缆和连接器。 

连接EP 

按照下列步骤将EP连接到网络中： 

1. 将LAN1端口连接到一台IP机顶盒，用于视频点播业务；将LAN2端口连接到一

台电脑，用于上网。 

2. 将TV接口与电视或者机顶盒连接，用于接入CATV服务。 

3. 使用同轴电缆将COAX端口连接到同轴网络。 

4. 将AC电源适配器输出端口与POWER接口连接，将电源插头插入电源插座供

电。 

5. 如果以上连接皆准确无误，并且电源正常供电，LED指示灯会显示EP的状态，

请参照本手册中EP指示灯说明章节判断问题，并及时做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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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EP，续 

线缆连接实例 

此终端包括1个Cable端口、1个TV接口、4个网络端口、1个12V DC电源接口，1个

电源开关和1个RST按钮。 

下面为EP与同轴网络以及与用户终端包括TV、机顶盒等的连接示意图： 

 

注： 

1. TV接口可连接电视机或机顶盒， 

2. 按照各地运营商标准，将ETH1和ETH2分别连接至电脑或IP机顶盒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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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通过前面板上的指示灯，用户可以容易地监控终端，以协助解决设备发生的一些常

见问题。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POWER灯不亮 
1.检查电源是否与终端正确连接，电源开关是否已经打开。 

2.检查电源适配器是否匹配。 

LAN1/LAN2/LAN3/LAN4

指示灯不亮或闪烁 

1.连接终端的RJ45网线是否正常工作。 

2.检查计算机网卡是否正常工作， 

a.打开“网络适配器”查看是否有不可识别的设备。如果有，请删除该设

备后重新安装。 

b.将网卡插入其他可用插槽，若问题任然持续，更换网卡。 

Link指示灯不亮或闪烁 请确认连接终端的同轴电缆是否正常连接，或联络当地有线网络运营商。 

无电视信号输出 
1.确认cable接口已正确连接。 

2.确认已经向运营商申请开通相关业务。 

不能访问Internet 

1.确认计算机上已经安装拨号软件。 

2.确认以上的问题均不存在。 

3.确认PC网卡属性设置为“自动获得IP地址”。 

4.确认浏览器IE的代理服务器是否设置正确。 

5.尝试登录多个网页，以确认不是某网站服务器故障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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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安装 

可以使用适当规格的壁挂螺丝将EP固定在水泥、木材或纤维板等材质的墙壁上。 

壁挂安装槽位于EP的背面板上。 

请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确保各个方向没有障碍物阻挡，并且同轴线缆可以自然接

入（无拉伸）到EP设备。在EP底部与地板或支架之间须保留足够的空间，以保证同

轴线缆接入。所有的同轴线缆需保留足够的长度，以便维护EP时不需要折断同轴线

缆。下图为EP的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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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技术支持 
如有任何技术问题，请拨打下表中用户所在地区的技术支持电话和客户服务电话获得帮助。 

区域 客服中心 联系方式 

北美 

Cisco Service 

宽带客服中心 

美国佐治亚州亚

特兰大 

• 关于技术支持，请拨打：  

免费: 1-800-722-2009 

本地: 678-777-1120 

• 关于客户服务，请拨打：  

免费: 1-800-722-2009 

本地: 678-777-1120 

传真: 770-236-5477 

欧洲 比利时 

• 关于技术支持，请拨打：  

电话: 32-56-445-197 

     32-56-445-155 

• 关于客户服务，请拨打：  

电话: 32-56-445-444 

传真: 32-56-445-051   

日本 日本 
电话: 81-3-5908-2153；+81-3-5908-2154 

传真: 81-3-5908-2155 

韩国 韩国 
电话: 82-2-3429-8800 

传真: 82-2-3452-9748 

中国 中国大陆 
电话: 86-400-8108886  

接通后按4号键 

亚太地区及澳大

利亚 
中国香港 

电话: 852-2588-4746 

传真: 852-2588-3139 

墨西哥和中北美

洲 
墨西哥 

• 关于技术支持，请拨打:  

电话: 52-35-15-15-2599 

传真: 52-35-15-15-2599 

• 关于客户服务，请拨打: 

电话: 52-55-50-81-8425 

传真: 52-55-52-61-0893 

南美 阿根廷 
电话: 54-23-20-403340 分机: 109 

传真: 54-23-20-403340 分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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