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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的位置是否有足够的电源供应
PoE Pro显示该安装位置设备的最大可用功率，包括最大功率、等

级（0-8）、电压、PoE类型（af/at/bt）和运行线对类型。

有些PoE交换机或PoE供电模块（适配器）可能提供超过其IEEE

等级的电源。PoE Pro可以通过扩展的功率测试功能来进行测试，

只需按下“网络”按钮3秒钟，PoE Pro将增加到最大90瓦的功率

水准。

使用的是哪种电源供电设备?
通过识别使用中的PoE设备类型，缩短故障排除时间。末端PoE

交换机位于设备间，中间跨接的PoE供电模块可沿线缆放置在任

何位置。

通过显示哪些线对有电压来指明供电设备。通电线对1/2、3/6表

示PoE交换机，通电线对4/5、7/8表示中间跨接的PoE供电模

块。

PoE交换机提供了足够的电源吗?
直接连接并显示最大功率，测试和验证PoE交换机和供电器的类

型（af/at/bt）、等级（0-8）和电压。

新PoE Pro消除系统安装中的猜测，在部署PoE的过程中进行故障诊断维护，保障
网络的正常运作。

起初技术人员必须了解各种不同的标准、设备电源输出和线缆长度，以确保设备能够
正常运行。

PoE Pro能标识PoE设备可用的PoE源和电源的类别，不受线缆长度、线缆质量或
其他因素的影响，依据IEEE 802.3af/at/bt标准，提供通过或失败的准确结果。

PoE 验证和故障排查

数据线缆和以太网供电的验
证设备

消除PoE安装过程中猜测

PoE Pro

中间跨接的PoE供电器

交换机PoE交换机/PoE供电设备

跳线

WiFi AP IP 话机IP 摄像机 TV 监视器

www.trend-networks.com



线缆验证和故障诊断

准确的故障查找，节省时间和费用
PoE Pro利用时域反射功能（TDR）精确测量线缆长度并提供到故障点

的距离。这将加快故障查找，并把设备和系统中潜在威胁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

快速得出结论
PoE Pro具有全面的故障详细信息，如开路、短路、交叉和串接线对，可

立即识别接线错误。

不需要其他的测试仪辅助即可完成工作
集成的RJ11/RJ12（语音）、RJ45（数据）和F-Type（同轴）连接器无需

其他辅助的测试仪，可以更有效地测试大多数类型的低压线缆。

更快地验证语音和数据服务
PoE Pro可以快速确定线缆上运行的服务类型，如以太网、ISDN、PBX

和

PoE，从而更快地进行故障诊断。

快速确定网速
通过显示网络端口的速率（10/100/1000）和双工（半/全）状态的内置

网

络检测，对活动以太网网络进行故障排除也变得更容易。

测试仪的电压保护功能
PoE Pro可检测到高电压，并提供屏显和声音警告，以防止损坏测试仪 

线缆的寻线功能可节约时间
具有多个音调的模拟/数字音调发生器可用于大多数模拟和数字线缆跟

踪探针，这对于查找故障或标签错误的线缆至关重要。

端口识别 
端口闪烁功能将识别线缆所连接的交换机端口。

同轴线缆测试

可显示长度的接线图

服务类型检测



PoE 故障排查示例
故障设备

连接线缆

连接线缆

安装验证

PoE 交换机

结果
    可用功率 为 50W 
    千兆以太网1000 Mb/s

故障检测
该设备位置的可用电源不符合设备要求

下一步: 确定PoE交换机或电缆是否有故障

数字显示
需求75瓦

PoE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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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测试多种介质
用于验证低压铜介质电缆的

RJ-45、RJ-11/RJ-12和同轴端口

电压保护
电压大于2V时禁用线缆测试

TDR 长度检测和故障
排查

精确定位电缆故障，消除不必要的

猜测

音频发生器
兼容型感应音频探针识别和跟踪

电缆（可选）

PoE 探测
确定可用的IEEE标准、等级、类型、

最大功率（W）和电压（V）

嵌入式存储远端模块
避免远端模块丢失或损坏，提供

标注编号的远端模块

背光大屏幕
即时、易获取的测试结果

介质中的业务探测
识别模拟（PBX）和数字（ISDN）

电话业务

以太网探测
显示以太网速率和双工信息

PoE Pro 包括VDV II Pro的所有功能以及高级PoE测试功能。

VDVII Pro 
线缆识别

• 支持RJ45, RJ11/12和同轴等介质

• 接线图显示线对错接，串对，短路和开路

• 屏蔽线缆测试

• 线缆长度

• 到开路/短路故障点的距离 (TDR)

线缆追踪

• 模拟和数字音频发生器

• 与普通电缆追踪探针兼容

活动网络检测

• 端口闪烁

• 服务内容检测-以太网、模拟/数字电话服务和

ISDN
• 以太网速率检测  

10/100/1000 Mb/s

其他功能

• 快速显示结果–插入电缆后立即显示

• 2.9” 寸大屏幕

• 背光大屏幕

• 过载保护

PoE Pro 
所有VDV II Pro功能以及以下功能

PoE 测试:
• 验证PoE以确保设备和网络正常运行

• 支持802.3bt大功率PoE（高达90瓦）

• 与大多数非标准供电器兼容

• PSE 类型识别 (af/at/bt)
• PSE 级别识别 - 0-8级

• 确定设备的最大可用功率（瓦特）

• 显示电压 

• 显示PoE供电的线对

过载功率测试
一些交换机/供电器可能提供超过其

IEEE等级的功率，按住按钮3秒钟，以

检测最大可用功率，最高可达90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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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PoE安装过程中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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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PoE Pro

产品号 套件内容

R158004

PoE Pro – 数据线缆和以太网供电验证仪表。包括1个测试仪、1个双端口远端模块、1
个同轴远端、1个碱性电池、1个多语言用户指南、2个RJ45转鳄鱼夹线缆390mm、2个
屏蔽RJ45到RJ45电缆150mm、2个RJ12到RJ12电缆100mm、1个F型接头到F型接
头电缆230mm、1个F-81筒形接头、1个BNC母接头至F型公接头、1个BNC FE外螺纹
转F型内螺纹适配器，1 个RCA内螺纹转F型外螺纹适配器，1个RCA内螺纹转F型内螺
纹适配器，1个接线图速查卡，1个便携包。

可选配件

产品号 套件内容

158050
12个RJ45远端

模块* (#1 - #12)

158051
24个RJ45插头型

识别器**(#1 - #24)

158053
12个同轴远端

识别器* (#1 - #12)

62-164
音频探针

*  分别编号的远端模块，可使多条线缆测试更加快捷高效

** 多识别器配置，可简化配线架上标记线缆的工作

查看更多详细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trend-networks.com

基本规格

外观尺寸 (mm) 重量(kg) 支持测试长度
（m/ft） 电池型号

160 x 76 x 36 0.26 kg

0.3 - 450m / 

1-1476 ft (Plus 

与Pro型号 )

9V 9V 碱性电池

最大续航时间为20小时（背光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