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 

 � 广播实验室和工作室

 � 控制室

 � 政府以及军事

 � 交通及能源

 � 工厂及工业

 � 数据中心

RED
PMS 032

DOMINION® KX 用户站

高性能的KVM交换机IP访问
Dominion®KX用户站是独立运行的设备，用于连接到Dominion®KX III和KX IV交换机
服务器，通过RDP、VNC和SSH访问，以及可选的CommandCenter集成，进行高性能的
IP访问。它们可以安置在桌子上，安装在标准的19英寸机架上，或者在显示器背面VESA
标孔安装。使用标准的Cat5电缆和以太网/IP技术部署。可以分别在一个、两个或三个监视
器上同时访问、查看和控制多个服务器。对连接到工作室和控制室墙壁监视器的用户站可
进行基于网络的远程控制。  

力登推出了两款Dominion用户站。建议将原来的Dominion KX III用户站与KX III，一个
或两个监测器和服务器配合使用，分辨率高达1080p，将新的高性能Dominion KX IV用
户站与Dominion KX IV-101一起使用，视频分辨率高达4K，kvm会话框更多，最多连接
3个监测器。 

Domimion用户站可以取代过气的模拟矩阵开关，弥补不灵活的广播系统，或部署在任何
需要无障碍IP接入的地方。非常适合广播、实验室、工作室、控制室、办公室和数据中心
应用。用户站现在可与CommandCenter集成，支持大型部署的集中登录和访问。

010-58256670/021-62112176/020-87555561, marketing.china@raritan.com

高性能用户应用设备
 � 两款功能强大、基于Intel的平台

 � 两个30FPS的 1080P视频会议

 � DKX3-808无阻塞超快速连接和亚
秒交换

 � 支持VGA，DVI，HDMI和Display-
Port视频

 � 独立的、低成本维护的设备

 � 通过DKX4-101和KX IV用户站，支
持4K视频

高效强大的用户界面
 � 支持一个、两个或三个监测器

 � 支持8个或更多同步IP连接

 � 扫描并监测服务器

 � 全屏模式（可隐藏工具栏）

 � 收藏夹和热键切换

 � 虚拟媒体和USB音频

 � 矩阵服务器视图

 � 高效的窗口管理，保存和还原窗口
布局

灵活且易于部署
 � 灵活的双局域网或广域网接入

 � 使用公司和/或独立的局域网

 � 通过Cat5线缆连接

 � 可以访问几百台服务器和设备

 � 也可进行笔记本/台式机的访问

 � 台式机、机架以及VESA贴装

 � 集中登入和访问的安全网关

 � 支持RDP、VNC、VMware虚拟
机、Web链接和SSH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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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产品编号 DKX3-UST DKX4-UST

描述 用于KX3、1080p解决方案、多个IP会话、连接最多2个监测器的高性能用户站。 超高性能用户站为KX3和KX4提供高效访问，4K分辨率、以及更多数量的IP会话框，连接最多3个监测
器。性能比DKX3-UST高3倍。

硬件 英特尔赛扬CPU,4GB内存，64GB固态硬盘 i5-8400 intel核心、4GB RAM、128GB固态磁盘

视频 单或双显示器，一个HDMI,两个DisplayPort。4K播放 HDMI 2.0端口1个，显示器端口2个，三个视频输出。4K播放

网络 双千兆以太网端口，IPv4, IPv6, DHCP或静态网址 双千兆以太网端口，IPv4, IPv6, DHCP或静态网址

功率 输入端：100-240伏交流电，输出端：19伏4.47A直流，最大65W 输入端：100-240伏交流电，输出端：19伏4.47A直流，最大90W

USB端口 6个USB2.0端口，2个USB 3.0端口用于键盘、鼠标、音响和虚拟媒体 4个USB 3.1 Gen 1端口， 4个USB 3.1 Gen 2端口用于键盘、鼠标、音响和虚拟媒体

音频 麦克风和扬声器 麦克风和扬声器

认证 FCC/CE/VCCI/cUL/CB FCC/CE/VCCI/cUL/CB

尺寸 190(长) x 165(宽) x 43(高) 毫米 190(长) x 165(宽) x 43(高) 毫米 

重量 1.4 公斤. 装运重量2.3 公斤 1.３ 公斤. 装运重量2.１ 公斤 

机架安装 桌面、VESA以及可选1U支架 桌面、VESA以及可选1U支架

温湿度 0--40摄氏度，非冷凝10--90%湿度 0--40摄氏度，非冷凝10--90%湿度

振动、海拔 1--200Hz,1.146Grms震动。最高海拔2000米 1--200Hz,1.146Grms震动。最高海拔2000米

DOMINION KX 用户站的工作原理：

Dominion KX III 用户站 (DKX3-UST)

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aritan.com/ap/cn/user-station 或拨打电话  
+86-10-64310690（北京）、+86-21-6211-2219（上海）、+86-20-8755-5561 （广州） 

CommandCenter

KX III和KX IV 用户站

虚拟媒体数字音频

键盘和鼠标

Dominion KX3-808 
可进行快速切换

Dominion KX III和KX IV 
交换机

LAN/WAN

RDP、VNC、VMware、 
Web浏览器和SSH

Dominion KX IV-101

KX 用户站端口和连接

正面图
Dominion KX IV 用户站 (DKX4-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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