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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5E.UTP.PVC
超五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5E/HSYV-5E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5.4±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0.88±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5E.UTP.LSZH
超五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5E/HSYV-5E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1-2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5.4±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0.88±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Data 
Communication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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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5E.UTP.PE
超五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5E/HSYV-5E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室外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5.4±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0.88±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5E.F/UTP.PVC
超五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5E/HSYV-5E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借助于整体线缆的镀锡铝箔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3±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5E.F/UTP.LSZH
超五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5E/HSYV-5E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借助于整体线缆的镀锡铝箔屏
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3±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5E.F/UTP.PE
超五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5E/HSYV-5E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借助于整体线缆的镀锡铝箔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室外应用。

产品特点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1-2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3±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PE 护套

导体
绝缘

聚酯带

撕裂绳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接地线

护套
材质：PE

绝缘
材质：PE

聚酯带铝箔屏蔽 护套

铝箔屏蔽

导体

绝缘

聚酯带

接地线

撕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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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5E.SF/UTP.PVC
超五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5E/HSYV-5E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借助于单独的线对铝箔屏蔽和整体线缆的编织铜网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S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8±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5E.SF/UTP.LSZH
超五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5E/HSYV-5E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借助于单独的线对铝箔屏蔽和整体线缆的编织铜网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1-2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S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8±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UTP.PVC
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HSYV-6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4±0.2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2±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UTP.LSZH
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HSYV-6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1-2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3±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2±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护套
材质：PVC

绝缘
材质：PE

编织屏蔽 铝箔屏蔽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护套
材质：LSZH

绝缘
材质：PE

编织屏蔽 铝箔屏蔽

护套
铝箔屏蔽

聚酯带

导体

绝缘

编织屏蔽

撕裂绳

LSZH 护套
铝箔屏蔽

聚酯带

导体

绝缘

编织屏蔽

撕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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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6.F/UTP.LSZH
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HSYV-6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借助于整体线缆的镀锡铝箔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7.6±0.5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F/UTP.PE
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HSYV-6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室外应用。

产品特点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1-2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7.6±0.5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UTP.PE
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HSYV-6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室外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3±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2±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F/UTP.PVC
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HSYV-6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借助于整体线缆的镀锡铝箔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7.6±0.5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护套
材质：PE

聚酯带 绝缘
材质：PE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十字骨架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

撕裂绳 十字骨架接地线

绝缘
材质：PE

护套
材质：PE

铝箔屏蔽

PE 护套

导体

十字骨架

绝缘

聚酯带

撕裂绳

PE 护套

导体

十字骨架

绝缘

聚酯带

撕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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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6.SF/UTP.PVC
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HSYV-6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借助于单独的线对铝箔屏蔽和整体线缆的编织铜网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S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7.6±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SF/UTP.LSZH
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HSYV-6

适用建筑物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借助于单独的线对铝箔屏蔽和整体线缆的编织铜网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1-2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S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7.6±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A.UTP.PVC
超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A/HSYV-6A

适用建筑物、机房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A 500MHz, 支持万兆传输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A 性能要求，支持 60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A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0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5±0.2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A.UTP.LSZH
超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A/HSYV-6A

适用建筑物、机房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 , 带宽级别 CLASS EA 500MHz, 支持万兆传输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A 性能要求，支持 60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A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0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6.5±0.2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护套
材质：PVC

绝缘
材质：PE

编织屏蔽 铝箔屏蔽

十字骨架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护套
材质：LSZH

绝缘
材质：PE

编织屏蔽 铝箔屏蔽

十字骨架

PVC 护套
编织屏蔽

聚酯带
十字骨架

绝缘

铝箔屏蔽

导体

撕裂绳

LSZH 护套
编织屏蔽

聚酯带
十字骨架

绝缘

铝箔屏蔽

导体

撕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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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6A.F/UTP.PVC
超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A/HSYV-6A

适用建筑物、机房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A 500MHz, 支持万兆传输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A 性能要求，支持 60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借助于单独的线对铝箔屏蔽和整体线缆的编织铜网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A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0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7.6±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2±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6A.S/FTP.PVC
超六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6A/HSYV-6A

适用建筑物、机房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A 500MHz, 支持万兆传输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A 性能要求，支持 60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借助于单独的线对铝箔屏蔽和整体线缆的编织铜网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A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0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S/F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8.0±0.5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38±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7.S/FTP.PVC
七 / 八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7/8/HSYV-7/8

适用建筑物、机房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 , 带宽≥ 600MHz, 支持万兆传输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7 性能要求，传输带宽高于 700MHz。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借助于单独的线对铝箔屏蔽和整体线缆的编织铜网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7 符合 IEEE802.3 an 规范高于 10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S/F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8.0±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6mm±0.3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4±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铜缆 .CAT8.S/FTP.PVC
七 / 八类数据通信电缆 /CAT7/8/HSYV-7/8

适用建筑物、机房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 , 带宽≥ 2000MHz, 支持万兆传输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 

物理机械特性

用于网络综合布线系统 . 包括 10/100/1000Base–T，25G，40G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8 性能要求，传输带宽频率为 2000MHz。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借助于单独的线对铝箔屏蔽和整体线缆的编织铜网屏蔽层，达到优异的屏蔽效果。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S/FTP
护套材料：PVC 或 LSZH 或 LLDPE
护套外径：8.3±0.5mm
导    体：软圆铜线、0.6mm±0.1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4±0.2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安装时：8 倍电缆外径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60℃

护套
材质：PVC

铝箔屏蔽
材质：单面铝箔

绝缘
材质：PE

撕裂绳

编织屏蔽
材质：镀锡铜丝编织网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

护套
材质：PVC

铝箔屏蔽
材质：单面铝箔

绝缘
材质：PE

撕裂绳

编织屏蔽
材质：镀锡铜丝编织网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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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5E.UTP.LSZH. 铠装
铠装数据电缆

适用建筑物抗拉、防鼠咬、地埋等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

物理机械特性

阻燃性能 LSZH 外护套满足 IEC60332-1 单根燃烧测试
环保满足 RoHS 标准

安全性能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PVC 内护套 + 轧纹钢带铠装
+ 外护套
电缆外径：9.8±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01（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0.9±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最大值 95Ω/k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最大值 2%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 1KV/1min

绞对 : 绝缘电阻最小值 5000MΩ.km
绝缘抗张强度≥ 16MPa
绝缘断裂伸长率≥ 300％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70℃

铜缆 .CAT5E.F/UTP.LSZH. 铠装
铠装数据电缆

适用建筑物抗拉、防鼠咬、地埋等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满足 FLUKE 通道测试

物理机械特性

阻燃性能 LSZH 外护套满足 IEC60332-1 单根燃烧测试
环保满足 RoHS 标准

安全性能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铝箔屏蔽 + 排流线 +PVC 内护套 +
轧纹钢带铠装 +LSZH 外护套
电缆外径：11±1(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01（mm）
绝缘：HDPE

单面铝箔标称厚度 : 0.06(mm)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最大值 95Ω/k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最大值 2%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 1KV/1min
绞对 : 绝缘电阻最小值 5000MΩ.km

绝缘抗张强度≥ 16MPa
绝缘断裂伸长率≥ 300％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70℃

铜缆 .CAT6.UTP.LSZH. 铠装
铠装数据电缆

适用建筑物抗拉、防鼠咬、地埋等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满足 FLUKE 通道测试

物理机械特性

阻燃性能 LSZH 外护套满足 IEC60332-1 单根燃烧测试
环保满足 RoHS 标准

安全性能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PVC 内护套 + 轧纹钢带铠装
+LSZH 外护套
电缆外径：10.5±1(mm)
导体：软圆铜线、0.57±0.01（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最大值 75Ω/k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最大值 2%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 1KV/1min
绞对 : 绝缘电阻最小值 5000MΩ.km
绝缘抗张强度≥ 16MPa

绝缘断裂伸长率≥ 300％
PE 护套抗张强度≥ 10MPa
PE 护套断裂伸长率≥ 350％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70℃

铜缆 .CAT6.F/UTP.LSZH. 铠装
铠装数据电缆

适用建筑物抗拉、防鼠咬、地埋等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满足 FLUKE 通道测试

物理机械特性

阻燃性能 LSZH 外护套满足 IEC60332-1 单根燃烧测试
环保满足 RoHS 标准

安全性能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铝箔屏蔽 + 排流线 +PVC 内护套
+ 轧纹钢带铠装 +LSZH 外护套
电缆外径：12±1(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0.01（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2±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最大值 75Ω/k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最大值 2%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 1KV/1min
绞对 : 绝缘电阻最小值 5000MΩ.km
绝缘抗张强度≥ 16MPa

绝缘断裂伸长率≥ 300％
PE 护套抗张强度≥ 10MPa
PE 护套断裂伸长率≥ 125％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50 ℃， 运 行
时 -2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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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交机车数据电缆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GB/T-31247-TJ/CL-313)（国标）

适用于机车线缆等车辆、拖车与半拖车中的电气设备布线，用于 MVB/WTB 等列车通信网络 ,
电缆具备很好的耐候性和安全性，特别适合于复杂的轨道交通行业。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 TJ/CL 313-2014、EN 45545、EN 50264
ISO/IEC 11801:2002,EIA/TIA 568C.2
火焰传播 : EN 45545 / TJ/CL 313-2014
烟密度 : EN 45545 / TJ/CL 313-2014 
无卤特性 : EN 45545 / TJ/CL 313-2014

烟的腐蚀性 : EN 45545 / TJ/CL 313-2014
高耐油性 : EN 60811-404(72h/100° C,IRM 902)
高耐燃性 : EN 60811-404(168h/70° C,IRM 903)
耐臭氧性 : EN 50305(24 小时 /25° C，浓度 0.025-0.03%)

执行标准

护套材质：聚烯烃共聚物（FRNC）
屏蔽层材质：聚酯铝箔包带 / 镀锡铜线
额定电压：60V
温度范围：安装时 -40℃～ +125℃

具有很好的抗外部电磁干扰能力
高阻燃性、无卤、低烟、低毒性、耐酸碱、耐臭氧、极佳的耐油性、耐
高低温性

铜缆 .CAT5E.UTP.LSZH-B1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GB/T-31247-TJ/CL-313)（国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音频 )、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安全性能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 LSZH
护套外径：5.4±0.2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0.9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度范围：安装时 0℃～ +60℃
运行时 -20℃～ +75℃

符合 GB/T31247-2014-B1(t0,d0,a1)
防火特性

铜缆 .CAT6.UTP.LSZH-B1. 橙色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GB/T-31247-TJ/CL-313)（国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
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 LSZH
护套外径：6.5±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1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60 ℃， 运 行
时 -20℃～ +75℃

铜缆 .CAT5E.UTP.LSZH-B2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GB/T-31247-TJ/CL-313)（国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
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安全性能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 LSZH
护套外径：5.4±0.2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0.9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度范围：安装时 0℃～ +60℃
运行时 -20℃～ +75℃

符合 GB/T31247-2014-B1(t1,d1,a2)
防火特性

符合 GB/T31247-2014-B1(t0,d0,a1)
防火特性

撕裂绳

十字骨架护套
材质：LSZH

绝缘
材质：PE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

绝缘
材质：PE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护套
材质：LSZH

绝缘
材质：PE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护套
材质：L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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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6.F/UTP.LSZH-B2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GB/T-31247-TJ/CL-313)（国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
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 LSZH
护套外径：7.6±0.5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1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60 ℃， 运 行
时 -20℃～ +75℃

符合 GB/T31247-2014-B1(t1,d1,a2)
防火特性

铜缆 .CAT6.UTP.LSZH-3C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IEC 60332-3C)（欧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LSZH
护套外径：6.3±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烟密度，最小透光率（IEC 61034-2)：≥ 60%
卤酸气体总量（IEC 60754-1)：≤ 5mg/g
护套 PH 值（IEC 60754-2)：≥ 4.3
护套电导率（IEC 60754-2）：≤ 10μs/mm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60 ℃， 运 行
时 -20℃～ +75℃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3C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铜缆 .CAT5E.F/UTP.LSZH-B2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GB/T-31247-TJ/CL-313)（国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D 1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5e 性能要求，支持 1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10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5e、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
数据、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 LSZH
护套外径：6.4±0.5mm
导    体：软圆铜线、0.505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0.9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9.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60 ℃， 运 行
时 -20℃～ +75℃

铜缆 .CAT6.UTP.LSZH-B2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GB/T-31247-TJ/CL-313)（国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符合相关执行标准的 Cat 6 性能要求，支持 350 MHz 应用
绿色环保：通过国际检测机构 RoHS 指令认证，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卓越的 NEXT 值，永久链路测试余量 6db
完全支持从 Cat.5 到 Cat.6 符合 IEEE802.3 ab 规范高于 1GbE 的多媒体 ( 视频、数据、
音频 )、线缆共享、VoIP、PoE 的所有应用。

产品特点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 LSZH
护套外径：6.5±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1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60 ℃， 运 行
时 -20℃～ +75℃

符合 GB/T31247-2014-B1(t1,d1,a2)
防火特性

符合 GB/T31247-2014-B1(t1,d1,a2)
防火特性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接地线

护套
材质：LSZH

绝缘
材质：PE

铝箔屏蔽

撕裂绳

十字骨架护套
材质：LSZH

绝缘
材质：PE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

撕裂绳 十字骨架接地线

绝缘
材质：PE

护套
材质：LSZH

铝箔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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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6.F/UTP.LSZH-3C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IEC 60332-3C)（欧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 25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F/UTP
护套材料：LSZH
护套外径：7.6±0.5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06±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烟密度，最小透光率（IEC 61034-2)：≥ 60%
卤酸气体总量（IEC 60754-1)：≤ 5mg/g
护套 PH 值（IEC 60754-2)：≥ 4.3
护套电导率（IEC 60754-2）：≤ 10μs/mm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60 ℃， 运 行
时 -20℃～ +75℃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3C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铜缆 .CAT5E.UTP
UL 标准高阻燃数据电缆（美标）

源自欧美布线先进理念，真正高阻燃安全电缆。
结合线缆敷设场合（水平及垂直），根据应用标准，提供多种特定设计阻燃网线
选用耐氧指数高达 95 以上的 FEP 材料，挑战 800℃高温。（CMP 等级）

物理机械特性
护套材质：PVC/FR PVC/LSZH
成品外径：4.8±0.3mm
导体：99.99% 纯铜 
导体直径：24AWG
导体绝缘外径：0.85±0.05mm 
特性阻抗：100±15Ω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1Kv/1min 
工作电容最大值：≤ 5.6nF/100m 
单根导体最大电阻：≤ 9.5Ω/100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性：≤ 2.5% 
敷设弯曲半径：建议敷设弯曲半径 >5 倍线缆
外径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施工温度： 0 ～ 40℃ 
使用温度： -10 ～ 75℃ 

CM ---- 同一楼层水平地面敷设 同一楼层天花板敷设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离不
超过 2.4 米 (20.6KM 功率供火 20 分钟 )
CMR---- 同一楼层水平地面敷设 跨楼层垂直敷设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离不超
过 3.6 米（154KW 功率供火 30 分钟）
CMP---- 有空调或其他通风较好环境水平敷设（不穿管）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

离小于 1.5 米（通风环境 88KW 功率供火 20 分钟）
通过 UL 1581 燃烧测试，符合 CM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通过 UL 1666 燃烧测试，超过 CMR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通过 UL 910 燃烧测试，超过 CMP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防火特性

铜缆 .CAT6.UTP
UL 标准高阻燃数据电缆（美标）

源自欧美布线先进理念，真正高阻燃安全电缆。
结合线缆敷设场合（水平及垂直），根据应用标准，提供多种特定设计阻燃网线
选用耐氧指数高达 95 以上的 FEP 材料，挑战 800℃高温。（CMP 等级）

物理机械特性
护套材质：PVC/FR PVC/LSZH
成品外径：6.0±0.3mm
导体：99.99% 纯铜
导体直径：23AWG
导体绝缘外径：0.95±0.05mm 
特性阻抗：100±15Ω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1Kv/1min 
工作电容最大值：≤ 5.6nF/100m 
单根导体最大电阻：≤ 9.5Ω/100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性：≤ 2.5% 
敷设弯曲半径：建议敷设弯曲半径 >8 倍线缆
外径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施工温度： 0 ～ 40℃ 
使用温度： -10 ～ 75℃ 

CM ---- 同一楼层水平地面敷设 同一楼层天花板敷设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离不
超过 2.4 米 (20.6KM 功率供火 20 分钟 )
CMR---- 同一楼层水平地面敷设 跨楼层垂直敷设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离不超
过 3.6 米（154KW 功率供火 30 分钟）
CMP---- 有空调或其他通风较好环境水平敷设（不穿管）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

离小于 1.5 米（通风环境 88KW 功率供火 20 分钟）
通过 UL 1581 燃烧测试，符合 CM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通过 UL 1666 燃烧测试，超过 CMR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通过 UL 910 燃烧测试，超过 CMP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防火特性

铜缆 .CAT6A.UTP.LSZH-3C
低烟无卤阻燃数据电缆 (IEC 60332-3C)（欧标）

适用高层建筑物、数据中心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带宽级别 CLASS EA 500MHz
性能符合 ISO/IEC11801；ANSI/TIA-568.2-D；EN 50173-1；YD/T1019 标准

物理机械特性
产品结构：4 对 2 芯绞合 U/UTP
护套材料：LSZH
护套外径：6.5±0.3mm
导    体：软圆铜线、0.57mm±0.005mm
绝缘：HDPE
导体绝缘外径：1.1±0.05mm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7.38Ω/100m
特性阻抗：100±15Ω 
烟密度，最小透光率（IEC 61034-2)：≥ 60%
卤酸气体总量（IEC 60754-1)：≤ 5mg/g
护套 PH 值（IEC 60754-2)：≥ 4.3
护套电导率（IEC 60754-2）：≤ 10μs/mm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最小弯曲半径：120mm
温 度 范 围： 安 装 时 0 ℃ ～ +60 ℃， 运 行
时 -20℃～ +75℃

阻燃性能符合 IEC 60332-3C
无卤性能符合 IEC 60754-1/2
烟雾密度符合 IEC 61034-1/2

防火特性

绝缘
材质：FEP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撕裂绳

护套
材质：LSZH

撕裂绳

十字骨架护套
材质：LSZH

绝缘
材质：FEP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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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缆 .CAT6.F/UTP.CMR
UL 标准高阻燃数据电缆（美标）

源自欧美布线先进理念，真正高阻燃安全电缆。
结合线缆敷设场合（水平及垂直），根据应用标准，提供多种特定设计阻燃网线
选用耐氧指数高达 95 以上的 FEP 材料，挑战 800℃高温。（CMP 等级）

物理机械特性
护套材质：FR PVC
成品外径：7.6±0.5mm
导体：99.99% 纯铜
导体直径：23AWG
导体绝缘外径：1.1±0.1mm 
特性阻抗：100±15Ω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1Kv/1min 
工作电容最大值：≤ 5.6nF/100m 
单根导体最大电阻：≤ 9.5Ω/100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性：≤ 2.5% 
敷设弯曲半径：建议敷设弯曲半径 >8 倍线缆
外径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施工温度： 0 ～ 40℃ 
使用温度： -10 ～ 75℃ 

CM ---- 同一楼层水平地面敷设 同一楼层天花板敷设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离不
超过 2.4 米 (20.6KM 功率供火 20 分钟 )
CMR---- 同一楼层水平地面敷设 跨楼层垂直敷设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离不超
过 3.6 米（154KW 功率供火 30 分钟）
CMP---- 有空调或其他通风较好环境水平敷设（不穿管）成束电缆着火延燃距

离小于 1.5 米（通风环境 88KW 功率供火 20 分钟）
通过 UL 1581 燃烧测试，符合 CM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通过 UL 1666 燃烧测试，超过 CMR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通过 UL 910 燃烧测试，超过 CMP 阻燃性能要求，并获得 UL 认证。

防火特性

数字监控专用室内数据电缆
数字监控专用数据电缆

数字监控专用室内数据电缆专用于室内远距离数字化视频监控系统信号传输（典型传输距离 300 米）。

物理机械特性
护套材质：PVC 
护套颜色（可选）：默认灰色 
成品外径：5.5±0.2
导体材质：99.99% 纯铜
导体直径：23AWG
导体绝缘外径：1.11±0.05mm 

芯数：2*2 
特性阻抗：100±15Ω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1Kv/1min 
工作电容最大值：≤ 5.6nF/100m 
单根导体最大电阻：≤ 9.5Ω/100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性：≤ 2.5%  

敷设弯曲半径：建议敷设弯曲半径 >8 倍线缆
外径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施工温度：0-40℃
使用温度：-15-70℃

企业标准：Q31/0115000752C001-2017
执行标准

交换机尺寸 (mm)：184（长）*94（宽）*27（高）
网络接口：8 个 10/100Mbps PoE 功能的 RJ45 端口（端口 1~ 端口 8）
1 个 10/100Mbps uplink 的 RJ45 端口
传输速度：光口：10/100Mbps 每端口均支持 MDI/MDIX 自动翻转及自协商
电口：10BASE-T 或 100BASE-TX、以太网的 RJ-45 接口
网 络 协 议 和 标 准 兼 容： 支 持 IEEE 802.3 10BASE-T 以 太 网；IEEE 802.3u 
100BASE-TX 快速以太网；ANSI/IEEE 802.3 NWay 自动协商；IEEE802.3x 流
量控制标准；IEEE 802.3af/at，标准双模 af/at  自动识别输出
背板带宽：1.8Gbps ( 无阻塞）
网络延迟（100 to 100Mbps）：最大 20 微秒（使用 64 字节包大小）
帧过滤与传输速率：10M : 14,800pps；100M : 148,800pps

配合爱谱华顿专利安防数据电缆，提供超长距离的数据传输与供电，距离达
300 米 (Extend 模式 )，节省了电力线，可以灵活的为无线 AP 与网络监控设
备工程供电；
支持通过以太网线的无线访问点 (AP）和网络监控摄像头供电，支持端口无连
接省电功能
采用存储转发的交换机制；
智能化的供电，最低的功耗，保证 PD 端用电需求；
具有电源电路保护功能，能保护后端设备的安全；
零配置特性电源是自动供给到自适应的设备 ；
无风扇设计，节能环保；

执行标准

数字监控专用室内外通用数据电缆
数字监控专用数据电缆

数字监控专用室内外通用数据电缆专用于室内或者室外远距离数字化视频监控系统信号传输（典型传输距离 300 米）

物理机械特性

企业标准：Q31/0115000752C001-2017
执行标准

护套材质：PE+PVC 
护套颜色：外护套黑色 + 内护套灰色
成品外径：5.8±0.3 
导体材质：99.99% 纯铜
导体直径：23AWG
导体绝缘外径：1.1±0.05mm 

芯数：2*2 
特性阻抗：100±15Ω 
导体间介电强度，DC，1min：1Kv/1min 
工作电容最大值：≤ 5.6nF/100m 
单根导体最大电阻：≤ 9.5Ω/100m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性：≤ 2.5%  

敷设弯曲半径：建议敷设弯曲半径 >8 倍线缆
外径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110N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20N 
施工温度： 0 ～ 40℃ 
使用温度： -15 ～ 70℃ 

8 口安防专用 POE 交换机
其他配线辅件

物理机械特性
LEDs 指示灯：电源指示灯，LINK/ACT 指示灯，POE 指示灯
POE 脚位：•1/2(+)，3/6(-)
输入电源：DC 52V
总功率：96W

单体重量：1.05Kg
工作温度： 0 ～ 40℃
工作湿度： 10% ～ 90%，无冷凝

导体
材质：优质无氧铜

撕裂绳 十字骨架接地线

绝缘
材质：PE

护套
材质：PVC

铝箔屏蔽

PVC护套

绝缘

导体
PVC

PE外护套 PVC内护套

绝缘

导体
PE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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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专用直通连接器
其他配线辅件

物理机械特性
连接器主体塑料材质：优质 ABS 
连接方式：RJ45 公头连接 RJ45 公头 
RJ45 端口类型：8P8C 
插入损耗：≤ 0.4dB@100MHz

插入力和拔出力：插入力≤ 20N，拔出力≥ 20N 
RJ45 拔插次数：≥ 750 次 
使用温度： -4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网络
配线

Network 
Wirin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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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45 模块 . 六类 . 非屏蔽 ( 六色可选 )
网络配线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对 6 类标准的规定
金针表面镀金，提高接触性能，防止表面氧化及延长使用寿命
特有的线缆保护盖，按压式卡扣线夹盖，便于取放，同时具有卡压线缆功能

精巧的外形结构设计，保证了底盒中线缆有更宽松的容纳空间
特别设计的交叉金针空间排列，有效提升近端串音余量
执行标准：YD/T 926.3，ISO/IEC 11801，ANSI/ TIA-568.2-D

产品特点

模块主体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UL94V-0 
IDC 端子材质：磷青铜镀镍 ,IDC 分线峰设计，
易分线
前置防尘门 , 按掀式卡扣线夹盖，便于取放
金针材质：磷青铜镀金 50μm 
连接方式：RJ45 插孔配接跳线，IDC 端接水平
布线 
IDC 端 子 可 卡 接 线 径： 单 股 或 多 股 裸 铜 导 体

0.4-0.6mm 
RJ45 端口类型：8P8C 
接线方式：110 卡接式 , 使用 110 工具端接，
保证线对自然绞距施工 
频率范围：0 ～ 350MHz 
通过单体测试认证
通过 POE++ 测试
免焊锡，环保

绝缘电阻：≥ 100MΩ  
插入损耗：0.4dB@250MHz 
插 入 力 和 拔 出 力： 插 入 力 ≤ 20N， 拔 出 力
≥ 20N 
RJ45 拔插次数：≥ 1500 次 
IDC 端子端接次数：≥ 300 次

RJ45 模块 . 超五类 . 非屏蔽 . 白色
网络配线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对 5e 类标准的规定
每对打线槽中间有凸尖的机构，无需分开头部绞对，即可分线卡入线槽，从而有效控制开绞长度、不破坏绞距
执行标准：YD/T 926.3，ISO/IEC 11801，ANSI/ TIA-568.2-D

产品特点

模块主体：聚碳酸酯（PC）
金针：磷青铜镀金
IDC 端子：磷青铜镀镍
卡接范围：φ0.4-0.6mm

端口：8P8C
插入损耗：≤ 0.4dB@100MHz
接触针：50μinch 镀金
PIN：磷青铜

IDC 端子：磷青铜
拔插次数≥ 1000 次
端接次数≥ 300 次

RJ45 模块 . 超五类 . 屏蔽 . 金属色
网络配线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对 5e 类标准的规定
整体金属压铸实现 360 度全屏蔽
精巧的外形结构设计，保证了底盒中线缆有更宽松的容纳空间
执行标准：YD/T 926.3，ISO/IEC 11801，ANSI/ TIA-568.2-D

产品特点

模块主体：聚碳酸酯（PC）
屏蔽层：锌合金
金针：磷青铜镀金
IDC 端子：磷青铜镀镍

卡接范围：φ0.4-0.6mm
端口：8P8C
插入损耗：≤ 0.4dB@100MHz
接触针：50μinch 镀金

PIN：磷青铜
IDC 端子：磷青铜
拔插次数≥ 1000 次
端接次数≥ 300 次

RJ45 模块 . 超六类 . 非屏蔽 . 蓝色 ( 六色可选 )
网络配线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对 6A 类标准的规定
金针表面镀金，提高接触性能，防止表面氧化及延长使用寿命
特有的线缆保护盖，按压式卡扣线夹盖，便于取放，同时具有卡压线缆功能

精巧的外形结构设计，保证了底盒中线缆有更宽松的容纳空间
特别设计的交叉金针空间排列，有效提升近端串音余量
执行标准：YD/T 926.3，ISO/IEC 11801，ANSI/ TIA-568.2-D

产品特点

模块主体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UL94V-0 
IDC 端子材质：磷青铜镀镍 ,IDC 分线峰设计，
易分线
前置防尘门 , 按掀式卡扣线夹盖，便于取放
金针材质：磷青铜镀金 50μm 
连接方式：RJ45 插孔配接跳线，IDC 端接水平
布线 
IDC 端 子 可 卡 接 线 径： 单 股 或 多 股 裸 铜 导 体

0.4-0.6mm 
RJ45 端口类型：8P8C 
接线方式：110 卡接式 , 使用 110 工具端接，
保证线对自然绞距施工 
频率范围：0 ～ 600MHz 
通过单体测试认证
通过 POE++ 测试
免焊锡，环保

绝缘电阻：≥ 100MΩ  
插入损耗：0.4dB@500MHz 
插 入 力 和 拔 出 力： 插 入 力 ≤ 20N， 拔 出 力
≥ 20N 
RJ45 拔插次数：≥ 1500 次 
IDC 端子端接次数：≥ 3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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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工具模块（Cat5E/Cat6/Cat6A）（颜色可选）
网络配线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标准的规定
免扎带施工，安全方便支持免打线工具快速安装
特别设计的金针空间排列，有效提升近端串音余量
优质 PC 材质，阻燃 V2 等级
执行标准：YD/T 926.3，ISO/IEC 11801，ANSI/ TIA-568.2-D

产品特点

模块主体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优质 PC 材质，阻燃 V2 等级
IDC 端子材质：磷青铜镀镍 
金针材质：磷青铜镀金 50μm 
连接方式：RJ45 插孔配接跳线，
IDC 端接水平布线 
IDC 端子可卡接线径：单股或多股

裸铜导体 0.4-0.6mm 
RJ45 端口类型：8P8C
接线方式：180 度 110 卡接式
免工具端接，保证线对自然绞距施工 
工作电压：125V 
耐压：750V 
绝缘电阻：≥ 100MΩ 

插入损耗：0.4dB@（500MHz）
插 入 力 和 拔 出 力： 插 入 力 ≤ 20N， 拔 出 力
≥ 20N 
RJ45 拔插次数：≥ 1500
IDC 端子端接次数：≥ 300

RJ45 模块 . 屏蔽 . 免工具（Cat6/Cat6A/Cat8）
网络配线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标准的规定
免工具施工，安全方便支持免打线工具快速安装
特别设计的金针空间排列，有效提升近端串音余量
整体金属压铸实现 360 度全屏蔽，内部有可靠自动接地装置
执行标准：YD/T 926.3，ISO/IEC 11801，ANSI/ TIA-568.2-D

产品特点

模块主体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屏蔽层：锌合金铸件 
IDC 端子材质：磷青铜镀镍 
金针材质：磷青铜镀金 50μm 
连接方式：RJ45 插孔配接跳线，IDC 端接水平
布线 
IDC 端 子 可 卡 接 线 径： 单 股 或 多 股 裸 铜 导 体

0.4-0.6mm 
RJ45 端口类型：8P8C 
接线方式：180 度 110 卡接式 , 免工具端接，
保证线对自然绞距施工 
频率范围：0 ～ 500MHz 
工作电压：125V 
耐压：750V 

绝缘电阻：≥ 100MΩ 
插入损耗：0.4dB@500MHz 
插 入 力 和 拔 出 力： 插 入 力 ≤ 20N， 拔 出 力
≥ 20N 
RJ45 拔插次数：≥ 1500 次 
IDC 端子端接次数：≥ 300 次 

LED 导航模块 (Cat5E/Cat6/Cat6A)
网络配线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标准的规定
金针表面镀金，提高接触性能，防止表面氧化及延长使用寿命
特有的线缆保护盖，按压式卡扣线夹盖，便于取放，同时具有卡压线缆功能
LED 导航巡线，精准、有效寻址，亮灯指示区分线路，方便使用和维护
特别设计的交叉金针空间排列，有效提升近端串音余量
执行标准：YD/T 926.3，ISO/IEC 11801，ANSI/ TIA-568.2-D

产品特点

模块主体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UL94V-0 
IDC 端子材质：磷青铜镀镍 ,IDC 分线峰设计，
易分线
前置防尘门 , 按掀式卡扣线夹盖，便于取放
金针材质：磷青铜镀金 50μm 
连接方式：RJ45 插孔配接跳线，IDC 端接水平
布线 

IDC 端 子 可 卡 接 线 径： 单 股 或 多 股 裸 铜 导 体
0.4-0.6mm 
RJ45 端口类型：8P8C 
接线方式：110 卡接式 , 使用 110 工具端接，
保证线对自然绞距施工 
频率范围：0 ～ 600MHz 
通过单体测试认证

免焊锡，环保
绝缘电阻：≥ 100MΩ  
插入损耗：0.4dB@500MHz 
插 入 力 和 拔 出 力： 插 入 力 ≤ 20N， 拔 出 力
≥ 20N 
RJ45 拔插次数：≥ 1500 次 
IDC 端子端接次数：≥ 300 次

86 面板（单口 / 双口 / 四口）
面板

基础参数

面板有单口 . 双口 . 四口等多种规格选择，与 86 型底盒配套使用
所有面板均带有防尘门，有效防止水的溅入和防止灰尘颗粒物侵入
按压式卡扣，免工具拆卸前后双层面板设计，外形美观，避免固定螺丝外露
优质 PC 材质，阻燃 V2 等级
执行标准：GB/T 11318.2, GB17466

产品特点

面板类型：86*86mm 型 
面板端口数：单口 / 双口 / 四口
颜色可选（白色、银色、金色）
面板主体塑料材质：聚碳酸酯 PC
标识：含有机玻璃的标签 

防尘门：聚碳酸酯 
Z 字形弹簧材质：钢丝 
连接方式：直接卡接信息模块 
安装方式：使用面板包装内配套的
双螺丝明装或暗装 

按压式卡扣，免工具拆卸 
匹配性：与语音、有线电视、超五类，六类、
超六类等模块兼容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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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口 86 面板（单口 / 双口）
面板

基础参数

面板有单口 . 双口两种规格选择，与 86 型底盒配套使用
面板可选带防尘门，有效防止水的溅入和防止灰尘颗粒物侵入
支持光铜混用，可安装信息模块兼容光纤模块（安装 LC、SC）
优质 PC 材质，阻燃 V2 等级
执行标准：GB/T 11318.2, GB17466

产品特点

面板类型：86 型斜口面板 
面板端口数：单口 / 双口
面板主体塑料材质：聚碳酸酯 PC
标识：含有机玻璃的标签 

连接方式：直接卡接信息模块 
安装方式：使用面板包装内配套的
双螺丝明装或暗装 
匹配性：与语音、有线电视、超五类，

六类、超六类等光纤适配器模块兼容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铜配线架 . 六类非屏蔽 .1U. 满配（Cat6/Cat6A）
一体式网络配线架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对六类标准的规定
IDC 带分线峰和预卡接功能设计，托架自带理线功能便于端接维护
配线架端子为一体式设计，性能稳定；端口标签翻转设计和彩色化标识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 ANSI/TIA-568 YD/T 926.3

产品特点

配线架金属材质：全钢架结构 + 黑色喷塑 
配线架塑料材质：阻燃塑胶料，防火等级达到
UL94V-0 
IDC 打线端子：磷青铜镀镍 
镀金层厚度：磷青铜金针镀金 50μ″，镀软镍
60μ
配线架模块类型：6 口一体式模块 *4 组 
RJ45 端口：可连接 1-24 根跳线

接线端子类型：IDC 与 110 双用端子，可卡接
导体为 0.4 ～ 0.6mm 
安装性：19 英寸标准机架式设备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 1*24 折叠
式金属理线板 
安装方式：使用配线架包装内标配螺丝安装于
机架内 
维护方式：打开机柜后门从背部进行维护 

频率范围：0 ～ 500MHz 
插入损耗：0.4dB@500MHz 
绝缘电阻：初始值≥ 100MΩ，恒定湿热试验后
≥ 100MΩ 
RJ45 卡接次数：≥ 1500 次 
接线端子卡接次数：≥ 300 次
使用温度：-4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铜配线架 . 超五类屏蔽 .1U. 满配
一体式网络配线架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对超五类标准的规定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采用优质冷轧钢板，保证产品更高的机械强度
360°全屏蔽壳体屏蔽设计，有效防尘，整体接地套件保证可靠接地
每个模块单独线缆固定设计，让线缆更加牢固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 ANSI/TIA-568 YD/T 926.3

产品特点

基础参数
配线架金属材质：全钢架结构 + 黑色喷塑 
配线架塑料材质：PC 聚碳酸酯、ABS 工程塑料 
屏蔽层厚度：整体屏蔽盖板厚度 1.5mm 
IDC 打线端子：磷青铜镀镍 
镀金层厚度：50µm 
配线架模块类型：8 口一体式模块 *3 组 
RJ45 端口：可连接 1-24 根跳线
接线端子类型：IDC 与 110 双用端子，可卡接

导体为 0.4 ～ 0.6mm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 1*24 金属
理线板，并为每一根屏蔽电缆配备了金属电缆
夹 
频率范围：0 ～ 150MHz 
工作电压：125V 
耐压：750V 
插入损耗：0.4dB@100MHz 

绝缘电阻：初始值≥ 100MΩ，恒定湿热试验后
≥ 100MΩ 
连接器链接效果：50N 60±5s 
RJ45 卡接次数：≥ 1500 次 
接线端子卡接次数：≥ 300 次
使用温度： -20 ～ 70℃

铜配线架 . 超五类非屏蔽 .1U. 满配
一体式网络配线架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对超五类标准的规定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采用塑料面板、优质冷轧钢板，保证产品的机械强度
模块后座配有防尘盖，有效防止积尘对链路性能的影响
可更换的标识管理，让施工、维护、管理更方便、快捷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 ANSI/TIA-568 YD/T 926.3

产品特点

基础参数
 配线架金属材质：全钢架结构 + 黑色喷塑 
 配线架塑料材质：PBT 工程塑料、PC 聚碳酸酯、
ABS 工程塑料 
 IDC 打线端子：磷青铜镀镍 
 镀金层厚度：50µm 
 配线架模块类型：6 口一体式模块 *4 组 
 接线端子类型：IDC 与 110 双用端子，可卡接
导体为 0.4 ～ 0.6mm 
 安装性：19 英寸标准机架式设备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 1*24 金
属理线板 
 安装方式：使用配线架包装内标配螺丝安装于
机架内 
 维护方式：打开机柜后门从背部进行维护 
 频率范围：0 ～ 150MHz 
 工作电压：125V 
 耐压：750V 
 插入损耗：0.4dB@100MHz 

 绝缘电阻：初始值≥ 100MΩ，恒定湿热试验
后≥ 100MΩ 
 插入力：≤ 20N 
 拔出力：≥ 20N 
 RJ45 卡接次数：≥ 1000 次 
 接线端子卡接次数：≥ 300 次
 使用温度： -20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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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配线架 . 六类屏蔽 .1U. 满配
一体式网络配线架

基础参数

性能超越了 ANSI/TIA-568 和 ISO/IEC 11801 对 6 类标准的规定
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安装，采用优质冷轧钢板，保证产品更高的机械强度
360°全屏蔽壳体屏蔽设计，有效防尘，整体接地套件保证可靠接地
每个模块单独线缆固定设计，让线缆更加牢固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 ANSI/TIA-568 YD/T 926.3

产品特点

配线架金属材质：全钢架结构 + 黑色喷塑 
配线架塑料材质：PBT 工程塑料、PC 聚碳酸酯、
ABS 工程塑料 
屏蔽层厚度：整体屏蔽盖板厚度 1.5mm 
IDC 打线端子：磷青铜镀镍 
镀金层厚度：50µm 
配线架模块类型：8 口一体式模块 *3 组
接线端子类型：IDC 与 110 双用端子，

可卡接导体为 0.4 ～ 0.6mm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 1*24 金属
理线板，并为每一根屏蔽电缆配备了金属电缆
夹 
频率范围：0 ～ 350MHz 
工作电压：125V 
耐压：750V 
插入损耗：0.4dB@100MHz 

绝缘电阻：初始值≥ 100MΩ，恒定湿热试验后
≥ 100MΩ 
连接器链接效果：50N 60±5s 
RJ45 卡接次数：≥ 1500 次 
接线端子卡接次数：≥ 300 次
使用温度： -20 ～ 70℃ 

铜配线架 . 非屏蔽 .1U. 角型空配
模块式配线架

基础参数

支持高密度数据中心应用中的 Cat.6A UTP 系统、Cat.6 UTP 系统、Cat.5e UTP 系统
标准 Keystone 接口尺寸，支持标准全系列非屏蔽数据插座 
自带 24 个标识，可选配多种颜色标识，易于区分端口功能 
配线架设计成从后面卡入安装连接器，使得安装更加简单，增加或修改更加迅速，符合 EIA-310-D 机架标准 
可选的线缆管理条附在配线架背面，提供了线缆管理并可减轻张力，维持合适的弯曲半径

产品特点

配线架材质：钢架底板结构 + 喷塑 
可安装模块数量：可安装 1-24 个 180 度非屏
蔽模块 
连接方式：从配线架背部直接卡接非屏蔽模块 
安装性：19 英寸标准机架式设备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鱼骨式金
属理线板 
安装方式：使用配线架包装内标配螺丝安装于
机架内 
维护方式：将机柜后门打开从背部进行维护 

安装高度：1U 
使用温度： -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铜配线架 . 屏蔽 .1U.24 口 . 空配
模块式配线架

支持高密度数据中心应用中的 Cat.6A FTP 系统、Cat.6 FTP 系统、Cat.5e FTP 系统
标准 Keystone 接口尺寸，支持 Basec 全系类屏蔽数据插座，含接地装置 
自带 24 个标识，可选配多种颜色标识，易于区分端口功能 
配线架设计成从后面卡入安装连接器，使得安装更加简单，增加或修改更加迅速，符合 EIA-310-D 机架标准 
可选的线缆管理条附在配线架背面，提供了线缆管理并可减轻张力，维持合适的弯曲半径

产品特点

基础参数
面板金属材质：钢架结构 + 喷塑 
可安装模块数量：可安装 1-24 个 180 度屏蔽模
块 
连接方式：从配线架背部直接卡接屏蔽模块 
安装性：19 英寸标准机架式设备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 1*24 理线
架 
安装方式：使用配线架包装内标配螺丝安装于机
架内 
维护方式：将机柜后门打开从背部进行维护 

安装高度：1U 
工作电压：125V 
耐压：750V 
使用温度： -4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铜配线架 . 非屏蔽 .1U. 空配
模块式配线架

基础参数

托架自带理线功能便于端接维护
19 寸机架式设备，标准 1U 高度，金属 + 塑料面板结构
24 口上下错位设计，既可以有效降低模块间的外部传音干扰，又可以避免配合 90 度模块使用时，因线 尾未切齐，造成模块之间的短路问题

产品特点

面板塑料材质：PC 聚碳酸酯、ABS 工程塑料 
面板金属材质：钢架底板结构 + 喷塑 
可安装模块数量：可安装 1-24 个 180 度模块 
连接方式：从配线架背部直接卡接信息模块 
安装性：19 英寸标准机架式设备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 1*24 折叠

式金属理线板
安装方式：使用配线架包装内标配螺丝安装于
机架内 
24 口上下错位设计，有效降低模块间的外部串
音干扰
匹配性：与超五类，六类、超六类非屏蔽模块

兼容 
安装高度：1U 
使用温度： -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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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配线架 . 屏蔽 .0.5U.24 口 . 空配
模块式配线架

基础参数

为高密度系统而设计的高端产品，在相同的点位下，最大限度为客户节省出更多的安装空间。
产品可安装 180 度非屏蔽模块，节省机柜空间，增大单柜端口密度。
适用于设备间的水平非屏蔽系统布线或设备端接， 以及集中点的互配端接。
坚固及易于安装的设计，减少安装与操作费用

产品特点

配线架材质 : 钢架底板结构 + 喷塑 
可安装模块数量：可安装 1-24 个 180 度模块 
连接方式：从配线架背部直接卡接信息模块 
安装性：19 英寸标准机架式设备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鱼骨式金

属理线板 
安装方式：使用配线架包装内标配螺丝安装于
机架内 
维护方式：将机柜后门打开从背部进行维护 
匹配性：与 180 度的超五类、六类、超六类非

屏蔽模块兼容 
安装高度：0.5U 
使用温度： -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铜配线架 . 屏蔽 .1U.48 口 . 空配
模块式配线架

基础参数

为高密度系统而设计的高端产品，在相同的空间下，可安装点位数量翻倍，最大限度为客户增加空间利用率。
产品可安装 180 度非屏蔽模块。
适用于设备间的水平非屏蔽系统布线或设备端接， 以及集中点的互配端接 ; 坚固及易于安装的设计，减少安装与操作费用

产品特点

配线架材质：钢架底板结构 + 电镀处理 
可安装模块数量：可安装 1-48 个 180 度模块 
连接方式：从配线架背部直接卡接信息模块 
安装性：19 英寸标准机架式设备 
配线架背部理线功能：配线架背部含鱼骨式金

属理线板 
安装方式：使用配线架包装内标配螺丝安装于
机架内 
维护方式：将机柜后门打开从背部进行维护 
匹配性：与 180 度的超五类、六类、超六类非

屏蔽模块兼容 
安装高度：1U 
使用温度： -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超五类带锁网络跳线（PVC/LSZH）
网络跳线

基础参数

采用多股导体结构，跳线柔软，易弯曲不易折断
水晶头压接簧片镀金，确保优异性能
渐变型受力原理的加长护套，防滑抗拉，保证一定的弯曲半径
RJ45 插头上设有带锁保护结构，具有防误拔、脱落功能，有效提供网络安全传输
每一根跳线都通过 Fluke 单体测试，保证 100% 产品合格
执行标准：ANSI/TIA 568；ISO/IEC 11801；IEEE 802.3at POE 和 POE+

产品特点

水晶头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跳线接头类型：注塑 RJ45 端子
- 注塑 RJ45 端子 
跳线线缆类型：24AWG 对绞芯线 （多股）

跳线线缆护套材质：PVC /LSZH
跳线线缆外径：5.4±0.3mm 
跳线线缆阻抗类型：100±15Ω 
连接方式：RJ45 端插接 RJ45 配线架 

跳线弯曲半径：≥ 4D(D：跳线外径 ) 
适用信号：超五类非屏蔽信道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六类带锁网络跳线（PVC/LSZH）
网络跳线

基础参数

采用多股导体结构，跳线柔软，易弯曲不易折断
水晶头压接簧片镀金，确保优异性能
渐变型受力原理的加长护套，防滑抗拉，保证一定的弯曲半径
RJ45 插头上设有带锁保护结构，具有防误拔、脱落功能，有效提供网络安全传输
每一根跳线都通过 Fluke 单体测试，保证 100% 产品合格
执行标准：ANSI/TIA 568；ISO/IEC 11801；IEEE 802.3at POE 和 POE+

产品特点

水晶头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水晶头屏蔽层材质：黄铜镀镍 
跳线接头类型：注塑 RJ45 端子 - 注塑 RJ45 端
子 
跳线线缆类型：26AWG 对绞芯线 （多股）

跳线线缆护套材质：PVC 
跳线线缆外径：6.2±0.2mm 
跳线线缆阻抗类型：100±15Ω 
连接方式：RJ45 端插接 RJ45 配线架 
跳线弯曲半径：≥ 8D(D：跳线外径 ) 

适用信号：六类非屏蔽信道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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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AWG 小外径网络跳线（PVC/LSZH）
网络跳线

基础参数

采用多股导体结构，跳线柔软，易弯曲不易折断
采用 28AWG，更细规格的导体，线径更小，更加柔软，更加易于管理
非屏蔽水晶头压接簧片 50μm 整体镀金，确保性能优异（过单体测试）
一体式注塑帽套预防弹片被弯折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 ANSI/TIA-568 YD/T 926.3

产品特点

水晶头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跳线接头类型：注塑 RJ45 端子
- 注塑 RJ45 端子 
跳线线缆类型：28AWG 对绞芯线（多股） 

跳线线缆外径：3.9±0.2mm 
跳线线缆阻抗类型：100±15Ω 
连接方式：RJ45 端插接 RJ45 配线架  
跳线弯曲半径：≥ 4D(D：跳线外径 ) 

适用信号：六类非屏蔽信道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28AWG 小外径屏蔽网络跳线（PVC/LSZH）
网络跳线

基础参数

采用多股导体结构，跳线柔软，易弯曲不易折断
采用 28AWG，更细规格的导体，线径更小，更加柔软，更加易于管理
非屏蔽水晶头压接簧片 50μm 整体镀金，确保性能优异（过单体测试）
一体式注塑帽套预防弹片被弯折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 ANSI/TIA-568 YD/T 926.3

产品特点

水晶头塑料材质：聚碳酸酯
水晶头屏蔽层材质：黄铜镀镍
水晶头金针材质：铜锡合金片
水晶头金针镀金：50u 镀金
跳线接头类型：注塑 RJ45 端子
- 注塑 RJ45 端子

跳线线缆类型：28AWG 多股铜导体
屏蔽类型：线对铝箔分屏蔽 + 编织总屏蔽
跳线线缆外径：5.6±0.2mm
跳线线缆阻抗类型：100±15Ω
连接方式：RJ45 端插接 RJ45 配线架
跳线弯曲半径：≥ 8D(D：跳线外径 )

产品测试：通过 fluke 同等单体标准测试（5 米
及以下单体测试、5 米以上链路
测试）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28AWG 小外径导航网络跳线
网络跳线

基础参数

数据中心高密度高速传输
端到端快速查找、LED 导航寻址 , 提升使用效率
采用多股导体结构，跳线柔软，易弯曲不易折断
采用 28AWG，更细规格的导体，线径更小，更加柔软，更加易于管理
水晶头压接簧片镀金，确保优异性能
LSZH 护套默认白色，燃烧等级符合 IEC60332-1
执行标准：ANSI/TIA 568；ISO/IEC 11801；IEEE 802.3at POE 和 POE+

产品特点

水晶头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跳线接头类型：非注塑 RJ45 端子
- 非注塑 RJ45 端子 
跳线线缆类型：28AWG 对绞芯线（多股） 

跳线线缆外径：3.9±0.2mm 
跳线线缆阻抗类型：100±15Ω 
连接方式：RJ45 端插接 RJ45 配线架  
跳线弯曲半径：≥ 4D(D：跳线外径 ) 

适用信号：六类非屏蔽信道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超六类非屏蔽网络跳线（PVC/LSZH）
网络跳线

基础参数

采用多股导体结构，跳线柔软，易弯曲不易折断
水晶头压接簧片镀金，确保优异性能
渐变型受力原理的加长护套，防滑抗拉，保证一定的弯曲半径
执行标准：ANSI/TIA 568；ISO/IEC 11801；IEEE 802.3at POE 和 POE+

产品特点

水晶头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跳线接头类型：注塑 RJ45 端子
- 注塑 RJ45 端子 
跳线线缆类型：26AWG 对绞芯线（多股）  

跳线线缆外径：5.8±0.2mm 
跳线线缆阻抗类型：100±15Ω 
连接方式：RJ45 端插接 RJ45 配线架  
跳线弯曲半径：≥ 4D(D：跳线外径 ) 

适用信号：超六类非屏蔽信道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568B
8P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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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类屏蔽网络跳线（PVC/LSZH）
网络跳线

基础参数

采用多股导体结构，跳线柔软，易弯曲不易折断
水晶头压接簧片镀金，确保优异性能
渐变型受力原理的加长护套，防滑抗拉，保证一定的弯曲半径
双层屏蔽线缆结构，适用于复杂的电磁环境
执行标准：ANSI/TIA 568；ISO/IEC 11801；IEEE 802.3at POE 和 POE+

产品特点

水晶头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水晶头屏蔽层材质：黄铜镀镍 
跳线接头类型：注塑 RJ45 端子
- 注塑 RJ45 端子 
跳线线缆类型：26AWG 对绞芯线 （多股）

屏蔽类型：4 对线整体铝箔屏蔽 + 编织屏蔽
跳线线缆外径：6.0±0.2mm 
跳线线缆阻抗类型：100±15Ω 
连接方式： RJ45 端插接 RJ45 配线架 
跳线弯曲半径：≥ 8D(D：跳线外径 ) 

适用信号：超六类屏蔽信道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六类低烟无卤阻燃网络跳线（GB/T 31247-B1）
网络跳线

基础参数

采用多股导体结构，跳线柔软，易弯曲不易折断
水晶头压接簧片镀金，确保优异性能
渐变型受力原理的加长护套，防滑抗拉，保证一定的弯曲半径
符合 UL 94V-0 标准；LSZH 护套，燃烧等级符合 GB/T 31247-B1 阻燃
执行标准：ANSI/TIA 568；ISO/IEC 11801；IEEE 802.3at POE 和 POE+

产品特点

水晶头塑料材质：聚碳酸酯（PC） 
水晶头屏蔽层材质：黄铜镀镍 
跳线接头类型：注塑 RJ45 端子
- 注塑 RJ45 端子 
跳线线缆类型：26AWG 对绞芯线 （多股）

跳线线缆护套材质：LSZH
跳线线缆外径：6.2±0.2mm 
跳线线缆阻抗类型：100±15Ω 
连接方式：RJ45 端插接 RJ45 配线架 
跳线弯曲半径：≥ 8D(D：跳线外径 ) 

适用信号：六类非屏蔽信道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85%（温度 85℃ ±3℃）

568B
8P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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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智能配线系统？

系统特点

智能配线系统（俗称电子配线架系统）就是将传统布线系统与智能管理紧密结合到

一起，在传统的配线架基础上集成了电子感应系统、LED 指示系统和核心管理单元，

将网络布线连接的架构及其变化自动传给系统管理软件，管理系统将收到的实时信

息进行处理，用户通过查询管理系统。

智能配线管理系统类型

DLS 型智能配线系统采用何种管理类

端口型管理技术

在配线架端口植入传感装置（微动开关或红外开关等）。
此装置能够感应跳线插入和拔出，并把这种端口的状态变
化感应信号通过控制设备快速反馈给用户端软件。
优点：
连接结构与常规配线架一样，以非常少的成本实现电子配
线架系统大部分功能 ; 无需智能跳线，采用普通跳线即可。
缺点：
只能辨别端口有无跳线插入，但不能辨别是哪条跳线插入；
只能在电子配线架端进行跳接，否则无法感知。

我们采用端口链路兼容型管理技术

原理：
采用链路型网络结构，但集成了端口型和纯链路型技术，即既在端口植入
感应装置又植入链路判断电路，既判断端口状态又判断链路对应关系
优点：
完美的电子配线架系统解决方案；
既实现链路型的性能又避免纯链路型结构的使用风险。

链路型管理技术

利用综合布线系统交叉连接结构，在两个配线架端口内植
入判断电路触点，通过特殊的智能跳线连接不同配线架的
两个端口判断电路触点从而形成回路来判断对应关系。
优点：
能判断关联端口的连接状态变化，即能辨别端口对应关系。
缺点：
成本高，风险大 ; 电子配线架系统必须采用交叉连接结构，
即配线架必须成对使用；必须依赖特殊的智能

爱谱华顿 DLS 类智能配线系统是一

套功能强大的电子配线系统，并且

能实现旧系统无缝升级，兼容单配

线架结构（端口型）和双配线架结

构（链路型），结合功能强大的客

户端软件，此产品是一款完美的智

能物理层管理系统。

智能
配线系统

Smart 
Cabling L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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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谱华顿 DLS 型
智能配线集中控制系统

系统图

系统介绍

爱谱华顿 DLS 型智能配线集中控制系统在每个配
线架上植入电子感应系统、LED 指示系统来实现本
地对配线架端口状态的判断，每个电子配线架通过 
DLS 型管理主机连接线与 DLS 型管理主机，接入到
以太网。

系统特点

爱谱华顿 DLS 型智能配线系统是业界少有的兼容端
口型管理模式和链路型管理模式的完善系统，即兼
容单配线架结构和双配线架结构，既能体现端口型
的经济实惠，也能突出链路型的强大功能，是一套 
360°全方位的智能化物理层管理系统。

DLS 型管理主机
DLS 型智能电子配线系统

基础参数
• DLS 型管理主机是 DLS 型智能配线系统的核心设备是沟通管理软件和电子配线架的桥梁，通过以太网或 CAN 总线向服务器汇报所管理的配线架端口信息。

• 管理主机与配线架的连接采用 D 型接口连接线连接，对所有配线架进行集中的控制管理，执行管理人员送来的工单，定期对所监控的端口发送检测信号，并

把结果返还给管理软件，如果发现与存储在内存中的信息不一致，马上通过端口指示灯报警，并通知服务器端管理软件做相应的处理。

• DLS 型智能配线系统标配产品，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产品配套计算选型后，安装使用。单个产品不单独出售，购买前请联系并咨询爱谱华顿综合布

线相关技术人员。

产品特点
标准 19”机柜安装，高度 1.5U，提供 6、12、24 个槽口规格
接口：10/100Mbps 以 太 网 接 口 一 个， 标 准 CAN 总线一组
接口：10/100Mbps 以 太 网 接 口 一 个， 标 准 CAN 总线一组

内置蜂鸣器报警装置
断电再启动，数据自动恢复
标准：GB/T 50311-2016

DLS 型管理主机连接线
DLS 型智能电子配线系统

基础参数
• 管理主机连接线用于 DLS 型管理主机和电子配线架之间的连接，是管理主机控制信号的传输通道，一根控制线占用管理主机一个窗口，对电子配线架进行集

中控制管理。

• DLS 型智能配线系统标配产品，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产品配套计算选型后，安装使用。单个产品不单独出售，购买前请联系并咨询爱谱华顿综合布

线相关技术人员。

产品特点
原厂一体化设计制造
D 型 14 芯结构，扁平牛头接口

D 型 14 芯结构，扁平牛头接口
标准：GB/T 503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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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S 型管理主机
DLS 型智能电子配线系统

产品特点

DLS 型非屏蔽智能空口配线架
DLS 型智能电子配线系统

基础参数
• DLS 智能配线架采用模块式设计，兼容爱谱华顿的各类超五类、六类及超六类模块，可方便从正面拆装和维护感应系统，带防尘盖和可拆卸后置横向理线器，

带 LED 指示灯，1U 高度集成了 24 个端口，可安装 4 个模组，每个模组可安装 1~6 个爱谱华顿品牌数据模块，从而实现对各种媒体接口的智能化管理；也可安

装最多 4 个 MPO 模组盒，实现对 MPO 模组盒中 LC 端口的智能化管理。

• DLS 型智能配线系统标配产品，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产品配套计算选型后，安装使用。单个产品不单独出售，购买前请联系并咨询爱谱华顿综合布

线相关技术人员。

基础参数
• DLS 型智能配线系统管理软件基于 B/S 结构设计，采用 SQL Server 数据库和 Windows 7 操作系统，此管理软件是整个 DLS 型智能配线系统主要的人机对话

媒介。

产品特点
标准 19”机柜安装，高度 1U，支持 24 个端口
可安装爱谱华顿品牌各类超五类、六类及超六类模块
采用普通跳线实现端口型管理
采用智能跳线实现链路型管理

背后有 14 芯 D 型接口，与网络扫描仪链接
后置横向理线器可管理 24 条线缆，且横向理线器可根据需求前后调节位置
标准：GB/T 50311-2016

DLS 型智能铜缆跳线
DLS 型智能电子配线系统

基础参数

产品特点
第九针提供用于配线架端口间连接状态的型号传输

采用多股跳线

触点材料为电镀 50 微英寸金镍的磷青铜

750 次以上插接，性能稳定

提供多种长度和颜色的选择

标准：GB/T 50311-2016

• 此跳线即为 DLS 型智能铜缆跳线，专门为 DLS 型智能配线架而设计。两端采用常规 8P8C 的 RJ45 接头，在两端水晶头顶部设计了额外智能探针，用于传导

电子配线架

链路型探测信号，兼容 IEC 所规定 RJ45 接头要求，完全兼容常规 RJ45 模块。

• 采用水晶头和线缆一体铸模工艺，性能稳定可靠，水晶头得到很好的保护，长尾翼设计很好的让跳线在使用时保持合适的弯曲弧度，更好保持性能。

• 提供超五类、六类、超六类等不同规格，不同长度、不同颜色可选

• LS 型智能配线系统标配产品，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相关产品配套计算选型后，安装使用。单个产品不单独出售，购买前请联系并咨询爱谱华顿综合布线

相关技术人员。

• 远程化管理
具备远程化管理功能，可远程登陆系统进行管理
• 记录自动生成
端口移动、增加、变化文档自动生成，操作记录自动保存，并可随意查询
• 机柜仿真
具备现场仿真功能，能够仿真现场机柜的配置和连接情况，形象直观
• 告警提示功能
外来入侵、端口脱离、线路破坏自动报警，通过蜂鸣器、LED 灯、软件提示
• 数据轻松导入导出
数据方便导出，初始数据通过电子表格自动导入

• 链路显示
可以对链路上的所有设备模拟实物显示并可进行管理，包括配线架、模块、
面板、跳线、甚至交换机等
• 资产统计管理
对整个物理链路上的设备作资产统计，包括设备名称、型号、采购日期、采
购金额、所属部门、放置位置等信息
• 电子地图
通过导入工位和隔断分布图，可实现对端口、链路的管理和导航



Fiber Optic Cable
光纤光缆

www.aipu-waton.com

45 光纤光缆  光纤光缆  46

Fiber Optic Cable
光纤光缆

www.aipu-waton.com

光纤
光缆

Fiber 
Optic Cable04

GJFJV/GJFJZ/GJFJH 型室内单模光缆
室内光缆

产品特点
采用紧套光纤，便于剥离使用；光缆具有良好光学 / 机械性能
非金属加强元件，使光缆有优异的抗拉性能
光缆重量轻，柔软程度高、弯曲半径小，适宜施工操作
光缆护套可选（低烟无卤、低烟无卤阻燃光缆 GB/31247-B1、UL 阻燃 OFNR/OFNP）
执行标准 :ISO/IEC 11801；ANSI/TIA-568；YD/T 1258.4

基础参数
护套材质：PVC/LSZH（黄色） 
光缆外径：4.7-6.3mm 
光缆重量：15.0-57.2kg/km 
涂层直径：245±7μm 包层直径：125±1.0μm 模
场直径：9.3±2.5μm 
纤芯颜色：蓝、橙、绿、棕、灰、白、红、、黄、
紫、粉红、青绿 
光纤类型：OS2 单模光纤
衰 减 系 数：@1310nm ≤ 0.36dB/km；

@1383nm ≤ 0.35dB/km；@1550 ≤ 0.22dB/
km；@1625nm ≤ 0.30dB/km 
光纤衰减不均匀性：≤ 0.05dB 
宏弯损耗：@（100 圈 30mm 直径）≤ 0.1dB 
敷设方式：室内穿管、桥架敷设 
敷设最小弯曲半径：动态弯曲半径≥ 20 倍光缆外
径 
                  静态弯曲半径≥ 10 倍光缆外径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800N （12 芯

以下指标）
使用拉力：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300N （12 芯
以下指标）
敷设压扁力：建议敷设时短期压扁力≤ 1000N（12
芯以下指标）
使用压扁力：建议使用时长期压扁力≤ 300N（12
芯以下指标）
施工温度：0 ～ 40℃ 
使用温度：-10 ～ 60℃ 

GJFJV/GJFJZ/GJFJH 型室内 OM4/OM5 万兆多模光缆
室内光缆

产品特点
采用紧套光纤，便于剥离使用；光缆具有良好光学 / 机械性能
非金属加强元件，使光缆有优异的抗拉性能
光缆重量轻，柔软程度高、弯曲半径小，适宜施工操作
光缆护套可选（低烟无卤、低烟无卤阻燃光缆 GB/31247-B1、UL 阻燃 OFNR/OFNP）
执行标准 :ISO/IEC 11801；ANSI/TIA-568；YD/T 1258.4

基础参数
护套材质：PVC/ LSZH（水绿色）
光缆外径：4.7-6.3mm 
光缆重量：15.0-57.2kg/km 
涂层直径：245±10μm 
包层直径：125±2.0μm 
纤芯直径：50±2.5μm 
纤芯颜色：蓝、橙、绿、棕、灰、白、红、黑、黄、
紫、粉红、青绿 
衰 减 ： @ 8 5 0 n m ≤ 3 . 5 0 d B / k m ；
@1300 ≤ 2.20dB/km 

光纤类型：OM4/OM5 多模光纤
10Gbps 应用距离 : ≤ 550 米；
光纤衰减不均匀性：≤ 0.1dB 
宏弯损耗：@（100 圈 75mm 直径）≤ 0.50dB 
敷设方式：室内穿管、桥架敷设 
敷设最小弯曲半径：动态弯曲半径≥ 20 倍光缆外
径 
                      静态弯曲半径≥ 10 倍光缆外径 
敷设拉力：建议敷设时短期拉力≤ 800N （12 芯
以下指标）

使用拉力： 建议使用时长期拉力≤ 300N）（12
芯以下指标） 
敷设压扁力：建议敷设时短期压扁力≤ 1000N （12
芯以下指标）
使用压扁力：建议使用时长期压扁力≤ 300N （12
芯以下指标）
施工温度：0 ～ 40℃ 
使用温度：-10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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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TS/GYTZS 型室外光缆（可选 GB/31247-B2）
室外光缆

产品特点
PBT 松套管材料具有良好的耐水解性能，管内充以特种油膏，对光纤进行保护
钢 - 聚乙烯护套具有优良的抗压性能光滑的外护套使光缆在安装中可以有更小的摩擦系数
采用下列措施来确保光缆的防水性能：松套管内填充特种防水化合物；完全缆芯填充、钢塑复合带防潮层。
敷设方式：管道、非自承式架空适用，进局、槽道、电缆沟可用
执行标准：YD/T901，ISO/IEC 11801，ANSI/TIA -568

基础参数
纤 规 格：B1.3，A1b（OM1），A1a.1（OM2），
A1a.2（OM3），A1a.3（OM4）
衰 减 ＠ 20 ℃（dB/Km）： ＠ 1310 ≤ 0.36，
＠ 1550 ≤ 0.22/ ＠ 850 ≤ 3.0，＠ 1300 ≤ 1.0
光纤芯数：2-144 芯
加强件 : 磷化圆钢丝

光缆加强件：中心单根高强度磷化钢丝 
钢丝直径：1.0mm 
铠装层：双面镀铬涂塑钢带（PSP）纵包
护套：钢 - 聚乙烯粘结护套，MDPE，黑色
允许拉伸力：长期：600N，短期：1500N
允 许 压 扁 力： 长 期：300N/100mm， 短 期：

1000N/100mm
最小弯曲半径：动态：20D，静态：10D
敷设方式：管道、非自承式架空
温度范围：贮运时 -40℃～ +60℃，安装敷设时：
＞ -15℃

GYTA53 型室外光缆
室外光缆

产品特点
精确控制光纤的余长保证了光缆具有很好的抗拉性能和温度特性
PBT 松套管材料具有良好的耐水解性能，管内充以特种油膏，
对光纤进行保护
光滑的外护套使光缆在安装中可以有更小的摩擦系数
采用下列措施来确保光缆的防水性能：松套管内填充特种防水化合物

完全缆芯填充；涂塑铝带、钢带防潮层
敷设方式：直埋
执行标准：YD/T901，ISO/IEC 11801，ANSI/TIA -568

基础参数
光纤规格：B1.3，A1b（OM1），A1a.1（OM2），
A1a.2（OM3），A1a.3（OM4）
衰 减 ＠ 20 ℃（dB/Km）： ＠ 1310 ≤ 0.36，
＠ 1550 ≤ 0.22/ ＠ 850 ≤ 3.0，＠ 1300 ≤ 1.0
光纤芯数：2-144 芯
加强件 : 磷化圆钢丝

钢丝直径：1.0mm 
铠装：双面涂塑薄膜铝带（APL）纵包 + 聚乙烯（PE）
内护套 + 双面镀铬涂塑钢带（PSP）纵包 
护套：铝 - 聚乙烯粘结护套，MDPE，黑色
外护套：钢 - 聚乙烯粘结护套，MDPE，黑色
允许拉伸力：长期：1000N，短期：3000N

允 许 压 扁 力： 长 期：1000N/100mm， 短 期：
3000N/100mm
最小弯曲半径：动态：25D，静态：12.5D
温度范围：贮运时 -40℃～ +60℃，安装敷设时：
＞ -15℃

GYTA04 型室外防鼠蚁光缆
室外光缆

产品特点
精确控制光纤的余长保证了光缆具有很好的抗拉性能和温度特性
PBT 松套管材料具有良好的耐水解性能，管内充以特种油膏，对光纤进行保护
光滑的外护套使光缆在安装中可以有更小的摩擦系数
尼龙护套具有较高的强度、刚性、和良好的韧性及耐磨性，是良好的防鼠材料
采用下列措施来确保光缆的防水性能：松套管内填充特种防水化合物；完全缆芯填充；
涂塑钢带防潮层

基础参数
光纤规格：B1.3，A1b（OM1），A1a.1（OM2），
A1a.2（OM3），A1a.3（OM4）
衰 减 ＠ 20 ℃（dB/Km）： ＠ 1310 ≤ 0.36，
＠ 1550 ≤ 0.22/ ＠ 850 ≤ 3.0，＠ 1300 ≤ 1.0
光纤芯数：2-144 芯
加强件 : 磷化圆钢丝

光缆加强件：中心单根高强度磷化钢丝 
钢丝直径：1.0mm 
铠装层：双面镀铬涂塑铝带（PSP）纵包 + 尼龙护
套
护套：钢 - 聚乙烯粘结护套，MDPE，黑色
允许拉伸力：长期：600N，短期：1500N

允 许 压 扁 力： 长 期：300N/100mm， 短 期：
1000N/100mm
最小弯曲半径：动态：20D，静态：10D
敷设方式：管道、非自承式架空
温度范围：贮运时 -40℃～ +60℃，安装敷设时：
＞ -15℃

使用环境
直埋、防鼠、防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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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包括端到端的全系列光纤预端接光纤产品，特点如下：

• 该系统由预端接主干光缆、预端接延伸光缆、分支光缆、转接模块、预端接箱体及预端接箱体配件产品组成。
• 选用进口高品质的 12 芯及 24 芯 MPO 系列连接器，提供标准损耗及超低损耗两种产品选择。
• 提供 OM3/OM4/OS2 全系列高品质光纤光缆及组件，完美满足各类型光模块
对于传输介质的要求。
• 按照项目设计需求提供低烟无卤、阻燃等光缆护套选择。
• 为用户提供标准 1U96 芯预端接箱体和高密度 1U144 芯预端接箱体
两种方案，用户可根据项目应用按需选择灵活的布线组网方式。
• 预端接箱体及配件采用实用而可靠的工业设计，确保用户可快速、
灵活完成设备上线使用及交付。
• 预端接光缆及组件产品工厂预制，100% 进行出厂测试并提供出厂测试报告
（常规光学性能测试与 3D 测试），具备完备的产品应用追溯措施，为项目成功实施保驾护航。

针对目前通信行业 10G/40G 乃至 100G 高速网络应用挑战，
爱谱华顿为用户推出高品质的预端接光缆布线系统产品。

高密度光缆布线解决方案
High Density Optical Wiring Solution

MPO
预端接系统05 High Density 

Optic Fiber 
Cable Solution(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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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布线基本结构图

高密度光缆布线系统关键参数 - 连接器技术指标

多模 单模

插入损耗
MPO

 单纤最大 : 0.35dB ( 低损耗 ) 单纤最大 : 0.35dB ( 低损耗 ) 
单纤最大 : 0.60dB ( 标准损耗 ) 单纤最大 : 0.75dB (G 级 )

LC
最大 : 0.10dB ( 低损耗 ) 最大 : 0.30dB

最大 : 0.15dB( 标准损耗 )

回波损耗
MPO  >20dB >60dB(8° Angle Polish)

LC >30dB >50dB (UPC)；>60dB (APC)

机械性能
MPO <0.2dB , 200 次对接

LC <0.2dB , 500 次对接

环境性能
工作温度 -20 ～ +60 ℃
储存温度 -40 ～ +70 ℃
安装温度 -5 ～ +50 ℃

预端接光缆极性选型

A 级性 B 级性 C 级性
• 适用于数据中心的高密度应用，提供 8 芯～ 144 芯的光纤连接。
• 使用进口高品质 MPO/MPO 连接器，单个 12 芯推拉式连接器。
• 一端 MPO 连接器带导针，通过 MPO 适配器面板与主干光缆连接。
• 另一端 MPO 连接器不带导针，与模块盒或分支跳线连接。
• 光缆长度按照项目的应用要求定制。
• 小型化金属分支保护器，使光缆布放更简单安全，又保证美观。
• 预端接光缆在线槽内可达到 450N 的抗拉力。
• 光缆可选择不同防火等级的材料，如 LSZH,OFNR,OFNP 等，可根据要求定制。

• MDA-HDA 布线。
• 配线架到配线架，模块到模块。
• 模块到直装面板。
• 标准：YD/T 1272 TIA 568.2-D

• 标准：IEC61754-7 TIA/EIA-604-5
• 定制说明：标准损耗 / 低损耗、A/B/C 极性、OM3/OM4/OS2 光纤、米数、
护套类型均可选。

• 适用于数据中心的高密度应用，提供 8 芯～ 144 芯的光纤连接。

• 使用进口高品质 MPO/MPO 连接器，单个 12 芯推拉式连接器。

• 光缆长度按照项目的应用要求定制。

• 小型化金属分支保护器，使光缆布放更简单安全，又保证美观。

• 预端接光缆在线槽内可达到 450N 的抗拉力。

• 光缆可选择不同防火等级的材料，如 LSZH,OFNR,OFNP 等，可根据要求定制。

MPO-MPO 主干光缆
MPO 产品

简介

产品特性

MPO-MPO 主干延伸光缆
MPO 产品

简介

产品特点
• MDA-HDA 布线。
• HDA 至 EDA，HDA 至 ZDA，ZDA 至 EDA 的链路延伸。
• 标准：YD/T 1272 TIA 568.2-D

• 标准：IEC61754-7 TIA/EIA-604-5
• 定制说明：标准损耗 / 低损耗、A/B/C 极性、OM3/OM4/OS2 光纤、米数、
护套类型均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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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 19 英寸机柜或机架。
• 支持 10G/40G/100G 系统布线要求。
• 成品尺寸：482.6X255.9X43.6mm。
• 1U 最高 96 芯 LC。
• 模块盒采用免螺丝安装方式，卡接牢固，拔取方便。
• 配备多种转接模块及适配器面板，满足多种布线需求。

• 专用于爱谱华顿高密度预端接光纤配线箱。
• 用于主干光缆与跳线之间的跳接。
• 标准：YD/T 1272 TIA 568.2-D

• 标准：IEC61754-7 TIA/EIA-604-5
• 定制说明：标准损耗 / 低损耗、A/B/C 极性、OM3/OM4/OS2 光纤可选。

• 将 1 个 12 芯 MPO(M) 转接至 LC 双工连接器。
• 前面板装配 LC 双工适配器，后面板装配 MPO 适配器。
• 1U 高密度箱体支持 12 个转接模块，最大支持 144 芯 LC 连接。
• 模块盒采用通用极性，即插即用。
• 模块盒采用轻质化一体式注塑塑料外壳，可有效保护盒内光纤部件。
• 端口号标识与线序标贴，可有效识别光纤路径，便于安装维护。
• 采用免螺丝拆卸快速安装方式，兼顾卡接牢固与拉取便利。

高密度预端接光纤箱用 MPO-LC 转接模块
MPO 产品

简介

产品特性

标准预端接光纤配线箱
MPO 产品

简介

产品特点
• 用于预端接光纤配线管理。
• 标准：YD/T 1272 TIA 568.2-D
• 标准：IEC61754-7 TIA/EIA-604-5

• 定制说明：标准损耗 / 低损耗、A/B/C 极性、OM3/OM4/OS2 光纤、米数、
护套类型均可选。

• 将 1 个或 2 个 12 芯 MPO(M) 转接至 LC 双工连接器。
• 前面板装配 LC 双工适配器，后面板装配 MPO 适配器。
• 1U 标准箱体支持 4 个转接模块，最大支持 96 芯 LC 连接。
• 模块盒采用通用极性，即插即用。
• 模块盒采用轻质化一体式注塑塑料外壳，可有效保护盒内光纤部件。
• 端口号标识与线序标贴，可有效识别光纤路径，便于安装维护。
• 采用免螺丝拆卸快速安装方式，兼顾卡接牢固与拉取便利。

标准箱体用 MPO-LC 转接模块
MPO 产品

简介

产品特点
• 专用于爱谱华顿标准预端接光纤配线箱。
• 用于主干光缆与跳线之间的跳接。
• 标准：YD/T 1272 TIA 568.2-D

• 标准：IEC61754-7 TIA/EIA-604-5
• 定制说明：标准损耗 / 低损耗、A/B/C 极性、OM3/OM4/OS2 光纤可选。

• 用于 ZDA 的水平布线。
• 用于主干光缆与网络设备的连接。
• 标准：YD/T 1272 TIA 568.2-D

• 标准：IEC61754-7 TIA/EIA-604-5
• 定制说明：标准损耗 / 低损耗、A/B/C 极性、OM3/OM4/OS2 光纤、米数、
护套类型均可选。

• 12 芯 ~24 芯 MPO(M) 转接 LC 双工连接器。
• 金属小型化分支保护器，独创内部压接技术，安全可靠且美观。
• LC 端每根分支带有号码管识别，方便安装维护。
• 提供夹板式双工 LC 或集成式双工 LC，按需定制。
• 线缆与分支长度可定制，确保与网络设备端口的匹配与对接。
• 光缆长度按照项目的应用要求定制。
• 光缆可选择不同防火等级的材料，如 LSZH,OFNR,OFNP 等，可根据要求定制。

MPO-LC 分支光缆
MPO 产品

简介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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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高密度预端接光纤配线管理。
• 标准：YD/T 1272 TIA 568.2-D
• 标准：IEC61754-7 TIA/EIA-604-5

• 定制说明：标准损耗 / 低损耗、A/B/C 极性、OM3/OM4/OS2 光纤、米数、
护套类型均可选。

• 适用于 19 英寸机柜或机架。
• 支持 10G/40G/100G 系统布线要求。
• 成品尺寸：482.6X384X44.3mm。
• 1U 最高 144 芯 LC。
• 模块盒采用免螺丝安装方式，卡接牢固，拔取方便。
• 配备多种转接模块及适配器面板，满足多种布线需求。

高密度预端接光纤配线箱
MPO 产品

简介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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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
配线

Optical 
Fiber Wiring06

尾纤（OS2/OM3/OM4）
光纤配线

产品特点
依据工业标准出厂前 100% 光学测试，确保可靠性 
低插入损耗，高回波损耗，性能优于业界标准的要求 
高质量陶瓷插芯，插入损耗低，耐久性好

各种长度、多种类型的光纤跳线可供选择及定制
重复性、互换性好，光学特性稳定
标准：YD/T1272，ISO/IEC 11801，ANSI/TIA-568-

依据工业标准出厂前 100% 光学测试，确保可靠性 
低插入损耗，高回波损耗，性能优于业界标准的要求 
高质量陶瓷插芯，插入损耗低，耐久性好

各种长度、多种类型的光纤跳线可供选择及定制
重复性、互换性好，光学特性稳定
标准：YD/T1272，ISO/IEC 11801，ANSI/TIA-568-

基础参数
光纤尾纤端子类型：FC/LC/SC/ST
纤芯类型：OS2/OM3/OM4
连接器插针类型：陶瓷 
插针端面：UPC 端面 
品牌化尾套设计，便于用户识别快速原装正品 
连接器插入损耗：≤ 0.3dB/ 每接口  
连接器回波损耗：单模≥ 50dB，多模≥ 20dB  

重复性：≤ 0.1dB 互换性：≤ 0.1dB 
拔插次数：≥ 1000 次 
线缆外径：2.0/3.0mm
护套材质：PVC /LSZH
护套颜色：多模 OM1/OM2 橙色，单模 OS2 黄色，
万兆多模 OM3/OM4 水绿色 
长度：多模和单模 1.5 米、万兆多模 1 米，可定制

其他长度 
使用弯曲半径：建议使用弯曲半径 >10 倍跳线外
径 
工作温度：-20 ～ +60℃ 
储存温度：-20 ～ +60℃ 

6 芯 /12 芯束状尾纤
光纤配线

产品特点

基础参数
光纤尾纤端子类型：FC/LC/SC/ST
纤芯类型：OS2/OM3/OM4
连接器插针类型：陶瓷 
插针端面：UPC 端面 
品牌化尾套设计，便于用户识别快速原装正品 
连接器插入损耗：≤ 0.3dB/ 每接口  
连接器回波损耗：单模≥ 50dB，多模≥ 20dB  

重复性：≤ 0.1dB 互换性：≤ 0.1dB 
拔插次数：≥ 1000 次 
线缆外径：2.0/3.0mm
护套材质：PVC /LSZH
护套颜色：多模 OM1/OM2 橙色，单模 OS2 黄色，
万兆多模 OM3/OM4 水绿色 
长度：多模和单模 1.5 米、万兆多模 1 米，可定制

其他长度 
使用弯曲半径：建议使用弯曲半径 >10 倍跳线外
径 
工作温度：-20 ～ +60℃ 
储存温度：-20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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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跳线（FC/LC/SC/ST）
光纤配线

单芯单模 双芯单模

单芯万兆多模 双芯万兆多模

产品特点

基础参数
纤芯类型：OS2/OM1/OM2/OM3/OM4 
连接器插针类型：陶瓷 
插针端面：UPC 端面 
品牌化尾套设计，便于用户识别快速原装正品 
连接器插入损耗：≤ 0.3dB/ 每接口 
连接器回波损耗：单模≥ 50dB，多模≥ 20dB  

重复性：≤ 0.1dB 
互换性：≤ 0.1dB 
拔插次数：≥ 1000 次 
线缆外径：3.0mm（单芯）、2*3.0mm（双芯）
护套材质：PVC /LSZH
护套颜色：多模 OM1/OM2 橙色，单模 OS2 黄色，

万兆多模 OM3/OM4 水绿色 
长度：多模和单模 3 米、万兆多模 2 米（可定制
其他长度） 
使用弯曲半径：建议使用弯曲半径 >10 倍跳线外
径 
工作温度：-20 ～ +60℃ 

光纤配线架 .1U.12/24 口 . 熔纤型 . 抽屉式
光纤配线架

产品特点

基础参数
产品规格：抽屉式光纤配线架 12 口 /24 口可选
产品尺寸：L430*W327*H43.6
光纤配线架材质：优质冷轧钢板 + 黑色喷塑
钢板厚度：1.0mm   安装高度：1U 
法兰架材质：优质塑料 

配线架安装方式：使用包装内标配安装支架安装
于 19 英寸机架内 
随包装配件：光纤外箱 x1+ 机柜安装耳朵 x2+ 热
熔缩管 x12/24+ 过线夹 x2+ 进线接头 x2+ 扎带
安装温度：0~40℃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 85%（温度 85℃ ±3℃）

产品特点

基础参数
产品规格：旋转式光纤配线架 12 口 /24 口可选
产品尺寸：L430*W327*H43.6
光纤配线架材质：优质冷轧钢板 + 黑色喷塑
钢板厚度：1.0mm   安装高度：1U 

法兰架材质：优质塑料 
配线架安装方式：使用包装内标配安装支架安装
于 19 英寸机架内 
随包装配件：光纤外箱 x1+ 机柜安装耳朵 x2+ 热

熔缩管 x12/24+ 过线夹 x2+ 热缩管 x1+ 扎带
安装温度：0~40℃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 85%（温度 85℃ ±3℃）

基础参数
光纤配线架尺寸：按照实际尺寸
光纤配线架材质：优质冷轧钢板 + 铝板上盖 + 黑
色磨砂喷塑 RAL9005
钢板厚度：1.0mm   安装高度：1U/2U/3U 

配线架安装方式：使用包装内标配安装支架安装
于 19 英寸机架内 
随包装配件：配线架外箱 x1+ 扎带 x6+ 魔术粘扣
带 x6+ 理线环 x2+ 热缩管 *N

安装温度：0~40℃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 85%（温度 85℃ ±3℃）

依据工业标准出厂前 100% 光学测试，确保可靠性 
低插入损耗，高回波损耗，性能优于业界标准的要求 
高质量陶瓷插芯，插入损耗低，耐久性好
各种长度、多种类型的光纤跳线可供选择及定制

重复性、互换性好，光学特性稳定
可选铠装光纤跳线、低烟无卤阻燃光纤跳线满足 GB/31247-B1
标准：YD/T1272，ISO/IEC 11801，ANSI/TIA-568-

标准 19″机架式安装方式
精良的设计为光缆端接和光纤适配器的安装提供可靠的保护
进出光纤方便灵活，有充裕的光纤盘存空间
背面多个光缆固定位置，使进纤方便灵活，便于光缆开剥保护

安装使用简单：所有适配器通过卡装即可完成，无需拧适配器的螺丝
适配器通用性强：可装 ST、SC、FC、LC。
标准：YD/T778，ISO/IEC 11801，ANSI/TIA -568-C.3

标准 19″机架式安装方式
精良的设计为光缆端接和光纤适配器的安装提供可靠的保护
进出光纤方便灵活，有充裕的光纤盘存空间
背面多个光缆固定位置，使进纤方便灵活，便于光缆开剥保护

安装使用简单：所有适配器通过卡装即可完成，无需拧适配器的螺丝
适配器通用性强：可装 ST、SC、FC、LC。
标准：YD/T778，ISO/IEC 11801，ANSI/TIA -568-C.3

光纤配线架 .1U.12/24 口 . 熔纤型 . 旋转式
光纤配线架

光纤配线架 .1U.96 芯 . 熔纤型 . 固定式
高密度光纤配线架

产品特点
标准 19″机架式安装方式
1U 最高 96 芯、2U 最高 192 芯、3U 最高 288 芯
进出光纤方便灵活，有充裕的光纤盘存空间
快捷、无螺丝、模块化集中设计、提高高密度熔纤能力
标准：YD/T778，ISO/IEC 11801，ANSI/TIA -568-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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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芯 LC 预端接模块盒 (OS2. 满配 )
高密度光纤配线架

基础参数
24 芯 LC 预端接模块盒 (OS2. 满配 )
塑料材质：PBT 工程塑料、PC 聚碳酸酯、ABS 工程塑料
模块盒采用免螺丝安装方式，卡接牢固，拔取方便
转接盒安装方式：卡接 

随包装配件：满配适配器及尾纤
安装温度：0~40℃  
使用温度：-20 ～ 70℃  
湿度：≤ 85%（温度 85℃ ±3℃）  

耦合器
耦合器

产品特点

基础参数
耦合器套管材料：高强度高密度氧化锆套管 
插入损耗：≤ 0.3dB/ 每接口  
重复性：≤ 0.2dB 
互换性：≤ 0.1dB 

拔插次数：≥ 1000 次 
工作温度：-20 ～ +60℃ 
储存温度：-20 ～ +60℃ 

选用进口陶瓷的法兰盘来连接光纤接口，陶瓷类型高强度高密度氧化锆套管。
耦合器主要用于光纤配线、光纤设备连接等场合，常规可提供 SC/ST/FC/LC 四种光纤连
接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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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 网络分为三个部分组成

  OLT（Optical Line Terminal）布放与局端机房侧，用于 PON 终端的汇聚设备；
  ODN（Optical Distribution Unit）全无源的光纤线路，用于连接 OLT 和 ONU。主要部件是光纤光缆，分光器，ODF 等；
  ONU（Optical Network Unit）布放于用户侧的终端设备，房间、办公桌，楼道等区域，为用户提供各类接口。

什么是 PON 网络？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无源光网络，基于全光接入的一种点到多点（P2MP）一种技术，定位在二层接入。

PON 技术的演进路线

POL 基本概念

POL 无源光局域网
(Passive Optical 
LAN) 是 以 PON 技
术为基础演化的园
区局域网络，通过
光纤为用户提供融
合的数据、语音、
视频以及各类网络
服务。

全光网
产品

POL 
Product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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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全光园区网络架构

POL 网络特点优势

POL 在经过对相应园区业务的适配后，确保了更好的服务于客户网络业务需要。
通过 POL 方案，园区用户将数据、语音、智能化和无线接入等不同的系统汇聚在一张网络中，具备其他技术不可比拟的优势。

• OLT 是遵循 IEEE802.3ah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行业标准（YD/T 1475-2006）的高密度机架式 OLT 设备，全面支持 CTC2.1/3.0 标准，自动发现和兼容各厂商
ONU，可组建高效的 EPON 解决方案。
• EPON 系列 OLT 支持 1.25Gbps 的 PON 传输速率，高效的带宽利用率和以太网业务支持能力帮助运营商为他们的用户提供可靠的业务质量保证。 
• 高达 1:64 的分光比，支持不同类型 ONU 的混和组网，使得运营商的投资做到最小化。
• OLT 采用业界先进的技术，在以太网业务上具有强大的功能和 QoS 保证，支持 SLA 和 DBA。

• 支持 4/8/16 个 EPON PON 接口
• 支持 4 个千兆光电复用接口
• 支持冗余双电源、热拔插

• 支持 4 个千兆 SFP 光接口
• 支持 4 个万兆 SFP+ 光接口
• 标准 1U 高度、19 英寸机架式

• 支持 4/8/16 个 GPON PON 接口
• 支持 4 个千兆光电复用接口
• 支持冗余双电源、热拔插

• 支持 4 个千兆 SFP 光接口
• 支持 4 个万兆 SFP+ 光接口
• 标准 1U 高度、19 英寸机架式

• OLT 是遵循 IEEE802.3ah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行业标准（YD/T 1475-2006）的高密度机架式 OLT 设备，全面支持 CTC2.1/3.0 标准，自动发现和兼容各厂商
ONU，可组建高效的 GPON 解决方案。
• GPON 系列 OLT 支持 2.5Gbps 的 PON 传输速率，高效的带宽利用率和以太网业务支持能力帮助运营商为他们的用户提供可靠的业务质量保证。 
高达 1:64 的分光比，支持不同类型 ONU 的混和组网，使得运营商的投资做到最小化。
• OLT 采用业界先进的技术，在以太网业务上具有强大的功能和 QoS 保证，支持 SLA 和 DBA。

EPON OLT 系列产品
无源 POL 全光网产品

简介

产品特性

GPON OLT 系列产品
无源 POL 全光网产品

简介

产品特点

IEEE802.3ah
YD/T 1475-2006

支持 CTC 标准 2.1/3.0

标准

IEEE802.3ah
YD/T 1475-2006

支持 CTC 标准
2.1/3.0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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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器系列产品
无源 POL 全光网产品

•1 分 4 分光器，盒式封装 
•1 分 8 分光器，盒式封装

•  1 个 SCPC IN 接口、4 个 SCPC OUT 接口
•  1 个 SCPC IN 接口、8 个 SCPC OUT 接口

产品特性

分光器系列产品
无源 POL 全光网产品

• 1 分 4 分光器，机箱式封装
•  1 分 8 分光器，机箱式封装

•  1 个 SCPC IN 接口、4 个 SCPC OUT 接口
•  1 个 SCPC IN 接口、8 个 SCPC OUT 接口

产品特点
• 面向多业务融合性网络推出的智能化 ONU 终端产品。该产品遵循 ITU-T G.9844/988 国际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行业标准《接入网技术 -- 吉比特无源光网络》，
以及中国电信 EPON/GPON 设备技术要求 CTC2.0，具备良好的互通性和操作性，可实现与业界主流厂商 OLT 设备的互连互通。

• 支持 8 个 10GEPON PON 接口
• 支持 4 个千兆 RJ45 电接口 • 
• 支持冗余双电源、热拔插
• 标准 1U 高度、19 英寸机架式

• 支持 4 个千兆 SFP 光接口 
• 支持 4 个万兆 SFP+ 光接口
• 全面兼容 EPON ONU

• 下行 1.25/2.5Gbps/ 上行 1.25/2.5Gbps 传输速率
• 光接口类型：SC/UPC
• 发送光功率：0.5~5dBm 
• SC/APC 接口只能接 SC/APC 尾纤，SC/PC 接口只能接 SC/PC 尾纤

• 网络覆盖半径 : 20 公里
• 接收灵敏度 : ≤ -28dBm
• 安全性 : ONU 认证机制
• 安全性 : ONU 认证机制

 • OLT 是遵循 IEEE802.3ah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行业标准（YD/T 1475-2006）的高密度机架式 OLT 设备，全面支持 CTC2.1/3.0 标准，自动发现和兼容各厂
商 ONU，可组建高效的 10GPON 解决方案。
 • 10GPON 系列 OLT 支持 10Gbps 的 PON 传输速率，高效的带宽利用率和以太网业务支持能力帮助运营商为他们的用户提供可靠的业务质量保证。 
 • 高达 1:64 的分光比，支持不同类型 ONU 的混和组网，使得运营商的投资做到最小化。
 • OLT 采用业界先进的技术，在以太网业务上具有强大的功能和 QoS 保证，支持 SLA 和 DBA。

10GPON OLT 系列产品
无源 POL 全光网产品

简介

产品特性

EPON/GPON 全场景 ONU 系列产品
无源 POL 全光网产品

简介

产品特点

IEEE802.3ah
YD/T 1475-2006

支持 CTC 标准
2.1/3.0

标准

ITU-T G.984/G.988
IEEE 802.1D, Spanning 

Tree
IEEE 802.1Q, VLAN
IEEE 802.1w, RSTP

ITU-T Y.1291

标准

 盒式分光器产品

机箱式
分光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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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网管平台模块类产品

Network PlatformModules

EPON OLT PON
模块
 GSFP-OLT-20+，SFP 封装
(EPON-OLT 模块，PX20+ 标准）

 GSFP-OLT-20++，SFP 封装
(EPON-OLT 模块，PX20++ 标准）

GPON OLT PON
模块 

 GSFP-OLT-C+，SFP 封装
(GPON-OLT 模块，Class C+ 标准）

 GSFP-OLT-C++，SFP 封装
(GPON-OLT 模块，Class C++ 标准）

OLT-XFP-A，XFP 封装
(10GEPON-OLT 非对称模块，PRX30 标准）

OLT-XFP-S，XFP 封装
(10GEPON-OLT 对称模块，PR30 标准）

EPON OLT PON
模块

订货信息 / Order Informaiton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单位

AP-P-OLT-PON PON 光模块 GSFP-OLT-20++，SFP 封装 PCS

AP-GP-OLT-PON PON 光模块 GSFP-OLT-C++，SFP 封装 PCS

AP-10GP-OLT-PON PON 光模块 OLT-XFP-S，XFP 封装 PCS 

产品线全覆盖 : 路由器、
交 换 机、PON 产 品、 工
业交换机、无线产品。

产品统一管控

通过网络管理软件可方
便地管理网络上的全部
设备。

全网络综合管理

支 持 通 过 SNMP 协 议 定
制开发、管理异厂商网
络设备。

异厂商产品定制管控

交换机

路由器 工业交换机

PON 产品

无线产品

综合网管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