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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兆龙

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拥有二十多年线缆行业研发制造经验。是线缆行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国家标准起草

单位，上海电缆研究所科研生产基地，是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协会和中国机器人协会的全权会员。

公司二十多年来坚持自主创新，年均投入研发费用占利润的 30%以上，与上海电缆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电科集团第 23 研究所等

科研院校广泛开展研发合作。起草制定国家标准 6项，拥有近 30项国家专利。拥有全球领先的研发中心，具备齐全的机械性能、电气性能、

光学性能、阻燃性能、环保性能、可靠性测试、系统匹配性测试、环保测试等性能的研究与试验功能，为产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公司紧

跟技术变革，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产品涵盖通讯与数据中心、工业与医疗、高端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等各个领域，产品规格达 10000 多种。

已建成全球领先的信息及控制线缆制造基地，占地约 75000 平方米，厂房面积 55000 平方米，二期规划厂房面积 50000 平方米。年

产各类线缆 300多万公里。

公司已通过 ISO9001、ISO14001、OHSAS 18001管理体系，拥有 TLC、UL、ETL、Delta、CPR、cc-Link、 EtherCAT、 PI、 CCC 、

RoHs、Reach等国内外权威的行业机构的多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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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布线系统概述

1．系统概述
所谓综合布线系统，是一种集成化通用传输系统；采用标准化的光纤和铜缆，为语音、数据、图像、部分控制信号系统以及供电系统

（PoE）提供一套实用、灵活、可扩展的模块化通道。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为智能建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物理传输介质，是智能建筑的

基石，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智能建筑的优劣。

2．系统特性
（1）实用性：布线系统应满足语音、数据、图像、控制信号的传输要求

（2）灵活性：布线系统能满足各种应用的要求，如电话、电脑、传感器、监控设备等

（3）可靠性：布线系统性能应是高性能的信息通道，保持相互间不交叉干扰，从而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

（4）先进性：布线系统满足当前主流应用的同时，应满足未来网络的平滑升级

（5）通用性：布线系统对符合标准的各种计算机和网络拓扑结构均能适应，对不同的传输速度要求均能适应

（6）经济性：布线系统建设应满足未来 10~15 年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满足网络应用需求

3．综合布线系统结构
综合布线体统应是开放性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包含了若干子系统。

综合布线拓扑结构图

（1）工作区系统
工作区系统由：信息面板、信息模块、网络跳线组成

（2）水平子系统
水平子系统由水平数字通信电缆组成

（3）管理子系统
管理子系统由：楼层交换设备、楼层配线架以及各种连接硬件组成

（4）垂直子系统
垂直子系统由铜缆、光缆组成

（5）设备间子系统
设备间子系统由：建筑物交换设备、存储设备、管理设备、建筑物配线架以及各种连接硬件构成

（6）建筑群子系统
建筑群子系统由：支撑大楼间通信的铜缆、光缆以及各种连接硬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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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1．医疗建筑系统项目特点
医疗系统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建筑系统，医疗建筑系统人员密集、流动性大，需要充分考虑生命安全；设备量大、集中性高；需要充分考

虑财产安全；对建筑材料防火等级有特定要求。

医疗建筑系统内智能诊断设备数量大、子系统复杂；如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临床信息系统（CIS）、医学影像系统（PACS）、

放射信息系统（RIS）、远程医疗系统等，这些系统均在医院信息网络平台上传输，必然要求其信息网络平台高度可靠、连续运行，响应快。

2．医疗建筑系统的发展
2015 年 07 月 04 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 1，2018 年 04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 2，意见中明确指出了未来医疗的发展方向。

（1）在线远程医疗
在线远程医疗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为依托，实时的语音和高清晰图像的交流，充分发挥大医院或专科医疗中心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优

势，对医疗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海岛或舰船上的伤病员进行远距离诊断、治疗和咨询。在线远程医疗需要较大的语音和数据流，前期智能

化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这一传输需求。

（2）医疗信息数据共享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构建医学影像、健康档案、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逐步建立跨医院的医疗数

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考虑一个高速、易扩容的基础物理传输系统尤其重要。

（3）智慧医疗
开展智能医学影像识别、病理分型和多学科会诊以及多种医疗健康场景下的智能语音技术应用，开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医疗健康智能

设备的移动医疗示范，实现个人健康实时监测与评估、疾病预警、慢病筛查、主动干预。智慧医疗需要庞大的数据交流作为支持，稳定、可

靠、安全的数据传输极其重要。

3．医疗建筑系统布线要点

(1) 生命财产的安全
医疗建筑系统人员密集、设备密集，需要特别注重建筑材料的安全性，对于综合布线系统，需要根据设计需求来选择阻燃

等级的电缆、光缆等综合布线材料。

(2) 数据的安全

1 电磁干扰
因医疗建筑内有众多能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为避免传输信号失真、紊乱；需要突出解决电磁干扰问题。

2 数据冗余备份
某一楼层发生故障或灾难导致该层的网络瘫痪时，不会影响到其他楼层的网络系统。医疗网络中，网络性能问题或网络故

障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网络故障，它们还可能危及到患者生命，下述区域应采用 1+1 的冗余设计方案。

 入口设施到关键设备区域

 入口设施到关键护理区域

 水平主干

 AP连接点

 分布式室内天线连接点

1：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4/28/content_5286645.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C%E7%A8%8B%E5%8C%BB%E7%96%97/90049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AE%97%E6%9C%BA%E6%8A%80%E6%9C%AF/112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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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速
医疗建筑系统内，需要大流量的设备较多；医疗建筑综合布线系统至少应支持 10G的网络应用。应采用“主干光缆+水平

铜缆”或”FTTD（光纤到桌面）”的综合布线系统结构。

 主干光缆部分采用OM3或更高等级的光缆

 水平铜缆至少采用Cat6A 铜缆系统

 CAT6A 铜缆系统传输速率 10Gb，传输距离支持 100m

 CAT6A 铜缆系统可支持不同级别的 PoE（PoE、PoE+、PoE++）

 对于高数据流量需求设备，CT、MRI（核磁共振）等，适时增加选用MPO/MTP 连接方案

4 数据分流
医疗建筑系统复杂、需要实时共享数据的系统较多，必须对系统进行分流，才能满足实时需求，根据医疗建筑综合布线特

点，应将其分流为：

内网
医院信息系统

医用影像系统

医疗影像存储及传输系统（PACS）

检验实验室系统（LIS）

临床医疗系统（CIS）

OA系统（含电子病历系统）

外网
医院网站

INTERNET

示教网
远程会诊

远程探视

远程会议

教学网
宿舍楼

5 IP（互联网协议）融合

医疗系统拥有超过二十个不同的独立低压系统，虽然并非通过 IP 进行数据传输和控制，但各系统都在向 IP 迅速融合安防系

统、门禁系统、照明系统、监控系统、电梯系统等等均会向单一的 IP 过渡，通过单一的 IP 方案进行数据传输和控制；未来，只

有高密度的数据机房才能满足 IP 融合，高密度的数据机房建设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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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外径更小的 28AWG跳线，空间至少节省 40%

 采用 1U标准的 48口配线架，至少节省 2U的空间

 根据项目情况，适时增加选用MPO/MTP 连接方案

6 工作区配置
与商业建筑中计算机、电话、打印机等组成的传统工作区不同，医疗建筑系统的工作区有 11 种定义：

 病患服务

 手术区

 急诊区

 门诊区

 妇女健康

 诊断和治疗

 护理区

 服务/支持

 设备

 运营

 重症监护

根据工作区域的特性，标准ANSI/TIA-1179《医疗保健设施通讯基础设施标准》对医疗建筑系统的各区域的网络接口数量

建议配置如下：

L=低配置密度，2~6 数据接口（45%）

M=中配置密度，6~14数据接口（25%）

H=高配置密度，＞14数据接口（30%）

病患服务区

行政管理 挂号 病房 休息室 等候区 护士站 档案室 诊断室

M M H L L H M L

急诊区

救护车站 评估中心 观察室 检查室 操作室

L M H M H

门诊区

操作室 门诊手术间 乳腺超声 组织检查 检查室 X光检查 病患等候区

M H M L M L L

妇女健康区

CT 乳腺 产房 婴儿舱 婴儿室

M H M L M

手术区

准备区 病患等候区 病患康复区 无菌区 消毒区 重症监护 手术室 麻醉室

M M M L L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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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和治疗区

核磁共振 模拟定位机 直线加速器室 CT 扫描 手术室 操作室

H H H H H H

荧光透视检查 影像室 X光 辐射加工 档案室

L L L L L

护理区

检查室 公共清洁区 社会福利区 营养区 测试区

M M M L L

护士站 工作间 厨房 阅读室

H M L M

支持/服务

血库 药房 麻醉区

M M H

设备区

楼层管理区 配电室 电信室 杂物间 电梯机房

L L L L L

机械房 安保中心 消防室 化学物品室

L H M L

运营

行政区 通用存储区 餐厅 食品加工区 衣帽间 洗衣房

M L L M L L

消毒供应 休息室 呼叫中心 零售区 会议室 一般办公区

M L L L M L

重症监护

重症监护 儿童重症监护 康复区

H H H

4．设计方案参考依据

 《医疗保健设施通讯基础设施标准》ANSI/TIA-1179

 《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312

 《信息技术-用户基础设施结构化布线》ISO/IEC 11801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50311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

 《大楼综合布线系统总规范》YD/T 926.1

 《综合布线用电缆、光缆技术要求》YD/T 926.2

 《综合布线用连接硬件技术要求》YD/T 92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E6%8A%80%E6%9C%AF/1389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3%E6%9E%84%E5%8C%96%E5%B8%83%E7%BA%BF/1042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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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兆龙互连产品解决方案

根据项目特点和设计参考依据，我们为该医疗建筑系统的外网、内网、语音、数据影像系统采用“主干OM3多模光缆+水平 6A屏蔽铜

缆”系统解决方案，满足项目需求的同时，满足未来网络平滑升级；同时室内光缆、铜缆、跳线外护套采用 LSZH护套，保证网络使用安全、

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5.1、工作区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6A屏蔽网络跳线，2m，LSZH 护套 ZPSF6APHF-2M 条

2 2 对 RJ45-RJ11 语音跳线，2m，LSZH护套 ZVS5T11P2HF-2M 条

3 6A屏蔽信息模块 ZK6ASF180 个

4 86 信息面板，单口 ZWGB1F 个

5 86 信息面板，双口 ZWGB2F 个

工作区材料清单汇总表

5.1.1、6A 屏蔽网络跳线（产品编号：ZPSF6APHF-2M）

产品符合YD/T 926.3、FCC 68.500、IEC 60603-7 标准要求

产品符合 ISO/IEC 11801、TIA/EIA-568B.2 标准中 6A类性能要求

标准RJ45 插头，兼容任何RJ45 插槽

导体采用多股无氧铜丝，良好的弯曲性能

PIN 针磷青铜材料，经久耐用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导 体：多股裸铜

水 晶 头：透明PC

PIN 针：磷青铜镀金 50u″

插拔寿命：≥1000次

绝缘电阻：≥500MΩ

耐 压：1000VAC

接触电阻：≤20mΩ

直流电阻：≤100mΩ

直流电流：1.5Amps

护套材料：LSZH

工作温度：-30~60℃

 符合REACH、RoH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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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对 RJ45-RJ11 语音跳线，2m（产品编号：ZVS5T11P2HF-2M）

符合标准YD/T 926.3、FCC 68.500、IEC 60603-7、TIA-1096-A 要求

导体采用多股无氧铜丝，良好的弯曲性能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导 体：多股裸铜

水 晶 头：透明PC

PIN 针：磷青铜镀金 50u″

护套材料：LSZH

插拔寿命：≥1000次

绝缘电阻：≥500MΩ

耐 压：1000VAC

接触电阻：≤20mΩ

直流电阻：≤100mΩ

直流电流：1.5Amps

工作温度：-30~60℃

 符合REACH、RoHS要求

5.1.3、6A 屏蔽信息模块（产品编号：ZK6ASF180）

产品符合YD/T 926.3、FCC 68.500、IEC 60603-7 标准要求

产品符合 ISO/IEC 11801、TIA/EIA-568B.2 标准中 6A类性能要求

标准RJ45 接口设计，兼容不同类别RJ45 跳线

优化 PCB补偿设计方案，更高的串扰余量指标

连接部分采用磷青铜材料，优良的机械耐久性

外壳整体合金压铸，保证系统的屏蔽连续性

免卡接设计，方便施工维护，事半功倍

PCB部分：FR-4

RJ45 插槽金针：磷青铜镀金 50u″

IDC簧片：磷青铜镀锡 200u″

外 壳：锌合金

塑件部分：工程塑料

端接线规：22～26AWG

插拔寿命：≥1000次

端接寿命：≥250 次

绝缘电阻：≥500MΩ

耐 压：1000VAC

接触电阻：≤20mΩ

直流电阻：≤100mΩ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UL 94-V0 要求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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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86 信息面板（产品编号：ZWGB1F<单口>、ZWGB2F<双口>）

符合 JB/T 8593 标准和要求，兼容标准 86底盒

双层结构，螺钉隐藏安装设计，简洁美观

标准RJ45 接口设计，兼容任何 RJ45 信息模块

塑件部分：工程塑料

金属部分：不锈钢

工作温度：-10~60℃

 符合REACH、RoHS、UL 94-V0要求

5.2、水平区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6A双屏蔽水平数字通信电缆 ZC6ASF4HF m

水平区材料清单汇总表

5.2.1、6A 双屏蔽水平数字通信电缆（产品编号：ZC6ASF4HF）

产品符合标准 ISO/IEC 11801、ANSI/TIA-568-C.2、IEC 61156-5 要求

优质无氧铜材，良好的拉伸率和电阻特性，皮-泡-皮绝缘结构，较低的介电常数

线对屏蔽+总屏蔽结构，优良的 EMC性能，优化的双绞节距技术，更高的串扰余量

导 径：23AWG实心裸铜

绝缘材料：HDPE

绝缘外径：1.33±0.05mm

线对屏蔽：铝箔

编织屏蔽：镀锡铜丝

护套直径：7.6±0.5mm

传输延迟：≤45ns/100m

直流电阻：≤9.38Ω

直流电阻不平衡：≤5%

对地不平衡电容：≤330pF/100m

工作温度：-20~60℃（PVC）、-30~60℃（LSZH）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产品通过 ETL 传输性能认证

 产品通过 Force（Delta）传输性能认证

 产品通过CPR 阻燃等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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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管理间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网络配线架（空架） ZPPB1UN 条

2 6A屏蔽信息模块 ZK6ASF180 个

3 理线架 ZHCM1UL12 条

4 六类屏蔽网络跳线 2m，LSZH护套 ZPF6HF-2M 条

5 100 对 110 语音跳线架 ZPP110V100P 条

6 1 对 110-RJ45 语音跳线 2m，LSZH护套 ZVS5T110P1HF-2M 条

7 24口抽拉式光纤配线架 ZO1DFR1U 个

8 LC双工光纤跳线OM3，LSZH护套 ZOJ50LCDHF3-2M 条

9 LC光纤尾纤OM3,1m ZMP50LC3-1M 条

10 LC双工光纤适配器 ZCMM3LCD 个

11 42U标准网络机柜 ZBJG6642UW 套

管理间子系统综合布线材料汇总清单

5.3.1、网络配线架（空架）（产品编号：ZPPB1UN）

符合标准YD/T926.3、IEC60297-3-100、GB/T 3047.8 标准要求

标准 19″设计，兼容标准 19″机柜/机架

标准 RJ45 接口设计，兼容任何 RJ45 信息模块

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涂、带防尘装置，有效防尘

金属部分：冷轧钢板

表面处理：静电喷涂

塑件部分：工程塑料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UL 94-V0 要求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5.3.2、6A 屏蔽信息模块（产品编号：ZK6ASF180）

产品符合YD/T 926.3、FCC 68.500、IEC 60603-7 标准要求

产品符合 ISO/IEC 11801、TIA/EIA-568B.2 标准中 6A类性能要求

标准RJ45 接口设计，兼容不同类别RJ45 跳线

优化 PCB补偿设计方案，更高的串扰余量指标

连接部分采用磷青铜材料，优良的机械耐久性

外壳整体合金压铸，保证系统的屏蔽连续性

免卡接设计，方便施工维护，事半功倍

PCB部分：FR-4

RJ45 插槽金针：磷青铜镀金 50u″

IDC簧片：磷青铜镀锡 200u″

外 壳：锌合金

塑件部分：工程塑料

端接线规：22～26A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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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拔寿命：≥1000次

端接寿命：≥250 次

绝缘电阻：≥500MΩ

耐 压：1000VAC

接触电阻：≤20mΩ

直流电阻：≤100mΩ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UL 94-V0 要求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5.3.3、理线架（产品编号：ZHCM1UL12）

标准 19″设计，兼容标准 19″机柜/机架

优质铝合金型材、表面静电喷涂，简洁美观

上下开槽设计，方便上下理线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UL 94-V0 要求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5.3.4、6A 屏蔽网络跳线（产品编号：ZPSF6APHF-2M）

产品符合YD/T 926.3、FCC 68.500、IEC 60603-7 标准要求

产品符合 ISO/IEC 11801、TIA/EIA-568B.2 标准中 6A类性能要求

标准RJ45 插头，兼容任何RJ45 插槽

导体采用多股无氧铜丝，良好的弯曲性能

PIN 针磷青铜材料，经久耐用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导 体：多股裸铜

水 晶 头：透明PC

PIN 针：磷青铜镀金 50u″

插拔寿命：≥1000次

绝缘电阻：≥500MΩ

耐 压：1000VAC

接触电阻：≤20mΩ

直流电阻：≤100mΩ

直流电流：1.5Amps

护套材料：LSZH

工作温度：-30~60℃

 符合REACH、RoH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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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100 对 110 语音跳线架（产品编号：ZPP110V100P）

标准 19″设计，兼容标准 19″机柜/机架

优质冷轧钢板，经久耐用

表面静电喷涂，简洁美观

连接部件磷青铜材料、经久耐用

金属部分：冷轧钢板

塑件部分：工程塑料

IDC簧片：磷青铜镀锡 200u″

端接线规：22～26AWG

端接寿命：≥250 次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UL 94-V0 要求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5.3.6、1 对 110-RJ45 语音跳线 2m（产品编号：ZVS5T110P1HF-2M）

符合标准YD/T 926.3、FCC 68.500、IEC 60603-7、TIA-1096-A 要求

导体采用多股无氧铜丝，良好的弯曲性能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导 体：多股裸铜

水 晶 头：透明PC

PIN 针：磷青铜镀金 50u″

护套材料：LSZH

插拔寿命：≥1000次

绝缘电阻：≥500MΩ

耐 压：1000VAC

接触电阻：≤20mΩ

直流电阻：≤100mΩ

直流电流：1.5Amps

工作温度：-30~60℃

 符合REACH、RoHS要求

5.3.7、抽拉式光纤配线架，（产品编号：ZO1DFR1U）

符合YD/T778、YD/T926.3 标准要求

标准 19″设计，兼容任何 19″机柜/机架

优质冷轧钢板、静电喷涂，简洁美观

抽拉式设计，方便施工和后期管理维护

模块化结构设计，容量、类型均可据实调整

支持接口：SC/LC/ST/FC

金属部分：冷轧钢板

表面处理：静电喷涂

塑件部分：工程塑料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RoH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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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LC 双工光纤跳线 OM3，2m（产品编号：ZOJ50LCDHF3-2M）

产品符合YD/T 1272 系列光纤活动连接器标准要求

优质陶瓷插芯，高插拔寿命

优质光纤，优良光学性能

精密组件，优良的光学一致性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护套材料：LSZH

插入损耗：≤0.20dB

回波损耗：≥45dB

重复性：≤0.10dB

互换性：≤0.20dB

工作温度：-30~60℃（LSZH）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产品通过国内权威机构“光缆信道”检测

5.3.9、LC 光纤尾纤 OM3,1m（产品编号：ZMP50LC3-1M）

产品符合YD/T 1272 系列光纤活动连接器标准要求

优质陶瓷插芯，高插拔寿命

优质光纤，优良光学性能

精密组件，优良的光学一致性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插入损耗：≤0.20dB

回波损耗：≥45dB

重复性：≤0.10dB

互换性：≤0.20dB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产品通过国内权威机构“光缆信道”检测

5.3.10、LC 双工光纤适配器（产品编号：ZCMM3LCD）

产品符合YD/T 1272 系列光纤活动连接器标准要求

优质陶瓷套筒，高插拔寿命；精密组件，优良的光学一致性

工程塑料外壳，经久耐用；100%测试，保证产品卓越性能

插入损耗：≤0.20dB

回波损耗：≥45dB

重复性：≤0.10dB

互换性：≤0.20dB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RoHS要求

 产品通过国内权威机构“光缆信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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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42U 网络机柜（产品编号：ZBJG6642UW）

符合标准 IEC297-2、GB/T30472-92、ANSI/EIA RS-310-D 要求

模块化结构设计，安装快速、灵活

弹压式门锁设计，使用简单、方便、高效

标准 19″设计，兼容任何 19″配线架、理线架

前玻璃门，后网孔门，优质冷轧钢板，经久耐用

脱脂、酸洗、磷化、静电喷涂，提高防潮能力

金属部分：SPCC

支架厚度：1.2mm

工作温度：-10~60℃

5.4、垂直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12 芯室内多模光缆OM3，LSZH护套 ZTB50HF12X3 m

2 25 对 3类水平数字通信电缆，LSZH 护套 ZC3U25HF m

3 50 对 3类水平数字通信电缆，LSZH 护套 ZC3U50HF m

垂直子系统综合布线材料汇总表

5.4.1、12 芯室内光缆 OM3（产品编号：ZTB50HF12X3）

产品符合YD/T 1258.4、IEC 60794-2-20、TIA-568-C.3 标准要求

优质纤芯、优良光学性能

单芯紧套结构，利于纤芯的保护

凯夫拉加强元件、优良的抗拉性能

纤芯规格：9/125um

模场直径：9±0.5um

包层直径：125±1um

包层不圆度：≤1%

光缆截止波长：1260nm

衰 减：≤0.36(dB/km，@1310nm) ≤0.5dB(dB/km，@1550nm)

短期拉伸力：660N（≤12 芯）、1320N（＞12芯）

长期拉伸力：200N（≤12 芯）、400N（＞12芯）

动态弯曲半径：≥20 OD

静态弯曲半径：≥10 OD

护套材料：LSZH

工作温度：-30~60℃

 产品通过国内权威机构“光缆信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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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5 对 3 类水平数字通信电缆（产品编号：ZC3U25HF）

产品符合标准 ISO/IEC 11801、ANSI/TIA-568-C.2 要求

优质无氧铜材，良好的拉伸率和电阻特性

优质HDPE绝缘材料，优良的介电常数

优化的双绞节距技术，更高的串扰余量

导体外径：实心裸铜

绝缘材料：HDPE

绝缘外径：0.87±0.05mm

护套材料: LSZH

护套直径：11.3±0.8mm

特性阻抗：100±15Ω

传输延迟：≤45ns/100m

电 容：≤6.6nF/100m

直流电阻：≤9.5Ω

电直流阻不平衡：≤5%

工作温度：-30~60℃

 产品通过CPR 阻燃等级认证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5.4.3、50 对 3 类水平数字通信电缆（产品编号：ZC3U50HF）

产品符合 ISO/IEC 11801、ANSI/TIA-568-C.2 标准要求

优质无氧铜材，良好的拉伸率和电阻特性

优质HDPE绝缘材料，优良的介电常数

优化的双绞节距技术，更高的串扰余量

导体外径：实心裸铜

绝缘材料：HDPE

绝缘外径：0.87±0.05mm

护套直径：15±1.0mm

特性阻抗：100±15Ω

传输延迟：≤45ns/100m

电 容：≤6.6nF/100m

直流电阻：≤9.5Ω

电直流阻不平衡：≤5%

工作温度：-30~60℃

 产品通过CPR 阻燃等级认证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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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设备间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100 对 110 语音跳线架 ZPP110V100P 条

2 1 对 110-110 语音跳线 2m，LSZH护套 ZV110P1HF-2M 条

3 24口抽拉式光纤配线架 ZO1DFR1U 个

4 LC双工光纤跳线OM3，LSZH护套 ZOJ50LCDHF3-2M 条

5 LC光纤尾纤OM3,1m ZMP50LC3-1M 条

6 LC双工光纤适配器 ZCMM3LCD 个

7 42U标准网络机柜 ZBJG6642UW 套

设备间子系统综合布线材料汇总表

5.5.1、100 对 110 语音跳线架（产品编号：ZPP110V100P）

标准 19″设计，兼容标准 19″机柜/机架

优质冷轧钢板，经久耐用

表面静电喷涂，简洁美观

连接部件磷青铜材料、经久耐用

金属部分：冷轧钢板

塑件部分：工程塑料

IDC簧片：磷青铜镀锡 200u″

端接线规：22～26AWG

端接寿命：≥250 次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UL 94-V0 要求

 产品符合REACH和 RoHS要求

5.5.2、1 对 110-110 语音跳线 2m（产品编号：ZV110P1HF-2M）

符合标准YD/T 926.3、FCC 68.500、IEC 60603-7、TIA-1096-A 要求

导体采用多股无氧铜丝，良好的弯曲性能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导 体：多股裸铜

插 头：透明PC

PIN 针：磷青铜镀金 50u″

护套材料：LSZH

插拔寿命：≥1000次

绝缘电阻：≥500MΩ

耐 压：1000VAC

接触电阻：≤20mΩ

直流电阻：≤100mΩ

直流电流：1.5Amps

工作温度：-30~60℃

 符合REACH、RoH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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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24 口抽拉式光纤配线架，（产品编号：ZO1DFR1U）

符合YD/T778、YD/T926.3 标准要求

标准 19″设计，兼容任何 19″机柜/机架

优质冷轧钢板、静电喷涂，简洁美观

抽拉式设计，方便施工和后期管理维护

模块化结构设计，容量、类型均可据实调整

支持接口：SC/LC/ST/FC

金属部分：冷轧钢板

表面处理：静电喷涂

塑件部分：工程塑料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RoHS要求

5.5.4、LC 双工光纤跳线 OM3，2m（产品编号：ZOJ50LCDHF3-2M）

产品符合YD/T 1272 系列光纤活动连接器标准要求

优质陶瓷插芯，高插拔寿命

优质光纤，优良光学性能

精密组件，优良的光学一致性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护套材料：LSZH

插入损耗：≤0.20dB

回波损耗：≥45dB

重复性：≤0.10dB

互换性：≤0.20dB

工作温度：-30~60℃

产品符合REACH、RoHS要求

产品通过国内权威机构“光缆信道”检测

5.5.5、LC 光纤尾纤 OM3，1m（产品编号：ZMP50LC3-1M）

产品符合YD/T 1272 系列光纤活动连接器标准要求

优质陶瓷插芯，高插拔寿命

优质光纤，优良光学性能

精密组件，优良的光学一致性

100%测试，保证产品优越性能

插入损耗：≤0.20dB

回波损耗：≥45dB

重复性：≤0.10dB

互换性：≤0.20dB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REACH、RoHS要求

产品通过国内权威机构“光缆信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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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LC 双工光纤适配器（产品编号：ZCMM3LCD）

产品符合YD/T 1272 系列光纤活动连接器标准要求

优质陶瓷套筒，高插拔寿命；精密组件，优良的光学一致性

工程塑料外壳，经久耐用；100%测试，保证产品卓越性能

插入损耗：≤0.20dB

回波损耗：≥45dB

重复性：≤0.10dB

互换性：≤0.20dB

工作温度：-10~60℃

产品符合RoHS要求

产品通过国内权威机构“光缆信道”检测

5.5.7、42U 网络机柜（产品编号：ZBJG6642UW）

符合标准 IEC297-2、GB/T30472-92、ANSI/EIA RS-310-D 要求

模块化结构设计，安装快速、灵活

弹压式门锁设计，使用简单、方便、高效

标准 19″设计，兼容任何 19″配线架、理线架

前玻璃门，后网孔门，优质冷轧钢板，经久耐用

脱脂、酸洗、磷化、静电喷涂，提高防潮能力

金属部分：SPCC

支架厚度：1.2mm

工作温度：-10~60℃

5.6、建筑群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12 芯室外OM3多模光缆 ZM3-GYXTW12X m

2 25对 3类室外水平数字通信电缆 ZC3U25PE m

3 50对 3类室外水平数字通信电缆 ZC3U50PE m

建筑群子系统综合布线材料汇总表

5.6.1、12 芯中心管式室外单模光缆（产品编号：ZM3-GYXTW12X）

产品符合YD/T 769、TIA-568-C.3 标准要求

优质纤芯置于松套管内、优良的光学性能

中心套管内填充阻水材料、利于保护纤芯

PSP双面涂塑钢带，提高光缆的抗渗透能力

两边对称平行钢丝，保证光缆的抗拉强度

PE 护套，良好的机械物理特性和环境特性

纤芯规格：50/125um

模场直径：50±2.5um

包层直径：125±2um

包层不圆度：≤2%

衰 减：≤3.5(dB/km，@850nm) ≤1.5dB(dB/km，@13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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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带宽：800(MHz.km，@850nm) 1200(MHz.km，@1310nm)

短期拉伸力：1500N

长期拉伸力：600N

动态弯曲半径：≥20 OD

静态弯曲半径：≥10 OD

工作温度：-40~70℃

5.6.2、25 对 3 类水平数字通信电缆（产品编号：ZC3U25PE）

产品符合标准 ISO/IEC 11801、ANSI/TIA-568-C.2 要求

优质无氧铜材，良好的拉伸率和电阻特性

优质HDPE绝缘材料，优良的介电常数

优化的双绞节距技术，更高的串扰余量

导体外径：实心裸铜

绝缘材料：HDPE

绝缘外径：0.87±0.05mm

特性阻抗：100±15Ω

传输延迟：≤45ns/100m

电 容：≤6.6nF/100m

直流电阻：≤9.5Ω

电直流阻不平衡：≤5%

工作温度：-30~60℃

产品符合REACH、RoHS要求

5.6.3、50 对 3 类水平数字通信电缆（产品编号：ZC3U50PE）

产品符合 ISO/IEC 11801、ANSI/TIA-568-C.2 标准要求

优质无氧铜材，良好的拉伸率和电阻特性

优质HDPE绝缘材料，优良的介电常数

优化的双绞节距技术，更高的串扰余量

导体外径：实心裸铜

绝缘材料：HDPE

绝缘外径：0.87±0.05mm

特性阻抗：100±15Ω

传输延迟：≤45ns/100m

电 容：≤6.6nF/100m

直流电阻：≤9.5Ω

电直流阻不平衡：≤5%

工作温度：-30~60℃

产品符合REACH、RoH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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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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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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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K6ASF180
	个
	4
	86信息面板，单口
	ZWGB1F
	个
	5
	86信息面板，双口
	ZWGB2F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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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水平区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6A双屏蔽水平数字通信电缆
	ZC6ASF4HF
	m
	水平区材料清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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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配线架（空架）
	ZPPB1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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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A屏蔽信息模块
	ZK6ASF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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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理线架
	ZHCM1UL12
	条
	4
	六类屏蔽网络跳线2m，LSZH护套
	ZPF6HF-2M
	条
	5
	100对110语音跳线架
	ZPP110V100P
	条
	6
	1对110-RJ45语音跳线2m，LSZH护套
	ZVS5T110P1HF-2M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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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口抽拉式光纤配线架
	ZO1DFR1U
	个
	8
	LC双工光纤跳线OM3，LSZH护套
	ZOJ50LCDHF3-2M
	条
	9
	LC光纤尾纤OM3,1m
	ZMP50LC3-1M
	条
	10
	LC双工光纤适配器
	ZCMM3LCD
	个
	11
	42U标准网络机柜
	ZBJG6642UW
	套
	管理间子系统综合布线材料汇总清单
	5.3.1、网络配线架（空架）（产品编号：ZPPB1UN）
	5.3.2、6A屏蔽信息模块（产品编号：ZK6ASF180）
	5.3.3、理线架（产品编号：ZHCM1UL12）
	5.3.4、6A屏蔽网络跳线（产品编号：ZPSF6APHF-2M）
	5.3.5、100对110语音跳线架（产品编号：ZPP110V1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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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垂直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12芯室内多模光缆OM3，LSZH护套
	ZTB50HF12X3
	m
	2
	25对3类水平数字通信电缆，LSZH护套
	ZC3U25HF
	m
	3
	50对3类水平数字通信电缆，LSZH护套
	ZC3U50H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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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设备间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100对110语音跳线架
	ZPP110V100P
	条
	2
	1对110-110语音跳线2m，LSZH护套
	 ZV110P1HF-2M
	条
	3
	24口抽拉式光纤配线架
	ZO1DFR1U
	个
	4
	LC双工光纤跳线OM3，LSZH护套
	ZOJ50LCDHF3-2M
	条
	5
	LC光纤尾纤OM3,1m 
	ZMP50LC3-1M
	条
	6
	LC双工光纤适配器
	ZCMM3LCD
	个
	7
	42U标准网络机柜
	ZBJG6642UW
	套
	设备间子系统综合布线材料汇总表
	5.5.1、100对110语音跳线架（产品编号：ZPP110V100P）
	5.5.2、1对110-110语音跳线2m（产品编号：ZV110P1HF-2M）
	5.5.3、24口抽拉式光纤配线架，（产品编号：ZO1DFR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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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建筑群子系统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单位
	数量
	1
	12芯室外OM3多模光缆
	ZM3-GYXTW12X
	m
	2
	25对3类室外水平数字通信电缆
	ZC3U25PE
	m
	3
	50对3类室外水平数字通信电缆
	ZC3U50P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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