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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营运

稳定可靠的资信传输

Molex 拥有广泛的全球
资源 在六大州内设有
68 家销售办事处 26
家产品开发中心和 50
家生产厂

我们知道稳定可靠的资信传输对于您最为重要 所以在 Molex 企业
布线网络部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这一目标为中心

简明的重点

使我们能够提供某些最新的网络布线解决方案

重点使我们独具特色

也正因如此

正是这种明确
Molex 网络产品经过端到
端测试 确保最高水平
以及稳定可靠的资信传
输 并且严格遵守已有的
业内标准

这一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依赖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组建一流的通信措施

创新的历史
在 20 多年前 一家名叫 Mod-Tap 的先进公司设计了多种创新产品
以满足正在发展的网络通信设施的需求
布线产品

如布线板和可配置的墙上面板

通过推出某些最早的企业
我们帮助缔造了整个网

全球设计

络通信设施业

今天 我们已经秉承了这一创新历史

Molex 企业布线
网络部曾推出某
些最早的企业布
线产品 如接线
板和可配置的墙
上面板 缔造了
整个网络通信设
施业

制造和质量

成为

网络布线解决方案中的世界领导者

Molex 是一家年营业额达 16 亿美元的大型企业 在六大洲内

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客户驱动的新产品

设有 68 家销售办事处 26 家产品开发中心和 50 家生产厂 所

为此 Molex 每年都追加数百万美元的

有这些设施都通过 Molex 全球信息系统连接起来

投资扩大生产设施 采用一流设备和新

95%的生产厂获得了 ISO 质量认证 超过 75%的生产厂获得

工具 及改进设计工艺 事实上 在过

了 QS9000 认证

其中超过

去的五年中 这种支出已经高达 11 亿美
元 在经营业务 60 多年后 这类追加
投资已经使 Molex 研制出上万中新产品
满足全球客户的各种特定需求

USOΠ 配有
我们已获专
利的 DataGate
这种内置防尘盖的
设计可以确保完善
的电器性能

此外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已经建立了各种策略合作伙伴关
系 使我们能够成功地把我们的系统提供给世界上 100 多个其它
国家中的认证安装商和分销商 因此 一旦您选择了 Molex 企
业布线网络部 您就选择了一个能够在世界上
设计 安装和为您的网络提供服务的合作伙伴

几乎任何地方

我们的布线策略

由始至终

只有一个目标

稳 定 可 靠 的 资 信 传 输

我们的综合化解决方案提供

在今天的千兆位速度时代中

您必须

安装优质日布线和互连设备

唯此才

Molex 每年都追加数百万美
元的投资 扩大生产设施
采用一流设备和新型工具
及改进设计工艺

高性能

公认的合作伙伴关系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设计各种能够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互连产品制造商的

满足或超越您的预期和所有业内性能

一部分

标准的产品 我们提供的铜缆和光纤

内部的合作伙伴关系

提供新型语音

结构化布线系统产品经过精心设计

和数据通信解决方案

我们还与最优

从集成化铜缆和光纤到办公室插座

提供了卓越的电气性能和耐用性 可

质的布线和安装合作伙伴建立了联盟

接线板

以确保客户获得稳定的资信传输

关系

能无差错地 传送信息

正 因如此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提供了整体布
线解决方案

而其目标只有一个

即

确保稳定的资信传输

支架等等

的电器性能和耐用性
业内标准

我们确保了卓越
并符合所有的

我们把我们的部件和系统设计成 创
新的综合解决方案

确保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稳定可

靠的资信传输 延长系统的使用寿命

综合解决方案
RICI* 快速互连接口 使
您能够简便地从中央线缆上
分开已有的墙上面板 而不
需 在 移动 过 程中插 拔新 电
缆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利用

满足您对稳定

可靠的资信传输的首要需求 从插口
到配线架 从铜缆到光纤部件 从插
座到线槽管理系统 从文档资料到客
户支持 我们的解决方案具有多种独
特的特性 提供了杰出的灵活性 易
用性和低成本的使用寿命
*RICI 是 Barnes Wentworth 的注册商标

专业设计
认证的专业人士安装
如果安装不正确

成为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

最好的工程师设计的最

部认证的安装合作伙伴

优秀的布线系统也可能

但我们还不仅限于认证

出现故障

正因如此

装商进行符合性培训测

业布线网络部解决方案

试 要求其一直跟上 Molex

都由认证的专业人士安

企业布线网络部最新的产
品和系统发展步伐

我们已经培训出了

数千名通信专家

保障当前和

我们每年都会对认证的安

我们确保每个 Molex 企

装
我们对全球的安装商和分
销合作伙伴进行培训 使
其能够跟上我们的业务流
程发展速度及最新的标准
和技术

即使

未来有稳定可靠的资信传输
我们相信

我们的网络布线解决方案
我们

是业内提供的最佳的解决方案

而由

通过全球端到端质保方案

这些专家在现场定期安

为这一信

上 成 功 之 路

念提供了业内最优秀的质保之一

装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

Molex 企 业 布 线 网 络 部 助 您 踏

为保障稳定可靠的资信传输
部的系统

这些专业人
不管您的要求以后怎样变化

士必须通过全方位的培
训和严格的测试 才能

PowerCat 6 Euromod 模
块经过专门设计 符合新
兴的六类标准 提供了卓
越的传输性能和速度

我们确保您的布线

也不管

这些系统安装在世界上什么地方
们都可以保证

我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

我们提供专业设计的

认证合

作伙伴安装和保养的高性能综
合解决方案

我们为这些解决

部的布线系 统将能够继超 越您的要

方案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质保服

求

务

符合规范
全球 12 个 Molex 开

为了确保我们的布线解决方案超 在布线合作伙伴中 我们还保证 Molex
越业内规范

我们已经与主要导 企业布线网络部网络布线系统中使用

线和光缆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的策 的所有部件

如欲了解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

发中心是 Molex 不
断推出新产品的源
泉

部如何为您的网络提供解决方
案

助您踏上成功之路

请即

都能够达到您对完美质
与当地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

略关系

在与我们进行业务往来 量

最高性能和稳定可靠的资信传输
联系

通过全新的 ModLink 系
统之类的产品,Molex 企业
布线网络部使光纤系统的
安装变得更加迅速 简便
和经济

时

或浏览我们的网址

这些供应商必须超越电信业 的要求

已经确立的严格标准

此外

我

们会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严格的例
行测试

以确保其超越规范

此您完全可以放心

因

www.molexp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