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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家具目前已经成为大多数办
公室中的标准，
因为它为满足用户
公室中的标准，因为它为满足用户
的日常办公环境变化提供了非常大
的灵活性。
但是，
在这些开放办公
的灵活性。但是，
但是，在这些开放办公
空间中实现结构化布线系统要求的
灵活性是一个管理难题。幸运的
是，
在改变布线标准中引入合并点
是，在改变布线标准中引入合并点
结构，
使得各公司能够利用模块化
结构，使得各公司能够利用模块化
家具的灵活性，
而不会损害布线设
家具的灵活性，而不会损害布线设
施的功能。
它还为安装人员提供了
施的功能。它还为安装人员提供了
一种销售机会，
使他们能够理解和
一种销售机会，使他们能够理解和
使用所有规则。

个连接器一直是可能的。
这称为转
个连接器一直是可能的。这称为转
接点，
允许在两种不同的电缆类型
接点，允许在两种不同的电缆类型
之间进行转换，
如圆形的 4 线对电缆
之间进行转换，如圆形的
转换到扁平的地毯下电缆。
但是，
这些电缆使用得非常少，
转
这些电缆使用得非常少，转
但是，这些电缆使用得非常少，
接点正被合并点
所代替，
参见
接点正被合并点(CP)所代替，
所代替，参见
新的基于标准的永久链路布线模型
图 3)。
。这种新结构提供了我们实现
(图
基于区域的布线系统所需的灵活
性 。
合并点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合并点结构提高了开放办公系统的
灵活性，
但与网络的任何其它部分
灵活性，但与网络的任何其它部分
一样，
必须正确设计、
安装和管理
一样，必须正确设计、
必须正确设计、安装和管理
合并点结构。
合并点结构
大家对两个连接器的基本链路模型
都非常熟悉，
即一个配线架、
一个插
都非常熟悉，即一个配线架、
即一个配线架、一个插
座及两者之间最长 9 0 米的电缆
米的电缆( 图
。
我们知道怎样把这个模型扩展
1)
到信道模型
图 ２ )，
，我们只需增加最
到信道模型(图
终用户的接插电缆、
可能还需要增
终用户的接插电缆、可能还需要增
加一个系统一侧的配线架，
就可以
加一个系统一侧的配线架，就可以
使其成为三个连接器的模型。
在历史上，
在这些模型中采用另一
在历史上，在这些模型中采用另一

合并点是位于永久安装的水平电缆
回连到配线架
和水平电缆可移动部
(回连到配线架
回连到配线架)和水平电缆可移动部
分(向前连接到电信插座
向前连接到电信插座
之间的
向前连接到电信插座(TO))之间的
另一个连接器。
合并点位于接续箱
另一个连接器。合并点位于接续箱
内部，它在输入和输出上拥有
，或在固定一侧拥有 IDC，
，在
IDC，
可移动一侧拥有 RJ45 连接器。

如果最终用户无意中损坏插座，
那
如果最终用户无意中损坏插座，那
么只需更换合并点到电信插座链
路，从而加快修理速度，降低成
本。
由于在布线系统使用寿命中可
本。由于在布线系统使用寿命中可
以简便地重新配置工作区，
因此可
以简便地重新配置工作区，因此可
以明显降低系统拥有成本。
在工作区中增加合并点可以满足未
来需要。 这降低了前期购置成本，
使用户能够推迟任何升级成本的发
生，
直到要求时才进行升级。
这种
生，直到要求时才进行升级。
直到要求时才进行升级。这种
基于区域的方法降低了安装时间，
进而降低了中断，
这在工作区中表
进而降低了中断，这在工作区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
有哪些局限性？
合并点到电信插座链路需要某些物
理保护，以防止在移动时发生损
坏，
同时需要采取大家熟悉的某些
坏，同时需要采取大家熟悉的某些
做法，
如以某种形式的软电缆管道
做法，如以某种形式的软电缆管道
向活动地板敷设一条支线。

这对安装有什么影响？
合并点允许把工作区电信插座定位
在等于水平电缆可移动部分长度的
范围内
称为合并点到电信插座链路
范围内(称为合并点到电信插座链路
称为合并点到电信插座链路)
的任何位置。
如果最终用户需要移
的任何位置。如果最终用户需要移
动桌子，插座可以与桌子一起移
动，
而不会破坏电缆的固定部分。
动，而不会破坏电缆的固定部分。

系统的存档和标签比非合并点系统
更加复杂，
要求在设计和规划阶段
更加复杂，要求在设计和规划阶段
进行更多的控制。
最后，
不应在合并点上使用有源设
最后，不应在合并点上使用有源设
备，
也不应使用合并点为不同服务
备，也不应使用合并点为不同服务
提供接插服务。

图 1 - 基本链路

电信插座

楼层配线架

图 2 - 信道

系统一侧

电信插座

楼层配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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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合并点中进行设计？
我们使用的 90 米 +10 米规则是以在
水平段中使用实芯电缆为基础的。
尽管多股线电缆更加灵活，
但它的
尽管多股线电缆更加灵活，但它的
衰减是实芯电缆的一倍半。
正是由
衰减是实芯电缆的一倍半。正是由
于这种性能缺点，
使我们限制了一
于这种性能缺点，使我们限制了一
条电路的接插电缆数量。
如果从合
条电路的接插电缆数量。如果从合
并点到电信插座使用多股线电缆，
那么固定水平部分的最大长度会成
比例下降。
从合并点到电信插座使用实芯电缆
可以避免损坏总信道长度，
但如果
可以避免损坏总信道长度，但如果
合并点在工作区一侧有 RJ45 插头，
那么可能存在连接问题。
由于并不
那么可能存在连接问题。由于并不
是所有 RJ45 插头都适合端接到实芯
电缆上，
工厂组装的合并点到电信
电缆上，工厂组装的合并点到电信
插座引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以保
插座引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保
证制造商质保中要求的合并点与水
平配线架的距离最少为 15 米，
避免
米，避免
串扰的合计效应
称为短链路谐振效
串扰的合计效应(称为短链路谐振效
应) 。在实践中，这并不是问题，
因为合并点在这么短的走线距离内
很不经济。
在合并点到电信插座引
很不经济。在合并点到电信插座引
线中存在类似的串扰问题，
但标准
线中存在类似的串扰问题，但标准
中没有规定最小长度。
这是标准机
中没有规定最小长度。这是标准机
构必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目前，
合
构必需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
目前，合
并点到电信插座只是尽可能长
并点到电信插座只是尽可能长( 1 0
米 - 1 5 米回程可以实现很好的结
果 ) ， 并使用手持式测试仪检查结
果 。
怎样测试使用合并点的电路？
在测试配线架和合并点之间的链路
时，常用的基本链路限制并不适

用，
因为测试的链路要短于 90 米模
用，因为测试的链路要短于
型。 由于没有提供任何
“成比例”
由于没有提供任何“
的限制，
因此不可能证明信道将满
的限制，因此不可能证明信道将满
足要求的性能规范。

座链路，
那么标签系统将失效。
这
座链路，那么标签系统将失效。
那么标签系统将失效。这
时，
安装人员再次面临着一个销售
时，安装人员再次面临着一个销售
机会，
他们可以作为日常维护合同
机会，他们可以作为日常维护合同
的一部分提供重新标签服务。

上面已经提到近端串扰
的问
上面已经提到近端串扰(NEXT)的问
题。
类似的，
回波损耗可能会在较
题。类似的，
类似的，回波损耗可能会在较
短的电缆中产生问题。
最好在设计
短的电缆中产生问题。最好在设计
阶段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为避免与超长信道有关的问题，
合
为避免与超长信道有关的问题，合
并点应贴上标签，
指明合并点到电
并点应贴上标签，指明合并点到电
信插座的最大链路长度。
为简化起
信插座的最大链路长度。为简化起
见，
也可以使每条合并点到电信插
见，也可以使每条合并点到电信插
座的链路保持相同的长度。
诀窍在
座的链路保持相同的长度。诀窍在
于，
应保证在设计阶段选择的长度
于，应保证在设计阶段选择的长度
足够长，以满足所有项目要求。

2002 版的 ISO11801 和 AS/NZS 3080
标准要求使用永久链路模型测试合
并点结构。
合并点的目的是作为安
并点结构。合并点的目的是作为安
装人员的接口，
但配置 RJ45 连接器
装人员的接口，但配置
允许最终用户重新配置自己的线
缆。
一旦合并点断开，
测试结果将
缆。一旦合并点断开，
一旦合并点断开，测试结果将
变得无效。
这对保修可能会有许多
变得无效。这对保修可能会有许多
影响。
现在安装人员可以获得销售
影响。现在安装人员可以获得销售
机会。
例如，
在每年两次接插审查
机会。例如，
例如，在每年两次接插审查
或维护回访时，
安装人员可以测试
或维护回访时，安装人员可以测试
已经重新配置的任何合并点，
以保
已经重新配置的任何合并点，以保
证其仍然符合标准，
并符合保修资
证其仍然符合标准，并符合保修资
格。
事实上，
这可以作为维护协议
格。事实上，
事实上，这可以作为维护协议
操作。
管理问题
在安装的链路上有多个与合并点有
关的管理问题。
新增的连接器使文
关的管理问题。新增的连接器使文
档编制更加复杂，
提高了连接不兼
档编制更加复杂，提高了连接不兼
容硬件的可能性。
应保持简单的标签系统，
这一点必
应保持简单的标签系统，这一点必
须牢记！一般来说，
最好对链路中
须牢记！一般来说，最好对链路中
的所有器件使用相同的标签，
这样
的所有器件使用相同的标签，这样
可以不需要相互参考。
但是，
如果
可以不需要相互参考。但是，
但是，如果
最终用户重新配置合并点到电信插

还有其它备选方案吗？
对开放办公网络，
多用户电信插座
对开放办公网络，多用户电信插座
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案。
(MUTO)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案。
这是一个插座集合，
它不象合并点
这是一个插座集合，它不象合并点
那样一般安装在天花板或地板空间
中、
但用户可以接触。
中、但用户可以接触。
但用户可以接触。MUTO 位于
工作区中央，
为用户提供了具有长
工作区中央，为用户提供了具有长
接插引线
最长 22 米 )的连接。
的连接。
它的
接插引线(最长
的连接。它的
问题和优点与合并点结构类似，
即
问题和优点与合并点结构类似，即
降低了安装的水平电缆长度，
但需
降低了安装的水平电缆长度，但需
要控制可以与任何给定插座一起使
用的连线长度。
实践表明，
用的连线长度。实践表明，
实践表明，MUTO
通常是安装在电线杆或工作站集群
中的经济的方案，
但它们缺乏合并
中的经济的方案，但它们缺乏合并
点的灵活性和容错能力。
结论
合并点和 MUTO 是作为开放办公室
解决方案而设计的，
并不适合所有
解决方案而设计的，并不适合所有
安装环境。
但是，
它们提供了灵活
安装环境。但是，
但是，它们提供了灵活
性、
简便易用性和节约长期成本等
性、简便易用性和节约长期成本等
优势，
在项目设计阶段应该进行认
优势，在项目设计阶段应该进行认
真考虑和规划。

图 3 - 永久链路

合并点

楼层配线架

电信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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