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干电缆 – 非屏蔽双绞线

技术资料和系统应用指南
水平布线通常要占安装的线缆的 9 0 % 以
上，因此其成本在整个布线系统中所占的
上，
因此其成本在整个布线系统中所占的
比例很大。此外，
此外，水平布线隐藏在地板、
水平布线隐藏在地板、天
比例很大。
此外，
水平布线隐藏在地板、
天
花板和墙壁中，在以后改动起来非常困难、
花板和墙壁中，
在以后改动起来非常困难、
成本非常高。因此在设计布线系统水平段
成本非常高。
因此在设计布线系统水平段
时要最为注意，它占用的时间也最长。
时要最为注意，
它占用的时间也最长。

非屏蔽双绞线
非屏蔽双绞线(UTP)
数据级 UTP 为数据通信提供了最通用的
信道。它支持所有常用协议，
它支持所有常用协议，按每米成本
信道。
它支持所有常用协议，
按每米成本
计算，
是最经济的传输介质。
除介质成本
计算，是最经济的传输介质。
是最经济的传输介质。除介质成本
重
由于其直径小、
弯曲半径紧密、
低外，由于其直径小、
由于其直径小、弯曲半径紧密、
弯曲半径紧密、重
低外，
量轻及兼容绝缘位移触点( I D C ) ， U TP
量轻及兼容绝缘位移触点
安装非常简便。

水平结构
在指定或设计水平信道时，
尽管并不是
在指定或设计水平信道时，尽管并不是
最显眼的问题，但传输介质是最重要的
最显眼的问题，
但传输介质是最重要的
问题。线缆质量将决定通信基础设施的
问题。
线缆质量将决定通信基础设施的
使用寿命，
尽管两端的连接可以简便地
使用寿命，尽管两端的连接可以简便地
升级，但改进线缆要求从墙壁和天花板
升级，
但改进线缆要求从墙壁和天花板
内部移出线缆。
U T P 是信息传输使用的最通用的线缆，
它也是安装数量最多的线缆，认识到这
它也是安装数量最多的线缆，
认识到这
一点非常重要。
由于其安装数量，
新的通
一点非常重要。由于其安装数量，
由于其安装数量，新的通
信设备都是为在这种介质上工作而开发
的。
如果从配线间到工作区的走线距离
的。如果从配线间到工作区的走线距离
米，则可以使用
低于 9 0 米，
则可以使用 U T P 。 这为办
公室和配线间连线额外留出了 10 米的长
度。在可能实现局域网的地方，
在可能实现局域网的地方，建议使用
度。
在可能实现局域网的地方，
建议使用
六类或超五类布线。
尽管大多数信道只要求两个线对，
但使
尽管大多数信道只要求两个线对，但使
用 4 线对电缆可以保证布线设施将能够处
理新的协议，
如将使用所有 4 个线对的
理新的协议，如将使用所有
1000 Base-T。
。应根据要求的服务选择办
公室插座。
至少它要求一条 UTP 语音信
公室插座。至少它要求一条
数据信道。技术规范可以
道和一条 UTP 数据信道。
技术规范可以
扩展到包括额外的 UTP 语音信道
用于其
语音信道(用于其
它线路、传真或调制解调器
传真或调制解调器) 和备用
它线路、
传真或调制解调器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建议对所有水平数
据和语音信道采用 4 线对六类或超五类
UTP 电缆，
电缆，实现通用系统
实现通用系统(任何线缆都可
实现通用系统
任何线缆都可
以传送语音或数据) ， 简化数据网络演
以传送语音或数据
进。

局域网
U T P 数据信道
数据信道( 终端、
终端、局域网
局域网) 。 最后，
如同轴电缆
应指定任何专用介质信道，如同轴电缆
应指定任何专用介质信道，
或视频使用的光纤或专有局域网电缆。

接插系统则是为交连数据信道而开发
的。最常见的接插类型是
最常见的接插类型是“
的。
最常见的接插类型是
“模块化接插”，
在这种情况下，交连接口采用
在这种情况下，
交连接口采用 RJ 系列插

在建立办公室服务规范时，
必需指定插
在建立办公室服务规范时，必需指定插
座封装方式。这取决于信道数量、
这取决于信道数量、安装要
座封装方式。
这取决于信道数量、
安装要

座。
这意味着其接口与办公室中的接口
座。这意味着其接口与办公室中的接口
相同，可以使用相同的跳线和测试仪。
可以使用相同的跳线和测试仪。模
可以使用相同的跳线和测试仪。
模
相同，

墙盒、
模块化家具
求 ( 表面、
墙盒、模块化家具
模块化家具) 及美观性
表面、墙盒、
( 颜色、形状) 。

块化接插系统的额定变动次数为每条线
次，大多数设备
大多数设备(如局域网集
路超过 500 次，
大多数设备
如局域网集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通过模块化兼容产
这些产品可以改变
品简化了这一工作，这些产品可以改变
品简化了这一工作，
协议，而不需重新布线。
而不需重新布线。在配线间中，
在配线间中，线
协议，
而不需重新布线。
在配线间中，
线
缆的端接方式必须使其能够连接到干线
电缆、局域网设备或实现互连。
局域网设备或实现互连。这称为
电缆、
局域网设备或实现互连。
这称为

：
Molex 企业布线网络部建议
企业布线网络部建议：
数据和局域网使用由六类或超
- 语音、
语音、数据和局域网使用由六类或超
电缆(4 线对
线对)构成的通用信道
五类 UTP 电缆
构成的通用信道

压接模块是为把模拟语音线路交连到交
换机上而开发的。因此，
因此，交换机本身以电
换机上而开发的。
因此，
交换机本身以电
子方式处理系统的日常变化，减少了
减少了“
子方式处理系统的日常变化，
减少了
“物

- 每个工作区至少一条语音信道和一条数
据信道
- 至少为未来应用提供一条备用通用信道
- 从配线间到办公室的水平电缆的最大走

理”
移动和改动的次数。
触点在使用寿命
理”移动和改动的次数。
移动和改动的次数。触点在使用寿命
次，要求
中的额定端接次数要超过 200 次，
要求

线长度限定在 90 米以内
- 选择符合六类或超五类规范的电缆、

使用相应工具、
并由经过培训的安装技
使用相应工具、并由经过培训的安装技
术人员修改系统。但是，
但是，它们的最初成本
术人员修改系统。
但是，
它们的最初成本

墙上插座和配线架
以
- 在实现交连时指定模块化配线架，
在实现交连时指定模块化配线架，以

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基于 R J 4 5 的接插系
统。

能够维护系统

办公室插座选项取决于服务和安装要
求。模块是为了与固定墙上应用、
模块是为了与固定墙上应用、表面应
求。
模块是为了与固定墙上应用、
表面应
用、模块化家具应用和活地板应用使用
用、
模块化家具应用和活地板应用使用

压接模块通
方式，
也可以采用接插方式。
方式，也可以采用接插方式。
也可以采用接插方式。压接模块通
模块化IDC 配线系统则
常用于语音应用。模块化
是为高速数据应用而设计的。
配线系统
是为高速数据应用而设计的。配线系统
既可以是全面组装的绝缘位移触点(IDC)
既可以是全面组装的绝缘位移触点

的各种美标面板和设备一起使用而设计
的。此外，
此外，在混合介质应用和纯光纤应用
的。
此外，
在混合介质应用和纯光纤应用

北京：０１０－６５２６ ９６２８
大连：０４１１－３６７ ７２４５
ｃ ２００３ Ｍｏｌｅｘ

员维护和修改，
降低了布线系统的使用
员维护和修改，降低了布线系统的使用
寿命成本。

“交连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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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选项

墙板

盒子式插座

配线间选项

模块化家具插座
可配置 IDC 配线架

活地板盒

六类或超五类 UTP
水平电缆

4 线对 RJ45 固定 IDC 配线架

多媒体接口
多媒体接口(MMI)
工作区插座

KATT PDS 100 线对底座

多用户电信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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