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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发布了一项创新的LC BladePatch® 光纤
双工跳线，其革命性的推拉护套设计使高密
度环境下的插拔跳线非常容易。

直观的“推拉”锁设计使得LC BladePatch完
全消除了跳线插拔时的拇指搭扣按压，避免
了在高密度跳线环境下干扰或者损坏临近的
光纤接头的潜在风险。

美国西蒙发布了开创性的高密度LC刀片
式光纤跳线

数据中心新闻综述

LC BladePatch 跳线是业界从
未曾见过的高密度光纤跳线。
其推拉式动作只需手指轻握释
放应力的护套末端即可轻易拔
出跳线，而其他标准的LC跳线
需要拇指按压前端搭扣，操作
时可能会干扰临近的接头。

Blue Chip公司的网络和安全经理Carl Southern
查阅详情



西蒙已经加入了非营利的通信
布线和连接件协会(CCCA)，以
在协会中增加声音。该协会扮
演一个关键的行业资源，以提
供经过深入研究的，基于事实
的有关结构化布线媒介的产品
和技术的信息。 

CCCA，基于美国，旨在影响全
球的布线行业，其20个成员单
位在世界各地运作。它通过与
法规、标准组织，和其它一些
商业、工业和政府组织的积极
主动的合作，支持目前和未来
的网络、IT和通信的需求。它
能左右那些会影响结构化布线
基础设施的品质、性能和社会
需求的政策和决定。

在解释美国西蒙加入这个协会
的决定时，西蒙的全球市场副
总裁Bob Carlson说道，“美
国西蒙一直遵循CCCA，并对其
积极主动和专注于教育和提高
意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
把CCCA看作一个强有力的行业
协会，对西蒙和其他成员来所
它是个探讨对布线行业重要的
问题的一个卓越的平台。”

在西蒙加入CCCA的同时，一个
新的数据中心委员会也正式成
立，利用各成员单位的知识和

专业技能，该委员会为综合
布线的益处尤其在数据中心的
不同设计的考虑提供更多教
育。Bob Carlson已经自愿成
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我们倡导数据中
心的设计能够提
供更大的灵活
性、互操作性，
并能节省大量成
本和精力。CCCA
将为数据中心
的最佳实践提供
一个基本的独立
而公正的观点， 
是可以让那些数
据中心的设计
师、建造师或者
运营商信任的。

Siemon is an industry 
leader, specialising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high quality, high 
performance network 
cabling solutions and 
services for data centres 
and intelligent buildings. 

美国西蒙加入CCCA 协会并支持数据
中心委员会的启动

查阅详情



美国西蒙，全球领先的网络
基础设施专家，在其气流解
决方案系列中很高兴地宣布
了一个新产品---新的免工具
填充面板，通过阻止气流从
空置的机柜安装空间穿过来
改善散热效率。

通过把机柜正面的空间和热
空气循环隔离开来，西蒙的
免工具填充面板使得冷空气
可以直接针对所需的设备以
防过热，并提高数据中心或
者其他网络空间的制冷效
率。这些轻便耐用的填充空
面板无需工具即可轻易按压
进入空置机柜单元的方型安
装孔，从美观角度同样也可
理想地封住开口并为将来使
用预留机柜位置。而且这些
空面板在需要时也很容易被
移除。

“在当今的数据中心环境，
使每个机柜空间都装满设备
是非常罕见的。当有些机柜
空间为预留将来扩容或者为
减少电力消耗而空置时，防
止气流穿过这些空间是非常
重要的。”美国西蒙的全球
市场副总裁 Robert Carlson 
说道。 

“西蒙的免
工具填充空
面板是快速
方便又有成
本效益的好

办法，阻止
了热空气从
设备的后面
跑到前面而
导致设备过
热。”
“西蒙的免工具填充空面板
是快速方便又有成本效益的
好办法，阻止了热空气从设
备的后面跑到前面而导致设
备过热。”

美国西蒙的免工具填充面
板改善了热能效率

西蒙自豪地宣布了一个新的
数据中心网站 www.siemon.
com/datacenter，包括了
西蒙广泛的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数据中心设计服务、令
人信服的数据中心案例，所
有这些都把数据中心布线的
重要性看作一个战略资产。 

新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网站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易于使
用的设计使得最终用户和数
据中心专家能够很快地

这些完整的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包括了屏蔽和非屏蔽的
Z-MAX 6A类和TERA 7A/FA 端
到端系统，多模和单模光纤
以及即插即用组件，智能基

础设施管理，互操作高速互
联系统，以及全套的数据中
心机柜、线缆管理、以及可
以优化空间和能源效率的制
冷和电源系统。

从这个网站，用户能学到一
个高性能、可靠的布线系统
对一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来
说是多么关键，在选择和设
计数据中心赖以生存的布线
基础设施上得到指导，并可
接触多种多样的教育资源，
比如西蒙的在线标准信息公
告，提供最新的标准信息、
信息丰富的数据中心白皮

书，以及一本免费的数据中
心电子书，部署管理并确保
一个有效的物理基础设施。

数十个现有用户的案例分析
可以真切地看到西蒙是如何
帮助全球的数据中心用户在
建立基于标准的数据中心基
础设施中为使上线时间和可
靠性最大化而提供高速的性
能、增强的布线管理、出色
的散热管理和电源效率。

西蒙扩展了其用户友好的
数据中心生态系统网站

数据中心新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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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为什么要选用西蒙的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设计服务

西蒙专注于将其布线专业技能运用到数据中心服务
团队中，能为用户在选择、设计和部署整个数据中
心赖以生存的关键布线基础设施时提供指导。

西蒙专有的全球数据中心服务团队能够提供分析
和改善策略。使你能够创建高效、有成本效益的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和机柜设计。使用：

 基于标准喜欢的IT基础设施设计
 散热管理和电源
 绿色建筑积分
 灾难恢复
 延时
 冗余
 全球部署

网络成本
硬件占97%

布线占3%

了解更多关于西蒙数据中心基础
设施解决方案

MapIT™ G2 智能基础设施管理（IIM)解决方案
MapIT G2 MapIT G2整合了功能强大的创新智能配
线架、界面友好的主控制器、以及MapIT软件，对
整个网络的物理层活动实施实时追踪和报告。这种
标准的IIM系统，毫无疑问是管理复杂网络系统的
不二选择。

VersaPOD 数据中心机柜：
VersaPOD为你的数据中心提供了设计理想的基础设
施所需要的高密度、可扩张性和高效。通过优化相
连机柜之间的垂直的Zero-U空间，VersaPOD实现了
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 

电源和制冷解决方案
西蒙已经开发了一系列智能PDU和制冷解决方案，
可为您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需求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和效率。

光纤：
西蒙有最好性能的基于OM3和OM4多模和单模的高密
度即插即用光纤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具有业界领先
的高达60%的性能裕量。

铜缆：
西蒙开创性的Z-MAX 6A类或者TERA 7A类布线系统
是面向未来的业界最好的6A类和7A类系统。

10Gb及更高速以太网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西蒙提供宽泛的铜缆和光纤高速互联组件，各种类
别的布线系统和线缆管理解决方案。重新设计，为
您所有的网络需求提供高级别的支持。

查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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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的标准公告版预测了8类线
的混乱

美国西蒙的Valerie Maguire女
士被命名为 业界顶尖的前20位
积极贡献者之一

CI&M ，作为一份为所有设
计、安装和管理数据中心基
础设施和网络的专业人士提
供前沿信息的杂志，通过奖
励那些在过去20年中为业界
提供积极贡献的个人来庆

祝其20周年纪念。通过一
个独立的调查， Valerie 
Maguire女士在数百名候选
人中脱颖而出，这次入选的
杰出人士也包括了著名的史
蒂夫•乔布斯，罗伯特•梅特

西蒙标准公告版中解释
道，TIA TR-42.7铜缆布线
小组采用了“category 8”
来命名下一代计划在一些短

于100米的2个连接的信道中
支持40Gb/s的传输的布线系
统，目前的传输性能暂时定
义到2GHz。

卡夫，和几个业界著名的领
袖。她同时也是被选出的唯
一一名女性。

Valerie 女士的职业生涯起
步于西蒙工厂的接插件集
成，她通过扩展技能，最终
开发了一套开创性的标准化
测试方法，并获得了一项专
利。如今， Valerie女士凭
借其在标准中的领导地位和
技术专长，在西蒙全球市场
中备受关注，使销售和市场
充满原创，并为全球的西蒙
用户提供支持。

通常，布线系统的高等级
是低等级的超集 – 意思
是，高等级布线系统符合
并超越低等级布线系统的
所有电气和机械要求，并
向下兼容低性能等级。然
而西蒙的标准公告版中提
到这个category 8将会有
不同的信道拓扑结构，而
且其性能将不再是7A类的
超集。

caT 8 confusIon 业界领先的专家

8类线的混乱

在西蒙近期的标准公告版上，西蒙发布了一个概

述，关于TIA近来决定采用“category 8”命名其

正在研发中的下一代平衡双绞线布线系统，并预测

了这个命名与ISO/IEC的命名规则的混淆冲突。

西蒙自豪地宣布全球技术和标准总监Valerie 

Maguire女士，近期被布线安装与维护(CI&M)杂志

命名为布线和网络业界最顶尖的前20位积极贡献

者之一。

MMRG是由来自 
Brookfield, Farmington, 
Middleton, Milton, New 
Durham and Wakefield的
保护委员们在1999年成立
的，MMRG已经帮助保护了
总共4186英亩的周边社
区。

美国西蒙因着其由来已久
的环境保护策略以及由卡
尔西蒙家族慈善信托基金
持有的获奖的3000英亩的
新汉普郡林场被命名为

MMRG的年度自然资源保护
者。已故的卡尔西蒙之女
Cynthia Wyatt是MMRG组织
的创始人之一，目前担任
副主席。多年来，她持续
地捐赠资金并允许MMRG在
很多活动中使用新汉普郡
林场。 如今，西蒙公司为
MMRG最大的募捐活动也即
森林、水资源及野生动物
节日提供匹配的资金。

美国西蒙被命名为年度
自然资源保护者
西蒙很高兴地宣布公司已被MMRG组织命名
为年度自然资源保护者。MMRG是新罕布什
尔州穆斯山脉地区的一个非盈利性土地保
护和延伸教育的组织。

标准公告版
“由美国西蒙的专家开发
的，能够帮助您了解国际
上网络布线和数据中心标

准的最新状况”

点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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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更新

来自西蒙博客的最新信息

每年正在交付超过1亿个具
有以太网供电（PoE）功能
的端口，一种新的基于先
进标准技术的4线对的 IEEE 
802.3 PoE 的应用，可以在
双绞线铜缆上发送高达100
瓦的功率，来支持视频传
送，这点彻底改变了IT世界
的外观和感觉。

“基于新的西蒙白皮书，这
个网上研讨会，“使用西蒙
屏蔽布线系统为远程网络设
备供电的优势” 
“

根据PHY芯片制造商
Aquantia，95%的主要交换机
供应商现在能提供10GBASE-T
设备。这些交换机在数据中
心增加了带宽和吞吐量，
相比同等的10个1GbE端口能
显著地减少电力。其电力现
在和光纤一致，能在同一硬
件上较低成本地支持1GbE和
10GbE。这为数据中心提供
了额外的节省。Intel已经
在2011年就开始提供主板自
带的10GBASE-T。

关于10GBASE-T的其它优势，
包括端口节省和较少的交换
机购买，请查看我们的白
皮书 www.siemon.com/us/
white_papers

“使用西蒙屏
蔽布线系统为
远程网络设备
供电的优势”
的网上研讨会
已经开通

10GBASE-T已
经到来，而且
能节省能耗和
成本

在上周举办的TIA会议
上，TR-42.7铜缆布线小组
委员会已经接受把ISO/IEC 
Class II 的性能指标加入
待定的ANSI/TIA 568 C.2-1 
category 8项目中。而且
小组委员会已经同意创建
一个工作组，有美国西蒙
的Brian Celella和泛达的
Frank Straka担任联合主
席，一起发展这个标准指
标。

Class II 是新的 ISO/IEC 
布线等级，该等级是由全
屏蔽的ISO/IEC category 
8.2 跳线、线缆，和连接
硬件组成。class II 和
category 8.2 的规格都是
由ISO/IEC JTC 1/SC 25/
WG 3工作组开发，旨在支持
30米以上的40GBASE-T的应
用。Category 8.2 元器件
将是现有的category 7A元
器件的扩展和超集。

TIA已经认可了
Class II的布
线概念-为全屏
蔽的元器件打
开了方便之门

查阅详情查阅详情查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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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在数据中心中采用结构化
布线系统和柜顶交换两种方式
的利与弊
对于每一个数据中心和CIO来说，没有单一的解决一切的布线配置，数据中心专业人士和IT经理需
要根据其特定的需求检查每个解决方案的利与弊。本文致力于在评估柜顶交换（ToR）和结构化布
线配置时所需考虑的众多因素。讨论包括这些配置对于总体管理的影响；可扩展性和更新；互操
作性；设备、维护和布线成本；端口利用；功率消耗和冷却要求。

带宽需求和可扩展性、服务
器虚拟化、高性能交换能力
以及更高的密度都迫使对一
个数据中心适用的各种不同
的布线配置进行仔细地检
查。目前的数据中心布线配
置选择也受到了更低功率消
耗的影响，要确保关键设备
的高效冷却以及预算限制和
管理结构。 

由于数据中心变得
更加复杂，布线系统
设计和拓扑变得很关
键。

当第一个数据中心被建时，
最终用户的终端是通过点对
点方式进行连接。对于没有

可预见的增长或者重新配置
需求的小型计算机房，这是
一个可行的方案。随着计算
需求增长和新设备的增加，
这些点对点连接导致了布线
系统的混乱，并带来相关的
复杂性和更高的成本。 

作为响应，像TIA-942-A和
ISO 24764之类的数据中心标
准推荐采用分层结构化布线
基础设施来连接设备。 代替
点对点连接，结构化的布线
系统使用配线区来为设备之
间提供灵活的、基于标准的
连接，比如从交换机到服务
器之间的连接、服务器到存
储设备之间的连接以及交换
机到交换机之间的连接。

使用当今的高性能服
务器和虚拟化，单一
机架的服务器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能传送出
更多的应用。

作为响应，几家交换机制造
商推荐了一种柜顶交换(ToR)
的配置，也即把更小的（1RU
到2RU）边缘交换机放在每
个服务器机架或者机柜的顶
部，并且通过短的预连接小
尺寸可插拔的（例如，SFP+
和QSFP）双心同轴跳线、有
源光缆跳线或者RJ-45模块化
跳线与在机架中的服务器直
接连接。 

ToR显著地增加了交换机的
数量并且降低了结构化布线
系统的初始安装数量。它通
常被推荐用于一次性机架布
置，可以限制机架之间的铜
布线系统使用量，支持东-西
（例如，服务器对服务器）
流量和机架级别的管理能
力。符合TIA 942-的结构化
布线系统和ToR都有优点和缺
点。为了更好地满足数据中
心的需求，当选择布线配置
时，检查结构化布线系统和
ToR对于整体运行成本以及
其他费用的影响是非常重要
的。

白皮书

查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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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布线解决方案增强了佛罗里达州李郡的应急中心

据统计佛罗里达西南
部每隔两年半就会遭
遇平均112英里时速的
飓风，因此经历了相
当多的自然灾害。

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位于
迈尔斯堡的作为防核辐射避
难所的李郡应急中心（EOC)
对社区发挥了有效作用，尤
其在2004年和2005年的飓风
季节在经历损失惨重的飓风
Charley和飓风Wilma期间。
但这个EOC已经不再适合李

郡了.其缺少空间、过时的
技术和无力承担5级风暴的
现状使得建造一个更大更先
进的设施变得绝对有必要。

很快，作为应急中心的神经
中枢，一个酝酿已久的新的
27000平方英尺的设施开始
了建造。由厚厚的钢筋混粘
土建造，新的EOC场所高出
海平面32英尺，并设计成能
抵挡200英里时速的风力-比
起绝大部分的强烈飓风。

“这个新的
EOC能够承受
任何大自然所
给予我们社区
的，并且仍然
具有一个应
急中心的功
能。” 
李郡的公共安全总监John Wilson
说道。 

这个新的设施被认定为一周

7天的可生存环境，具有独

立运行一周所需的所有备份

系统。

在2012年秋季完成并可在
2013年的飓风季节提供服
务，这个新的EOC配置了最
新的网络、通讯和多媒体应
用，以便在紧急事件中能够
更快地作出关键决策，并有
效协调资源，为李郡的居民
提供信息和服务。

把它建造得更大更好

作为李郡的官方报警
点，EOC负责检测恶劣的天
气和热带扰动，对第一个响
应者和移动响应者提供支持
和援助，制定应急响应计划
和避难标准，收集和分发紧
急信息，并进行危险材料分
析、演习和简报。李郡还利
用社交媒体为居民更新信
息，并提供一个免费下载的
应用软件“Lee Evac”来帮
助居民确定疏散区域。

在紧急情况下，EOC是充分
激活的并配备了从各机构、
救援组织、公用事业公司和
其他重要部门的关键人物，
作为协调应急响应和恢复的
焦点。

为社区进行有效检测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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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础设施，具备充足的
带宽来快速传送信息，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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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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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内完成模块端接。

查阅详情



先进的布线解决方案增强了佛罗里达州李郡的应急中心

据统计佛罗里达西南
部每隔两年半就会遭
遇平均112英里时速的
飓风，因此经历了相
当多的自然灾害。

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位于
迈尔斯堡的作为防核辐射避
难所的李郡应急中心（EOC)
对社区发挥了有效作用，尤
其在2004年和2005年的飓风
季节在经历损失惨重的飓风
Charley和飓风Wilma期间。
但这个EOC已经不再适合李

郡了.其缺少空间、过时的
技术和无力承担5级风暴的
现状使得建造一个更大更先
进的设施变得绝对有必要。

很快，作为应急中心的神经
中枢，一个酝酿已久的新的
27000平方英尺的设施开始
了建造。由厚厚的钢筋混粘
土建造，新的EOC场所高出
海平面32英尺，并设计成能
抵挡200英里时速的风力-比
起绝大部分的强烈飓风。

“这个新的
EOC能够承受
任何大自然所
给予我们社区
的，并且仍然
具有一个应
急中心的功
能。” 
李郡的公共安全总监John Wilson
说道。 

这个新的设施被认定为一周

7天的可生存环境，具有独

立运行一周所需的所有备份

系统。

在2012年秋季完成并可在
2013年的飓风季节提供服
务，这个新的EOC配置了最
新的网络、通讯和多媒体应
用，以便在紧急事件中能够
更快地作出关键决策，并有
效协调资源，为李郡的居民
提供信息和服务。

把它建造得更大更好

作为李郡的官方报警
点，EOC负责检测恶劣的天
气和热带扰动，对第一个响
应者和移动响应者提供支持
和援助，制定应急响应计划
和避难标准，收集和分发紧
急信息，并进行危险材料分
析、演习和简报。李郡还利
用社交媒体为居民更新信
息，并提供一个免费下载的
应用软件“Lee Evac”来帮
助居民确定疏散区域。

在紧急情况下，EOC是充分
激活的并配备了从各机构、
救援组织、公用事业公司和
其他重要部门的关键人物，
作为协调应急响应和恢复的
焦点。

为社区进行有效检测和发送
关键信息，需要一个先进的
网络基础设施，具备充足的
带宽来快速传送信息，具备
充足的可靠性来确保上线时
间，以及足够的容量来支持
各种各样的设备和应用。

案例研究

“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公共安全
部门的一个真正核心的设施。
在现实世界的灾害中，我们可
以把这个楼宇看作一个可以继
续生存并提供应急响应和灾难
恢复的地方。”
电信传输项目经理Stephen Mason说道。

部署在整个李郡EOC项目中的西蒙Z-MAX 6A类屏
蔽布线系统，配有独特的有专利的插头设计，
能够极大地改善信道性能，并可在少于一分钟
的时间内完成模块端接。

查阅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