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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新闻综述

行业技术领袖
美国西蒙庆祝成立110周年

行业技术领袖，美国西蒙庆祝成立110周年。1903年, Carl F. 
Siemon以自己发明的塑料成型复合法和开创性的通信技术创立了美国
西蒙公司，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和致力于提供优异的服务，已使公司
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西蒙的全球总部位于美国
康州水城，是同类首批获得
ISO:9001和ISO:14001认证的
厂商，注重公司对产品质量
和环境保护的承诺。

美国西蒙公司是行业的领导
者，专门从事高品质高性能
的弱电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和
服务的设计与制造，用于
数据中心、局域网和智能建
筑。提供最全面的铜缆和光
纤布线系统、机柜、机架、
线缆管理、数据中心供电和
制冷系统，以及智能基础设
施管理解决方案。西蒙拥有
超过400项结构化布线的有效
专利，西蒙实验室将大量资
源投入到研发和行业标准的
发展，并强调公司对客户和
行业的长期承诺。”

美国西蒙目前在38个国家有
本地办事机构，并有一个遍
布全球的认证安装商、分销
商和物流中心的网络，为
100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服
务----这一切都由西蒙全球
的技术和销售专家团队提供
支持。近年来，公司通过新
的服务，如专职的电话销售
代表等，增强了对渠道合作
伙伴和客户的支持；设立了
标准信息网站来传递行业标
准的最新信息；和一个在线
的Contractor Pitstop，专

注于为美国西蒙的承包商合
作伙伴提供最新新闻和信
息，来帮助他们的业务获得
增长。

作为对行业发展承诺的一部
分，西蒙持续地在世界各地
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和标准组
织的活动，包括在TIA，ISO 
/ IEC和IEEE担任重要的领导
角色。西蒙也成功地通过互
补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积极的
营销关系来提高增值服务，
包括成为思科技术开发合作
伙伴和IBM业务一级合作伙
伴。

“经历了110年之
后，美国西蒙独特
的家族企业文化、
产品创新和对持续
改进的承诺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强
大。公司最新的光
纤和铜缆的创新为
数据中心、局域网
和智能建筑提供了
关键性能和安装优
势。”

以下是西蒙产品发展的里程
碑：

 Z-MAX® 6A 类屏蔽和非屏
蔽解决方案，具有业界最
高的6A类/ EA级性能裕量
和最快的端接时间 

 TERA®全屏蔽解决方案，
提供最高铜缆双绞线  布线
的性能

 预端接的 MTP 光纤即插
即用组件支持10G， 40G 
和 100Gbs 的应用

 BladePatch®刀片式LC光
纤跳线采用了专利的推拉
式护靴设计，达到了革命
性的高密度跳接

 VersaPOD® 数据中心机柜采
用 Zero-U 配线和线缆管理
来改善气流和散热效率 

 特色丰富的 V600 机柜轻质
稳固，访问便捷，并具有高
通风率 .

 超高效率的 IcePack™ 制冷
门系统可以应对数据中心的
热点场所

查看更多



相比于目前市场上所有其他
的RJ-45产品，Z-MAX™系列
产品的端接流程秉持越简单
越好的原则。通过建立简单
明了的端接步骤并能消除潜
在错误的方式，美国西蒙已
经为非屏蔽和屏蔽6A类端接
速度和一致性设立了一个新
的标杆。

虽然端接的速度是至关重要
的，同时能够在高质量的前

提下简单和一致的端接方式
也是必不可少。

Z-MAX插座的设计思路是让
安装人员无需花费过多的时
间查看说明书就能很好的完
成安装工作。Z-MAX插座的
直观设计优化了端接过程中
的每一个步骤，以此来避免
会导致延误工期和返工的错
误。

为什么Z-MAX系列
产品无论何时都能
保证最高的性能

1. Zero-CrossTM接线块可
以加速导线放置和扎线

2. 直观的设计优化了端接
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以此
来避免会导致延误工期和返
工的错误

3. 以Z-TooL™为基础的快速
端接方式能避免任何会降低
性能的因素

4. 通过两面不同颜色的编
码可以简单地确认接线
  
5. 非屏蔽和屏蔽插座端          
接方式完全相同

产品聚焦

MAX TurboTool系列工具 XLR8 系列光纤解决方案
西蒙推出了MAX®TurboTool™系列工
具，它是专门为承包商和布线专业
人士而开发的，可以明显缩短西蒙
5e类和6类UTP MAX系列模块的端接
时间。 

不同于传统的单根导线打线工具，
新的MAX TurboTool系列工具可以同
时容纳并切断所有八根导线，实现
一个动作完成一个四线对MAX非屏蔽
插座的端接，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
能减少手部疲劳

最快、最高性能的端接方式…无论何时

查看更多

无与伦比的端接速度-用更短的时间端
接出更高性能的光纤

非常简单的、人性化的流程-比环氧树
脂打磨，熔接和传统的机械端接系统更
简单的端接工艺，让缺乏经验的技术人
员也能实施光纤端接。

一步到位的端接-XLR8工具结合光纤接
合和机械压接的两个工序，避免了光纤
的移动，以确保光纤接合的完整性

万无一失的端面保护 - 整个端接过程
无需取下连接器的防尘盖，保护关键的
连接器端面不受污染

免费提供 免费的XLR8机械接合光纤端接工具包。
查看更多...

西蒙一直专注于研
发布线专业技术，
旨在通过创造新的
和高效的安装工
具，使我们认证的
安装人员可以优化
工程的安装方式。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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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为客户开设了一个数据中心的培
训课程和演示间。这些专用的设备占
据了位于彻特西的英国工厂总部的顶
楼，此地将成为举办日常活动和培训
计划的场所。

其中配备了最新的数据中心基础设
备，演示间位于西蒙的完整的“生
态系统”。这方面的核心是创新的
VersaPoD™机柜具有超高密度，空间优
化，零U配线和线缆管理。为了补充柜
内的增强气流设计，采用了多种冷却
方法，包括冷通道封闭系统，烟囱通
风管道和最新IcePack™液冷交换器。

西蒙开放数据
中心的演示间

查看更多

数据中心新闻综述

西蒙发布了功能丰富的全新
RouteIT®垂直和水平线缆管理
解决方案，其设计专门用于当
今大容量、高密度的电信空间
和数据中心布线系统。

多才多艺的RouteIT线缆管理器
为水平线缆和跳线提供了一个
易于走线和良好保护的系统解
决方案，产品包括多宽度尺寸
的单、双面垂直管理器，以及
带4英寸或6英寸两种管理梳齿
长度的水平管理器。大容量且
可现场更换的梳齿可以轻松容
纳超过48根的6A类铜缆，跟高
密度配线架和高密度刀片式交
换机无缝衔接，同时半圆形的
梳齿可以避免线缆变形。

RouteIT的垂直线缆管理器非常
适合与西蒙创新的VersaPoD®
四立柱机架和RS系列机架配合
使用，其主要特性为全尺寸高
度、可以保护和隐藏线缆的双
铰链门、可快速单指操作的门
栓、易于从前后侧进行操作以
及高品质的外观。双面的垂直
管理器拥有匹配的前后门和梳
齿，可调节的分区支架能够灵
活地调整容量，根据需要在前
侧放置跳线或在后侧放置水平

线缆。RouteIT的水平线缆管理
器拥有1、2和4U三种规格，其
主要特性为易于操作和可拆卸
的双铰链盖板，以及一个选配
的加宽盖板，配合西蒙的RS系
列机架隐藏扩展深度的通道。

“为了实现提供

全系列线缆管理

系统产品线的承

诺，我们推出了

新的RouteIT垂直

和水平线缆管理

器，以在各种电

信空间中处理高

密度的综合布线

系统。”
Dave Valentukonis,西蒙布线支
持系统业务部经理

西蒙针对高密度布线系统推出了
新的RouteIT®线缆管理器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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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白皮书



Harry 
Bargus担任
西蒙欧洲区
战略客户经
理，Stephen 
Edwards担
任项目协调
专员负责
支持Harry 
Bargus。他们分别于1989
年和1997进入综合布线行
业，加在一起拥有超过40
年的行业经验。Harry曾担
任某公司的销售经理，负
责管理全球客户，并建立
了分销渠道和客户销售团
队。Stephen最初的工作是
网络管理员，而后与Harry
共事，并担任项目经理的
职位。

在接受网络安装培训和
进入IT行业之前，Harry 
Bargus的职业生涯最开始
是作为国防部的工程师，
参与了三叉戟项目。

据Harry bargus所言，促
使他加入西蒙的关键在于
我们对客户的关注；他解
释说，“西蒙素以高品质
的产品、系统和以客户为
先的理念而闻名业界的”
。“这种理念与我自己对
支持、服务和交付的想法
完全一致。通过真正的全
球覆盖、巨大的技术投资
和人性化标准的服务，西
蒙提供长期的客户价值 - 
一个我们的主要客户一直
以来依靠的事实。

Stephen 
Edwards加
入西蒙的决
定性因素在
于，公司拥
有扁平化的
组织结构、
家族式管理
和专业化的
技术。他说，“在面临
非常复杂的问题时，西蒙
拥有一条直达各主管和技
术专家的快速响应通道”
。“西蒙拥有的高制造标
准和各个领域的专家人
才，使得项目得以顺利且
成功地交付。”

Harry在工作之余，会花
时间在他喜爱运动和曼联
队的比赛上。同时他还对
摄影和旅游有浓厚的兴
趣。Stephen已经结婚并且
有了下一代，除了工作以
外他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
会放在家庭上面。

辩论会

网络中东杂志辩论会

全球的专家讨论了什么类型
的线缆最适合40GbE应用，
以及这种技术是以数据中心
为导向呢，还是也可以在楼
宇内使用。

网络中东辩论会的第二个议
题，就是着眼于在数据中心
环境中什么类型的线缆是最
适合支持的40GbE应用的。
由于的40GbE的应用尚未发
布，本次辩论着重于，全球
线缆标准组织是如何考虑在
未来支持40GbE的应用，以
及什么类型的线缆有可能最
合适。

交换机厂商目前在推广ToR
数据中心架构，综合布线
厂商则认为EoR数据中心架
构才是更高效的方式。

虚拟化和支持多个应用的
服务器是当今的一个趋
势。在传统的三层结构
中，如果需要整合一个运
算服务器和一个存储服务
器，那么就不得不通过三
层交换机结构来连接运算
服务器和存储服务器。

VALERIE MAGUIRE，西蒙公
司的技术和标准总监

什么样的线缆可以
支持40GbE的应用？

未来数据中心的
综合布线

网络中东杂志举办的首届
网络中东辩论会，邀请了
六位全球顶级的结构化布
线领域专家，他们在迪拜
的游艇俱乐部就三大布线
问题进行辩论。

辩论会的第一个主题
是，6A类线缆是否有必要
做外来串扰的现场测试。
业界普遍的认知是，外来
串扰的现场测试十分耗时
且可能是结果易变的。许
多布线标准组织规定，只
要满足一定的耦合衰减的
要求，EA级、F级和FA级的
信道就是’设计符合的’
。这表明现场测试是没必
要的，但是专家组成员有
不同的意见。

6A类线缆测试是
否有必要？

查看更多查看更多查看更多

新的人事任命

两位著名的业内专家，Harry bargus和
Stephen Edwards也加入了西蒙，他们
主要致力于与最终用户和服务渠道进行
合作。他们加盟了西蒙欧洲团队，将与
美洲和亚太的同事合作支持全球范围内
的项目。

西蒙拓展
全球客户团队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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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综合报道

西蒙博客的新内容

西蒙的免工具空白填充面
板能帮助改善热效率，防
止热空气穿过机柜内闲置
的安装空间而再循环。通
过隔离机柜的前侧，这些
面板能保证冷空气流向设
备需要的地方。

  耐用,轻型的填充面板
高性价比数据中心的解决
方案
  无需使用工具即可快

速安装到位
  适合于安装导轨上有

方孔的机柜或机架
  准备要使用这些机柜

空间时，可轻易移除空白
面板

我们高兴地宣布,西蒙
向世界各地销售的全部
屏蔽6A类和7A类实心线
缆在75℃高温环境下，
其机械可靠性都是合格
的。

这是西蒙屏蔽线缆众多
的优点之一 - 可在屏蔽
铜缆布线学习中心了解
更多。这个高温额定值
是对支持IEEE802.3 PoE 
Plus（类型 2）的应用
特别关键，这些应用会
导致捆绑的电缆配置内
温度上升的情况。对于
支持给数据终端设备供
电的布线基础设施，行
业标准的实施建议是不
应将额定温度值为60°C
的线缆安装在50°C以上
的环境当中。

Google，IBM，Nvidia，
Mellanox 以及Tyan 整合在
一个全新的更高速、更高集
成度的数据中心环境内。这
将是游戏变更者吗？

Google 和 IBM,  Mellanox 
Technologies, Nvidia 以
及 Tyan Computer将组成
一个开发团队来提高数据
中心技术。这个联盟被称
为“openPoWER联盟”，一
个基于IBM的PoWER微处理器
架构的开放式发展联盟。

该联盟打算构建先进的服务
器、网络、存储和GPU-加速
技术，旨在为下一代的开发
人员还有超大规模主机和云
数据中心提供更多的选择、
操控和灵活性。

立即改善您的数
据中心节能 - 布
线专业人员免费
试用的空白填充
面板

额定温度值为
75℃的西蒙屏蔽
6A和7A实心线缆

数据中心3.0?

查看更多

由于每年有超过1亿个带有
PoE功能的端口被采购，一个
新的4线对IEEE 802.3 PoE
应用即将发布，采用先进的
基于标准的技术能提供高达
100瓦电力（足以给一个电视
供电），通过双绞线给数据
中心供电，彻底地改变了
IT界的观感。根据一份新
的白皮书，第一堂在线教
学研讨会专注于支持PoE设
备的数量和种类增长所产生
的影响，选择合理的网络布
线以减小连接器损坏的风
险，线缆束发热而导致故
障或停机的风险。

 将包括：讨论6A类和7A类屏
蔽布线系统在远程供电技术

中的优势；相关标准要求
的概述；电弧效应的影
响和IEEE PoE应用的更
新。

“我们新的
免费在线研
讨会系列，
通过灵活便
利的形式来
提供最新的
信息，”
David Wall,西蒙的全球整合
营销经理

西蒙很高兴地宣布推出一个新的在线研讨会系
列，涵盖广泛的教学专题，从结构化铜缆和光
缆布线、数据中心优化设计，到融合网络、智
能基础设施管理等关于综合布线的所有内容。

西蒙开启新的在线
教学研讨会系列

在线研讨会综合报道

查看更多

参加西蒙数
据中心和网
络基础架构
在线系列研

讨会

西蒙推出众多教学专
题，从结构化铜缆和
光缆布线、数据中心
优化设计，到融合网
络、智能基础设施管
理等关于综合布线的

所有内容。

发现更多…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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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光纤传输、媒介和应用

查看更多

白皮书

 可以采用集中式光纤布
线的方式，在水平系统中部
署集中式设备以避免对光纤
交叉连接的需要

 支持无源光纤局域网
（PoL）解决方案

 避免电磁和无线电频率
干扰（EMI / RFI）

 避免雷击

光纤布线上的信号传输：光
通信是通过低损耗光子（或
光）能量的波导传播，其功
能是长距离传播光信号。在
通信系统中，光子能量的来
源可能是发光或半导体激光
二极管,其功能是产生一个
单一波长的光子能量。通过
快速地打开和关闭光源，1
和0的数据流可以在数字通
信传输通道中形成传送。发
光二极管和激光光源的成
本、传输速度和物理特性等
的差异相当大。 

选择具有最佳
匹配光纤传输
特性的认可光
波源，波长可
以描述光波传
播的频率（波
长越长，光波
的频率越低）
。打个帮助理
解的类比，就
是把不同“波
长”的传输看
作不同颜色光
信号的传输。

现代光传输技术的基础是以
1960年代红宝石激光器首次
被演示，还有1970年代康宁
玻璃厂生产出第一条信号衰
耗小于20dB/km的光纤为背
景开创的。随后, 精致的半
导体激光器和发光二极管光
源以及用于支持光传输的光
缆和组件有了巨大的进步。

光纤布线技术通常会被认为
属于电信服务商的领域, 但
不可忽视的是，它在客户自
有的电信基础设施里同样也
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平均
而言，除了支持在建筑物之

间或客户自有园区环境（通
常称为“室外布线”）中的
长距离链路安装以外，20%
的企业布线安装和40%的数
据中心布线安装（尤其是存
储设备之间）都是光纤布
线。虽然大家熟悉的平衡双
绞线铜缆由于比光连接更容
易端接, 而且有明显较低的
设备成本，仍然是首选的媒
质，但以下优势将是在您的
IT基础设施中考虑应用光纤
布线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延伸了平衡双绞线的100
米距离限制

 更细的媒质（例如：两
根6A类铜缆和216芯光缆占
据同等的空间）

 更轻的媒质（例如：108
根6A类线缆重达1000磅，而
重40磅的216 芯光缆可以用
于支持108条200英尺长的信
道)

 在电信间内更高的端口
密度和数据中心内的板卡密
度（4U空间可容纳达到1728
芯光纤）

 光纤可以使用更小的桥
架通道

 更少的线路阻塞以改善
空气的流通

 坚固的媒质; 光缆可以
承受的拉力是平衡双绞线布
线的两倍(50磅力对25磅力)

 降低设备能耗和冷却成本

当您知道利用光波传输语音信号的点子已有
超过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时也许会感到惊
讶。事实上,1880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
尔发明的“光线电话机”就是使用一道窄束
的日光聚焦在一片薄镜片上，通过人类声波
使其振动来传送语音信号，传输距离就已达
到了70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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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除了支持在建筑物之

间或客户自有园区环境（通
常称为“室外布线”）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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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了平衡双绞线的100
米距离限制

 更细的媒质（例如：两
根6A类铜缆和216芯光缆占
据同等的空间）

 更轻的媒质（例如：108
根6A类线缆重达1000磅，而
重40磅的216 芯光缆可以用
于支持108条200英尺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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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信间内更高的端口
密度和数据中心内的板卡密
度（4U空间可容纳达到1728
芯光纤）

 光纤可以使用更小的桥
架通道

 更少的线路阻塞以改善
空气的流通

 坚固的媒质; 光缆可以
承受的拉力是平衡双绞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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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设备能耗和冷却成本

当您知道利用光波传输语音信号的点子已有
超过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时也许会感到惊
讶。事实上,1880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
尔发明的“光线电话机”就是使用一道窄束
的日光聚焦在一片薄镜片上，通过人类声波
使其振动来传送语音信号，传输距离就已达
到了700英尺！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为当今和未来的应用装配了6A
类和7类布线。

在圣路易斯中央具有
137年历史的森林公园
举办的活动包括1904
年的世界博览会和夏
季奥运会。园内包括
各种各样的景点如圣
路易斯动物园，科学
中心和密苏里州历史

博物馆等，最近在这
1371英亩的公共空间
内主办了另一个事件 
- 私人资助1.3亿美元
以扩建标志性的建筑 
-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
馆(SLAM）。

在过去的125年里，圣路易
斯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为它赢
得了全美十大最全面艺术博
物馆之美誉。每年有超过五
十万游客来到这里观看马蒂
斯、梵高、毕加索、莫奈和
高更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的发展
已经超出自身主建筑的容
量，主建筑最初是为1904年
的世界博览会而建造的。圣
路易斯艺术博物馆的扩建包
括东部一个224000平方英尺
的新建筑，博物馆增加了超
过30%的公共空间，在南部
扩大教育设施建筑，300个
额外的停车位和一个全新的
访问入口。

由独立公司奥雅纳
（Arup，www.arup.com）所
做的与最初1904年建造风格
相一致的设计，该扩建工程
还包括大量对整个博物馆现
有基础设施不足的改善，包
括网络布线基础设施。虽然
很少有人能看出经典艺术作

品和最先进网络之间的联
系，但是圣路易斯艺术博
物馆的信息技术总监Jason 
Stockmann，清楚地知道他
需要一个正确的布线基础设
施解决方案来支持博物馆的
技术目标。

一个新的规范
当Stockmann和William Tao 
& Associates设计工程公司
(www.wmtao.com)对博物馆
的布线基础设施进行设计
时，发觉最初提出的5e类布
线规范及最大1Gbit /秒的
传输速度方案对一个要求支
持博物馆达到融合互联网协
议(IP)网络的目标来说将是
一个非常“打折扣”的版
本。

William Tao & Associates
公司的电信项目工程
师Janis Christopher 
（RCDD）说，虽然我们从来
没有告诉我们的客户要使用
什么，如果他们正在考虑一

项逐渐被淘汰的技术，或者
考虑的应用要求别的产品，
我们会与客户协作，建议适
合他们需求的技术。该公
司还为项目提供了照明、音
频/视频、声音、安全、建
筑自动化，防火和管道系统
的设计和绿色能源和环境
（LEED）的设计及管理服
务。

除了语音和数据外，博物馆
还想部署基于IP的安全、音
频/视频、视频、灯光、环
境控制、明暗度可调和停车
场安全及完整的远程控制功
能。

CaSe Study

“从确定合适的
解决方案，到整
个工程的实施和
培训，与西蒙是
无缝衔接的。但
是布线并并不仅
仅是布线 - 在
背后努力的人使
之有所区别，而
西蒙绝对是与众
不同。”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信息技术
总监，Jason Stockman

The data center connecting the museum’s 26 telecommunications 
rooms uses these RazorCore 50-micron lazer optimized trunk cables, 
as part of Siemon’s Plug and Play system.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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