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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e | 数据中心新闻摘要

美国西蒙公司近期发布了新的端到端超高密度即插
即用光纤配线箱。这套端到端光纤系统将卓越性能
和超高密度以及无与伦比的操作性结合在一个线条
明快、充满现代感的配线箱里。

LightStack是专为高级数据中心和存
储区域网络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可快
速无缝地迁移到40及100Gb的高级应
用。 

LightStack独特的配线箱设计已申请
专利，可在1U机架单元内,容纳144芯
LC接口光纤或864芯MTP接口光纤。

其革命性的水平线缆管理体系可同时
适用于传统或单管跳线，标志性的易
开式旋转线缆管理夹，能帮助用户轻
松访问所有跳线。 

配线箱后部创新的可旋转固定点，让
线缆保持适当的弯曲半径。

LightStack拥有业界最佳的易操作
性，当多个配线箱堆叠时，背后托盘
可以向内滑动，便于操作里面的连接
器件。背后托盘滑出时，还可以作为
堆叠配线箱之间的线缆管理隔板。

可在配线箱前后对低损耗即插即用模
块轻松地进行插拔操作。设计美观且
开合便捷的磁性盖板完全消除了对光
纤不利的夹压隐患，并配有醒目的下
拉标签。

美国西蒙发布LightStackTM超高密度
光纤配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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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蒙最新的LightStack系统将卓越性能和超高密度以及无与
伦比的操作性，全部整合在一个线条明快且充满现代感的1U配线
箱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管理光纤布线。

网联世界  更高境界

设计优雅的配线箱能在1U空间里轻松
容纳高达144 芯（LC）或864芯（MTP）
光纤

超高密度:

拨动旋开式线缆管理夹使任何跳线都能
被访问，且有足够能力引导所有跳线朝
着一个方向进入

卓越的跳线管理:

分隔层板可根据您的需要拉出或收起，
从配线箱后部向里推入即可轻松访问所
有连接器件

无与伦比的易操作性:

单手即可从配线箱前部或后部轻松插拔
最高性能的即插即用模块和适配器

低损耗连接:

LightStack
美国西蒙最新超高密度光纤配线箱

™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iemon.com/lightstack 或 www.siemon.com.cn



Innovate | 数据中心新闻摘要:

美国西蒙发布了SidePOD™和导流罩机柜解决方案，
用以支持数据中心应用中的侧排风有源设备和列末
（EoR）配置。其被设计用于生成和引导气流，以达
到冷却的目的，同时还可以用来扩展列末（EoR）配
置，增加机柜容量。

在使用如思科Nexus 7018系列的侧
排风交换机时，作为西蒙1200mm
深的VersaPOD®(VP2)机柜的可选附
件，SidePOD可以创建用以维持正确
气流方向及冷却所必需的空间。选配
的导流罩可安装于SidePOD内，能将
冷空气导入交换机进风侧，并将热排
气引至热通道。

SidePOD也可用于扩展列末（EoR）
配置，增加机柜容量。当将SidePOD
添加到列末机柜时，就能启用全尺
寸的Zero-U面板，该面板可提供多
达12U的垂直配线和/或高容量垂直
线缆管理，优化了列末配置的功能
性。SidePOD可兼容VP2侧板，所以列

末（EoR）机柜侧板能轻易地转变成
SidePOD。

“在当今的数据中心中，我们看到越
来越多的大型侧排风机框式交换机被
用于列末配置，”美国西蒙的布线系
统技术支持经理Dave Valentukonis
说。“当这些交换机设备的前后方都
为线缆管理分配出更多空间用于操作
时，维持正确的气流交换就变得很关
键。美国西蒙最新的SidePOD和导流
罩解决方案正是用于支持这种交换
机环境的，同时还能通过VersaPOD
的Zero-U空间提供线缆管理和配线功
能。”

美国西蒙发布SidePOD™和导流罩
机柜解决方案

美国西蒙SidePOD的柜门配
有可锁门闩，单指就可以

轻松开关。顶盖有多个进线
孔，还可安装防护刷，提供
从上走线桥架进入Zero-U空
间的线缆通道。导流罩独特
的角型设计使它能被安装在
VP2机柜间的Zero-U空间里，
支持相邻机柜间双向的进气
与排气。

不同于大多数导流罩解决方案，美
国西蒙的模块化导流罩允许每个机
柜两侧的八个Zero-U可用空间中的
六个(75%空间)仍能够同时用于配线
或线缆管理。这种可双向安装的导
流罩，能使气流适当地被引导至冷
热通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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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的结构布线系统专家Lyle Menard带您一起探索美国西蒙创新的

VersaPOD®和SidePOD™及导流罩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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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U线缆管理器
大容量的VersaPOD Zero-U线缆管理区不
仅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以应对未来线缆通道
数量需求的增加，还为将来安装更多网络
设备释放了空间，从而不需要为未来扩展
添加更多机柜来浪费数据中心宝贵的空
间。

探索

散热管理
随着能源成本持续上涨，设备的散热管理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西蒙的VersaPOD
系统有气流控制的设计, 能够在不牺牲设
备和布线密度的情况下，以达到最高效的
散热管理。

探索

节省空间
VersaPOD的创新设计允许优化空间利用。
点击可查看有关VersaPOD节省空间的实际
案例。

探索

美国西蒙的VersaPOD兼具高密度、可扩展和高效
率，是您数据中心环境中最理想的基础设施。它创
新的设计优化了传统机柜间的闲置空间，为您提供
前所未有的设计灵活性。

散热能力 
分析概述：研究结果基于第三方的
VersaPOD热容量分析，采用了CFD模型及
相关参数。

Zero-U配线
Zero-U配线板的配线端口就设置在设备端
口旁边——可以减少昂贵的长跳线使用
量。较短的跳线减少了线缆冗长，从而改
善空气流通，美观且利于信道的查找。

探索
探索

设计方案
VersaPOD有多种多样的线缆路由方案，使
其能够支持几乎任何数据中心的结构配
置，让您灵活地按照需要设计出一套基础
设施，而不必受到传统机柜的空间限制。

探索

 

 

 

 

Versa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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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e | 西蒙新聞摘要

美国西蒙已发布表面组装Surface Pack盒。

和网格插座(GOP)盒一样，表面组装
盒Surface Pack也通常部署于安装高
架地板系统的大楼中，如呼叫中心和
交易大厅。无论有无塑料软管，线缆
都可通过应力消除点安全地接入表面
组装盒里并端接至信息插座

可将Surface Pack盒与选定的模块预
先连接并准备好，一旦土建结束了即
可进行快速部署。Surface Pack盒支
持美国西蒙所有的MAX®、Z-MAX®和
TERA®插座，可以选择性能等级从5e

类到7A类的非屏蔽或屏蔽系统…

在高架地板环境的数据中心中，冷热
通道结构的使用已是长期公认的一种
最佳节能方法，这种结构允许网络设
备的进气口从冷通道中吸入冷空气，
再将热气排入热通道中。随着设备密
度的持续增加，单个机柜的功率现已
达到15千瓦，节能因此成为了数据中
心管理者的首要关注问题，简单的冷
热通道设置由于允许部分冷热空气混
合，已不能完全满足现代数据中心的
节能需求。

因此，通过彻底分离冷热空气以达到
最大节能效果的密闭法就成为了最新
的趋势。不过，如果不使用空白面板
去填补空余的机架空间，即使是设计
优良的密闭系统及相关节能措施也无
法实现真正效果。

同时针对冷热通道的封闭：
不论是利用热通道封闭(HAC)，即通
过闭合的行间制冷或垂直排风管（如
烟囱）将热排放空气隔离并返回至精

密空调(CRAC)单元；或者是利用冷通
道封闭（CAC），即完全封锁冷通道,
将冷空气隔离并输送到设备的进风
口。任何封闭策略的目的都是为了防
止冷热空气的混合。

防止数据中心中冷热空气的混合不仅
可确保设备摄入最冷空气，尽可能保
持服务器风扇在最低转速并防止设备
过热，而且还能确保最热的回风返回
到机房空调(CRAC)部件。升高回风的
温度可提供更高的Delta T（进风出
风口空气的温度差），从而使空调部
件运行效率更高。

探索

美国西蒙发布
Surface Pack™盒

填补，或不填补
SnapFitTM空白隔热板可帮助数据中心更有效地实现制冷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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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e | 网络研讨会摘要

美国西蒙一直延续着举办免费网络研讨会的良好传
统，在近期的一场教学研讨会中西蒙解释了新发布
的IEEE 802.11ac超高流量5GHz无线标准。这场最新
的教学研讨会由西蒙资深专家Valerie Maguire主
讲，主题为“IEEE 802.11ac 5GHz无线升级及其对结
构化布线的影响”。

新的IEEE 802.11ac标准允许用户将无
线网速提升至现在的两倍，这一改变
对结构化布线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最终的160MHz频宽、最大化的8
空间数据流和256正交调幅（QAM）的
引入，允许在单个标志内编码更多字
节，802.11ac可迅速支持千兆位Wi-
Fi，理论上还可在未来达到6.93Gb/s
的无线传输率。

为达到几千兆数据吞吐量并支持新一
代无线接入点所需的能源和容量需
求，支持接入层交换机及上行链路连
接的高性能铜缆布线的指标首次成为
了决定因素。

“我们很自豪能持
续举办免费网络研
讨会，并能谈到如
最新的无线标准这
样令人兴奋的话
题。我们将解释新

标准涉及的所有术
语，并向所有技术
和非技术参会人士
清晰讲解新标准的
内容。”
美国西蒙的全球整合营销经理David 
Wall说。

“正如西蒙保证向行业专家及客户持
续提供新技术信息的承诺，这场教学
研讨会解答了最新的802.11ac技术趋
势、产品和功能的相关问题。研讨会
还设置了一个问答环节，让参会者能
与我们的主讲专家Valerie Maguire实
时互动，得到他们所需的无线技术相
关信息。”David Wall说。

点击 www.siemon.com/webinars可进
入全系列西蒙网络研讨会列表，选择
即可回看往期研讨会记录。.

美国西蒙网络研讨会解释最新
的IEEE 802.11ac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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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4个新的ISO/IEC和TIA布线项目同时进行时，这两
套系统及组件规格的交叉对照就会很容易让人混淆。
下文的简介将帮助您解决这一问题。

如何交叉对照ISO/IEC和TIA命名
规范

智能建筑的十大误区

在ISO/IEC标准中，结构布线组件
（如铜缆、连接件和跳线）的性
能按“类”(Category)标记，而对
应的永久链接或信道的性能则按“
级”(Class)描述。

在TIA标准中，组件和布线的性能都
按照“类”(Category)为标记。点
击“探索”即可查看按传输性能高低
排序的ISO/IEC与TIA布线等级对照
表。

 

 

 

 

智能建筑非常昂贵、复杂，全是新产
品，只关注节能…? 不对。

当前有很多关于智能建筑的误区。为
此，Jones Lang LaSalle公司的总
裁兼CEO Colin Dyer在他近期的一篇
文章——《什么企业误解了智能建筑
系统》中解读了智能建筑的10大误
区。Colin文中写道：“#1：智能系
统的选择不值得费脑筋。事实上，

这不能算是个误区。随着价格合理的
智能建筑技术进入市场并逐渐被采
用，大楼的使用者们已开始期待智能
建筑功能，大楼业主和投资者们也开
始看到智能系统投资所带来的实际回
报”…

西蒙新产品系列: 年度回顾
新产品的创新一直是西蒙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邀您一起来探索我们的新产
品系列。

请点击这里查看完整的博客文章

低损耗即插即用

SidePOD和导流罩

RouteIT线缆管
理器

MAX® TurboTool™

XGLO APC LC & SC
单模跳线

MapIT G2智能配
线箱

迷你LC双工组件

LC BladePatch光
纤跳线

42U VersaPOD®/
V600 

Z-MAX配线架

智能PDU解决方案 SnapFIt隔热板

Click to View

Click to View

Click to View

Click to View

Click to View

Click to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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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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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插入损耗预算是数据中心管理者最关注的问题
之一，尤其是在当今大型虚拟服务器环境中，需要
部署网络和存储区域(SAN)交换机互连的长距离40G
和100G以太网主干。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数据中心设计的初期都需要仔
细考虑损耗预算问题，只有将损耗保持在预算内才
能在不产生过高比特误码率且性能不下降的情况下
让光数据信号从一个交换机正常地传输到另一个。

由于光缆的长度、类型、连接器和熔
接点的数量都会影响到链路损耗，因
此数据中心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需要
计算这些光纤信道中每个连接点及每
一段的损耗值。

多光纤插拔（MPO）或机械式传送插拔
（MTP）连接器由于拥有预端接即插即
用的优点及从10Gb到40Gb和100Gb转
换的易扩展性，正迅速成为交换机对
连的标准配置。不过，典型MPO/MTP
模块的插入损耗可能不允许在单条光
纤信道中超出两对耦合连接，这样极
大地限制了设计的灵活性和数据中心
的管理。相对于标准损耗值，低损耗
的MPO/MTP连接器能更好地支持多连
接点，灵活用于更长距离和更多配置
中，同时保持在损耗预算范围内。

演变中的数据中心：架
构影响损耗
近年来，在数据中心环境中配置传
统的三层式第3层交换机架构已成惯
例。这种传统架构包括了位于主配线
区（MDA）的核心网络和SAN交换机；
位于主配线区（MDA）、中间配线区
（IDA）或水平配线区（HDA）的汇聚
交换机；以及位于水平配线区（HDA）

的接入交换机。大多数采用多层交换
机和万兆光纤主干的数据中心为了在
不超过光纤链路损耗预算的情况下支
持两个或多个连接点，将交换机之间
的距离和数据速率已设置得足够短
了。尽管如此，传统的三层架构仍无
法很好地适用于大型虚拟化数据中
心。
虽然传统的三层架构非常适合用于同
一接入交换机中各服务器间的数据通
信，但在当今大型虚拟化数据中心将
单个物理服务器划分为多个独立的虚
拟环境的情况下，这种三层架构已不
足以支持大型数据中心对无阻塞、低
延迟、高带宽的进一步需求。 

无阻塞是指网络拥有足够的带宽，可
允许任一端口以全速带宽与另一端口
进行通信，而延迟指的是数据包从信
号源传递到目的地的时间。在现在的
数据中心中，由于网络设备允许被设
置于任意位置，三层架构中两个接入
交换机间的数据通信可能就不得不贯
穿多个汇聚及核心交换机，这必然导
致了更多的交换机间跳转次数且增加
了延迟...

下载完整白皮书

当今数据中心对低损耗多芯光纤
连接的需求

 

 

 

 

 S



Innovate | 新白皮书

光纤插入损耗预算是数据中心管理者最关注的问题
之一，尤其是在当今大型虚拟服务器环境中，需要
部署网络和存储区域(SAN)交换机互连的长距离40G
和100G以太网主干。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数据中心设计的初期都需要仔
细考虑损耗预算问题，只有将损耗保持在预算内才
能在不产生过高比特误码率且性能不下降的情况下
让光数据信号从一个交换机正常地传输到另一个。

由于光缆的长度、类型、连接器和熔
接点的数量都会影响到链路损耗，因
此数据中心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需要
计算这些光纤信道中每个连接点及每
一段的损耗值。

多光纤插拔（MPO）或机械式传送插拔
（MTP）连接器由于拥有预端接即插即
用的优点及从10Gb到40Gb和100Gb转
换的易扩展性，正迅速成为交换机对
连的标准配置。不过，典型MPO/MTP
模块的插入损耗可能不允许在单条光
纤信道中超出两对耦合连接，这样极
大地限制了设计的灵活性和数据中心
的管理。相对于标准损耗值，低损耗
的MPO/MTP连接器能更好地支持多连
接点，灵活用于更长距离和更多配置
中，同时保持在损耗预算范围内。

演变中的数据中心：架
构影响损耗
近年来，在数据中心环境中配置传
统的三层式第3层交换机架构已成惯
例。这种传统架构包括了位于主配线
区（MDA）的核心网络和SAN交换机；
位于主配线区（MDA）、中间配线区
（IDA）或水平配线区（HDA）的汇聚
交换机；以及位于水平配线区（HDA）

的接入交换机。大多数采用多层交换
机和万兆光纤主干的数据中心为了在
不超过光纤链路损耗预算的情况下支
持两个或多个连接点，将交换机之间
的距离和数据速率已设置得足够短
了。尽管如此，传统的三层架构仍无
法很好地适用于大型虚拟化数据中
心。
虽然传统的三层架构非常适合用于同
一接入交换机中各服务器间的数据通
信，但在当今大型虚拟化数据中心将
单个物理服务器划分为多个独立的虚
拟环境的情况下，这种三层架构已不
足以支持大型数据中心对无阻塞、低
延迟、高带宽的进一步需求。 

无阻塞是指网络拥有足够的带宽，可
允许任一端口以全速带宽与另一端口
进行通信，而延迟指的是数据包从信
号源传递到目的地的时间。在现在的
数据中心中，由于网络设备允许被设
置于任意位置，三层架构中两个接入
交换机间的数据通信可能就不得不贯
穿多个汇聚及核心交换机，这必然导
致了更多的交换机间跳转次数且增加
了延迟...

下载完整白皮书

当今数据中心对低损耗多芯光纤
连接的需求

 

 

 

 

 S



Innovate | 案例分析

宝马最新的智能大厦和数据中心位于智利圣地亚哥
的La Dehesa，2013年9月开始运营，是宝马在拉美的
三大数据中心中的第一个。另外两个还在设施规划
中，一个距智利10公里，另一个在秘鲁。

位于智利首都黄金区的这座新办公
楼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设置在
17000平方米空间里的新一代网络技
术。 

智能环境

对于宝马来说，在现代化的办公楼里
配备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是至关重要
的，这样公司可以借助强大的高速网
络和基础设施设计为客户提供最好的
服务。这也使得宝马的新办公楼在智
利市场树立了合理利用资源的环保新
典范。

为此，建筑完工后大楼很快就将获得
LEED的金牌认证。“这是智利规模
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汽车销售办公
楼。”宝马技术平台网络安全部负责
人Felipe Germain指出。驱使宝马选
择美国西蒙布线方案的原因之一就是
因为西蒙的7A类TERA®解决方案提供
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高投资回报率。

“不同于6类，7A
类TERA的全屏蔽设
计能为未来20年的
信息应用升级保驾
护航。在无需对现
有基础设施进行重

大改变的情况下，
美国西蒙的TERA解
决方案就能轻松
支持交换机升级，
将网速从1Gb提高
到10 Gb，甚至更
高。”
宝马技术平台网络安全部负责人Felipe 
Germain说。 

全新的La Dehesa数据中心设置独
特，位于大楼的顶层，通过“智能”
设计大幅节省了资金和运营成本。 

如Germain解释道，“该项目超出了
同规模项目规定的环保标准，是针对
长期使用而规划设计的。这里的‘智
能’概念是以效率和高可用性（HA）
为基础，且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数据中
心的所有元素中。

高可用性指的是运营不能被诸如地
震、火灾、洪水或其他灾害事件所中
断。为实现高可用性，本项目采用了
两套独立的布线网络：一套用于计算
机，另一套用于宝马的汽车编程系统
Isis网络。

宝马 智利:
事实证明，美国西蒙为全球领先汽车公司提供最佳

的智能大厦和数据中心布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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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且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数据中
心的所有元素中。

高可用性指的是运营不能被诸如地
震、火灾、洪水或其他灾害事件所中
断。为实现高可用性，本项目采用了
两套独立的布线网络：一套用于计算
机，另一套用于宝马的汽车编程系统
Isis网络。

宝马 智利:
事实证明，美国西蒙为全球领先汽车公司提供最佳

的智能大厦和数据中心布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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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
解决方案

- 端到端的铜缆布线系统

- 完整的光缆布线系统

- 创新的机柜、机架、供电和散热系统

- 智能基础设施管理系统 (IIM)

- 通过第三方测试的高速互连产品

- 数据中心设计智囊团队

为什么选择美国西蒙？

- 111+ 年精良的制造工艺

- 长久的顶级质量承诺

- 市场首家发布6类和7A类连接产品

- ISO 9001和14001全球认证

- 与结构化布线相关的400余项专利

- 遍布全球的西蒙认证安装商、分销商和合作  

 制造商伙伴网络

- 全球负碳排放179%

 网联世界  更高境界

www.siemon.com/data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