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eMon | 新闻、活动、奖项、产品和案例分析

inn vate 
CABLING FOR THE FUTURE

美国西蒙公司电子杂志 | 01/12/14

冷却效率：
经证明，美国西蒙IcePack为Genesis 
Oil & Gas提供完美解决方案。

美国西蒙高密度机柜系列增加V800产品 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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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INNOVATE电子杂志

本期内容
点击感兴趣的内容，或翻页查看详情

点击图标可浏览往期杂志

P06

数据中心新闻摘要：
美国西蒙推出铜缆/光纤组合配线
架。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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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stack Advert - Chinese.indd   1 03/11/2014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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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网络研讨会摘要：
西蒙网络研讨会阐明数据中心低
损耗多芯光纤连接的价值。

探索

P08

产品亮点：
美国西蒙发布LightStack™超高密
度即插即用系统的新视频。

探索

P10

白皮书：
Valerie Maguire探究IEEE 
802.11ac 5 GHz无线更新及其对结
构化布线的影响。

探索

P16

白皮书：
Carrie Higbie探索SAN在应对数据
中心不断增长的存储需求过程中的
发展。

探索

数据中心新闻摘要：
美国西蒙响应全球数据中心需求，
推出V800高密度机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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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蒙公司近期宣布推出V800机柜系统，
旨在为高密度数据中心环境及楼层配线间提
供一个强大、高性能且性价比高的配线柜。

TV800机柜在提供更高的布线和设
备密度的同时还易于操作且热效
率高。它可作为独立配线柜，也
可用于多机柜并排配置中，V800
提供模块化配置，可作为布线、
网络交换机或服务器的专用机
柜。

V800为每一侧的可调整设备导
轨提供了Zero-U空间，用于机
柜前后端的线缆管理、PDU安装
或布线连接。在机柜覆盖范围
实现了空间利用的最大化。机
柜的前后方各有四个Zero-U空

间，可允许安装共八个Zero-U面
板。每个Zero-U面板可提供2U的
安装空间，可任意组合安装19英
寸铜缆配线架或光纤配线箱，整
个机柜能提供的额外安装空间共
高达16U。易于访问是这款新机
柜的一大亮点，无论是1000mm还
是1200mm，机柜的深度都精确设
计，从放置机柜的前后方都可以
立即完全访问相邻的地板。。这
确保了V800能提供满足ISO/IEC 
14763-2和EN50600-2-4建议的1.2
米全尺寸通道距离。系统的快拆
功能允许快速拆卸柜门，且前后

美国西蒙响应全球数据中心需
求，推出V800高密度机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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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门都可以双向安装。同时，可
拆分侧板提供了对已安装设备进
行访问的便捷性。另外，侧板还
集成了弹簧片接地功能 – 从而
无需使用专门的联接导体。

V800的波浪形高通风柜门能提升
系统的热效率，可实现71%的通
风率，大大超过了主流设备厂商
对机柜的通风要求。此外，机柜
顶附有四个集成防护刷，以确保
在线缆接入机柜时不影响整体的
温度完整性。V800还配有可选的
导热管理组件，包括排风扇和垂
直排气管。另外，西蒙提供了
SnapFit空白隔热板，用以填充机
柜中尚未使用的空间，可进一步
优化整体热效率。

大容量的V800机柜设计轻巧却十
分牢固，能提供1021公斤的额定
动载荷和1361公斤的额定静载
荷，拥有42U，45U和48U三种可选
高度，及1000mm或1200mm两种可
选深度。与西蒙标准的V600机柜
或高端VersaPOD机柜配合使用时
能保持一致的外观，使得数据中
心美观整齐。这款V800也拥有其
特有的系列附件，包括各种安装
面板和线缆管理组件，防护刷及
空白挡板。

产品经理Dave 
Valentukonis总结
道：“西蒙的V800
拥有大容量、多功能
及出色的热效率等优
点，能广泛适用于各
种应用环境，是我们
全球机柜产品线的一
次完美扩展。
 
这款新机柜不仅优点
多，而且性价比很
高，它的模块化设计
还使其具有灵活的可
扩展性。推出至今，
用户对V800的初步反
馈非常良好，让我们
看到了市场对这款机
柜解决方案的强烈兴
趣。”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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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蒙公司日前推出了新的混合
介质配线架。这种1U的‘铜缆/光纤
组合配线架’允许在同一机架安装
空间内混合铜缆插座和光纤端口，
有效地使机架空间利用率达到最大
化。

新的“组合”配线架能提供卓越的
多功能性和高密度性，这使其成为
在安装空间受限时网络配线的完美
选择。它兼容所有西蒙的即插即用
金属（PPM）光纤模块和金属光纤适
配板，能在1U高度内接受多达四个
光纤模块或适配板。

每个铜缆适配板能装配多达六个支
持独立端口识别的铜缆插座，且
可同时适用于屏蔽和非屏蔽铜缆系
统，包括从5e类到西蒙高性能的7A
类TERA和6A类的Z-MAX插座。这款
组合配线架由经过阳极化镀黑亚光
处理的轻质高强度钢制成，结实耐
用，而且像所有西蒙产品一样，
非常易于安装。它完全符合ANSI/ 

EIA310-D标准，带有集成接地条，
能确保从铜缆插座到接地点的正确
接地路径。该设计包括了集成线缆
管理功能，用于保护线缆，提供适
当的应力消除，而且配线架还提供
配套的扎线带、接地套件和安装螺
钉。

产品经理Brian 
McCaffrey总结道，“该
组合配线架能有效地利
用机架安装空间，最大
限度地提高安装密度。
通过支持一系列光纤和
铜缆组合，它为布线基
础结构的设计提供了相
当大的灵活性和选择
性。”

最新的6类MAX模块端接纪录
仅为18秒，以6秒优势大幅
度超越了之前的世界纪录！

美国西蒙日前宣布了新一轮MAX 
TurboTool全球挑战赛的胜者为来自
美国的John Crawford。这项在线竞
赛专门针对布线承包商，挑战承包商
技术人员的布线技能水平，看谁能用
西蒙的MAX TurboTool工具最快地端
接6类UTP MAX模块。

该竞赛要求承包商将他们最快的
TurboTool端接过程视频发送给西
蒙，端接最快的参赛者可获得1000
美元奖金，如能打破之前由Alberto 
Luna创造的24.18秒世界记录，冠军
可额外再获得500美元奖金！ 

来自爱荷华州Robins市
HITECH Communications
公司的弱电技术员John 
Crawford以18秒整的最
快端接赢得了比赛。这
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的成

绩，超出了西蒙所有人的预
期。 在线观看John的实际端接视
频，请点击：www.siemon.com/
maxturbotool （优酷观看请点

击：http://v.youku.com/v_show/
id_XODAyNTkxMjcy.html）

“John视频中的成绩远远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美国西蒙渠道营销经理
Brian Duval解释说。 “
所有西蒙的评委，包括我
自己，原来都根本没想过
之前的24.18秒MAX记录会
被打破，更不用说是以6
秒的明显优势被超越。”

据Duval说，更令人吃惊的
是，Crawford的18秒端接纪录还是在
他对西蒙的TurboTool不太熟悉的情
况下创造的。

“实际上，他是在给我们发送视频的
前两天才刚拿到TurboTool工具。如
果John在经过几个小时练习后就能达
到18秒的端接记录，你会不得不好奇
其它布线安装人员在经过一整天实际
的TurboTool端接工作后，他们的端
接速度将会达到多快。”

美国西蒙推出铜缆/
光纤组合配线架

美国西蒙宣布MAX TurboTool挑
战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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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蒙公司日前发布了一段新的视频短片，展
示了其针对高性能数据中心应用的最新超高密度
光纤即插即用系统LightStack的优点。

LightStack超高密度光纤配线箱

片中指出，在当今数据中心中，由大
数据、云计算和虚拟化引起的变革推
动了市场对更高端口密度的需求， 
这段视频正是针对这种需求，说明了
如何能在最小的空间中实现最大化的
连接密度。

视频中展示了美国西蒙最新的端到端
光纤系统LightStack是如何在单个机
架空间（1U）中连接高达144芯LC或
通过12芯MTP接口连接高达864芯的光
纤。

短片还介绍了该系统的全套部件，包
括已申请专利的创新配线箱、高性能
低损耗即插即用模块、直通适配器、
预端接光缆以及业界最佳的线缆管理
功能。除了展示该系统密度的最大化
外，片中也强调了它的易用性，所有
连接器件都可以从配线箱的前部或后
部进行安装，拥有无与伦比的易操作
性。西蒙的这段视频可同样适用于最
终用户、数据中心设计者、顾问公司
及安装商，旨在清晰易懂地介绍这套
高性能、高密度的光纤系统，并重点
说明它在实际数据中心应用中的好
处。 

这套系统的易接入和易使用性在片中
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即使在配线箱上
下堆叠安装时，也可从它的前部或后

部轻松插拔模块和适配器。视频中
还强调了系统的线缆管理功能，如
LightStack配线箱后部的可旋转固定
点，可让线缆保持适当的弯曲半径，
并展示了配线箱的磁性盖板是如何消
除对光纤不利的夹压隐患。

美国西蒙的光纤产品经理
Charlie Maynard解说了这段
视频，并总结道，“随着当今
高密度数据中心由10Gb向40和
100Gb速度的迁移，需要用低
损耗的光纤连接器件来支持允
许灵活跳线选择的多点连接，
并将链路损耗保持在预算内。
同时，这些连接还要易于访问
和管理，以便迅速有效地进行
变更。凭借业界领先的卓越功
能，我们最新的LightStack超
高密度光纤系统具有独特的优
势，能轻松应对当前及未来光
纤连接所面临的挑战。通过这
段视频，您可以清楚地看到它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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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杀手级应用！新发布的IEEE 802.11ac超高
吞吐量无线局域网标准为布线基础设施设计带来
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切换为具有1.3 Gb/s数据速率的802.11ac设备，用户现有的无线网络速
度能得到大幅提高。此外，采用256-QAM正交幅度调制、160 MHz信道带宽和
最多八个空间串流，理论上未来可达到6.93 Gb/s的传输速度。支持接入层
交换机和上行链路连接的高性能布线规格首次对实现千兆位级吞吐量发挥至
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完全支持下一代无线接入点。

采用6A或更高性能的水平布线并结合链路聚合技术，通过目前已推出的
802.11ac三个空间串流的无线接入点（WAP）和路由器，理论上能直接达到
1.3 Gb/s数据速率。

安装至少支持10 Gb/s的平衡双绞线或多模光纤作为主干线缆，支持升级后
的802.11ac上行链路容量。

采用基于网格的区域布线架构以适应新增的WAP部署，并且考虑覆盖区域的
快速重构和提供冗余及面向未来的连接方式。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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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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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最近举行了一场网络研讨会，说明了低损耗
光纤连接是如何能够帮助数据中心管理者们抗衡
当今逐渐减小的光纤损耗预算，同时支持灵活用
于高速光纤通道的多对连接。

美国西蒙网络研讨会阐明数据中心
低损耗多芯光纤连接的价值。

这场最新的网络研讨会主题为“当今
数据中心环境中对低损耗多芯光纤连
接的需求”，由西蒙公司负责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及服务的全球总监Carrie 
Higbie主讲。

光学插入损耗预算已经成为数据中心
管理者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
在当今的大型虚拟化服务器环境中采
用了新的交换结构体系和更高的速
度，从而导致在网络和存储区域网络
（SAN）应用上使用了MPO接口的长距
离光纤骨干通道。

由于这些随之而来的更严格的插入损
耗要求，标准损耗MPO连接器大幅限
制了可以部署在一个光纤通道上的连
接点数。这就产生了对低损耗光纤连
接的需求，既要能支持在各种距离和
配置下可灵活使用且易于管理的多对
连接，同时还要能提供给数据中心管
理人员足够的损耗余量以部署最新的
高速光纤应用。

“很多趋势正发生在数据
中心环境中，如更高的速
度，新的无阻塞设计及软
件定义网络，这都得益于
交叉连接的使用， ” 西
蒙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及
服务的全球总监Carrie 
Higbie说。

 “随着交叉连接需要一个通道内有
更多的无源连接点，低损耗光纤连接
就成为了控制损耗预算的关键，尤其
是在更高速的以太网和光纤通道应用
下，对损耗的需要变得日益严格。”

探索

网络研讨会链接：
查找近期关于低损耗多芯光纤连
接网络研讨会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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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是知名的行业领先高性能连接器专家

西蒙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产品的新型免费
Visio模板

Lyle Menard针对西蒙VersaPOD数据中心机柜的使
用提出宝贵建议

这些高性能铜缆和光纤产品配备公司
专利的坚固耐用MAX®和Z-MAX®外壳。
这些坚固耐用的插座和模块化跳线提
供IP66/ IP67防护等级密封，为插头
和插座触点提供防尘、防潮、防止工

业化学清洁剂和防振动保护。这些解
决方案非常适用于保护实验室、医
院、食品加工厂和其他恶劣环境下的
高价值连接。

您是否了解西蒙公司定期更新其免费
Visio模板库，帮助您快速、轻松地
创建大型网络图？

西蒙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产品向
Visio库增加的最新Visio模板包括西

蒙新LightStack™高密度即插即用产
品、通用模块化家具适配器、增强型
VersaPOD®和V600机柜及附件、新型
V800机柜等等。

在这段新视频中，美国西蒙的数据
中心专家Lyle Menard（RCDD/NTS）
针对如何利用西蒙VersaPOD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的独特优势来更好地规
划数据中心安装，提出了宝贵的建

议。VersaPOD能提供设计完美的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所需要的高密度、可扩
展性和高效率…

W W W . S I E M O N . C O M . C N

成立于1903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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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拥有全球性的销售、技术和物流网络，涵盖 
世界100多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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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Siemon       The
   

美国西蒙公司8

 质量，服务，创新和价值8

AD_CIO_MAG_Innovation_2_A  11/13/14  10:02 AM  Page 1



innovate | 博客摘要

探索

探索

探索

 

 

 

 

 S

西蒙是知名的行业领先高性能连接器专家

西蒙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产品的新型免费
Visio模板

Lyle Menard针对西蒙VersaPOD数据中心机柜的使
用提出宝贵建议

这些高性能铜缆和光纤产品配备公司
专利的坚固耐用MAX®和Z-MAX®外壳。
这些坚固耐用的插座和模块化跳线提
供IP66/ IP67防护等级密封，为插头
和插座触点提供防尘、防潮、防止工

业化学清洁剂和防振动保护。这些解
决方案非常适用于保护实验室、医
院、食品加工厂和其他恶劣环境下的
高价值连接。

您是否了解西蒙公司定期更新其免费
Visio模板库，帮助您快速、轻松地
创建大型网络图？

西蒙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产品向
Visio库增加的最新Visio模板包括西

蒙新LightStack™高密度即插即用产
品、通用模块化家具适配器、增强型
VersaPOD®和V600机柜及附件、新型
V800机柜等等。

在这段新视频中，美国西蒙的数据
中心专家Lyle Menard（RCDD/NTS）
针对如何利用西蒙VersaPOD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的独特优势来更好地规
划数据中心安装，提出了宝贵的建

议。VersaPOD能提供设计完美的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所需要的高密度、可扩
展性和高效率…

W W W . S I E M O N . C O M . C N

成立于1903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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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拥有全球性的销售、技术和物流网络，涵盖 
世界100多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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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Siemon       The
   

美国西蒙公司8

 质量，服务，创新和价值8

AD_CIO_MAG_Innovation_2_A  11/13/14  10:02 AM  Page 1



innovate | 白皮书

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数据量以爆炸性的速度发
展。大数据不断推动存储需求，而在短短的几年
前，这只能是人们的想象。

存储网络技术的更新，包括DAS、NAS、SAN、SAN 
over IP、光纤通信等

在过去的五年里，一条典型数据记录
中含有的数据量即使没有达到四倍，
也至少增长了三倍，但是，目前这些
数据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结构化、半
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事实上，根据最
新的IBM®研究，每天写入的数据量达
到2.5×1018字节，而在过去的两年
里，就创建了全球90%的数据。很明
显，数据库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

除了公司的人力资源外，数据已经成
为企业最有价值的有形和无形资产。
如何有效地存储、访问、保护和管理
关键性数据就成为摆在IT部门面前的
一项挑战。存储区域网络（SAN）将
网络模式应用于数据中心存储。SAN
在服务器后台运行，从而提供服务器
和存储设备之间的公共路径。不同于
基于服务器的直接连接存储（DAS）

数据中心存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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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向文件的网络连接存储（NAS）
解决方案，SAN提供了以块级或文件
级方式访问计算资源和个人资源共享
的数据。虽然iSCSI和以太网光纤通
道（FCoE）等新配置正日益普及，但
SAN技术主要是通过光纤通道（FC）
配置实现的。数据存储介质也不断变
化。

随着SAN的发展和互联网协议（IP）
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使用IP网络来
传输存储的数据已成为技术发展的前
端。IP网络可以提高可管理性、互操
作性和经济性。随着将数据集中到现
有的IP网络中（局域网/城域网/广域
网），人们可以发现通过数据集中、
虚拟化、镜像、备份和管理所带来的
直接优势。这种集中还提高了容量、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使用IP协议的两
个主要标准是FCoE（基于以太网的光
纤通道）和iSCSI（ip小型计算机系
统界面）。两者将光纤通道或SCSI命

令与IP数据报结合起来。FCoE的不同
之处在于将光纤通道命令封装到IP数
据量中，但这要求能够在封装时同时
读取光纤通道和以太网的聚合网络适
配器（CAN）。iSCSI在称为发起者的
边缘设备上使用标准以太网网络和标
准以太网适配器。

目前，10Gb以太网在企业数据中心的
水平应用正越来越广泛。在企业部署
10Gb以太网以赢得竞争先机需要坚
固耐用的IT基础设施。10GBASE-T和
10Gb SFP+应用正日益为数据中心的
网络组件和SAN网络提供可靠基础。
通过具有10GBASE-T容量的结构化布
线系统，用户便拥有基于行业标准的
开放性基础设施，能够支持多种融合
应用。

下载完整白皮书

网络研讨会链接：
查找近期数据中心存储发展历程方面
的最新网络研讨会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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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的意思是“万物的开始或起源”，这个名
称非常适合这家全球石油天然气顾问公司，该公
司新近成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总部，包括公
司自己的数据中心，在总部能俯瞰位于伦敦的圣
保罗大教堂。

被称为这家成立25年的能源行业专业
公司“未来的起点”，这些标志性
办事处将领导该公司在全球的16家
子公司，并提供衡量技术标准的基
准。Genesis公司为上游石油和天然
气行业提供初期工程咨询、全生命周
期海底工程服务及陆上和海上项目设
计。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从油气资产
获得经济回报，同时作为一家跨国公
司，公司作为全球各地子公司组成的
一个团队进行运作。由于对其交付的
IT投资要求越来越苛刻，Genesis首

先需要考虑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系统和
供应商。西蒙公司获得强烈推荐，而
且由于完整的高性能端到端产品，西
蒙中标为Genesis提供完整网络基础
设施。 

Genesis公司大楼为六层楼，因此公
司网络计划包括五个服务器机房和一
个数据中心/通信机房，利用主干网
中的西蒙优质OM3光纤线缆将这些机
房和数据中心连接起来。

Genesis Oil & Gas选择西蒙
IcePack™冷却解决方案

“西蒙公司利用最先进的数据中心产
品，从主干网到台式计算机之间通过
了完整的一流基础设施，包括在冷却
方面令人振奋的创新。由于有一批网
络设计专家随时为我们提供支持，再
加上20年的全面保修，西蒙公司带来
的价值很明显已远远超过我们所选择
的系统的卓越性能。” Genesis公司
全球IT总监Stephen Golliker说。

考虑到有挑战性的安装计划，数据中
心选择了MTP即插即用光纤，这保证
了最大信道吞吐量，而且安装速度
比现场端接快了75%。因为要求支持
10Gb/s，所以选择西蒙的Z-MAX® 6A
类FUTP铜缆系统。

该系统将稳定的一流性能、无法比
拟的可用性和端接速度以及安全性
和强大的抗干扰能力结合起来。这
为6A类/EA级各种性能要求预留了
最高余量，包括关键的外来串扰参
数。Genesis为其数据中心订购了四
台高热效率的VersaPOD®机柜，这些
机柜是目前唯一能够提供zero-U配线
能力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气流的产
品。作为一家勇于创新并支持创新的
公司，公司为每台VersaPOD配备西蒙

公司的新型IcePack™智能门。这些后
门换热器利用被动式液体冷却技术，
能够为每台机柜带来高达33kW的冷却
能力。

这种紧密耦合的冷却系统采用了专
业的翅片管式线圈，能够吸收和冷
却网络设备排放的热量，大大降低
了其他更耗能的空气冷却方式的要
求。IcePack系统的能耗能够比传统
CRAC系统减少高达80%的冷却成本要
求。与绝大部分空气冷却系统相比，
这些系统还能降低噪声水平。

Genesis公司选用了较低容量的
IcePack门，实现每机柜高达12kW的
冷却能力，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能
够无支持运行。因此数据中心配备最
小空调，根据设置，当室温升到24摄
氏度时（目前仍未出现），空调才运
行。所以在BMS控制下，目前每周只
在短时间内，启动一次空调，以确认
在需要时，空调能正常运行，而不是
为了控制温度。

重要的是，IcePack系统能够在露点
以上自动、持续运行，从而避免相关
管道出现冷凝风险……

查看完整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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