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特威勒机场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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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威勒集团简介
百年历史 瑞士品质 面向未来
万兆网络的最佳选择，Cat. 7 的代表
屏蔽布线系统的技术领导者和标准制定者
最高品质、最高性能、最安全环保的综合布线系统
专业化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完善的工程和服务支持为用户提供更大的附加值
德特威勒集团于1915年在瑞士成立，全球员工超过7500人，总部位于瑞士阿尔道夫。德特威勒集团包括德特威勒控股公
司和德特威勒电缆系统公司。
德特威勒电缆系统公司是为电气及ICT基础设施和光纤到户（FTTH）网络提供优质产品、 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的领军供
应商，无论是单一用途建筑还是数据中心，我们都可以提供有力支持。作为一家历史已逾百年、根基深远并且实力雄厚的
公司，德特威勒在ICT网络、安全防火、电梯等应用领域始终引领行业创新。
100年来，Datwyler以其专业化高品质的产品，领先世界的技术，卓越的安全环保特性，最完善的工程和服务支持闻名于
欧洲和全世界。德特威勒技术专家是国际技术委员会成员，拥有丰富的经验，对世界布线技术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德特威
勒公司与全世界的大学和综合技术学院合作，根据国际标准、致力于布线系统的持续技术创新。
德特威勒的屏蔽布线系统在欧洲有着极高的占有率，在全球的布线行业中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包括德国国家铁路、德国法
兰克福机场的Cat. 6屏蔽项目及瑞士联合银行的Cat. 7 S/FTP屏蔽解决方案，足球世界杯主赛场－慕尼黑安联体育场、瑞士
联邦大厦的Cat. 7A S/FTP屏蔽解决方案、以及在瑞士电信公司的高性能数据中心完整解决方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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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德特威勒在中国
瑞士德特威勒公司上世纪 90 年代末年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 -- 德特威勒电缆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以及德特威勒（苏州）
配线系统有限公司。我们的主营业务是生产和销售综合布线系统及电梯电缆的全系列产品。我们拥有先进的生产设施和管理模式，采用
从法国、德国和瑞士引进的世界领先的双绞线生产设备。这些不仅保证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能力，而且确保了我们能够完全满足客
户的要求。我们生产和提供全系列 Cat. 5e、Cat. 6 、Cat. 6A、Cat.7、Cat. 7A 、Cat.8 和光纤系统解决方案。我们的生产过程获得
ISO9001-2015 质量体系认证，所生产的产品通过 UL、3P、ETL 等国际著名认证机构的认证，也通过了信息产业部数据通信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的产品检测。
为增强德特威勒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德特威勒集团决定在中国进行战略重组。作为战略重组的重要步骤，经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决
议决定，在江苏太仓专款购地建筑成立德特威勒（苏州）电缆系统有限公司，并于 2014 年年初完成吸收合并于 1998 年在中国成立的
德特威勒电缆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 于 2015 年完成吸收合并德特威勒（苏州）配线系统有限公司的工作。
作为专业化的综合布线解决方案提供商，德特威勒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研发队伍，业界最严苛的原材料标准，完备先进的实验装备，高
于行业标准的创新检测手段和方法，独特先进的生产工艺，最好的生产设备，不仅能提供包括 Cat. 7A 的铜缆和光纤全系列产品，同时
在政府、金融、机场、铁路、电信、工厂、医院和教育等各个行业具有多年积累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可以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案 , 很
好地满足客户对于各种数据、语音和视频传输的需求，同时提供方案设计、现场评估、专业培训、现场监理、施工指导、系统升级、日
常维护等完善的工程和服务支持，为用户提供更大的附加值。
在中国市场上，德特威勒公司布线系统解决方案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认识和接受，连续数年被数家行业权威机构评选为中国市场综合布
线十大品牌之一。
近年来德特威勒公司全体同仁共同努力，赢得并成功实施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广州白云国标机场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和行业标志性项目，成为机场行业的领先布线品牌。为机场综合布线行业
的诚信规范、技术创新和共同发展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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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综合布线十大品牌之一

2005-2017 年荣获北京《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颁发的“中国市场十大综合布线产品品牌”
2008-2018年荣获千家品牌实验室颁发的“十大综合布线品牌”
2012-2018年荣获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研究院有限公司、《智能建筑电气技术》杂志社颁发的“影响中国- 智能建筑电气
行业优秀品牌- 综合布线行业十大优秀品牌”
2012年荣获华山论剑市场风向标专家评审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布线行业中国 “机场领域品牌推荐奖”
2013-2018年荣获《智能建筑》杂志社颁发的“中国智能建筑行业综合布线系统十大品牌企业”
2015 年荣获《机场建设与采购》与“中国机场建设网”联合颁发的“2014 中国机场建设综合布线首选品牌”
2016 年荣获《机场建设与采购》与“中国机场建设网”联合颁发的“2016年中国机场数据中心智慧布线优秀供应商”
2016 年荣获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颁发的“2016 数据中心优秀产品应用”奖
2018 年荣获《机场建设》与“中国机场建设网”联合颁发的“2018中国机场建设综合布线首选品牌”
2018年荣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颁发的“TOP10 2018综合布线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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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全面的品质保证

全面的品质保证
德特威勒所有产品的生产均严格遵循ISO9001:2015质量保证体系的生产程序如: 原材料采购，制造，性能测试等等。除此以外还有标准化的
整体质保检验，光缆和铜缆布线还需要通过应用检验与测试。德特威勒公司布线产品的设计和生产通过了一系列的质量检测及鉴定。德特威
勒今天的产品与技术已满足了您未来的应用需求，保证了用户的长期投资利益。
布线系统尽管使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但对布线产品技术、安装、测试等方面知识的掌握，会影响您对优质布线品牌的识别和布线系统的实际
传输性能。为此德特威勒公司提供一系列培训课程，从网络基础指导一直到高级认证培训。
培训课程分为三种类型：

B

授证工程师培训：为施工方和管理方技术工程师而设计的专业课程
·

·级高级培训：为已经拥有授证工程师证书的技术工程师而设计的高等级理论课程
·级规划培训：为已经拥有 级高级培训证书的综合型专业人才而设计的、专门面向智能建筑各子系统与综合布线系统融合的课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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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威勒机场案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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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案例精选

广州白云机场T2航站楼项目
国家三大门户复合枢纽机场之一
于2018年完成了扩建T2航站楼工程，工程为一幢四层高局部五层高的航站楼，占地面积为1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63万平方
米，包括：航站楼主楼，交通中心，数据中心机房等建筑。
第二航站楼建成投入使用，白云机场有望成为集高铁、城轨、地铁、高速路和民航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世界级“巨无霸”综合交
通枢纽，机场现有30多家航空公司，已开通航线110多条，通达国内外100多个城市，2019年吐吞量有望突破7,000万人次。
该项目经多方对产品供应商的交流，考察以及筛选，最终采用了有着百年历史和瑞士品质的德特威勒公司所提供的综合布线方案以及
工程服务，并将参与其深化设计，施工中的工程服务等。项目共计五万多个六类非屏蔽信息点，其中主干采用6芯，12芯，24芯，
48芯，72芯万兆光纤，水平采用低烟无卤六类铜缆，机房使用了MPO预端接光缆，144芯高密度配线架等产品。所选用产品外护套
均为高阻燃材料。
其配套设施包括铂尔曼酒店，公安楼等大部份项目其实早己采用了德特威勒的方案。德特威勒在白云机场的多角度不同时间段的使
用，也彰显了行业对我司的认可。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1航站楼
国家三大门户复合枢纽机场之一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1航站楼流程改造工程，新建建筑面
积约6.8万平方米，对出发、到达联检区及流程进行重新
布置。2012年动工，于2016年投入使用。
另，四&五跑道工程，三期扩建工程飞行区围界安防系统
均选用了德特威勒产品。
德特威勒公司为其量身打造了完善的综合布线解决方案，
方案共计20,000个Cat. 6非屏蔽信息点，采用了德特威
勒低烟无卤Cat. 6非屏蔽线缆及共计70,000多米的光缆，
灵易配线架及面板等一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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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机场T1航站楼改造项目
上海虹桥机场于2014年底启动T1航站楼改造工程。通过为期3年的改造工程，这座有近百年通航历史的机场将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并与现代化的T2航站楼相互辉映，更好地提升上海航空枢纽的硬件设施和服务品质。
虹桥机场T1航站楼改造，是东片区综合改造的核
心工程和率先启动项目。在A楼改造完成后再改
造B楼，全部改造工程计划用时3年。与T1航站
楼改造同步，在T1航站楼东侧新建地下二层的交
通中心，并同步实施东片区综合改造的6条地面
道路的新建改建，以及其它市政配套一期工程项
目。
虹桥机场T1航站楼改造项目由华东设计院进行设
计，项目综合布线系统总点数为18,000多点，光
缆总计120多公里。其项目使用了德特威勒公司
提供的低烟无卤非屏蔽线缆，OM4万兆多模室内
光缆，OS2室外非金属铠装防雷光缆等产品。
此项目的中标，意味着德特威勒公司在上海机场
取得了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会师，这两个重量
级的国际枢纽级的机场均采用了德特威勒综合布
线产品。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国家八大区域
枢纽机场之一
国家辐射东南亚、
南亚的门户机场
新机场按照2020年旅客吞吐量3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95万吨的容量设计；中期按2030年旅客吞吐量5800万人次、货邮吞吐170万
吨进行规划。
为了确保机场投入使用后的大客流及机场工作人员工作的顺利运作，昆明新机场根据高质量标准，经过层层严密筛选，在综合布线系统
方面选择了具有百年历史的瑞士品牌德特威勒。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楼以及南工作区12栋高楼、飞行区、货运区、ITC等均选择了德
特威勒公司提供的综合布线解决方案，包括Cat. 6双绞线、万兆多模光缆、单模零水峰光缆等产品系列。总点位超过60,000个Cat. 6
UTP信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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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案例精选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国家八大区域枢纽机场之一，东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中心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于 2013 年 8 月投入使用。T3 航站楼面积 24.8 万平方米，设计容量为 1750 万
人次 / 年，商业面积为 2.2 万平方米，占比 8%，此商业面积比例在国内机场名列前茅。
T3 航站楼由主楼和两个指廊构成，新建 37 个停机位和 4.2 万平方米的停车场。扩建后的桃仙机场成为了“一体化、
立体化、现代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不仅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吞吐量需要，还可以通过完善综合交通网络，
实现了 T3 航站楼与地铁、有轨电车、机场巴士、出租汽车、长途客车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T3 航站楼
软硬件设施均达到国内机场一流水平，为东北地区最大规模、最先进的枢纽航空港。
T3 航站楼主体大楼以及三关（检验检疫、边防安检、海关）均采纳了德特威勒电缆公司提供的全系列（光缆系统、
铜缆系统）综合布线解决方案。其铜缆系统采用了 Cat. 6 非屏蔽阻燃低烟无卤等级线缆，规模超过 13,000 点。
光缆系统也保证了 T3 航站楼内部以及与 T1、T2 航站楼之间的数据可靠连接。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T2航站楼
国家八大区域枢纽机场之一，中国西北地区的航空枢纽中心
因此新航站楼项目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

器、信 息 插 座、插 头、适 配 器、传 输 电

将在整个弱电系统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

子器件、电气保护设备和线路管理支持

色，高速、宽带、安全将是其网络架构所

硬件等），采用非屏蔽双绞线与光纤混合

应必备的基本条件。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

布线方式，模块化组合压接，以连接航

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选用瑞士德特威勒的

站楼内的话音设备、数据设备、电子通

布线系统解决方案。

讯设备和网络交换设备等，并能使这些
设备与外部通讯网络相连接，为咸阳机

结合西安咸阳机场新建航站楼的综合布线

场的语音、数据及多媒体应用提供实用

系统特点，西安咸阳机场新建航站楼的综

的、可靠的、灵活的、可扩展的介质通路，

合布线系统设计成为一个完整的集成化通

最终为咸阳机场弱电集成系统的信息基

讯传输（分布式）系统。用符合国际标准

础链路的开通使用提供可靠保障。

规范的德特威勒布线部件（配线架、连接
西安咸阳机场新建航站楼的综合布线系统采用三级星形的物理结构。一级为机场场区建筑群间 ATM 单模光纤建筑群主干；二级为航站楼
内 ATM 多模光纤数据主干和 3 类大对数 UTP 话音主干，从航站楼设备间向 8 个分配线间辐射；三级为航站楼内 8 个分配线间到工作区
的全部增强 Cat. 5 UTP 水平配线。所有与计算机网络相连的布线硬件均为光纤和 Cat. 5e 产品。该综合布线系统总计 1 个主设备间，8
个分配线间。由一组总配线架和八组分配线架进行分级管理。
德特威勒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项目设计的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可通过电缆获得语音、数据和高频带宽度视频信号，并具有实用性、灵活性、
模块化、可扩展性、经济性等特点，竣工验收后，整体信道性能指标达到并超过 Cat. 5e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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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国家八大区域枢纽机场之一
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机场

2014 年，郑州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同比

中原通往莫斯科、阿姆斯特丹、芝加哥、

14747.17 ㎡，经过层层甄选，最终选用

增长 44.86%，货运量增速在全国 20 个

安克雷奇、首尔、巴库、哈恩、纽约、新

拥有百年历史的德特威勒（苏州）电缆

大型机场中居第一位，其增长幅度，几乎

西伯利亚、达卡、莱比锡、卢森堡、法兰

系统有限公司提供的全系列（光缆系统、

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10 倍。

克福、纳闽（马来西亚）、吉隆坡、迈阿

铜缆系统）综合布线解决方案。其铜缆

密等城市的空中运输通道。

系统采用了 Cat. 6 非屏蔽阻燃低烟无卤

郑州机场强化与国内外大型枢纽机场的合

等级线缆，共计 5,100 点。德特威勒可

作，发展货运中转、集散业务。拓展优化

2015 年年底，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

靠的产品质量和优越的性能，为货运站

航线网络。以连通国际枢纽机场航空货运

建工程已正式投运，其货运站及航空配餐

及航空配餐中心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为重点，开辟航线、加密航班 , 打造轮辐

中心、工作区是此次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

式航线网络，积极发展全货机航班，构建

部分，也将是中国最大的航空货运中心和

联系全球的空中通道。其中俄罗斯空桥、

中转中心。

UPS 联合包裹航空、丝绸之路西部航空
（阿塞拜疆）、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卢森堡

二期货运站，总用地面积 116046.13 ㎡，

货航、马来西亚货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入驻，

总建筑面积 46467 .05 ㎡。航空配餐中心，

目前已拥有 22 条国际货运航线，搭建了

总用地面积 25171.62 ㎡，总建筑面积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T2航站楼
国家十二大干线机场之一，中国国际航空
物流中心，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固定备
降机场和分流机场。
T2航站楼单体总建筑面积约24.8万平方米。
T2 航站楼选用的正是德特威勒提供的主
干 万 兆 + 水 平 千 兆 解 决 方 案，共 约
13,000 个 Cat. 6 非屏蔽信息点，单模光
纤约 55 万米（芯）。
集成信息数据点用蓝色，语音信息点用白
色，安防 IP 摄像机信息点用紫色，商业
POS 信息点用黄色，办公网信息点用棕
色，离港信息点用橙色，广播及其它信息
点用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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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案例精选

香港国际机场
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全球超过100家航空公司在此运营，客运
量位居全球第5位，货运量连续18年全球第1位。
在香港国际机场的组建项目中，德特威勒公司的预端接光缆，光接插
件系列等产品被指定大量使用，满足了香港国际机场所要求的高技术
性能, 并且德特威勒公司为该项目提供了15年的系统质保。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最大的枢纽机场之一，年进出港航班约为 60
万架次，年运送旅客约为 6 千多万人次。

防火技术的转让
多年以来，法兰克福机场一直采用由德特威勒电缆公司提供的网

在法兰克福机场，现代化的安全系统和专业的防火措施是必要的。为确

络和安全系统解决方案。针对众多的最新式建筑和扩建工程，德

保所有电气设备在发生火灾时都能够可靠运行，多数安全电缆设施都是

特威勒电缆公司再次通过其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欧洲供应中心向

由德特威勒电缆公司所提供的。这其中包括具备功能完整性的无卤陶质

现场安装公司提供电缆、部件和服务设施。

电缆以及经过测试的连接、支撑和安装部件。
空客 A380 修理库的重新电缆布线后，德特威勒电缆公司目前为现场安

高速数据网络

装公司提供用于 1 号航站楼的 C 号候机厅、2 号航站楼的防火加强工程

2 号航站楼配有最优质的应用独立式电缆布线解决方案，该方案

以 及 这 些 航 站 楼 之 间 的 连 接、多 个 停 车 场 的 扩 建 工 程 以 及 新 建

采用铜质电缆和光纤电缆布线，包括模块化高质量，高性能的

Gateway Gardens 附近所采用的防火系统。这些技术转让还包括向安

OM3 系统解决方案。

装公司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

由德特威勒电缆公司提供的高速数据网络还应用于 C 号和 D 号

现场供应

候机厅之间的连接通道（PVP 测试）
、空客 A310 的货运大厅、

当然，对于所有工程项目来说都存在一个巨大优势，即安装公司可借助

机场酒店以及最近建成的几个停车场。应用范围囊括办公室通信

于附近德特威勒电缆公司下属的供应中心 - 欧洲最大的电缆和部件仓库

和柜台连接设备、显示器以及用于访问控制和运输管理系统的读

之一。这就意味着始终能够提供大量材料并可及时供应，同时安装公司

卡设备。

还可在现场出现临时附加要求或建议时做出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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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威勒中国机场行业案例
机场名称

综合布线应用场所 / 系统

1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综合服务楼

2019

2

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飞行区、安防等改造项目

2018

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GTC、配套设施

其中 T2 航站楼面积 63 万平方
米，超过 5 万个信息点

2018

4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1 号航站楼改造项目（主要包括 1 号航
站楼改造、交通中心和市政综合配套一
阶段工程 3 部分。）

1 号航站楼面积 13.18 万平方
米，超过 1.8 万个信息点

2018

5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改造；四、五跑道工程；三
期扩建工程飞行区围界安防系统

1 号航站楼面积 27.8 万平方米，
新建 6.8 万平方米航站楼，超
过 2 万个信息点

2016

6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电力配网自动化系统

2019

7

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监控系统

2017

8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T2 货运、工作区

9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110 指挥中心项目及主干光网扩容项目

10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

其中航站楼面积 24.83 万平方
米，大约 1.3 万个信息点

2013

11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全 机 场 范 围，包 括：航 站 楼、ITC、
GTC、工作区、货运区、飞行区，大围界、
公务机楼等

其中航站楼面积 56 万平方米，
超过 6 万个 Cat 6 UTP 信息点

2012

12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及配套楼

T2 航站楼共 9 万平方米

2003

13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ITC，3C 联合指挥中心

2019

14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监控改造项目

2019

15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改造项目

2018

16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其中航站楼面积 24.8 万平方
米，大约 1.3 万个信息点

2014

17

贵州贵阳龙洞堡机场

18

河北邯郸马头机场

三期扩建，新建航站楼及配套设施

航站楼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
大约 2000 个信息点

2020

19

荆州机场

全机场范围，包括：航站楼、工作区、
飞行区等

其中航站楼面积约 1.3 万平方
米，大约 2000 个信息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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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大约 5100 个信息点

完工 / 启用时间

2016
2016

机场案例精选

机场名称

综合布线应用场所 / 系统

规模

完工 / 启用时间

20

尼泊尔博卡拉新国际机场

全机场范围，包括：航站楼、工作区、
飞行区等

中国援建，新机场共占地 200
万平方米

2020

21

张家口宁远机场

航站楼

其中航站楼面积约 1.4 万平方
米，大约 2000 个信息点

2019

22

新疆塔城机场

全机场范围，包括：航站楼、工作区、
飞行区等

其中新航站楼面积约 0.8 万平
方米，大约 2000 个信息点

2019

23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航站楼面积 11.6 万平方米，大
约 1.5 万个信息点

2018

24

湖北襄阳刘集机场

航站楼及配套设施

25

江西上饶三清山机场

航站楼、配套

其中新航站楼面积约 1 万平方
米，大约 2000 个信息点

2017

26

山东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航站楼、GTC、工作区等

其中航站楼面积 11 万平方米，
大约 1.2 万个信息点

2015

27

山东日照山字河机场

航站楼、配套

其中新航站楼面积约 2.2 万平
方米，大约 3000 个信息点

2015

28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

全机场范围，包括：航站楼、工作区、
飞行区等

其中航站楼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大约 4000 个信息点

2015

29

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

全机场范围，包括：航站楼、工作区、
飞行区等

其中新航站楼面积约 3.3 万平
方米，大约 3000 个信息点

2012

2017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

贵州遵义机场

河南南阳机场

新疆且末机场

宁夏固原机场

贵州安顺机场

新疆阿尔泰机场

新疆吐鲁番机场

陕西榆林榆阳机场

河南洛阳机场

新疆和田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

德特威勒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场提供优质产品以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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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威勒机场综合布线解决方案
一、引言
瑞士德特威勒公司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在海内外参与了众多特大型机场的综合布线项目，其中有些项目（如：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从
建设到现今，德特威勒一直为它提供技术、产品等方面的服务。
在中国，德特威勒从1998年就参与了国内机场建设，短短的二十年间已经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等众多重要机场提供了从技术、产品、工程、监理、顾
问和服务等各个角度的全方位机场整体解决方案。
德特威勒不断研发新的产品与前
沿技术，特别是适合于机场布线
建设方面的布线产品，期待为国
内更多机场提供专业化、高品质、
具有卓越的安全环保特性的产品，
同时以领先世界的技术，完善的
工程服务解决方案为机场的信息
智能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DATWYLER

14

机场行业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二、机场布线面临的挑战
综合布线系统是现代化机场信息通信的关键基础物理平台，是
机场智能化信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系统，承载着机场多种网络
通信的应用，如核心通信网络、离港网、无线网、行李网、安
检网等多个网络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场综合布线系统是
否可靠，决定着机场是否能够安全的正常运营，综合布线系统
无疑是机场智能信息化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机场的显著特点是占地面积大、航站楼建筑面积大、人流量大、
安全可靠性高，这就对综合布线系统提出了非常高的产品性能
及工程施工要求。

信息传输的高可靠性
机场的综合布线系统上承载着机场各职能部门、各进驻机构的信息传输任务，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个机场运行出现故障。所以
作为信息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的传输介质，综合布线系统必须保证信息的不间断运行。为了满足在15～25年之间保障整个机场的信息传输
正常工作的重任，综合布线系统的可靠性成为了最关键的因素。为此就应该在产品、规划、设计、工程、维护等各个阶段都充分考虑，
并在工程完工时获得布线制造厂商的25年质量保证，借助于厂商的力量确保系统的长期可靠性。
为此，机场综合布线系统往往采用多路径、多传输介质、线路冗余、系统备份等等多种方法尽可能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在选择产品时，
也会将无法重新安装的隐蔽区域（地面下、墙壁里、天花上、管道中）内双绞线和光缆的品质放在第一位，因为它们一旦出现故障几乎
是无法修复的。所以，布线产品选型将是保证信息传输高可靠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安全性
机场的安全性从两方面来考虑：

人身安全
机场属于人流量大、密集度高的公共区域，对人身安全的保护成为重要一环。根据国家相关的线缆标准和工程标准，在机场这样的环
境中，应该采用能够阻止火焰蔓延（阻燃）、烟雾少（低烟）和无毒（无卤素）的线缆产品，其中包括综合布线的双绞线和光缆，也
包含电气系统中的各种电缆。其目的只有一个：万一发生火情，能够给予身在火场中的人们最多的逃生机会。而综合布线系统的规划
和设计人员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为人身安全尽一份力的重担。

信息安全
机场信息系统安全性的另一个角度是信息安全，它的目的是保证在万一发生火情时能够将正在运行的信息保存到安全的地方（如：异
地备份、设灾备机柜等等）。而这时就要求信息系统能够在火场中仍然能够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国标推荐供火时间为90分钟），以免
信息突然中断造成部分信息不完整，为后续的信息恢复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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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
从业务流量来说，机场综合布
线系统的传输流量并不大，但
是随着综合布线系统能够支持
的应用系统越来越多，甚至声
音、图片、摄像机、显示大屏、
网络视频、流媒体等等信息流
量要求很大的智能化系统也开
始转而使用综合布线系统作为
传输介质，对综合布线系统的
传输能力要求也就明显提高。

全覆盖
随着智能系统网络化的进程，
机场中的综合布线系统要覆盖
整个航空港的建设，如航站楼、
办公楼、货运、能源、武警、
医疗、宾馆、站坪、飞机跑道、
空管、大围界等等。
各个智能系统如消防、广播、
安保、门禁、停车、设备管理
等等系统都可以采用综合布线
系统作为基本的传输介质。所
以，作为机场的基础传输平台
之一，综合布线系统正在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综合”传输作
用，需要满足复杂多样的线缆
应用需求。

三、德特威勒在机场行业的优势
品牌优势
瑞士德特威勒集团是一家成立于 1915 年的综合性的跨国企业，总部位于瑞士中部的阿尔道夫市。德特威勒成立百年，作为欧洲第一的综合布
线品牌，始终从事本行业的研究与生产，坚持为用户提供实实在在的始终如一的质量保证。
德特威勒是中国机场行业名列前茅的布线供应商，拥有近 50 个机场航站楼成功案例。

“中国十大布线品牌”
从 2008 年到 2019 年期间，我们多次荣获由综合布线工作组颁发的“中国十大布线品牌”称号；
从 2008 年到 2019 年期间，我们连续荣获由中国国际建筑智能化峰会 ( 千家品牌实验室主办 ) 颁发的“中国十大布线品牌”称号。

“中国机场布线品牌”
“中国机场建设综合布线首选品牌”
德特威勒品牌获得了机场行业的一致认可，我们在机场行业荣获了：“中国机场建设综合布线首选品牌”，“机场领域品牌推荐奖”，“中国机场
数据中心智慧布线优秀供应商”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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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服务优势
德特威勒具有完善的机场布线整体解决方案
德特威勒具有全系列适合于机场布线建设方面的布线产品，同时也是具有
众多机场工程现场实施经验的厂商。
德特威勒中国拥有良好的市场销售和技术支持渠道能够保证客户享受到的
是真正厂家的服务，提供的是原装正品的产品；德特威勒中国也拥有健全
的物流体系，能够保证产品安全、准时到达项目现场，为项目按时按质完
成保驾护航。

本地服务
机场施工周期短，具有“后墙不倒”的施工特点，这就要求设备材料生产
厂家能及时满足机场大规模供货需求。
随着中国布线市场高速发展的态势，德特威勒在上海的线缆工厂已不能满
足客户供货需求，所以在2014年，由瑞士德特威勒集团投资3亿元建设的
德特威勒（苏州）电缆系统有限公司，正式在太仓投产。项目占地60亩，
员工400多名，年产值6亿元左右。机场行业的所有材料均能在本地生厂。

工厂生产车间
25年产品质量保证，德特威勒具有全系列适合于机场布线建设方面的布线产品。项目验收合格，并符合德特威勒质保规范，可提供25
年系统保证和产品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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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
德特威勒是综合布线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者，参与国际及中国多个标准及
白皮书的编写制定工作，其中包括国内最重要的综合布线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1-2016》、还有综合布线行业白皮书《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
与施工技术白皮书》等。
瑞士德特威勒总部有独立的实验室研发新产品，同样在苏州太仓的中国区
总部也有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拥有多名具备现场工程经验的工程师及工
业产品研发的工程师，不断开发出更适应中国国情的综合布线产品。
目前中国机场行业选用的线缆材料基本上都是FR/LS0H低烟无卤阻燃材料，
而德特威勒正是全球低烟无卤线缆生产的领军厂商。
德特威勒在中国有众多的工程指导实施经验
由用户特邀德特威勒担任综合布线系统技术指导工作的项目案例有：昆明
长水国际机场（昆明新机场）、广州白云机场T2航站楼、中国宝马工厂等
众多重要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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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优势
瑞士德特威勒总部的工厂拥有目前欧洲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同样在中国江
苏太仓市的工厂也拥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线缆生产线，主要生产线均由欧
洲直接进口，品质保证与欧洲总部工厂一致。
国内工厂拥有13条产品生产线，涵盖铜缆/光缆/接插件的生产。每月线缆
生产能力3000公里，接插件10万套。
德特威勒铜缆的生产的两个“一步法”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工艺。
拉丝绝缘一步法:铜棒进入机器进行反复拉丝，当铜线制作成标准24或
23AWG后，马上进行外护套的包裹，整个生产在同一条无氧生产线上进
行，保证铜线在还没有接触空气前就完成外护套的包裹，铜线不被氧化，
导电性能更优秀。
绞群绞一步法:双绞线的4对线分别进行对绞后再整体群绞，整一个过程在
同一条生产线上进行，绞距的设置全部由电脑自带控制。确保绞对的均匀
性、稳定性，提高线缆性能。而且生产率为两步法生产工艺的60％。
德特威勒可以为客户专门定制针对项目的线缆及模块，保证客户能够采购
到原装正品的德特威勒综合布线系统。同时产品包装上贴有二维码扫描标
签，可通过手机马上查询货物的生产信息、批次号等，快速区分真伪。
德特威勒以瑞士的品质，国内生产，减少了流通环节，国内工厂具有大型
仓储能力，强大的物流车队。同时各地区的分销都建有完整的仓储和物流
能力，保证了任何区域、任何类型的项目都能够及时供货。
德特威勒在国内共设有4个办事处，分别负责华南/华东/华北/西北四个区域
的业务。每个办事处都配有区域经理/销售经理/技术工程师/商务。可及时
处置区域内的各种布线需求。
德特威勒在中国的20年间，培养了一大批由德特威勒认证的布线工程师，
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不同集成商中，在不用行业不同领域，都会遇到德
特威勒的认证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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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特威勒机场全面解决方案
选用德特威勒综合布线解决方案，您可以实现：
获得完善的机场布线整体解决方案
获得世界一流的满足整个机场建设要求的全系列布线产品
得到行业内权威专家的全程技术指导、包括现场施工指导
德特威勒以其专业化高品质的产品，领先世界的技术，卓越的安全环保特性，最完善的工程和服务支持闻名于欧洲和全世界。
德特威勒在全球及中国已完成了众多高水平的机场布线系统，如法兰克福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2、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等，针对中国机场的实际情况，以及面临的挑战，德特威勒为机场推荐性能最佳的综合布线解决
方案：

“绿色”、安全、环保的线缆
德特威勒为机场提供的线缆产品全部为LS0H/阻燃、低
烟无卤产品，完全满足了国家有关的综合布线系统和电
线电缆标准，也符合相关公安部标准（GA
306.1-2007）的要求。可以有效的避免在万一发生火
情时，让火势不蔓延、产生很少的烟雾、而且不会产生
致命的毒气。这样就可以使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保证机
场信息的传递，最大限度保证人身安全。

Cat. 6/Cat. 6A 数据铜缆
作为综合布线系统使用量最大，功能最重要的传输介质，我们德特威勒推荐机场行
业使用目前最具性价比的六类非屏蔽和超六类双层屏蔽线缆。两款线缆均采用德特
威勒两个“一步法”生产工艺，无论在性能传输还是环保、安全等方面都具有极大
的优势。
Cat. 6 非 屏 蔽 线 缆，采 用 目 前 最 成 熟 的 中 心 十 字 骨 架，具 有 良 好 的 传 输 性 能，
23AWG 线规，物理带宽 250MHz，工厂测试可以到达 350MHz。线缆性能通过
国内外多个权威机构的认证。

RAL 7037
FR/PVC
RAL 2003
FRNC/LS0H

Cat. 6 非屏蔽双绞线

可提供多种防火等级的低烟无卤护套，同时兼顾环保和安全性。针对项目不同系统
的应用需要，还可以提供五种颜色，灰、蓝、黄、红、橙。

接地线
镀锡铜丝

绝缘
PE 材料
发泡结构

德特威勒作为欧洲最大的屏蔽布线供应商，屏蔽系统一直是德特威勒最具有优势的
产品。Cat. 6A 屏蔽线缆双层屏蔽结构，比一般的单层屏蔽线缆具有更好的电磁屏
蔽效果和更多的性能余量。同时能更好地支持 POE、POE+ 和 POE++ 供电系统。
线缆同样获得国内外多个权威机构的认证，可提供多种防火等级的低烟无卤护套，
同时兼顾环保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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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护套
-FR/PVC 灰色 RAL 7037
-FRNC/LS0H 橙色 RAL 2003

屏蔽层
覆塑铝箔

Cat. 6A 屏蔽双绞线

屏蔽层
覆塑铝箔

内导体
AWG23
单晶无氧铜

解决方案

高带宽、长传输距离的光缆
德特威勒为机场主推OM3、OM4多模光纤和OS2单模零水峰（G.625.D）光
纤。
多模光缆能支持万兆传输从300米~550米，可满足大部分楼内数据主干的传
输要求。

-FRNC/LS0H 单模：黄色
-FRNC/LS0H 多模OM2：橙色
-FRNC/LS0H 多模OM3：水绿色
-FRNC/LS0H 多模OM4：紫色

天蓝

室内光缆
单模光缆能支持40G以太网传输距离支持80公里。这就给机场未来的高速信
息应用提供了基本保证。

防雷、防鼠的安全光缆
雷电是影响机场以及旅客安全的重要因素，防雷工程相当重要。通过分析雷
电灾害对机场建筑物和导航等设备电源、通信系统的影响，对机场的室外光
缆，自身具备防雷功能当然是优先考虑。
青绿

青绿

同时，机场也是鼠患相当严重的地方，特别是建设期间经常有光缆被老鼠咬
室外光缆

断，造成很大的损失。
德特威勒为机场提供的玻璃纤维防鼠咬光缆，正是一种无金属结构的防雷光

光纤

缆；可以有效的防止雷击通过光缆的铠装层进入机房，同时其中抗拉伸效果

套管填充物

的玻璃纤维层又是一种物理防鼠咬方法，所以它是既防雷又防鼠咬，非常适

松套管

用于机场室外部分敷设，从而保护数据传输的安全。

聚乙烯护套
撕裂绳
玻璃纤维
缆芯填充物
非金属加强芯

耐火安全光缆
产品特点、优势：
安全系列光缆，同时具备阻燃，耐火，低烟无卤，防鼠，防水等特性。
非金属中心套管式光缆。室内外通用，能广泛应用于隧道、地铁、银行、机场
等重要场合的网络主干。
青绿

极佳的阻燃耐火性能，能够保证光缆在 850℃的火场中能够继续保持正常传输
180 分钟（符合 IEC 60331 线缆完整性测试标准），而在最严酷的系统完整性
检测中仍然可以超过 30 分钟 /850 摄氏度（德国标准：DIN 4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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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多种场合应用的铜缆配线系统
因为机场面积大，配线间众多且分散等特点，不同的
弱电间对配线的要求各不相同。德特威勒可以提供灵
活的配线方案，适合不同应用需要带防尘盖的24口配
线架，模块可以前后拆卸，方便施工维护。
高密度1U48口配线架，比传统配线架提高100%的机
柜空间使用率。

灵活多变的光纤配线系统
德特威勒可提供多种光纤配线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客户不同应用的需要。

1U旋转式光纤配线架
旋转式光纤配线架1U24口，最高密度48芯，采用旋转式开启方式，维护时不会拉伤光缆和对
前端跳线造成影响。
前面板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适配器进行更换，产品包括熔接盘、熔接耗材等附件，只需添加
耦合器就可以装配出完整的光纤配线架；可支持的耦合器包括：ST、LC、SC、FC、
MTRJ、SC规格MTP
结构灵活：默认24孔的设计，配线架内均配有12个空白挡塞，灵活的实现不同端口数的端接。

4U高密度光纤配线架
适合高密度，快速部署和高性能要求的场所，尤其适合在数据中心等有大量光缆端接的地方
使用。用于熔接方式的光缆接入使用前面板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适配器进行更换，产品包括
熔接盘、耦合器、熔接耗材等附件。
抽屉式结构：可从正面分层拉出抽屉盘，熔接工序完成后推回即可，提高了现场安装的便利
性；可避免后期维护拉断光纤
附带锁扣透明前门，保护正面跳线，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1U通用型光纤配线架
通用系列光纤配线架适用于光纤端接应用前面板适配器框架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适配器进行
更换，也可以根据需要实现光铜混用。
产品包括熔接盘、熔接耗材等附件，只需添加耦合器就可以装配出完整的光纤配线架。最多
可支持96芯光纤熔接（1U）。
模块化设计，双向可拆卸模块。本配线架配套的模块框架可以从配线架正面使用一字螺丝刀
拆卸，方便更换、维护通过增加或者减少部分组件可实现铜缆端接、铜缆预端接、光缆端接、
光缆预端接之内的任意不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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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简单的接插件
德特威勒除了提供标准的接插件外，可以看提供款式多样的布线接插件。为使用者带来更良好的使用体验和更
便利的后期维护。

28AWG细跳线
跳线的管理一是IT人员非常头疼的事情，有时有限的空间必须容量数量较多的跳线，远超理线器的容量。为
此，德特威勒提供28AWG的铜缆跳线。跳线的线径只有目前市面上跳线的一半体积。可在有限的空间中，
容纳更多的跳线。

安全锁套件
机场对网络系统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也是不允许出现较大的网络安全事故。网络安全包括系统安全，如
防止黑客入侵外；还有设备安全，如防止非法或错误的网络端口插拔导致系统离线。
德特威勒为设备安全提供了简易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带锁跳线，必须使用专用钥匙才能把跳线从端口上拔出，防止非法或人为的错误跳接而导致系统突然离线，

锁定

出现安全事故。
模块锁，使用简单的模块挡塞可对RJ45模块或交换机端口进行上锁操作，防止未经授权的外部设备接入，
确保系统安全。

不同的理线方式

解锁

特威勒可提供多种的理线方式，满足客户对不同理线效果的需要。

标准型理线器

前置0U理线器

屏蔽和非屏蔽模块
Cat. 6 非屏蔽模块

产品特点、优势：
模块的打线部分设计有保护盖，保护内部 IDC 触点接触稳固
连接片采用镀金铜合金，IDC 采用铜磷合金
插拔次数≥1500 次、端接寿命≥200 次

Cat. 6A 屏蔽模块

产品特点、优势：
500MHz 传输带宽，支持当前主流万兆以太网
360 度屏蔽 , 免工具安装
全金属外壳、铸造结构、表面镀锌，提高了模块稳定的电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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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
面板带有T型（电话）和D型（数据点）活动标识，客户可以根据现场实际应

灵动系列面板

用快速设置，清晰明了，标识颜色可定制。
自带滑盖式防尘盖；提供透明标签框，方便现场纸质标签贴放存档。
模块双向可拆装，模块框架可以从前端快速拆卸维护，方便更换模块而不损
伤相邻缆线。

预端接产品配套方案
由于机场应用系统多，信息点非常密集。高密度产品对于空间的有效节约、模块化的端口管理改善了许多，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和机房空间
利用率，并且做到机房内所有配线设备统一美观。

产品特点、优势：
预端接产品都是在工厂定制，经过严格的测试，能充分保证性能
集束结构外径小、重量轻，桥架的空间减少 66%
工程安装时间减少 80%
火灾的负荷减少 70%

产品特点、优势：
1U/48 口屏蔽、非屏蔽铜缆配线架，高密度节约机柜空间
1U/144 芯光纤配线架，高密度节约机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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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服务
关于工程技术服务
优质的产品只为整个布线系统的安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隐性安全因素就是布线施工，
布线系统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信息通信网络的正常运行。假如一个模块未完全端接正确，接下来的
使用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致命的错误，影响整个信息系统。
综合布线产品厂商的工程服务是近几年来兴起，它的含义是以综合布线产品厂商的技术实力为后盾，为设
计、安装、使用综合布线产品的设计方、施工方和使用方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以期消除工程中可能存在
的隐患，帮助施工方既快又好地完成综合布线工程，并为最终客户的日常维护提供技术指导。
厂商工程师的工程服务并不取代甲方和施工方的工程师，只是从单一的专业领域知识对工程技术提供补充和
建议，当两个领域的技术能够高度融合后，将会使工程质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真正实现工程投标时人们经
常说的一句话：“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适合的产品”。就现阶段而言，厂商的工程服务主要是提供有价
值的施工建议，规避返工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建议施工方选用合理的缆线预留以实现快速维护，并争取
做到工程美观与便于维护的统一。当然，在收到甲方邀请时，也可以充当咨询、顾问和代甲方的角色。
应该说，厂商的工程服务没有一定之规，可以各种名称（如：专业服务等等）、各种方式（如：咨询、顾
问和代甲方等等）和各种内容（如：全程、专项等等）。

德特威勒工程技术服务
德特威勒作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综合布线专业制造厂家，不仅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布线产品，也可以为用
户提供全程施工技术指导。德特威勒拥有一支工程实力雄厚的技术队伍，包括业内公认的权威专家。
德特威勒可以为业主提供以下增值技术服务：

深化设计

现场评估

技术培训

施工指导

DATW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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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维护

机场行业解决方案

德特威勒工程技术服务案例图片

某机场数据中心实例

预端接产品

机柜进线

机柜进线

某机场数据中心实例

某机场数据中心实例

DATW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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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某机场数据中心实例

垂直走线

配线架背部

封闭线槽走线

垂直走线

DATW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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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走线理线

机柜前面跳线理线

配线架背部理线

配线架前面理线

配线架前面

DATWYLER

配线架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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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各种线缆绑扎工艺

DATW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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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威勒微型数据中心

单柜Smart Rack系列
视频监控
·130万像素网络摄像头

机柜
· 卓越的承重性能
· 丰富的配线附件
· 优化的风道设计

配电模块

平板
·3U 紧凑型设计
· 选用全球知名品牌微型断路器，带载 UPS,
Cooling Unit, UPS 旁路 ,PDU 等

PUE = 1.35

UPS & 电池包
·10.4 英寸安卓电容触摸屏
· 良好的人机界面及触控性能
· 图形化展示
· 单相
· 2U 紧凑型设计
· 3KVA
· 模块化电池包

门锁
·专业级智能机柜门锁

监控主机

空调

· 1U 监控主机，集成 WIFI 模块和 4G
通讯模块
· 支持 Modbus ／ RS232，干结点，输
出继电器
· 实时监控机柜内物理设备，环境及安全
· 支持本地和云端的数据备份
· 支持 BS 架构和手机 APP

DATW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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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频 3.5KW
· 5U 高 紧凑型设计
· 机架式安装
· 风冷直膨式

微型数据中心

完整机柜解决方案
德特威勒可提供适用于楼道/弱电分机房/弱电主机房/数据中心机房使用的机柜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机柜 DR100

产品特点
超级网孔门，高达80%冲孔率以提高机柜散热效率
前后网孔门设计，利于散热的同时适应多种应用场景
高达1600KG静态承载和9级抗震能力
分段式带锁侧板，拆装简易，安全牢靠
2.0mm冷轧钢板高强度U标立柱，深度可调
预除漆面接地的方式，保证更佳电气导通性
柜内配置多种附件可供选择
42U或47U灵活配置
黑色（RAL9015）

通用型服务器机柜 DR200

产品特点
网孔门，60%冲孔率以提高机柜散热效率
前后网孔门设计，利于散热的同时适应多种应用场景
高达1000KG静态承载
单片式带锁侧板，拆装简易，安全牢靠
2.0mm优质冷轧钢板U标立柱，深度可调
预除漆面接地的方式，保证更佳电气导通性
柜内配置多种附件可供选择
42U或47U灵活配置
黑色（RAL9015）

通用型网络机柜 DR300

产品特点
钢化玻璃门（厚度5mm）
高达800KG静态承载能力
单片式带锁侧板，拆装简易，安全牢靠
2.0mm优质冷轧钢板U标立柱，深度可调
创新的多路径上、下多处走线方式优化了柜内线缆管理
发货已包含多种附件

DATW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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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威勒
可视化综合布线管理平台
产品介绍
可视化综合布线系统是基于综合布线实际需求，采用可视化、数据库、面向服务等技术，通过将
图形、数据和关联关系三种对象紧密的结合，实现布线流程可视化、布线管理可视化以及布线信
息可视化。系统具有规范综合布线管理流程，实现管理图形化和信息化，提高系统维护效率等特
点，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一个直观、易用的图形化综合服务布线管理平台。系统解决了综合布线信
息维护困难、信息不能共享、对象无法直观展示等问题，大大提高了综合布线管理的效率。目前
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宝马、大众等企业。

客户需要解决的问题
信息共享问题
综合布线系统没有统一的管
理平台，不能进行信息共
享。

依赖性高问题

我们为您提供易用、直观且高效的综合布线管理平台!
易用

系统能够实现管理间、配线架、交换机、端口等的可视化展示和操作，将复杂
多类的信息资源整合到统一的管理平台，使运维人员操作更加简单、直接。

直观

系统分为中文版和英文版，界面语言贴近用户需求。系统能够将数据和图像良
好结合，使信息资源显示更加直观、形象，使于运维人员及时清晰准确地掌握
资源的详细情况。

高效

运维人员可以快速检索、定位布线管理对象信息，从而大大提升了信息交互的
效率，降低了信息损耗和时间损耗，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布线操作主要依赖于运维人
员的经验以及对现场的熟悉
程度。

关联关系问题
无法表现对象信息之间的关
联关系，历史数据无法保
存。

直观展示问题
信息记录在excel表格中，不
能直观展示；运维人员需要
维护多个excel表格才能实现
对某一对象的信息维护。

可视化显示与操作
管理间机柜及设备可视化
系统可在二维及三维场景中，展示管理间中机柜的数量及位置情况
以及机柜内部设备如交换机、配线架的数量、所在U位等信息。

容量信息可视化
系统能够实时统计管理间和机柜的U位、承重、电力利用率情况，
并生成精确的统计图表，方便用户进行查看。

端口及链路信息可视化
系统能够精准定位设备端口，显示端口状态、端口信息及链路信
息，光口根据颜色区分状态（固定侧占用,跳线侧占用，都占用
等），并能够展示端口所在的整条链路及链路信息。

可视化操作
设备相关操作可视化

跳线与链路相关操作可视化

用户可通过系统手动增加或删除管理间场景内的相关设备，
手动将设备模型拖拽至管理间场景内，手动将设备（如交换
机、配线架）放入机柜所在U位。可根据定义好的命名规则
自动命名。同时也可删除场景中的设备（删除单个设备或删
除整个机柜内的设备），删除的同时，设备上的接线信息同
时消失。

为有效防止设备某一端口损坏，用户可单独将某一端口设置为
不可使用状态。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来动态增加端口的接线，并
将相关信息（如跳线编号、跳线端口编号、跳线长度等）保存
在数据库中，当端口状态出现已用更改为未用时，删除相关的
跳线信息，有效提高跳线的利用率，延长端口使用寿命，开启
便捷、高效的链路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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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线缆解决方案

弱电线缆解决方案
广播线缆
采用满足IEC 60228标准的5类导体
导体外绕阻燃带, 达到非常好的耐火和阻燃效果
采用耐油外护套,达到很好的防护效果
弯曲半径：

≥ 6倍线缆外径

工作温度

-15℃～+70℃

产品编号

产品描述

颜色

单位

WDZN-RYY(3 x 1.5)

3根1.5方音频电缆，无卤低烟阻燃耐火

黑色

305m/轴

WDZN-RYY(3 x 2.5)

3根2.5方音频电缆，无卤低烟阻燃耐火

黑色

305m/轴

WDZN-RYYP(4x1.0)

4根1.0方音频电缆，无卤低烟阻燃耐火

黑色

305m/轴

CCTV系统用同轴电缆
产品编号

产品描述

颜色

单位

SYV 75-4

75欧姆同轴视频信号电缆 75-4

黑色

305m/轴

SYV 75-5

75欧姆同轴视频信号电缆 75-5

黑色

305m/轴

SYV 75-7

75欧姆同轴视频信号电缆 75-7

黑色

305m/轴

卫星及有线电视系统用电缆
产品编号

产品描述

颜色

单位

SYWV 75-5

75欧姆同轴视频信号电缆 75-4

黑色

305m/轴

SYWV 75-7

75欧姆同轴视频信号电缆 75-5

黑色

305m/轴

RVV 2x1.5

2根1.5方音频电缆

黑色

305m/轴

产品编号

产品描述

颜色

单位

RVVSP 2x1.0

2根1.0方音频电缆

黑色

305m/轴

RVVSP 2x0.3

2根0.3方音频电缆

黑色

305m/轴

RVVSP 2x0.5

2根0.5方音频电缆

黑色

305m/轴

RS485

RS 485控制总线

黑色

305m/轴

报警系统用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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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Switzerland

奥地利 Austria

新加坡 Singapore

中国 China

Dätwyler Cabling Solutions AG

Dätwyler Cables GmbH
Office Austria

Datwyler (Thelma)
Cables+Systems Pte Ltd

德特威勒（苏州）电缆系统有限公司

Dätwyler Cables GmbH
Niederlassung Österreich
Liebermannstraße A02 403
2345 Brunn am Gebirge

30 Toh Guan Road #01-01A
608840 Singapore
T +65 68631166
F +65 68978885

T +43 1 8101641-0
F +43 1 8101641-35

info.cabling.sg@datwyler.com

Gotthardstrasse 31
6460 Altdorf
T +41 41 875-1268
F +41 41 875-1986
info.cabling.ch@datwyler.com
www.cabling.datwyler.com

德国 Germany

info.cabling.at@datwyler.com
www.cabling.datwyler.com

Auf der Roos 4-12
65795 Hattersheim
T +49 6190 8880-0
F +49 6190 8880-8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nited Arab Emirates
Datwyler Middle East FZE

info.cabling.de@datwyler.com
www.cabling.datwyler.com

Jabel Ali Free Zone
LB 15, Second Floor, Room #10 & 11
P.O. Box 263480

Dätwyler Cables GmbH

T +971 4 8810239
F +971 4 8810238

Lilienthalstraβe 17
85399 Hallbergmoos
T +49-811-99 86 33 0
F +49-811-99 86 33 30

info.cabling.ae@datwyler.com
www.cabling.datwyler.com

info.cabling.de@datwyler.com
www.cabling.datwyler.com

Datwyler Cabling Solutions LLC
Unit 1004 & 1005, 10th Floor, IB
Tower Business Bay
Dubai
T +971 4 4228129
F +971 4 4228096

info.cabling.cn@datwyler.com
www.cabling.datwyler.cn
上海办事处

意大利 Italy
Datwyler Cabling Solutions S.r.l.

Dätwyler Cables GmbH

中国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
北京东路218号 215413
T + 86 512 3306 8066
F + 86 512 3306 8049

Via dei Campi della Rienza, 30
39031 Brunico (BZ)
T +39 031 928277
info.cabling.it@datwyler.com
www.cabling.datwyler.com

捷克 Czechia
Datwyler Cabling Solutions s.r.o.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137号盛高国际大厦
8D（804室）
200051
T +86 21 3253 2865
F +86 21 6813 0298
info.cabling.cn@datwyler.com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汉威大厦西区
16B2
100022
T +86 10 5971 4288 / 77 / 76
F +86 10 5971 4276
sales.office.bj@datwyler.com
广州办事处

Ústecká 840/33
405 02 Děčín
T +420 737 778485
info.cabling.cz@datwyler.com
www.cabling.datwyler.com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09号
高盛大厦7楼A座
510620
T +86 20 3879 1200
F +86 20 3879 1105
sales.office.gz@datwy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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