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D FlexTM 光缆布线系统

没有局限：创新的力量 
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可服务性 

与可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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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数据中心从成本中心演化到利润中心的过程中，IT 管理人员必须提高交

易速度，使产生营收的有源设备的使用率达到最高。无论商业组织是从 10G 以

太网过渡到 40G/50G/100G 以太网，还是从 8G 光纤信道过渡到 16G/32G/64G 

光纤信道，对高性能和持续的可用性的需求都使得光缆布线得到了广泛的采用。

然而，IT 企业还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挑战。即使在可行的情况下，增添新的空间

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因此大多数企业都会选择优化现有的空间。高密度的光纤系

统可以满足优化数据中心现有空间的需求，使组织可以满足对更高数据速率的要

求，同时使空间和设备产生的成本降至最低。

1  TABB 集团
2  “延迟的真实成本”，2009，Christian Kams，推送技术，GemStone Systems, Inc.的 Mike Stoltz。
3  “自建还是外购？数据中心设施经济学”，福雷斯特研究公司，2011。

在亚马逊，每 100 毫秒
的延迟就会产生相当于
销售额 1% 的成本。1, 2

在谷歌，搜索页面生成时
间每多花费 0.5 秒钟就
会使访问量降低 20%。1, 

2

对于股票经纪人来说，如果
电子交易平台的速度比竞争
对手慢 5 毫秒，那么每毫秒
的营收损失可达到约 4 百万
美元。1, 2

据福雷斯特研究公司估计，为数据中心建设基础
建筑构架和建立起物理安全性的成本约为每平方
英尺 100 至 300 美元。3

高密度系统背后的 
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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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传统的高密度光纤箱支持所需的端口数，其设计通常会造成光纤箱背部的光

缆束无法管理、捆扎混乱，并且使各种组件难以触及和操作。比如说，光纤箱内

部前后布置拥挤的光缆往往会妨碍对连接器或预端接盒的操作。

传统的光纤箱在部署时极为耗时，而维护则更具挑战性，这对于实现移动、添加

和更改 (MAC) 操作已经构成一种障碍，几乎不可能在不中断附近线路的情况下

来完成这些作业。结果则是产生高昂的成本，而这在电子商务之类产生营收的应

用中更为明显。

向更高数据速度的迁移往往会遇到诸多的障碍。传统的光纤箱中含有一系列组

件，专为特定的网络设计而构建，这样建立起的网络无法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满

足未来的需求。简要说来，传统的光纤箱会影响到可服务性、网络的可靠性以及

网络的部署。

高性能数据中心所需的解决方案能够简化MAC作业，并且具有所需的灵活性，随

着业务需求日益需要越来越高的交易量，这样可以迁移到更高的数据速度。HD 

Flex™ 光缆布线系统可以良好的应对这些需求。

4  “生产停机的成本”，高德纳，2014。

“……网络停机的代价如何？根据行业的调查显
示，我们通常引用的数字为每分钟 5,600 美元，
也就是说每小时超过 30 万美元。”4

其他高密度 
光纤箱

在其他的高密度光纤箱中，随着密度的不断提高，线

缆管理更加具有挑战性。

- 高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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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管理人员不断需要提供更高的数据速度，并且通过资产收益率的最大化来控制

成本，在这一过程中，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Panduit 

的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设计可以达到最优的可服务性与可管理性。该系统

可以使数据中心的技术人员快速安全的完成 MAC 作业，同时同步的提供可扩展

性，在业务需求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提高密度。

没有局限
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的设计可以将您彻底解放：架构、部署和维护上不存在

任何限制。

侧面主干光缆管理
新的设计解决了困扰当今数据中心设计中“线缆拥塞”这一难题，从光纤箱左右

两侧即可方便的操作光缆。这样更加便于访问已装机的连接器与预端接盒，并

且能够在任何需要的情况下添加新的布线，即使光缆密度达到峰值容量时也是如

此。

前后盒带的可访问性
预端接盒可以从光纤箱的前部或后部安装。如下页所述，采取了分体托架式的设

计，轻松滑入即可，然后可以牢牢锁定到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可服务性与部署

效果，而且在采用了光纤适配器面板来取代预端接盒的情况下，还便于从 10G 以

太网迁移到 40G/50G/100G 以太网。

可转换性
光纤箱和面板可以转换为支持 6 端口或 12 端口的预端接盒与适配器。这样可以

提供最高的自由度来部署任意网络架构、光纤基础设施，以及包括双工或并行网

络在内的任何类型的网络。

应对更高密度的 
需求

请访问 www.panduit.com/hdlfex

光缆管理主要考虑光纤箱，便于从预端接盒

后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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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托架设计有助于避免线路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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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移动、添加和更改作业，会使您的数据中心承受服务中断的风险。因此，在

执行这些日常作业时不使邻近的线路发生中断，这非常重要。

分体托架设计
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可以提供一种安全并且易于管理的环境，使您的数据中

心适应日益变化的需求。分体托架设计只需移动一半的光纤连接，同时便于访问

连接位置与预端接盒，而不会对附近的线路产生影响。

通过垂直放入或者取出的方式即可安装及拆除预端接盒，这样在预端接盒的维护

过程中不会影响到邻近盒子的接插线。

托架具有滑动和锁定的功能，可以在三个位置处定位：起始位置（关闭）、服务

位置（完全伸展），或者 MAC 的中间位置，进而简化连接的管理并且便于操作

预端接盒。

Panduit 的 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配备了 MPO 
“泊位”功能，缩短安装光纤主干所需的时间。

使服务中断降至最低程度的 
网络可靠性

请访问 www.panduit.com/hdlf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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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安装简便，仅需一名技术人员即可完成安装。例如：

• MPO“泊位”功能仅需一名安装人员即可将光缆设备快速的迁移到 

40G/100G 以太网

• 高密度的带防尘门的预端接盒采取每机架单位 (RU) 72 个 LC 端口或者 

72 个 MPO 端口的设计，在同一个 RU 内可以一个接一个端口的方式来

从 10G 迁移到 40G/100G 以太网

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光缆布线系统
传统的光纤管理系统会浪费宝贵的时间、造成断路，并且妨碍业务的增长。

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可以解决当今对不断提高密度的要求，在简化管理的同

时有助于实现最高的资产收益率，使生产停机降至最低程度。这种全套的集成

式光纤系统经专门设计可适应当今高性能数据中心动态的生命周期，具有可服务

性、网络的可靠性，并且便于部署。

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满足当今数据中心的需求，而且充分适应您在未来、以

及您的业务在未来对数据中心的要求。

了解有关 Panduit HD Flex 光纤布线系统的更多内容：
www.panduit.com/hdflex

加速部署的 
灵活设计

请访问 www.panduit.com/hdlfex



10

HD Flex™ Components

光纤箱 – 光纤抽屉滑出后可进入锁定位置，便于移动、

添加和更改操作，并且可在其中容纳预端接盒与 FAP

板、主干、连接器以及跳线。产品提供 1 RU、2 RU 以

及 4 RU 和 1 RU 选项，可重新配置以使用 6 端口或 12 

端口的预端接盒或适配器面板。

主干 – 预端接的PanMPO™ 主干光缆组件可在现场进

行快速的公母端和极性更改，以符合标准的方式将光缆

设备从 10G 以太网迁移到 40G/100G 以太网。提供多 

模或单模、12 芯光纤、24 芯光纤以及 48芯光纤组件。

跳线 – 提供推拉式 LC 双工或 MPO 互连系统，并且提

供多种护套、光缆和光纤类型，适应任何应用的需求。

请访问 www.panduit.com/hd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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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Flex™ 的组件

请访问 www.panduit.com/hdlfex

光缆管理 – 创新性的光缆管理功能使HD Flex™ 系统从

竞争中脱颖而出。后部的主干光缆管理器与托板为线缆

的安装和从光纤箱将线缆直接引至侧边线缆管理器提供

支撑，便于访问各个关键性的连接位置。

预端接盒与 FAP板 – 模块化的预端接盒，采用 6 端

口或超宽的 12 端口配置，作为本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 FAP板则可在迁移到更高网络速度的过程中部署光纤

基础设施。

线束 – 圆形截面的光缆线束组件在一端提供 LC 连接，

而PanMPO™ 则在另一端提供连接，便于更改极性和公

母端。提供多种配置、光纤类型以及光缆护套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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