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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互联解决方案 

产品简介

作为 Molex 集团的一部分，Molex 企业互联解决方案事业部为企业和园
区提供布线产品已超过 35 年。 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设计和制造设施，
产品遍布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坚持高标准，无论是产品制造还是我们的全球 Molex 认证安装人员网络提供的质
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供 25 年系统性能和应用程序保证保修的原因——让您确信我
们的系统将继续提供您业务所需的卓越技术。

我们的优势: 
• 可靠的高性能产品，专注应用及环保

• 种类齐全的铜缆和光纤，包括为特定应用设计的产品 

• 世界各地的技术支持团队在安装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为您提供支持

• 旨在简化升级与变动的多功能解决方案 

• 手工挑选、经过 Molex 认证的安装人员和顾问确保端到端的服务质量

• 25 年系统性能和应用保证与保修

• 50 多年来开发高质量的业务连接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如需完整规格的可下载产品规格书，请使用 molexces.cn 上的产品搜索。 
您当地的销售团队可提供完整的产品目录 - 在此处查找您的联系人：molexces.cn/
contact-us/sales-team。 
请注意，并非所有产品都在所有地区都有售。

http://www.molexces.cn
http://www.molexces.cn/contact-us/sales-team
http://www.molexces.cn/contact-us/sales-team


安装 Cat 6A 有助于使网络适应未来变化，例如带宽越来越
高的应用程序、新技术或用户或接入点数量的增加。 出于这
些原因，需要或建议在医疗保健和教育设施的新安装中使用 
Cat 6A。 
Cat 6A 可以在以太网供电 (PoE) 安装中处理更高级别的功
率，而不会降低性能。 Cat 6A 的较粗导体有助于散热，减
少损耗。 
6A 类在 ISO/IEC 11801 和 TIA/EIA 568 中定义。 

MOLEX POWERCAT 6A 简介 
• 专为支持高速 10GBASE-T 网络而设计

• 向下兼容 10/100/1000BASE-T 网络

• 完整的 Cat 6A 屏蔽系统安装时提供可靠的 10G 性能

• 非常适合 IEE 802.3bt 4 类“4PPoE”/“PoE++”应用

• 完整的端到端电缆、跳线、配线架、模块和水晶头、面板和端接盒 

• 屏蔽（S/FTP、U/FTP 和 F/UTP）和非屏蔽可选

• 符合条件的安装可享受 25 年系统性能和应用保修（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网站）

查看完整系列                          
molexces.cn/products/copper/cat6A

最新的数据和低压电源POE连接应用需要高性能布线。 6 类增强电缆标准或 Cat 6A 旨在进一步提高 Cat 6 以
太网电缆的性能。 使用 Cat 6A 可在高达 500MHz 的带宽下通过一条长达100米的电缆实现 10 Gb 以太网数据
速率。 即使在非屏蔽电缆中，额外的金属层也可以减少串扰。

POWERCAT 6A  

音视频解决方案 

HD Base-T 和 SDVoE 使 AV 信号能够通过双绞
线电缆传输。 双绞线电缆可以传输更远距离的高
分辨率视频、声音和图像。 它也比专用 AV 电缆
更轻、更便宜且更易于使用。 
对于完整的 10G Base-T / UHD 功能，HD 
Base-T 和 SDVoE 都需要 Cat 6A 布线。

查看 molexces.cn/solutions-overview/audio-
visual/ 了解更多信息

PoE 

Cat 6A 为以太网供电安装提供了增强的性能。 
对于大功率 PoE（3 类/5 类/60W 或以上），我
们建议使用 Cat 6A。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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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lexces.cn/products/copper/cat6a/
https://www.molexces.cn/solutions-overview/audio-visual/
https://www.molexces.cn/solutions-overview/audio-visual/


• 高品质四对多股或实心铜线

• 提供 Cat 5e / 6 / 6A / 7 和 7A 产品

• 旨在满足或超过当前国际标准的要求

• 独立测试和验证

• 跳线采用 工厂预制RJ45 水晶头，并在尾套上具有防缠结的超薄应力
缓冲防滑套

• S/FTP、F/UTP、U/FTP 和 U/UTP 可选

• 适用于 EIA 568A 或 568B 连接

• 提供 LS0H 或 PVC 护套

• 用于高密度区域的 28 AWG 细跳线可选，例如 TR 房间或数据中心，
与标准 26 AWG 电缆相比可节省 35% 的空间

• 粗壮的 23 AWG 可选，非常适合更长的电缆运行或 PoE 应用 
用于数据中心和高速网络环境的预端接组件 - 安装速度比传统现场安
装快 80%

• 提供 IP65、IP67 和抗菌跳线

在以下位置查找并下载您所在地区的产品目录

molexces.cn/resource-library/literature/ 

Molex PowerCat 系列双绞线电缆和跳线从经济高效的 Cat 5e 到面向未来的 Cat 7A 不等。 这些产品具有高性
能和出色的可靠性，是骨干和水平应用、电信机房/数据中心和 PoE 的理想选择。

POWERCAT 
线缆& 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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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线架和模块面板

• 提供不含模块和包含模块版本 - 不含模块可实现最大的安装灵活性，
包含模块可提高安装速度和效率

• 可以配置为提供所需数量的端口

• DataGate（见下一页）和 Keystone 可选

• 斜角和直角可选

• 标准 1U / 2U 尺寸设计可轻松装入行业标准机柜

• 采用优质、耐用的钣金制造，使用寿命长，可多次使用/重复使用

• 产品上的集成式电缆管理托盘提供电缆应力消除和整洁的管理

• 单独的端口为特定站点的网络管理进行颜色编码

• 不含模块的面板设计用于在单个配线架中同时需要光纤和铜线的应
用。

在以下位置查找并下载您所在地区的产品目录

molexces.cn/resource-library/literature/ 

我们的配线架和模块面板系列产品的设计来自我们全球安装人员、顾问和分销商网络的直接反馈，确保我们拥
有适合每个项目的正确解决方案。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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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DataGate（见右图）和 Keystone 卡口 
旨在保持清洁、安全的连接 
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塔尖 IDC（绝缘位移触点）可加快端接速度并增强电缆保持力 
获得专利的 IDC V 形触点在端接时不会疲劳，可实现可靠的长寿命和重复
使用 
568A/B 接线配置 
可用于 Keystone 和 DataGate 的兼容配线架 
屏蔽 Cat 6A DataGate 插孔由坚固的压铸锌合金制成，用于 360° 屏蔽 

信息面板 
一系列模块设计，以满足区域壁装插座的偏好 
提供的模块与 DataGate 卡口的完全组装 
单独的受保护端口标签 
IP67 级底盒可保护受热、灰尘和湿气影响的工作区域的连接

在以下位置查找并下载您所在地区的产品目录

 molexces.cn/resource-library/literature/ 

Molex 在屏蔽和非屏蔽应用中提供范围广泛的铜缆信息面板。 Molex 获得专利的 Synergy卡口为用户提供了
混合平台的灵活性。 
创新的 Molex DataGate 卡口设计可保护连接免受灰尘和污染物的影响，并确保正确连接。

模块与信息面板 

Molex DataGate 

Molex DataGate 是 PowerCat 系统的基石。 
其创新设计具有独特的弹簧防尘盖，可保护其免
受灰尘和污染物的影响。 此外，巧妙的弹簧加载
设计提供正确连接的触觉反馈并弹出未正确安装
的跳线，所有这些都只需单手插入和拆卸即可。 
Molex DataGate 模块可容纳实心（AWG22 至 
AWG24）和多股 (AWG26) 电缆。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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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配线箱和电缆

区域配线箱 
优化空间 
提供楼层 MAC，便于网络定位、管理和维护 
两种选择：天花板内和地板下。 两者都适合标准的 2x2’ / 600x600mm 
吊顶或活动地板网格空间 
经济高效、坚固耐用且用途广泛 
在一个机箱中管理多个铜缆端口、光纤接头、MTP/MPO 光纤和有源设备 
吸顶式版本可以锁定以增加安全性，并且可以容纳风扇以实现高效冷却 

线缆管理器
坚固的结构确保即使反复处理也能经久耐用 
提供 1U 和 2U 以及不同的环尺寸以适应不同的密度 
灵活的理线环，方便操作 
专为管理大容量、高密度配线而设计

在以下位置查找并下载您所在地区的产品目录

molexces.cn/resource-library/literature/ 

正确的电缆管理是任何安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Molex 的产品系列能够以最小的努力实现轻松管理，从而实现长
期可管理性。 
区域布线为网络布线设计提供了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它非常适合各种环境，包括高流动率的开放式办公室、教
育设施、多租户工作空间、PoR 网络和智能建筑安装。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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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等级的产品 
保护脆弱的网络连接免受恶劣环境条件的影响

IP67

Cat 6A 屏蔽插孔、底盒和跳线，设计用于受热、流体、灰尘和湿气影响的
工作区域

IP66

Cat 6A 屏蔽跳线和外壳设计用于保护室外环境中的连接，例如室外无线接
入点和安全摄像头

IP65

医用级、Cat 6A 屏蔽跳线、插孔和墙板，采用易于清洁的设计，有助于控
制微生物 

抗菌产品 
Molex 医疗级产品是通过加入一种抗菌剂（杀菌剂）制成的，当存在可能
发生细菌生长的条件时，该抗菌剂可以帮助抑制产品表面的细菌生长。 
模块化墙板占地面积允许 Cat 6、Cat 6A 和光纤安装 

Cat 6A 屏蔽跳线

 
在以下位置查找您的区域销售联系人 

molexces.cn/contact-us/sales-team/

为正常办公环境以外的区域设计的 6A 类连接解决方案的需求正在增长。 现在，数据传输在需要额外保护的实
验室、食品加工厂、厨房和医疗保健环境中无处不在。

IP 防护等级的应用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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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PoE 来自一个中央和通用兼容系统的电源，而不是分布式墙壁适配
器的集合。 它可以通过不间断电源进行备份，或控制以轻松禁用或重置设
备。 
安全：PoE 标准采用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措施，既可以保护旧设备免受损
坏，又可以保护用户免受电力危害。 
成本效益：减少安装电力电缆的时间和费用。.

MOLEX POE 解决方案
从适用于低功率 PoE 的 Cat 5e，到 Cat 6A，再到 PoH 和 UPoE，Molex 
提供全系列的跳线、电缆、插孔、接线板等。

在以下位置查找并下载您所在地区的产品目录 molexces.cn/resource-
library/literature/

PoE 彻底改变了现代网络基础设施的运行方式。 PoE 是一种通过单一连接提供电力和数据连接的便捷且经济高
效的方法，也是智能建筑/物联网安装的理想基础设施。

以太网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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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Molex PoE Solutions 

Molex Product Search: Copper 

www.molexc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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