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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AND 光纤解决方案
       Molex Lightband 系列是根据我们遍布全球安装的人员的多年经验和反馈开发的。 Lightband 旨在实现最大的多功能性，提供灵
活的端到端解决方案，能够运行最苛刻的最新的光纤网络协议。 Lightband 产品坚固耐用，可最大限度地提高您在将持续运行多年的网
络中的投资回报率。 
       Lightband 系列包括结构化布线市场中一些最全面的光纤系统，结合了多种连接器技术，例如 MTP、ST、Duplex SC 和 LC。 
Lightband 系列包括室外和室内主干布线、管理配线架、配线箱、适配器、预端接解决方案、跳线、熔接设备、现场端接连接器、工具
包和测试仪。

无源光网络解决方案
       Molex 无源光网络 (PON) 技术为桌面提供了光纤的性能和安全性。 这个多功能的模块化系列产品是在一个通用平台上设计的，该
平台支持传统和无源光网络，以实现简单的网络更新。 优雅、低调的面板采用独特的 Molex“防尘盖”技术，可保护用户免受有害光
辐射的伤害。

产品应用 
数据中心和存储区域网络是快速安装至关重要且可用空间最少的应用环境。 Lightband 产品旨在简化频繁移动、添加和更改或在内部管
理的区域的电缆管理。 这些产品将工厂控制的优质光学性能与 ModLink 即插即用系统、LumaLink 发光跟踪线缆和 超高密度机架安装
系统等创新相结合。 

长期应用的可靠性
       Lightband 专为可靠性和耐用性而设计。 我们的产品经过严格测试以确保最佳网络性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制造，可实现无缝网络
运行。 
       所有 Molex 产品都经过测试，符合或超过所有相关标准。 我们的光纤产品符合一系列标准，包括 ANSI/TIA-568、ISO/IEC 11801
、ANSI/TIA/EIA-492 和 TELECORDIA GR-409。

家庭和企业对快速、低延迟和大容量通信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使得经济、高速的连接变得至关重要。 
从骨干网到光纤到桌面再到数据中心，Molex 光纤提供卓越的带宽、速度和安全性。

性能，可靠性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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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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互联解决方案已为组织和校
园提供网络产品达30 多年。 我们在世界各地设有设计和制造工厂，并直
接与 100 多个国家/地区进行贸易。
       我们在产品制造和我们的全球 Molex 认证安装商网络提供的工作质量方面坚持高标
准。 这就是我们能够提供 25 年系统性能和应用保证保修的原因——让您相信我们的系
统将继续提供您对业务所需的卓越技术。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我们致力于在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采用具有环保意识的
做法。 这些环境实践旨在确保 Molex 通过环境保护活动发展可持续性。

我们的优势: 
• 可重复使用的可靠高性能产品

• 全面覆盖数据中心、FTTx、PON 和骨干网络等应用

• 遍布全球的技术支持团队在整个安装生命周期内为您提供支持

• 旨在使升级和改造变得简单的多功能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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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 5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高质量的业务连接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如需可下载的包含产品信息的规格书，请使用产品搜索网址molexces.cn. 

完整的产品目录可从您当地的销售团队获得 - 在这里找到您的联系人: molexces.
cn/contact-us/sales-team. 

请注意： 有些产品仅在特定地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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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是现代布线网络必不可少的介质。 其带宽能力、抗干扰性和长距离传输的性能使其成为建筑内和园区
骨干网的理想选择。 
       Molex Lightband 主干布线专为高性能网络而设计，经久耐用。 一系列的室内、室外、OFNR和OFNP光
缆可提供，适应不同的环境来支持您的业务发展。

LIGHTBAND 主干线缆

室外光缆: 

专为户外应用而设计的坚固、防水电缆。 可用于园区应用的非金属结构，或用于直
埋的钢带铠装。

室内外通用光缆: 

多功能设计允许在室内和室外安装，而不会影响机械或光学性能。 无需从室外到室
内过渡，从而节省材料和人工成本. 

室内光缆 

具有 LS0H 护套和 ONFR 等级的室内紧套光缆。 

室内 CPR 等级光缆 

致力于防火并遵守建筑产品法规 (CPR) 指南。 

先进的建筑分布压力通风Plenum光缆

柔韧的小直径光缆，具有高抗拉强度，是通风系统安装的理想选择。

互锁铠装室内光缆

小外径、螺旋铠装和具有成本优势的管道或导管用光缆，可显着节省安装时间和材料
成本。

高级室内光缆 

柔韧的小直径电缆，具有高抗拉强度，适用于电缆布线和施工。 非金属结构确保不
需要接地 

混合光缆

坚固、易于使用的混合电缆，适用于需要低压电源和高速通信的应用。 一个高效的
单一线缆安装选项。

互锁室内OFNR紧套光缆

室外防水铠装光缆

室内紧套光缆

室外铠装中心束管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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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线，连接器和适配器 

LumaLink 发光可追踪光缆

LC 适配器

光纤适配器面板

产品简介

跳线和尾纤

我们提供种类齐全的光纤跳线和尾纤，采用耐用的线缆结构和优于 0.30dB 的插入损
耗。 先进的制造工艺提供卓越的性能，Molex 对插芯端面表面保持严格控制，以确保
所有端接的高性能和长期可靠性。 

可以为跳线和尾纤订购定制长度。

连接器 

Molex Lightband 连接器提供多模和单模的选择。 它们按照最高性能规格设计，符合
国际标准并提供低插入损耗的产品，有热固化、冷接和现场端接等类型。 

适配器

我们坚固耐用的高质量单模和多模适配器设计为无需工具即可安装。 专为各种应用而
设计，独特的防尘盖功能可保护用户免受有害光辐射的伤害。

适配器面板

Molex 使用系列化的适配器板使其光纤产品的现场配置变得容易。 6-PAK面板装有高
质量适配器，无需工具 - 使用简单的铆钉或螺栓安装，使安装和/或变更变得简单。 
Lightband 适配器板有 6、12 或 24 光纤密度或高密度 MPO/MTP。

LumaLink 发光可追踪光缆

LumaLink 结合光缆和电致发光线，通过使用磁力连接实现光缆发光。 从源头到端点
对整条电缆进行照明，可以轻松识别和追踪特定光缆。 
高密度 MTP 连接器连接 12F芯光缆。 推拉式外壳提供快速可靠的连接。



Lightband 提供一系列坚固耐用的机架安装和壁挂式配线架，旨在保护和端接光纤并
容纳各种不同的 Molex 适配器面板、盒或熔接盘。

XDS GII 超高密度系统

适用于高密度应用的可配置机架安装系统。XDS GII系统坚固耐用、模块化和可扩展，
是数据中心、存储区域网络和中心办公室等应用中网络整合的理想选择。

1U 多功能配线架 

采用可灵活配置的机架安装配线架，旨在适应各种端接类型和适配器配置。 可互换的
前面板便于根据需要进行升级，而架体则允许最大程度地灵活布线光纤。 提供范围广
泛的附件和转接面板。 

前置理线器一体化光纤配线架

这些可配置的机架安装配线架旨在满足安装人员的初始组装需求和最终用户的访问、
维护和光纤保护需求。 可锁定和可拆卸的铝制铰链前后门提供安全性。

旋出光纤配线架

一种轻巧、坚固的光纤配线架，设计用于安装多达 48 根光纤。 光纤配线架的性价比
高，易于安装预端接光纤和管理多余光纤，有助于光缆修整和安装。

区域配线箱 

区域配线箱是一种经济高效、坚固耐用且用途广泛的产品，旨在支持在频繁变化的企
业和教育环境中进行移动、添加和更改。 通过部署可互换的安装板接受铜缆或光纤布
线。

DIN 导轨配线盒

适用于使用 DIN 导轨安装的控制箱和配电柜内的应用。工业网络的有效解决方案。 旨
在保护小尺寸配线箱中的光纤弯曲半径，在这种情况下空间非常宝贵，并且可以侧面
堆叠以随着您的网络变化而增长。

LIGHTBAND
光纤配线架 

XDS GII 光纤配线架

601 光纤配线箱 

DIN 导轨配线盒

旋出光纤配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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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源光网络PON在整个网络链路上提供光纤的可靠性能和安全性。 与有源以太网不
同，升级 PON 不需要在户外进行任何更改，这使其成为一种维护成本低且可扩展的
解决方案。 
Molex PON 产品提供高性能和易用性以实现最大的灵活性。 它们是在支持传统和无
源网络的通用平台上设计的，用于简单的网络架构更新。

衰减器

Molex 固定衰减器系列具有出色的性能，具有适用于行业标准连接器的各种固定衰减
值。 Molex 衰减器具有宽工作范围、低回波损耗、极化不敏感性和可靠性，可为所
有 PON 应用提供灵活性。

光分路器

Molex 光分路器 在各种连接器上提供优质的工厂控制光学性能，从而实现快速、经
济的安装。 它们尺寸紧凑，可在很宽的波长范围内工作，并提供出色的通道 IL 均匀
性。 

光纤管理底盒

光纤管理底盒为最多八根光纤的直接端接或熔接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并且设计用于在
与 Euromod 成角度模块结合使用时保持光缆的最小弯曲半径要求。 它也适用于需要
铜模块的应用。

光纤到桌面模块 

凭借优雅、低调和多功能的模块化结构，Lightband 光纤到桌面模块允许用户随着网
络的发展轻松扩展网络。包括独特的 Molex“防尘盖”技术，可保护用户免受有害光
辐射的伤害。

更多关于Molex PON 方案 

LIGHTBAND              
光纤到桌面

衰减器

模块化光分路盒

水平熔纤盒

PLC 光分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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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端接解决方案提供更快的部署和有保证的性能，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现场测试的需
要。 每个连接器都预先连接到 MTP/MPO 接口并在内部进行测试，以确保弯曲半径
正确并且每个连接器都提供最佳性能。 
预端接解决方案非常适用于质量和实施速度至关重要的高密度安装，例如数据中心、
存储区域网络 (SAN) 和服务器机房。 
Molex ModLink 系列强调简单性和耐用性，确保一次又一次的无差错使用。 可用于
支持多模或单模应用中的 MTP、LC、SC 等连接。 
ModLink 模块光纤盒 
ModLink 光纤盒是一种经济高效、快速简便的光纤系统，可提供工厂控制的光学性
能。 只需将光缆插入设备的后部，链接即可运行——这是快速安装的绝佳解决方
案。 在 1U 机架空间内提供多达 96 个通过 LC 连接器的光纤连接。 
ModLink 预端接光缆 
ModLink 光缆通过各种连接器提供优质的工厂控制性能，并提供预端接、混合预端
接组件和 ModLink 光缆。 光缆采用 OFNP、OFNR、LS0H 或 CPR 规格圆形松套管
线缆，带有易于弯曲、布线和安装的柔性外护套。

ModLink 模块盒

ModLink 光纤盒是一种经济高效、快速简便的光纤系统，可提供工厂控制的光学性
能。 只需将电缆插入设备的后部，链接即可运行——这是快速安装的绝佳解决方
案。 在 1U 机架空间内提供多达 96 个通过 LC 连接器的光纤连接。 

ModLink 预端接光缆 

ModLink 光缆通过各种连接器提供优质的工厂控制性能，并提供预端接、混合预端
接组件和 ModLink 电缆。 电缆采用 OFNP、OFNR、LS0H 或 CPR 规格圆形松套管
线缆，带有易于弯曲、布线和安装的柔性外护套。

MODLINK                                       
预端接解决方案

MTP-LC扇出

ModLink 模块盒

ModLink 预端接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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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无源光网络

OM5 

www.molexc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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