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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改进数据中心的容量和响应时间，满足迅猛增

长的需求？有时候，似乎你跑得越快，反而落后得

越远。有这种错觉的不止你一个人。

所有的数据中心环境，从企业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都面临着

各种压力，包括增加带宽、提升灵活性、提高可用性、加快部

署速度。这种压力影响到整个IT链上的所有人，包括网络管理

者、集成商、安装人员等。

既要满足当今的需求，同时又为未来的升级做好准备，做到这

一点绝非易事。它涉及到IT堆栈的所有层，而首先要处理的是

底层，也就是物理层基础设施。要让光纤布线和连接能够支持

不断演进的网络，必须满足越来越多的要求。

快速可靠不再是唯一的要求；如今需要的是能够全方位满足所

有需求的物理层基础设施。

为此，康普开发了全新的Propel高速光纤平台。Propel是模

块化的超低损耗平台，针对16芯应用进行了优化，为不断演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逐渐达到极限

进的数据中心网络提供了一条灵活开放的路径，帮助它们升级到

400G/800G甚至更高数据速率。

400 GE交换机端口出货量（按细分市场划分）

 · 创造升级到400G/800G甚至
更高数据速率的路径

 · 支持16芯应用

 · 模块化设计
 · 很高的适应性
 · 快速部署
 · 易于管理
 · 高速迁移路径

 · 超低损耗性能
 · 增强B极性

 · 占用空间小
 · 易于扩展
 · 高操作效率
 · 保证链路性能
 · 可管理的高芯数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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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康普开发了全新的Propel
高速光纤平台，适用于不断演进
的数据中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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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Propel光纤和连接平台进一步提升性能
Propel是一种模块化、超低损耗的端到端光纤平台，能够

在多个升级和迁移周期中，支持数据中心的扩展。它采用

高密度光纤配线架、模块、适配器套件、光纤组件和可互

换组件，提供更多的功能和更高的速度，而且部件数量更

少。现在，您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设计选项和可管理性，

同时节省部署时间和成本，降低复杂度。

作为康普SYSTIMAX®系列解决方案的成员，Propel提供了

SYSTIMAX备受认可的创新、价值和支持。康普产品行销

全球各地，提供一致可靠的质量，通过拨打电话即可获取

技术支持，凭借此等优势，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您和客户

都能够对网络的演进充满信心。

康普的模块化、超低损耗端

到端光纤平台。

线缆组件 光纤配线架 模块 适配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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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组件

Propel光纤组件产品组合可为任何应用提供

超低损耗的光纤，且易于安装。它包括单

模、OM4和OM5多模等主干光缆以及加固型

扇出、阵列、跳线光缆，可以支持更快速、

更准确的部署。

支持未来升级的端到端高速平台
Propel提供一站式综合布线和连接解决方案，具备您需要的带宽、余量、设计灵活性和易安装性，以满足

不断增加的数据中心需求。借助MPO16芯布线和连接，您可无缝迁移到更高效的400G/800G部署，同时

完全支持传统的8芯、4芯和2芯应用。

锁定托架机制可在跳线连接
时将托架锁定到位

模块化的线缆安装系统，
让用户能够在配线架内部
安全连接更多光缆

可互换模块能够根据需要，
轻松地扩展和调整基础设施

可拆卸的跳线管理器，实现简单的
安装部署和变更

模块可在前面和背面安装，
让安装更加灵活

配线架

Propel高密度配线架旨在适应您的需求变化并

进行扩展。与所有Propel组件一样，这些配

线架是完全模块化的，而且是可互换的。它

们支持16芯连接，每RU支持最多144芯LC连

接（如果使用SN连接，则可支持288芯）， 

从而为您提供灵活性和所需的密度，以便无

缝升级到400 Gb、800 Gb甚至更高的数据传

输速率。

Propel配线架具有独特的设计特性，能够比

前一代配线架更快速地进行部署，更简单地

进行管理。例如，一位技术人员可以单手卸

下配线架托架，便于进行维护和更改。插入

时，托架可在两端锁定到位，提供更安全的

跳线连接。经过重新设计的背部光缆管理系

统能够安全地连接更多光缆。

同时，每个配线架的功能非常多样。模块和

适配器套件尺寸可以缩放，或者在每个配线

架或刀片式托架上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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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和适配器套件

四种尺寸的可互换Propel光纤模块和适配

器，提供广泛的功能，适用于任何配置。

这些模块支持超低损耗的OM4、OM5宽带

和单模光纤应用。MPO模块提供即插即用

的光纤连接，从而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和更

快的部署，以及更简单的移动、添加和更

改。通过8芯、12芯、16芯和24芯模块和

大量不同的MPO、LC和SN适配器/接头选

项，Propel产品组合能够提供网络所需的

多功能性，而且组件数量非常少。

LC和MPO 8芯、12芯和24芯组件带有内置

式防尘盖，提供增强的防尘能力，无需使

用一次性防尘帽。这些防尘盖经过精心设

计，可防止与接头套圈接触，而且防尘盖

是透明的，允许来自VFL的光通过。不同

尺寸的模块和适配器套件能够在每个托架

上混合使用，以获得合适的配线架配置。

所有模块统一使用增强B极性，能够更加

简单快速地部署双工和并行应用。

模块

适配器组件

 · LC、MPO、SN接头

 · LC和MPO 8芯、12芯和24芯组件的
内置式防尘盖

 · 从前面和背面安装
 · 4种不同尺寸（可互换）

 · LC、MPO、SN接头

 · LC和MPO 8芯、12芯和24芯组件的
内置式防尘盖

 · 从前面和背面安装
 · 4种不同尺寸（可互换）

 · 与模块的外形尺寸相同

8LC 12LC          16LC                      24LC

8LC 12LC          16LC                      24LC

快速灵活的部署
Propel产品组合的所有组件都经过精心设计，能够节省规划和部署的时间，同时确保光学性能和灵活性，以便快速调整您的配置。

作为综合布线产品组合，Propel让网络管理人员能够快速、简单、安全地进行扩展。

兼容康普设计工具和计算器，这些工

具和计算器提供配置指导和部署指

标，以便改进和重新设计，添加/更

改光纤，迁移到更高的传输速度。

支持双工、四通道和八通道部署，以

实现轻松扩展，预端接选项可最大程

度减少现场出错，并节省时间。

支持8芯、12芯、16芯和24芯MPO连

接，采用超小型(VSFF)组件。

更简单快速的规划 模块化组件 扩展连接，减少占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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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损耗的光学性能

精准的接头抛光、先进的光纤对准、良好的

工艺一致性有利于提高工厂效率，保持一致

的高产品质量和清洁度。实现连接灵活性，

扩展应用的距离。

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

支持客户从25 Gbps连接迁移到50 Gbps、 

100 Gbps、200 Gbps甚至更高速度的连接， 

实现400 Gbps、800 Gbps、1.6 Tbps速度

的应用，提高网络容量。

保证光学性能

康普应用保证可以确保重要应用能够在我们

的平台上运行，并提供全面的部件、人工和

应用保证支持。

保证光学性能
在光学性能方面，Propel远高于最低标准，确保提供足够的运行余

量和出色的网络性能。每个组件都带有二维码标记，可通过二维码

查询组件的唯一序列号。使用康普的WebTrak®产品跟踪平台，可轻

松地验证任何组件在出厂时的光学性能。为了免除您的后顾之忧，

所有Propel组件都享受SYSTIMAX 25年超长产品保修和应用保证。

高操作效率 不受特定技术限制
提供更高的连接灵活性；能够支持多模或单模、

串行或并行部署，包括四通道（8芯）或八通道

（16芯）并行/扇出应用。

Propel是专门针对下一代网络速度和拓扑而设计的产

品，当您准备升级到要求苛刻的应用（例如人工智

能或机器学习）时，Propel可为您提供所需的支持。

简化管理
Propel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管理、维护和规划持续演进的基础设施。

使用我们的WebTrak系统，
查询Propel产品的性能测试
和规格。

https://extapps.commscope.com/webtrak/
https://extapps.commscope.com/webt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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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中心领域 
持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无论您的角色或数据中心环境如何，Propel都能够提供市场领先技术所带来的优势。它能够为任何规模的数据中心带来增值，从超大

规模和多租户数据中心(MTDC)到大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数据中心。

大型企业数据中心

多租户数据中心

中小型企业数据中心

Propel能够轻松支持用户向400 Gb和800 Gb连接

迁移，还能够灵活地进行扩展，帮助超大规模数据

中心和基于云的数据中心满足互联世界迅猛增长的

需求。

大型企业数据中心：Propel提供大型数据中心所需

的超低损耗光学性能和高速数据传输，以便数据中

心充分利用新兴技术。

为了支持更多超大规模提供商和基于边缘的租户，

多租户数据中心(MTDC)需要具备灵活性，以确保

高带宽、低延迟。Propel的模块化组件设计和应用

性能保证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中小型企业数据中心：作为SYSTIMAX系列解决方

案的一部分，Propel模块化光纤平台可为小型企业

数据中心提供高速性能和简化的产品组合，以便轻

松调整和管理基础设施。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和基于云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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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强大实力

无论是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还是云计算数据中心或企业数据

中心，您的数据中心总在不断演进发展。康普拥有遍布全球

的基础设施技术、经验和专业服务，让您在应对变革的时候

能够先决致胜。

我们不仅设立标准，还帮助创建标准，与所有主要标准机构

合作，定义未来技术的发展轨迹。此种洞察力也为我们的开

发路线提供了启示。康普的运营范围覆盖全球，拥有超过

40年的丰富经验，我们能够迅速将您的愿景转化为强大解

决方案。

当您需要帮助时，我们可以利用覆盖全球的合作伙伴网络

和100多名本地现场应用工程师，凭借我们的技术战略和服

务，保持您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和优化。康普凭借在全球的

雄厚实力和坚定的信心，毫不畏惧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开始携手合作

了解未来的趋势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时刻准备为您服务。我们将

携手直面您的挑战，帮助您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潜力。

有关适用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云计算数据中心和企业数据中心

的康普Propel产品组合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康普销售代表，

或访问zh.commscope.com/propel。

开始携手合作

http://zh.commscope.com/propel
http://zh.commscope.com/pro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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