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如何让

安装时间减少多达50%

*

Corning® RocketRibbon™ 超高密度光缆系列
我们的超高密度布线解决方案旨在满足当今对最高带宽容量的需求。RocketRibbon 光缆非常适合数据中心互连应用和其他新
兴网络需求，如 5G 等对高光纤数可用性至关重要的应用。

产品描述
RocketRibbon 超高密度光缆

200 µm, 3,456 芯 Corning® SMF-28® Ultra 200 光纤 单模 (OS2)

RocketRibbon 超高密度光缆

3,456 芯 SMF-28 Ultra 光纤 单模 (OS2)

RocketRibbon 超高密度光缆 室内/室外 Riser – LSZH™
250 µm, 3,456 芯 SMF-28 Ultra 光纤 单模 (OS2)

室内 RocketRibbon 超高密度光缆 Riser – LSZH
288 芯 SMF-28 Ultra 光纤 单模 (OS2)

外径

产品编码

29 mm (1.14 in)

Y56ZQ4-14141S53

34 mm (1.3 in)

Y56ZQ4-14101S53

34.6 mm (1.36 in)

Y56ZQZ-14001R20

14.3 mm (0.56 in)

288ZQJ-14001R20

*50% 的节省指我们解决方案从分支，理线到熔接的时间与市场上同类解决方案对比。 †产品的长度单位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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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ing® RocketRibbon™ 配置
光纤芯数

防火等级

光纤尺寸

铠装

产品编码*

288

Riser - LSZH™

250 µm

否

288ZQJ-14001R20

864

室内/室外 Riser - LSZH

250 µm

否

864ZQZ-14001R20

864

Riser - LSZH

250 µm

否

864ZQJ-14001R20

1,728

室内/室外 Riser - LSZH

250 µm

否

H28ZQZ-14001R20

1,728

室外

200 µm

否

H28ZQ4-14141S53

1,728

室外

250 µm

否

H28ZQ4-14101S53

1,728

室外

250 µm

是

H28ZQ5-14101S53

1,728

Riser - LSZH

250 µm

否

H28ZQJ-14001R20

3,456

室外

200 µm

否

Y56ZQ4-14141S53

3,456

室外

250 µm

否

Y56ZQ4-14101S53

3,456

室内/室外 Riser - LSZH

250 µm

否

Y56ZQZ-14001R20

3,456

Riser – LSZH

250 µm

否

Y56ZQJ-14001R20

6,912

室内/室外 Riser - LSZH

200 µm

否

BMCZQZ-14041R20

*产品的长度单位为米

专为互连应用设计的完整解决方案
通过将其与优化的解决方案组件匹配，充分利用我们的可路由子单位设计。
接头盒

光纤熔接箱

带尾缆硬件/预端接光缆

硬件

2178-XL 高芯数光缆接头盒

RXD 和 RXD HD 光纤熔接箱

带尾缆EDGE™配线箱

高芯数预端接光缆

864芯配线箱

• 无需特殊工具，仅需一把标准
扭力扳手

• 高达6912芯或13,824的大规模
熔接

• 配置工厂端接和测试的预端
接光缆

• LC 和 MTP®连接器可选

• 高密度可管理性，6U容纳864芯
LC连接器

• 大规模熔接高达3456芯

• 简化的安装流程节省时间

• 简化的安装流程节省时间

• 可以在大部分应用中部署：直
埋，人井，架空和抱杆安装

• 可以墙装和机架安装

• 高密度和前所未有的手指接
入空间

• 优化的光缆路由有效的管理
光缆
• 可拆卸的顶盖便于后续增加安装

• 96、192和288芯高芯数LC预
端接
• 288芯高芯数MTP预端接
• 工厂预端接和测试
• 子单元快速接入

• 容纳3个熔接托盘，每个熔接托
盘可容纳 24 根带纤（288 芯）
• 人体工程学设计，可多人在一个
桌子上同时熔接
• V 型前部面板设计提供便捷的连
接，手指访问空间充足
• 可堆叠功能允许根据需要
使用864芯或1728芯带缆增

加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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