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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建设下一代高速通讯网络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内，一个成功的服务提供商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更低的运营成本，更高的网络可靠性

和灵活性，更快地部署新业务和业务升级。

随着高带宽网络如 ASON 和 FTTX 的广泛建设，市场将需要更多的光纤。但是，一个成功的光纤网络并非仅仅铺设光

缆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在稳建的光缆管理原理指导下建设一个设计精良的基础设施。光缆的管理将直接影响到网络

的可靠性，它影响着网络的维护和运转，同时关系到运营商重新配置网络资源以及开展新业务的能力。

康普的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产品 (NGF) 提供了与光缆管理相关的核心元素：连接器和线缆的访问通道，弯曲半径保

护，线缆布放通道和物理保护部件。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这些元素，就可全面提升光纤网络的竞争优势。

康普的下一代机架 (NGF) 是业内领先的高密度光纤管理解决方案，可适应光纤网络的快速增长和扩张，同时缓

解水平插槽内的交叉连接线堆积程度。NGF可以便捷地访问连接器和管理光缆，直接影响着网络的可靠性、性能和

成本。网络需要扩张、重新配置和对终端用户配置新的业务，康普的网络解决方案可以满足未来几年发展的需求。

ODF 系列中包括的解决方案：

• NG3® – 符合 Telecordia® GR-449-CORE-Issue 2 的机架解决方案，可提供最多 1,440 个线端

• FCM – 传统的机架解决方案，使用了成角沟槽设计，从而实现更为优越的线缆管理

• LSX – 符合行业标准的机架解决方案，由装载了直式适配器技术的面板构成

• OMX600® – 丰富多变的机柜解决方案，融合了端接、熔接和存储等各方面需求

• 光纤的装配及配件产品 – 提供全面的系列产品：跳线，IFC 配件，衰减器，FasTerm 连

接器和适配器，以满足目前网络的日益苛刻的需求。

• 连接器和线缆通道：光纤管理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便捷地操作

连接头和已安装的光纤。康普的NGF产品可以保证任何光纤都能够顺利

地安装或拆除，而不会引起相邻光纤的大幅弯曲。这种优势来源于滑动

适配器等配件的应用。这种操作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在网络的重新配置操

作中是最为关键的，并直接影响着操作成本和网络的可靠性。

• 弯曲半径保护：康普的NGF产品可确保光纤保持充分的弯曲半径，以

防止光信号的损耗，使光纤系统能够保持尽可能高的性能以及长期可 

靠性。

• 线缆布线通道：技术人员不恰当的光纤布线是造成弯曲半径过小的主要

原因之一。康普的NGF产品的操作界面极为友好，它所提供的布线通道

都已清晰地定义而易于遵循，没有留下任何臆想的操作空间，并确保技

术人员可简便地查找和操作光纤。

• 物理保护：系统内的所有光纤都必须受到良好的保护，以免受技术人

员和设备的意外损伤。设备之间布设的光纤若没有恰当的保护，很

容易受到损伤，这种损伤可能严重影响网络的可靠性。康普先进的

光缆管理技术确保每一根光纤都得到完好的保护，并可承受日常的 

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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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中心机房解决方案

康普的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是业内领先的高密度光纤管理解决方案，可适应光纤网络的快速增

长和扩张，同时缓解水平走线槽内的交叉连接线堆积程度。NGF 可以便捷地访问连接器和管理光缆，

直接提高了网络的可靠性和性能优势。当运营商需要扩张网络或对终端用户配置新业务的时候，康普

的光纤配线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其未来发展的长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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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槽道解决方案 (FGS)

线缆引入解决方案 (FEC)

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FL1000 挂墙箱

传统 FDF 排列解决方案 (FCM, LSX)

FL2000 光纤配线架

FMT 单元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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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适用环境 光纤集中管理的中型或大型机房。可用于最大光纤数量解决方案。

描述 可提供 72 芯、96 芯、144 芯和 192 芯不同容量的高密度模块。使用 144 芯模

块、SC 连接器和 1.7 mm 跳线，利用 17 个机架并架可以提供总计达 29376 个光

纤端口。使用 192 芯模块、LC 连接器和 1.7 mm 跳线，利用 15 个机架并架可以

提供总计达 34560 个光纤端口。

直接连接 良好

交叉连接 优秀

架内熔接 良好

离架熔接 优秀

密度——每个机架的终端
数量

使用标准连接器时，1,728 个终端
使用 LC 连接器时，2,304 个终端

能否在正面对背部连接器
进行操作

能够

能够提供增值服务功能 能够（需要单独的增值服务模块）

余纤存储单元位置 集成在机架中间

连接器接入 滑动适配器单元

典型应用

IFC Cable

EQT Cable

Cross-Connect Jumper

Key
TELCO -
EQT -
FOTSP -
              
FGS - 
NGF - 

FGS

FOTSP FOTSPOSP EQT EQT EQT OSPEQT

FOTSP FOTSPNGF Frame 1 NGF Frame 2 NGF Frame 3

Telco
Equipment
Fiber Optic Terminal
Storage Panel
FiberGuide System
Next Generation Frame

762 mm
(30") 305 mm

(12")3.13 m
(10.3')

2.14 m
(7')

室内光缆

设备跳纤存储架

设备跳纤 

光纤保护槽道系统 

交叉连接跳线 

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关键词

NGF-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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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前视图

2.2m

762mm (30")

NGF 机架的基座符合 GR-449-CORE, Issue 2 标准。这个创新性的机架有 6 个 13cm 宽的

背面水平走线槽，形成总共 78cm 宽的水平走线槽空间。这个充裕的水平走线槽空间最大

程度地减少了光纤的堆积和拥塞，简化了交叉连接线的查找和布放工作。机架共有 12 个

终端框的安装位置，均匀地固定在机架的左侧和右侧垂直列柱上，如下图所示。机架提供

充足的垂直走线空间，适用于大量光纤需要集中管理的机房环境。NGF 机架中只需要一根 

5.5 米长的光跳纤，就可连通机架上任何两个光端口。

机架

 侧视图

610mm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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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尺寸（高 x 宽 x 深） 最大容纳终端数量 产品编号

NGF 机架 2200mm x 762 mm x 610 mm 1,728 芯

(使用 144 芯 SC 机框)

    8838 1 003-11

    

每个机架都配备了地板/水泥地固定螺拴，以适应混凝土地板的安装。

订 购 信 息



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尾缆终端框

康普的尾缆终端框提供多种适配器类型选择，并提供 72 芯、96 芯或 144 

芯的配置。而且对于 LC 适配器，还可提供 192 芯的终端框。尾缆终端

框使用滑动适配器以便容易地访问机框前部和背部。所有尾缆终端机框都 

100% 经过严格的的出厂测试，以确保连接的可靠性。预端接的终端框使

得安装过程快捷简易，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在订购之前，先确定机框的固

定方位和线缆的出口方向。

尾缆终端框

定购时所需确认信息

1 机框类型和容量
确定适配器类型和每个机框的容量

2 机框固定方位

确定安装终端框的机架垂直列柱（左／右）

3 线缆出口方向
上进线和下进缆

4 线缆类型和长度
确定散芯或带状光纤，和 IFC 尾缆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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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产品编号

96 芯左尾缆终端框，FC/UPC 预装 10 米尾缆（12 芯带纤），上进缆     8836 1 142-11

96 芯右尾缆终端框，FC/UPC 预装 10 米尾缆（12 芯带纤），上进缆     8836 1 142-12

96 芯左尾缆终端框，SC/UPC 预装 10 米尾缆（12 芯带纤），上进缆     8836 2 142-11

96 芯右尾缆终端框，SC/UPC 预装 10 米尾缆（12 芯带纤），上进缆     8836 2 142-12

144 芯左尾缆终端框，SC/UPC 预装 10 米尾缆（12 芯带纤），上进缆 NGFC-TB1MLU7 
(1692079)

144 芯右尾缆终端框，SC/UPC 预装 10 米尾缆（12 芯带纤），上进缆 NGFC-TB1MRU7 
(1692282)

72 芯左尾缆终端框，SC/APC 预装 10 米单模束状尾缆，下进缆     8836 2 113-11

72 芯右尾缆终端框，SC/APC 预装 10 米单模束状尾缆，下进缆     8836 2 113-12

72 芯左尾缆终端框，SC/UPC 预装 10 米单模束状尾缆，上进缆     8836 2 112-11C

72 芯右尾缆终端框，SC/UPC 预装 10 米单模束状尾缆，上进缆     8836 2 112-12C

订 购 信 息



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跳纤终端框

康普的跳纤终端框提供多种适配器类型选择，并提供 72 芯、96 芯或 
144 芯的配置。而且对于 LC 适配器，还可提供 192 芯的终端框。跳纤

终端框使用滑动适配器以便容易地访问机框前部和背部。在订购跳纤终

端框时，先确定机框的固定方位和线缆的出口方向。仅带适配器的终端

框在订购时分为左机框（安装在机架的左边）右机框（安装在机架的右

边）。线缆的出口方向分上进缆和下进缆两种类型。如果要将多芯跳线

（如 OSP/IFC）端接在机框的背部，建议使用一个箝位装置替代背部储

纤装置。

1 机框类型     终端框中所需的适配器类型

2 机框容量     满载时终端框能容纳的芯数

3 机框位置     左机框／右机框

4 线缆出口方向 上进缆／下进缆

定购时所需确认信息

描述 产品编号

96 芯左跳纤终端框，含 FC/UPC 适配器，上进缆     8842 1 301-00

96 芯右跳纤终端框，含 FC/UPC 适配器，上进缆     8842 1 401-00

96 芯左跳纤终端框，含 SC/UPC 适配器，上进缆     8842 2 301-00

96 芯右跳纤终端框，含 SC/UPC 适配器，上进缆     8842 2 401-00

144 芯左跳纤终端框，含 SC/UPC 适配器，上进缆     NGF-TB1MLU7

144 芯右跳纤终端框，含 SC/UPC 适配器，上进缆     NGF-TB1MRU7

72 芯左跳纤终端框，含 SC/UPC 适配器，上进缆     8842 2 351-00

72 芯右跳纤终端框，含 SC/UPC 适配器，上进缆     8842 2 451-00

144 芯右机框（上进缆）终端框 图示

299mm
(11.75")

483mm (19")

订 购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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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NGF 设备跳纤存储架

NGF 设备跳纤存储架在交叉连接应用时，安装在 NGF 机架之间，为设备跳

纤提供了安全的路由，引导其进入 NGF 终端框后部，并且可储存多余长度

的光跳线。

      前视图

2.2m

 350mm 

610mm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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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尺寸（高 x 宽 x 深） 产品编号

NGFC 设备跳纤存储架 2200 mm x 350 mm x 610 mm   8838 1 005-01

NGFC 机架侧板 2200mm x 610mm   8838 1 003-03

订 购 信 息



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增值服务机框

NGF 增值服务机框提供了信号管理和加强功能，可以装配分光器，耦合器

和波分复用器，提供非破坏性通道进行光信号监控和测试信号的完整性，

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光纤网络的价值。NGF 增值服务机框可安装在所有标

准的 NGF 机架，并可与终端框、终端/熔接框位置相互换。每个机框可容纳 

12 个增值服务模块。

增值服务机框－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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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尺寸（高 x 深 x 宽） 产品编号

NGF 增值服务机框，未装载增值服务模块 

左朝向；可容纳 12 个增值服务模块

300 mm x 455 mm x 132 mm

(11.8" x 17.9" x 5.2")

    NGF-VSPM-7000L

NGF 增值服务机框，未装载增值服务模块 

右朝向；可容纳 12 个增值服务模块

300 mm x 455 mm x 132 mm 

(11.8" x 17.9" x 5.2")

    NGF-VSPM-7000R

增值模块 (VAM) 系统

康普还提供品类繁多的监控器、分光器、WDM 和 CWDM VAM 内置模块，可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请

联系康普客户服务中心获取相关的详细信息。

订 购 信 息



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离架熔接的最佳解决方案
• 全正面操作。可操作性强，易安装，可并架，背靠背，或靠墙安装

• 全程走线保护：分布于走线路径拐弯处的各种弯曲半径保护装置，保证 

光纤全程的保护 

• 特别设计的光缆开剥保护装置，保证了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的可靠

• 适用于带状光缆和束状光缆，上、下进缆皆可

• 采用康普的圆型熔接盘，灵活性高，光纤保护好，易于使用

• 适用于大容量光纤系统

 最大容量：1440 芯（束状光缆），2880 芯（带状光缆）

 尺寸：2200 mm x 840 mm x 300 mm （高 x 宽 x 深）

集中终端及熔接特点：
• 施工和维护的职责界面清晰

• 预置尾缆技术

• 高密度的熔接柜节省了宝贵的机房空间

OMX 集中熔接柜

康普独特的圆形熔接托盘
适用于：NGF，OMX，FL2000

特点：无交叉盘纤

   12-24 芯容量

   双层结构，封闭保护

康普专利：99811103.1

描述 产品编号

12 芯圆型熔接托盘（不含热缩管）     88381004-05

12 芯圆型熔接托盘（含 13 根单芯热缩管）     88381004-06

24 芯圆型熔接托盘（含 2 根 12 芯带状热缩管）     88381004-04

24 芯圆型熔接托盘（含 4 根 6 芯带状热缩管）     88381004-07

订 购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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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尺寸（高 x 宽 x 深） 产品编号

OMX 上走线集中熔接柜 2200 mm x 840 mm x 300 mm     MX6-SPL8430-1440C-U

OMX 下走线集中熔接柜 2200 mm x 840 mm x 300 mm     MX6-SPL8430-1440C-D

订 购 信 息



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 (NGF)

康普的 NGF（新一代光纤总配线架）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的光缆骨干

网，城域网和接入网的建设中，对大芯数／高密度的光配线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赢得了各大运

营商的良好口碑；同时在大型数据中心，电力通信、有线电视和校园专网的建设中也显示了明显的

优势。

康普专利产品，违者必究
• HIGH-DENSITY FIBER DISTRIBUTION FRAME (高密度配线架)

专利号（中国）：941948544

• FIBER TERMINATION BLOCK WITH ANGLED SLIDE (高密度配线架)

专利号（中国）：028228251

• FIBER CONTAINMENT SYSTEM (可滑动的适配器板)

专利号（中国）：04800151114

在中国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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