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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b/s 非屏蔽双绞线系统的隐性成本 
 
 
 

目前，在基于铜缆的 10GBASE-T 万兆以太网应用标准和 6A 类布线标准均获批准的情况下，非屏蔽

双绞线 UTP 与屏蔽双绞线 F/UTP 和 S/FTP 布线系统之间存在着诸多混乱状况。 

 

考虑到布线通道成本只是当今 10Gb/s 方程式中的一部分。为了适当评估每一种 10Gb/s 铜缆布线选

项的效益，需要理解所有事实，这点非常重要。本文将提供与 10Gb/s 通道、路径、人工和性能有关的当

前事实。 
 
10GBASE-T 802.3an 标准支持的系统如下： 
 
●  有限距离的 6 类布线（为现在已安装的６类系统设计） 
 
●  6A 类布线（屏蔽和非屏蔽） 
 
●  7 类布线（仅为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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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扰               干扰电缆 

要理解不同类型的可支持 10Gb/s 的铜缆系统的可行性，需要简

单解释一下外来串扰。外来串扰（AXT）是指在较高频率应用时会

出现的线缆和线缆之间的噪声，它在非屏蔽系统中会产生更大问题。

相邻线缆中的同类线对（例如蓝白线对-蓝白线对）之间会产生噪音

耦合，因为他们的绞距是几乎一样的。而在屏蔽系统中就不存在这

个问题，因为屏蔽本身可阻止外来串扰影响邻近线缆。 
 

为了支持 10Gb/s，现有６类系统需要进行大量的缓解串扰实践，

从而带来很多的人工成本，所以是最昂贵的。6 类系统所需的缓解

串扰技术举几个例子来说，包括为所有电缆松绑，改成屏蔽跳线，

重新端接到 6A 类硬件上，以及只为每隔一个的交换机端口或配线

架端口通电等等。因为使用一种更新技术之后，，若测试不通过，

您可能需要尝试另一种方法并重新测试，然后再尝试一种方法和重

新测试等，使得测试这些系统需要大量时间。为此，建议新的安装

应为 10Gb/s 传输采用 6A 类或更好的系统。 
 

为了缓解 10Gb/s 的外来串扰影响，引入了新的布线类型/等级。TIA 规定其为增强 6 类或 6A 类，在

ISO/IEC 中规定为等级 EA，该标准适用 F/UTP 屏蔽双绞线系统以及 UTP 非屏蔽双绞线。7 类/F 级是一直

被认可的，事实上，也是多年来唯一标准化的可在 100 米距离支持万兆应用的铜缆解决方案。 
 

在 6 类和可支持 10Gb/s 的 6A 类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中，有一点是 6Ａ类线缆的最大允许直径已被增

加到 0.354”（9.1mm）。这一增加使得在非屏蔽双绞线配置中干扰线缆与被干扰线缆之间的隔离增大。

因为 F/UTP 屏蔽线缆可通过使用全箔片屏幕层排除 AXT，而不需要增加线缆隔离，这使得 6A 类 F/UTP
屏蔽线缆比起相应的非屏蔽双绞线通常线径更细。虽然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新的较小直径的可支持

10Gb/s 的非屏蔽双绞线电缆，但有一点非常关键的是，他们必须在安装后确保能通过 6 包 1 的 AXT 现场

测试。最终用户应当特别小心，提防有人放弃非屏蔽双绞线系统所必需的 AXT 现场测试。现在已有一些

案例在做现场测试，由于每一 24 端口配线架所需的 AXT 现场测试时间就达 3.5-4 小时，这使得制造商和

最终用户都承担了风险。而如果安装了屏蔽系统，则制造商和最终用户就无需承担这一风险。 
 

为了使非屏蔽双绞线电缆在 10Gb/s 应用中也作为一个可行的选项，还必须考虑其它一些因素。一是

路径填充率。如果路径填充率大于 40%时，底部电缆可能被挤压而变形或受损，从而破坏了原先增加隔

离带来的益处。这肯定将影响 AXT 和其它性能参数。噪声将重回系统，这是排除故障时最棘手的问题，

因为这种噪声是分散的和间隙性的。 
 

AXT 形式的外来串扰不仅出现在电缆之间而且出现在靠近的连接器之间。为了在配线架上缓解

AXT，使用了各种方法，例如增大间距和改变打线方式，后者会增加安装时间并且很显然加大了出错的

可能性。在某些安装中，电缆一端的接线方式和另一端的接线方式不同，使安装更加复杂。屏蔽电缆的

AXT 防护功能同样也适用于屏蔽连接器，所以不需要采用不同的端接，简化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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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对 10Gb/s非屏蔽双绞线系统的警告是您不能在同一路径或

管道中混用不同类型的非屏蔽线缆，这使得潜在成本增加。将 6A 类

非屏蔽双绞线电缆与其它类的非屏蔽双绞线电缆绑在一起，可导致外

来串扰水平超过行业要求并潜在影响 10GBASE-T 应用的操作。这意

味着如果您选择 6A 类非屏蔽双绞线，则您必须在共享路径的任何信

道中都使用 6A 类线缆！而在通常的安装中，一个路径或管道内会有

几种不同类型的线缆混合需求。比如在水平布线中，可能需要建立自

动化系统，检测系统，访问控制，模拟语音或 VoIP。为了满足 10Gb/s
应用的要求，无论这些系统安装在何处，唯一的选择是使所有这些应

用都统一采用更昂贵的 6A 类非屏蔽双绞线电缆，或者添加额外的路

径和空间，使得较低级别的 UTP 线缆与 6A 类 UTP 线缆完全分离。 
 

在数据中心中，随着一些新的设备的逐步启用，将会经历有部分信道需要升级到 10Gb/s 应用的情形，

此时还有一些应用，如访问控制，火情监测，冷却监控等等，并不需要 10Gb/s 铜缆布线系统。此时，在

非屏蔽双绞线的情景之下，您只能被迫将所有信道全面升级到 6A 类非屏蔽双绞线，或者为 6A 类 UTP
线缆提供单独路径和空间。在房地产寸土寸金的情况下，也许并不能为额外的路径和空间提供足够的地

方，特别是在设备机柜中。而屏蔽布线则可以毫无顾虑地绑在一起并且/或者与所有其它类型电缆共享一

个路径，因此有着明显的节省。 
 

在一个新建大楼或一个升级项目中，如果想使用 6A 类 UTP 布线，您将需要为所有的信道部署 6A
类 UTP，或者为 6A 类 UTP 信道部署完全独立的路径或管道。假定每一工作区设两个信息点，500 个 6A
类 UTP 信息点的布线总成本将是$169,372.08。同样的规模，如果用于语音、传真等低速应用的信息点采

用 5e 类 UTP 布线，用于高速数据传输的信息点采用 6A 类 F/UTP 布线，则总成本减少至$127,432.50。
同样地，若一个采用 6 类 UTP 布线，另一个采用 6A 类 F/UTP 布线，则总成本仅为$151,947.71。这相当

于分别节省了$41,393.59 和$36,098.96。 

图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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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已有建筑中，为高速 UTP 线缆增加新的路径和管道，或

者部署更大直径的 6A 类 UTP 线缆也许是不可能的。这对于满负载

运行的数据中心，情况是相同的。如果进行 10Gb/s 的全面升级，则

那些 KVW，调制解调器连接，监测和控制系统仍将在若干年内继续

使用 5e 类或 6 类 UTP 布线。这样，如果安装一套屏蔽 6A 系统来支

持 10Gb/s 信道，就可以在相同路径和管道中部署这些 5e 类或 6 类

UTP 信道，这将产生相同的成本节省效益。 
 

为了让 5e 类和 6 类 UTP 布线与 6A 类 UTP 布线在同个网络共

存而增设另一套管道和路径，将极大地影响项目的材料和人工成本；

若采用屏蔽布线系统来支持高速数据，则不需要这些成本增加。 
 

那些反对屏蔽系统的人们可能会指出，屏蔽系统需要增加端接

时间和接地成本。事实是，任何一个网络您都必须具备一个接地系

统，即使是 100%光纤的网络。所以几乎可以忽略的唯一的成本增加

量是，为设备机架（应当已经连接到现存接地系统）中的每一 24 端

口配线架安装一条#6 号线规的接地线的成本。即使屏蔽系统的端接

时间可能比非屏蔽系统的稍长，也并不足以影响屏蔽系统已达到的

成本节省和性能优势。更何况西蒙公司性能卓越的 Z-MAX 6A 类屏

蔽系统的模块端接时间已经达到业界最快（少于 1 分钟），其成本

节省就不言而喻了。 
运行中的路径 

 
在 Siemon 公司，我们为最终用户提供所有的系统，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最终用户已转向 10Gb/s 并

且享受着屏蔽系统的优势。事实上，在由 BSRIA 执行的最近一次数据中心的调研中，75%的被调查者计

划为他们的 10G 链路选择屏蔽的铜缆系统。关于屏蔽系统的更多信息，以及为什么选用屏蔽系统的一些

主要原因，请访问网站 www.siemon.com 或联系您当地的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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