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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UROON



生产设备

预端跳线研磨机



测试设备

3D干涉仪



测试设备

EXFO- 24Ports 插回损测试仪



测试设备

链路测试仪（赛博) 端面检测仪



Auroon预端产品 (数据中心布线机房产品)

 MPO/MTP 主干光缆

 MPO/MTP 延长主干光缆

 MPO/MTP 混合主干光缆

 MPO/MTP to LC 分支跳线

 MPO/MTP 转接模块

 MTP/MPO 模块配线架



Auroon产品 (QSFP-MPO被动连接器组件)

 MT-MT Patch cords for QSFP+SR4

 MT-MT Patch cords for QSFP+AOC

 QSFP to SFP(MPO-4*LC Duplex) Optical 
Cables 

 40GBASE-SR4 MPO/MTP Optical Patch cords 

 24Fiber MPO/MTP to QSFP Optical Cables 

 QSFP Loopback Connector



产品 (CXP-MPO被动连接器组件)
 MT-MT Patch cords for CXP+SR10

 MT-MT Patch cords for CXP+AOC

 CXP to SFP(MPO-10*LC Duplex) Optical Cables 

 100GBASE-SR10 MPO/MTP Optical Patch cords 

 CXP Loopback Connector



产品 (MPO 连接器散件系列)
2、4、8、12、24Fiber MT Ferrule

 MPO Housing Kit

MPO Male/Female Connector

Guide Pin

MPO Adapter

MPO-MT Adapter

MPO Outer Housing Removal Tool



MPO预端应用布线系统概述:

云计算 物联网的需求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网
络也从10Gb快速的升级到40Gb, 100Gb,新的数据中心管理人员
和设计人员需要能够管理这种迁移,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响应
能力，同时降低成本。

这种动态迁移是需要一个简单而强大的迁移路径，光卓通
信能针对数据中心不同应用为您提供一个简明且易于管理的解
决方案.让你的数据中心战略，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优势。

优点：

● 采用即插即用，高密度、可扩展，预端接光缆系统解决
方案，采用模块化的系统管理方式和预端接组件，可以减少安
装时间，实现数据中心光纤网络更快的移动、新增和变更。

● 全系列光纤产品均采用低损耗光纤连接器及弯曲不敏感
光纤（弯曲半径< 7.5mm），实现了更小的主干光缆衰减及弯曲
性能。完全能够满足40G、100G传输小于79ns的延时标准，及链
路衰减标准。



基于12芯MPO连接器的应用配置(特殊布线—10Gbps): --- 结构图



基于12芯MPO连接器的应用配置(特殊布线—10Gbps): --- 产品介绍

● Number 1:
LC Duplex Uniboot 预端光纤跳线

连接器性能指标:

连接器型号 插入损耗（平均值） 插入损耗（最大值） 回波损耗

ARLCLC03M91TP 
（MM）

0.10dB 0.15dB N/A

ARLCLC03M61TP
（SM）

0.15dB 0.20dB >55dB

产品特点:
* 独特的小型化圆缆(￠3.0mm) 2芯互联光缆.   
* 采用双工一体式尾套连接器增强了在高密度应用环境中连接器安装和维护的便捷性. 
* 低损耗连接特性为系统设计提供了更好的灵活性.



基于12芯MPO连接器的应用配置(特殊布线—10Gbps): --- 产品介绍

● Number 2:
MPO Cassette(转接模块)

产品特点:

* 采用金属外壳设计，强度好，有效保护内部光纤分支部件.   
* 100% 在工厂内端接，并严格进行连接测试，以保证最小的插入损耗，完全可以满足要求苛刻的高速网络。

性能指标:

连接器型号 插入损耗（平均值） 插入损耗（最大值） 回波损耗

LC（MM） 0.10dB 0.15dB > 20dB

MPO/MTP（MM） 0.10dB 0.30dB > 20dB

LC（SM） 0.15dB 0.20dB > 50dB

MPO/MTP（SM） 0.15dB 0.35dB > 50dB



基于12芯MPO连接器的应用配置(特殊布线—10Gbps): --- 产品介绍

● Number 3 :
MPO/MTP Trunk Cable (预端接主干光缆)

产品特点:

* 提供12至144芯光纤连接.   
* 可平滑的从10G升级到40G、100G网络传输，
并支持100G传输的时延指标.

性能指标:

连接器型号 插入损耗（平均值） 插入损耗（最大值） 回波损耗

MPO/MTP（MM） 0.10dB 0.30dB > 20dB

MPO/MTP（SM） 0.15dB 0.35dB > 50dB



基于12芯MPO连接器的应用配置(特殊布线—10Gbps): --- 产品介绍

● Number 4 :
MPO/MTP to LC Hybrid Trunk Cable (MPO-LC混合型预端接主干光缆)

产品特点:
* 采用LC双工一体式结构与6个传统的双工连接器跳线相比，体积更小有利于改善机房制冷气流，以提高冷却效率。
* 采用圆形、小外径特殊结构的新型光缆，实现了更小的主干光缆弯曲半径，使存放和敷设方便快速。
* 定制的线束分支长度可以与网络设备端口一一匹配,确保布线整洁.
* 可根据用户不同配置要求，选用多模OM3、OM4及单模G652D、G657A2等多种光纤规格。

性能指标:

连接器型号 插入损耗（平均值） 插入损耗（最大值） 回波损耗

LC（MM） 0.10dB 0.15dB > 20dB

MPO/MTP（MM） 0.10dB 0.30dB > 20dB

LC（SM） 0.15dB 0.20dB > 50dB

MPO/MTP（SM） 0.15dB 0.35dB > 50dB



数据中心预端接布线系统应用配置



产品介绍
● MPO预端接主干光缆：

MPO-MPO预端接主干光缆有利于快速部署的数据中
心和光纤基础设施环境。跨越于MDA，HDA与EDA区

域间模块盒或扇出光缆的连接，其高效的即插即用架
构大大地降低了初始安装和日常维护成本。

产品特点：

 提供12至144芯光纤连接

 采用12芯或24芯MPO连接器，小型化最大限度减少
故障并减少布线空间

 可平滑的从10G升级到40G、100G网络传输，并支持
100G传输的时延指标

 可根据用户不同配置要求，选用多模OM3、OM4及单
模G652D、G657A2等多种光纤规格

 采用圆形、小外径特殊结构的新型光缆，实现了更小
的主干光缆弯曲半径，使存放和敷设方便快速



产品介绍
● MPO-LC混合型预端接主干光缆：

MPO-LC混合型连接器预端接光缆，是指在光缆的一
端采用MPO单头12芯或24芯连接器，而光缆的另一
端是采用LC双芯连接器，该产品主要应用在那些需

要直接从主干配线区域直接连接到系统设备的端口
或设备区配线架。本规格还可以用于系统扩展的延
伸光缆。

产品特点：

 提供12至144芯光纤连接

 采用12芯或24芯MPO连接器，小型化最大限度减少
故障并减少布线空间

 可根据用户不同配置要求，选用多模OM3、OM4及
单模G652D、G657A2等多种光纤规格

 采用圆形、小外径特殊结构的新型光缆，实现了更
小的主干光缆弯曲半径，使存放和敷设方便快速



产品介绍
● MPO转接模块：

MPO-LC转接模块主要用于快速部署的数据中心和光纤基础设施环境。

用于数据中心MPO预端接主干光缆与LC连接器之间的安全过渡，用于1G

10G以太网的网络传输。安装于19” 1U或4U 光纤配线架。模块盒前面板装配
LC适配器用于相互配线或连接设备跳线，后面板装配MPO适配器用于连接
MPO预连接主干光缆。



产品介绍
● Auroon模块式光纤配线架：

AUROON 奥兰光纤转接模块配线架,用于数据中心MDA，IDA或HDA配线区域光纤
主干连接及配线管理，安装于19英寸机架及机柜中,可安装预连接MPO转接模
块、MPO适配器前面板及常规LC型或SC型适配器面板。

产品特点：

 采用优质冷轧钢板成型，静电粉末喷涂

 设计简洁美观、安装方便

 独立可更换前适配器面板设计，灵活的

匹配各种适配器



产品介绍
● MPO-LC分支跳线：

MPO-LC分支跳线，主要用于MPO面板、预端接主

干光缆及有源设备间的连接，有利于节省昂贵的数据
中心机架空间，并简化光纤管理。

产品特点：

 采用LC双工一体式结构与6个传统的双工连接器跳线

相比，体积更小有利于改善机房制冷气流，以提高冷
却效率。

 采用圆形、小外径特殊结构的新型光缆，实现了更小
的主干光缆弯曲半径，使存放和敷设方便快速。

 可根据用户不同配置要求，选用多模OM3、OM4及单
模G652D、G657A2等多种光纤规格

 定制的线束分支长度可以与网络设备端口一一匹配,确
保布线整洁.



产品介绍
● 40GBASE-SR4 （MPO-MPO）光纤跳线：

AUROON 规格MPO-MPO光纤跳线采用并行4TX及4RX 通道，满足QSFP+SR4 

4*10Gb接口标准。用于40Gb(QSFP)设备传输连接。

产品特点：

 可根据用户不同配置要求，选用多模OM3、OM4等光纤规格。

 新型圆形、小外径特殊结构，实现了更小的主干光缆弯曲半径，使存放和敷设
方便快速。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