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S-ZFFS2-3/LS/E  

FC-FC单模跳线,OS2,单工,3米,配合单模光缆使用 

产品介绍 

 光纤规格：单模 OS2（9/125µm）， 

 接口类型：单芯 FC-FC 

 技术规格：插入损耗≤0.2dB,回波损耗≥50dB@单模；采用单工结构；采用低烟无卤外皮, 符合 IEC60332-1

的 LSZH 防火等级,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2002 Ed2.0，ANSI/TIA 568C.3 

 使用寿命：插拔次数≥1000 次 

 通过 100%专业的 3D 几何尺寸检测和控制，100%通过工厂测试。 



 

 

DS-ZFLLS2-3/LS/E   

LC-LC单模跳线,OS2,双工,3米,配合单模光缆使用 

产品介绍 

 光纤规格：单模 OS2（9/125µm）， 

 接口类型：LC-LC 

 技术规格：插入损耗≤0.2dB,回波损耗≥50dB@单模；采用双工结构；采用低烟无卤外皮, 符合 IEC60332-1

的 LSZH 防火等级,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2002 Ed2.0，ANSI/TIA 568C.3 

 靠近连接器部分采用不同颜色标识，以方便识别正确的极性状态 

 使用寿命：插拔次数≥1000 次 

 通过 100%专业的 3D 几何尺寸检测和控制，100%通过工厂测试。 



 

 

DS-ZFSSS2-2/LS/E   

SC-SC单模跳线,OS2,双工,3米,配合单模光缆使用 

产品介绍 

 光纤规格：单模 OS2（9/125µm）， 

 接口类型：SC-SC 

 技术规格：插入损耗≤0.2dB,回波损耗≥50dB@单模；采用双工结构；采用低烟无卤外皮, 符合 IEC60332-1

的 LSZH 防火等级,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2002 Ed2.0，ANSI/TIA 568C.3 

 靠近连接器部分采用不同颜色标识，以方便识别正确的极性状态 

 使用寿命：插拔次数≥1000 次 

 通过 100%专业的 3D 几何尺寸检测和控制，100%通过工厂测试。 

 



 

 

DS-ZCFIS2-4/LS/E  
GJPFJH 型 室内 4芯 OS2 单模光缆 

产品描述 

 GJPFJH【非金属加强构件、紧套被覆、PVC（LSZH）外护套通信用室内通信光缆】光缆结构是在

单模或多模光纤外直接覆以高粘结强度的紧套材料制成紧套光纤，多根单模或多模紧套光纤外

采用高强度的芳纶作为加强元件，再挤制一层 PVC护套（或 LSZH护套）。 

 外径小、重量轻、阻燃、易剥离、耐腐蚀、防水、环保等优点； 

 芳纶加强元件，使光缆具有优良的抗拉性能； 

 外护材料防火等级:LSZH,符合 IEC60332-1标准要求 

 全介质结构，不受电磁干扰。 

 加工工艺严谨，设计合理。 

 满足 YD/T1258.4、IEC60794-2-20/21标准 

 衰减：≤0.4dB/km（1550nm），≤0.5dB/km(1310nm)； 

 贮存、运输、使用温度: -20℃～+60℃ 

 安装温度：-5℃～+50℃ 

产品结构示意图 

产品技术参数（典型值） 

型号 
光缆总

芯数 

光缆直径

mm（±

5%） 

光缆重量

kg/km

（±

10%） 

最小弯曲半径 mm 拉伸力 N 压扁力 N/100mm 

动态 静态 短暂 长期 短暂 长期 

DS-ZCFIS2-

4/LS/E 
4 4.7 22 

20 倍缆外

径 

10 倍缆外

径 
660 300 1000 500 

 



 

 

DS-ZCFIS2-6/LS/E  
GJPFJH 型 室内 6芯 OS2 单模光缆 

产品描述 

 GJPFJH【非金属加强构件、紧套被覆、PVC（LSZH）外护套通信用室内通信光缆】光缆结构是在

单模或多模光纤外直接覆以高粘结强度的紧套材料制成紧套光纤，多根单模或多模紧套光纤外

采用高强度的芳纶作为加强元件，再挤制一层 PVC护套（或 LSZH护套）。 

 外径小、重量轻、阻燃、易剥离、耐腐蚀、防水、环保等优点； 

 芳纶加强元件，使光缆具有优良的抗拉性能； 

 外护材料防火等级:LSZH,符合 IEC60332-1标准要求 

 全介质结构，不受电磁干扰。 

 加工工艺严谨，设计合理。 

 满足 YD/T1258.4、IEC60794-2-20/21标准 

 衰减：≤0.4dB/km（1550nm），≤0.5dB/km(1310nm)； 

 贮存、运输、使用温度: -20℃～+60℃ 

 安装温度：-5℃～+50℃ 

产品结构示意图 

产品技术参数（典型值） 

型号 
光缆总

芯数 

光缆直径

mm（±

5%） 

光缆重量

kg/km

（±

10%） 

最小弯曲半径 mm 拉伸力 N 压扁力 N/100mm 

动态 静态 短暂 长期 短暂 长期 

DS-ZCFIS2-

6/LS/E 
6 5.2 27 

20 倍缆外

径 

10 倍缆外

径 
660 300 1000 500 

 



 

 

DS-ZGHK-8-H/E  

8口金属终端盒 

产品介绍 

 产品规格：提供 8 口光纤终端盒，可搭配 LC、SC、FC 光纤适配器使用 

 产品特点：模块化设计,可灵活选择安装模块数量；采用全密闭式设计，轻便安装；上部背板可打开，

内部自带光纤融接盘及光缆固定环。  

产品特性 

 颜色：灰白色 

 材料:冷轧板 

产品图片 

 

 

 

 

 

 

 

 

图 一 箱体顶部 

图 二 箱体内部 图 三 箱体前部 



 

 

DS-ZGHK-12/E   

12口金属终端盒 

产品介绍 

 产品规格：提供 1U12 口光纤终端盒，兼容机架式安装，可搭配 LC、SC、FC 光纤适配器使用 

 产品特点：模块化设计,可灵活选择安装模块数量；采用全密闭式设计，轻便安装；上部背板可打开，

内部自带光纤融接盘及光缆固定环。  

产品特性 

 颜色：灰白色 

 尺寸：44*430*301mm 

 材料:冷轧板 

产品图片 

 

 

 

 

 

 

 

 

图 一 箱体顶部 图 二 箱体后部 

图 三 箱体内部 图 四 箱体前部 



 

 

DS-ZCFIS2-12/LS/E  
GJPFJH 型 室内 12芯 OS2 单模光缆 

产品描述 

 GJPFJH【非金属加强构件、紧套被覆、PVC（LSZH）外护套通信用室内通信光缆】光缆结构是在

单模或多模光纤外直接覆以高粘结强度的紧套材料制成紧套光纤，多根单模或多模紧套光纤外

采用高强度的芳纶作为加强元件，再挤制一层 PVC护套（或 LSZH护套）。 

 外径小、重量轻、阻燃、易剥离、耐腐蚀、防水、环保等优点； 

 芳纶加强元件，使光缆具有优良的抗拉性能； 

 外护材料防火等级:LSZH,符合 IEC60332-1标准要求 

 全介质结构，不受电磁干扰。 

 加工工艺严谨，设计合理。 

 满足 YD/T1258.4、IEC60794-2-20/21标准 

 衰减：≤0.4dB/km（1550nm），≤0.5dB/km(1310nm)； 

 贮存、运输、使用温度: -20℃～+60℃ 

 安装温度：-5℃～+50℃ 

产品结构示意图 

产品技术参数（典型值） 

型号 
光缆总

芯数 

光缆直径

mm（±

5%） 

光缆重量

kg/km

（±

10%） 

最小弯曲半径 mm 拉伸力 N 压扁力 N/100mm 

动态 静态 短暂 长期 短暂 长期 

DS-ZCFIS2-

12/LS/E 
12 6.3 37 

20 倍缆外

径 

10 倍缆外

径 
660 300 1000 500 

 



 

 

DS-ZGHK-24/E   

24口金属终端盒 

产品介绍 

 产品规格：提供 1U24 口光纤终端盒，兼容机架式安装，可搭配 LC、SC、FC 光纤适配器使用 

 产品特点：模块化设计,可灵活选择安装模块数量；采用全密闭式设计，轻便安装；上部背板可打开，

内部自带光纤融接盘及光缆固定环。  

产品特性 

 颜色：灰白色 

 尺寸：44*430*301mm 

 材料:冷轧板 

产品图片 

 

 

 

 

 

 

 

 

图 一 箱体顶部 图 二 箱体后部 

图 三 箱体内部 图 四 箱体前部 



 

 

RVV 电源线 DS-1RVV 系列 
 

 

DS-1RVV 系列产品是我公司推出的 RVV 电源线。该产品采用多股无氧铜线芯绞合而成，电

阻低，导电性强，传输损耗低，发热小，安全省电；外部为加厚环保 PVC 材质外被，耐磨耐拉

伸，防冻抗裂，方便布线。产品满足国家强制性 3C 认证要求，使用更安全。 

 

功能特性 
·无氧铜线芯，电阻低，导电性强，传输损耗低，发热小，更省电。 

·环保绝缘、护被，耐磨耐拉伸，抗潮防冻，抵抗各种恶劣气候，可靠耐用。 

·线芯同心度高，绝缘和护套厚度均匀，防止击穿，符合国家 3C 认证，全力保障用电安全。 

·符合 RoHS 2.0 环保认证。 

·适用于家庭、酒店、城市建设、工程装修、监控供电、音响布线、道闸供电等应用场景。 

 



 

 

技术规格 
型号 DS-1RVV 
产品类别 RVV 电源线缆 
环保标准 RoHS 2.0 
芯线参数 
芯线材料 多股绞合无氧铜丝 
线芯数量 2 芯、3 芯 
标称截面积 0.50、0.75、1.0、1.5、2.5mm² 
绝缘材料 环保聚氯乙烯（PVC） 
护套材料 环保聚氯乙烯（PVC） 
产品规格 
颜色 黑 
长度 200m 

 

订货型号 
DS-1RVV2C050/E（国内标配） 

DS-1RVV2C075/E（国内标配） 

DS-1RVV2C100/E（国内标配） 

DS-1RVV2C150/E（国内标配） 

DS-1RVV2C250/E（国内标配） 

DS-1RVV3C050/E（国内标配） 

DS-1RVV3C075/E（国内标配） 

DS-1RVV3C100/E（国内标配） 

DS-1RVV3C150/E（国内标配） 

DS-1RVV3C250/E（国内标配） 
 

应用场景 
家庭、酒店、城市建设、工程装修、监控供电、音响布线、道闸供电等应用场景 



 

 

DS-ZBFP1/2-B   

欧规单孔/双孔平口面板(防尘 象牙白) 

产品简介： 

DS-ZBFP1/2-B 欧规单孔/双孔平口面板是海康威视为配合海康威

视超五类，六类模块安装的通用型英式面板，采用环保材料，美观大方, 

符合 RoHS 环保要求。 

 

订货型号： 

DS-ZBFP1-B   

DS-ZBFP2-B 

产品技术参数： 

 

材质 

面板外壳 ABS  UL94V-0 

弹簧 SUS 304 

外形尺寸 86 x 86mm 

RoHS 符合 

颜色 象牙白 

温度范围 

存储 -40℃－60℃ 

使用安装 -10℃－60℃ 

 

 

DS-ZBFP1-B 

 

DS-ZBFP2-B 

 

 



 

 

DS-ZC6U-G/CM/E 

六类四对非屏蔽双绞线,绿色,物料代码：310200608 

 

 

 

 

 

 

产品类型 U/UTP CAT6-4P-PVC-CM 

检验依据 ISO/IEC11801、TIA-568-C.2、 YD/T1019 

 

芯线导体 

芯线材料 无氧铜 

标称直径(mm) 0.57 
上偏差 +0.005 

下偏差 -0.005 

 

芯线绝缘 

绝缘材料 高密度聚乙烯 

绝缘外径 1.02±0.03mm 

 

 

 

外护套 

护套厚度 0.55±0.05mm 

护套外径 6.2±0.4mm 

表面 光洁亮面,饱满收紧 

护套材料 PVC(符合RoHS)，CM 

颜色 绿色 

 
喷码标识 

字体高度 3.0±0.3mm 

字体颜色 黑色 

打印误差及间距 ≤±0.5%，1m 

 

芯线颜色 

第一对白(蓝)/蓝 第二对白(橙)/橙 

第三对白(绿)/绿 第四对白(棕)/棕 

包装方式 纸箱 

纸箱规格 405mm*405mm*240mm 

装箱长度 305±1.5m 

撕裂绳 有 排流线 无 

 

 

 

外护套机械物理性能 

老化前 抗张强度(Mpa) ≥13.5  

老化条件(℃×hrs) 100℃×24h×10d 

老化后 抗张强度(Mpa)

 ≥1

2.5  

冷弯(-20±2℃×4 小时) 电缆外径的 8 倍，不开裂 

 

 

电气性能

(20℃) 

1.0-250.0MHz 特性阻抗(Ω) 100±15 

1.0-250.0MHz 时延差 20℃(ns/100m) ≤45 

直流电阻 20℃(Ω/100m) max 9.38 

直流电阻不平衡(%)max 5.0 

环境温度 -20℃ - 75℃ 

 



 

 

DS-ZC6U-W/CM/E 

六类四对非屏蔽双绞线,白色,物料代码：310200607 

 

 

 

 

 

 

产品类型 U/UTP CAT6-4P-PVC-CM 

检验依据 ISO/IEC11801、TIA-568-C.2、 YD/T1019 

 

芯线导体 

芯线材料 无氧铜 

标称直径(mm) 0.57 
上偏差 +0.005 

下偏差 -0.005 

 

芯线绝缘 

绝缘材料 高密度聚乙烯 

绝缘外径 1.02±0.03mm 

 

 

 

外护套 

护套厚度 0.55±0.05mm 

护套外径 6.2±0.4mm 

表面 光洁亮面,饱满收紧 

护套材料 PVC(符合RoHS)，CM 

颜色 白色 

 
喷码标识 

字体高度 3.0±0.3mm 

字体颜色 黑色 

打印误差及间距 ≤±0.5%，1m 

 

芯线颜色 

第一对白(蓝)/蓝 第二对白(橙)/橙 

第三对白(绿)/绿 第四对白(棕)/棕 

包装方式 纸箱 

纸箱规格 405mm*405mm*240mm 

装箱长度 305±1.5m 

撕裂绳 有 排流线 无 

 

 

 

外护套机械物理性能 

老化前 抗张强度(Mpa) ≥13.5  

老化条件(℃×hrs) 100℃×24h×10d 

老化后 抗张强度(Mpa)

 ≥1

2.5  

冷弯(-20±2℃×4 小时) 电缆外径的 8 倍，不开裂 

 

 

电气性能

(20℃) 

1.0-250.0MHz 特性阻抗(Ω) 100±15 

1.0-250.0MHz 时延差 20℃(ns/100m) ≤45 

直流电阻 20℃(Ω/100m) max 9.38 

直流电阻不平衡(%)max 5.0 

环境温度 -20℃ - 75℃ 

 



 

 

DS-ZCMKC-1/E   

1U金属理线架 

标准规范 

 严格执行 IEC297-2、DIN41491、BSI5954、DIN41494、EXT ANSI/EIARS-310-D 

GB/T3047.2-92BZ标准 

 兼容 19＂国际标准、公制标准、ETSI标准 

 

产品特性 

 带盖板，1U高度，支持标准机柜安装 

 采用封闭式管理跳线，使得安装后的配线机柜更整齐美观 

 颜色：黑色 

 优质冷轧钢板材料表面采用粉末涂层，防止氧化，可靠持久 



 

 

DS-ZM3UB/E 

三类语音非屏蔽模块 

产品简介： 

DS-ZM3UB/E 三类语音非屏蔽模块是海康威视自主研发生

产的方便端接安装的电话非屏蔽模块，符合 RoHS环保要求。 

DS-ZM3UB/E三类语音非屏蔽模块专为办公楼，家居装修等

场所设计，快捷端接四芯电话线缆双绞线，与海康威视的工作

区面板兼容。 

 

物料代码： 

310300060  DS-ZM3UB/E   三类语音非屏蔽模块 
 

产品技术参数： 

 

检验依据 ISO/IEC 11801、TIA-568-B 

材质 
外壳 PC UL94V-0 

弹针 3μ镀金 

使用寿命 
插拔次数 750 次以上 

端接次数 200 次以上 

可端接线径 26-28AWG 

电气特性 

绝缘阻抗 500MΩ 

高压测试 1000V 

DC 电流 1.5Amps 

RoHS 符合 

颜色 白色 

温度范围 
存储 -20℃－60℃ 

使用安装 -10℃－50℃ 

  

 
 

典型应用： 

 

 
 
 
 
 
 



 

 

DS-ZM5EUW/E  

超 5 类非屏蔽模块 

产品简介： 

DS-ZM5EUW/E  超 5 类非屏蔽模块是海康威视自主研发生产的满

足百兆传输应用的高性价比网络模块。海康威视超 5类非屏蔽模块传输

性能经过第三方测试，达到 EIA/TIA-568-C.2和 ISO/IEC 11801（2002）

Class D 要求的超 5类标准（带宽 100MHz）, 符合 RoHS 环保标准。 

DS-ZM5EUW/E  超 5 类非屏蔽模块专为办公楼，家居装修等场所

设计，快捷端接超 5类双绞线，与海康威视的超 5类非屏蔽双绞线配合

使用可以为用户构建高效快速的网络连接。 

 

订货型号： 

DS-ZM5EUW/E 

产品技术参数： 
 

检验依据 ISO/IEC 11801、TIA-568-C.2 

材质 

外壳 PC UL94V-0 

弹针 50μ镀金 

使用寿命 

插拔次数 1500 次以上 

端接次数 250 次以上 

可端接线径 22-24AWG 

电气特性 

绝缘阻抗 500MΩ 

高压测试 1000V 

DC 电流 1.5Amps 

RoHS 符合 

颜色 白色 

温度范围 

存储 -40℃－60℃ 

使用安装 -10℃－60℃ 

  

 

 

 

 

典型应用： 

 

 

 



 

 

DS-ZM6UW/E  

6 类非屏蔽模块 

产品简介： 

DS-ZM6UW/E  6 类非屏蔽模块是海康威视自主研发生产的满足千

兆传输应用的高性价比网络模块。海康威视 6 类非屏蔽模块传输性能经

过第三方测试，达到 EIA/TIA-568-C.2 和 ISO/IEC 11801（2002）

Class E 要求的 6 类标准（带宽 250MHz）, 符合 RoHS 环保标准。 

DS-ZM6UW/E  6 类非屏蔽模块专为办公楼，家居装修等场所设计，

快捷端接 6 类双绞线，与海康威视的 6 类非屏蔽双绞线配合使用可以为

用户构建高效快速的网络连接。 

 

订货型号： 

DS-ZM6UW/E 

产品技术参数： 
 

检验依据 ISO/IEC 11801、TIA-568-C.2 

材质 

外壳 PC UL94V-0 

弹针 50μ镀金 

使用寿命 

插拔次数 1500 次以上 

端接次数 250 次以上 

可端接线径 22-24AWG 

电气特性 

绝缘阻抗 500MΩ 

高压测试 1000V 

DC 电流 1.5Amps 

RoHS 符合 

颜色 白色 

温度范围 

存储 -40℃－60℃ 

使用安装 -10℃－60℃ 

  

 

 

 

 

典型应用： 

 

 

 



 

 

DS-ZP5EU24/E  

超 5 类非屏蔽配线架 

产品简介： 

DS-ZP5EU24/E  超 5类非屏蔽配线架是海康威视自主研发生产的

满足百兆传输应用的高性价比网络配线架。海康威视超 5 类非屏蔽配线

架传输性能经过第三方测试，达到 EIA/TIA-568-C.2和 ISO/IEC 11801

（2002）Class D 要求的超 5 类标准（带宽 100MHz）, 符合 RoHS 环

保标准。 

DS-ZP5EU24/E  超 5 类非屏蔽配线架专为办公楼，家居装修等场

所设计，快捷端接超 5 类双绞线，与海康威视的超 5 类非屏蔽双绞线配

合使用可以为用户构建高效快速的网络连接。 

 

订货型号： 

DS-ZP5EU24/E 

产品技术参数： 

尺寸规格：19英寸 1U 标准安装尺寸，24口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2002 Ed2.0，ANSI/TIA 568C.2 

结构特征：自带后置式理线架，便于线缆的安装维护以及增加线缆的弯

曲半径。 

标识特点：配线架带有透明可翻盖式标识系统，配备标签条用于网络管

理。 

  

 

 

 

 

 

 

 



 

 

DS-ZP6U24/E  

6 类非屏蔽配线架 

产品简介： 

DS-ZP6U24/E  6 类非屏蔽配线架是海康威视自主研发生产的满

足千兆传输应用的高性价比网络配线架。海康威视 6类非屏蔽配线架传

输性能经过第三方测试，达到 EIA/TIA-568-C.2 和 ISO/IEC 11801

（2002）Class E 要求的 6 类标准（带宽 250MHz）, 符合 RoHS 环保

标准。 

DS-ZP6U24/E  6 类非屏蔽配线架专为办公楼，家居装修等场所设

计，快捷端接 6 类双绞线，与海康威视的 6类非屏蔽双绞线配合使用可

以为用户构建高效快速的网络连接。 

 

订货型号： 

DS-ZP6U24/E 

产品技术参数： 

尺寸规格：19英寸 1U 标准安装尺寸，24口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2002 Ed2.0，ANSI/TIA 568C.2 

结构特征：自带后置式理线架，便于线缆的安装维护以及增加线缆的弯

曲半径。 

标识特点：配线架带有透明可翻盖式标识系统，配备标签条用于网络管

理。 

  

 

 

 
 

 

 

 



 

 

DS-ZRK-22/E   

布线机柜,22U,600mm(宽) x 600mm(深) x 1100mm(高) 

物料代码：310400041  

标准规范 

 严格执行 IEC297-2、DIN41491、BSI5954、DIN41494、

EXT ANSI/EIARS-310-D GB/T3047.2-92BZ 标准 

 兼容 19＂国际标准、公制标准、ETSI 标准 

产品特性 

 尺寸：600毫米(宽) x 600毫米(深) x 1100毫米(高)； 

 挂墙安装及落地安装两用设计，适用面广 

 钢化玻璃前门设计，小巧美观； 

 侧板采用弹扣式门锁，无须工具可方便拆装 

 前后门和左右侧门可快速拆卸，方便现场施工； 

 机柜顶部与底部预留多处线缆管理通道，底部走线孔可按需调整 

 拼装结构设计，额定静载承重为 400Kg 

 配件：无 

     



 

 

DS-ZRK-42/E   

布线机柜,42U,600mm(宽) x 600mm(深) x 2054mm(高) 

物料代码：310400040  

标准规范 

 严格执行 IEC297-2、DIN41491、BSI5954、DIN41494、EXT 

ANSI/EIARS-310-D GB/T3047.2-92BZ 标准 

 兼容 19＂国际标准、公制标准、ETSI 标准 

产品特性 

 尺寸：600毫米(宽) x 600 毫米(深) x 2054 毫米(高)； 

 钢化玻璃前门设计，整体大气美观； 

 侧板采用弹扣式门锁，无须工具可方便拆装 

 前后门和左右侧门可快速拆卸，方便现场施工； 

 机柜顶部与底部预留多处线缆管理通道，底部走线孔可按需

调整 

 拼装结构设计，额定静载承重为 500Kg 

 配件：无 

 



 

 

DS-ZRKGB-6620/E   

布线机柜隔板,匹配 DS-ZRK-22/E 布线机柜 

物料代码：310400097  

标准规范 

 严 格 执 行 IEC297-2 、 DIN41491 、 BSI5954 、 DIN41494 、 EXT ANSI/EIARS-310-D 

GB/T3047.2-92BZ 标准 

 兼容 19＂国际标准、公制标准、ETSI 标准 

产品特性 

 颜色:黑色（RALl9005） 

 尺寸: 480mm * 350mm * 43mm 

 材料厚度：1.2mm 

 产品配套：600mm * 600mm * 1100mm 22U 布线机柜   

  



 

 

DS-ZT5EU-YX/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 

产品简介： 

DS-ZT5EU-YX/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是海康
威视生产的方便连接网络设备的超五类非屏蔽
线缆，传输性能经过第三方测试，达到
EIA/TIA-568-C.2 和 ISO/IEC 11801（2002）
Class D要求的超五类标准（带宽 100MHz）, 符
合 RoHS环保要求。 

DS-ZT5EU-YX/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专为办
公楼，家居装修等场所设计，与海康威视的超
五类非屏蔽模块配合使用可以为用户构建高效
快速的网络连接。 

 

 

产品技术参数： 

 

检验依据 ISO/IEC 11801、TIA-568-C.2 

材质 
外皮 PVC 护套，CM 防火等级 

水晶头 50μ镀金 

使用寿命 插拔次数 750 次以上 

铜线直径 24AWG 多股线芯 

线缆外径 5.4±0.2mm 

电气特性 

特性阻抗 100±15Ω 

RoHS 符合 

颜色 -Y: 黄色， -G:绿色 

温度范围 
存储 -20℃－60℃ 

使用安装 -10℃－50℃ 

 

 

 
 

典型应用： 

 

物料代码： 

物料代码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310200489 DS-ZT5EU-Y1/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1米)，黄色 

310200490 DS-ZT5EU-Y2/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2米)，黄色 

310200491 DS-ZT5EU-Y3/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3米)，黄色 

310200492 DS-ZT5EU-G1/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1米)，绿色 

310200493 DS-ZT5EU-G2/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2米)，绿色 

310200494 DS-ZT5EU-G3/E 超五类非屏蔽跳线(3米)，绿色 

 



 

 

DS-ZT6U-YX/E  

六类非屏蔽跳线 

产品简介： 

DS-ZT6U-YX/E 六类非屏蔽跳线是海康威视
生产的方便连接千兆网络设备的六类非屏蔽跳
线 ， 传 输 性 能 经 过 第 三 方 测 试 ， 达 到
EIA/TIA-568-C.2 和 ISO/IEC 11801（2002）
Class E要求的六类标准（带宽 250MHz）, 符
合 RoHS环保要求。 

DS-ZT5EU-YX/E 六类非屏蔽跳线专为满足
要求千兆高速传输的办公楼，家居装修等场所
设计，与海康威视的六类非屏蔽模块配合使用
可以为用户构建高效快速的网络连接。 

 

 

产品技术参数： 

 

检验依据 ISO/IEC 11801、TIA-568-C.2 

材质 
外皮 PVC 护套，CM 防火等级 

水晶头 50μ镀金 

使用寿命 插拔次数 750 次以上 

铜线直径 24AWG 多股线芯 

线缆外径 5.6±0.2mm 

电气特性 

特性阻抗 100±15Ω 

RoHS 符合 

颜色 -Y: 黄色， -G:绿色 

温度范围 
存储 -20℃－60℃ 

使用安装 -10℃－50℃ 

 

 

 
 

典型应用： 

 

物料代码： 

物料代码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310200495 DS-ZT6U-Y1/E 六类非屏蔽跳线(1米)，黄色 

310200496 DS-ZT6U-Y2/E 六类非屏蔽跳线(2米)，黄色 

310200497 DS-ZT6U-Y3/E 六类非屏蔽跳线(3米)，黄色 

310200498 DS-ZT6U-G1/E 六类非屏蔽跳线(1米)，绿色 

310200499 DS-ZT6U-G2/E 六类非屏蔽跳线(2米)，绿色 

310200500 DS-ZT6U-G3/E 六类非屏蔽跳线(3米)，绿色 

 



 

 

DS-ZMFFS-1/E   

FC单工单模适配器 

产品介绍 

 产品规格：单工 FC， 

 产品特征：配合光纤盒使用，内部采用陶瓷材质，精密性高，损耗小，插入损耗≤0.2dB。 

 使用寿命：拔插寿命≥ 1500 次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2002 Ed2.0，ANSI/TIA 568C.3 

               



 

 

DS-ZFWSS2-1/PV/E   

SC单模尾纤,OS2,单工,1米,配合单模光缆使用 

产品介绍 

 光纤规格：单模 OS2（9/125µm）， 

 接口类型：SC、接口采用 UPC 打磨方式 

 技术规格：插入损耗≤0.2dB,回波损耗≥50dB@单模；允许拉伸力（长期/短期）：120N/400N；允许扁压力（长

期/短期）：100N/500N；允许弯曲半径（动态/静态）：20D/10D。 

 执行标准：ISO/IEC 11801:2002 Ed2.0，ANSI/TIA 568C.3 

 使用寿命：插拔次数≥1000 次 

 通过 100%专业的 3D 几何尺寸检测和控制，100%通过工厂测试。 

 

 

 

 



 

 

DS-ZWTLB 

模块打线工具(带 110 刀头) 

DS-ZWTLB 模块打线工具（带 110 刀头） 

物料代码：310400042  

材质 

 主体材质：ABS 工程塑料 

 刀头材质：合金钢 

使用范围 

用于网络模块，电话模块，卡接式电缆交接箱，配线架等接线之用。 

产品特性 

 便捷操作：操作简单，接线迅速，坚固耐用，便于携带 

 两用刀头：采用特质高强度钢材打造，坚固耐用，适用范围广 

 抗强度韧性好，打线力度适中 

 防滑螺纹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