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您携手，
共促网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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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网络布线解决方案

采用Molex解决方案，您可以随心

连接任何设备，提升竞争力，因为

与您并肩的是世界领先的数据传输

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Molex企业布线网络部 – 我们的业

务模式

我们隶属于Molex公司——世界第

二大的互连产品制造商，年收入达

33亿美元。我们全面致力于提供个

性化的解决方案和新技术，满足客

户需求，在全球25家新产品开发中

心中，我们已经追加了10亿美元的

研发投资。Molex在六大洲中设有

58家制造厂、34家地区销售办事处

和数千家代理商，业务遍及全球，

并拥有本地专业经验，可以在需要

的任何地方，提供设计、安装和支

持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Molex企业布线网络部 – 我们的

方法

许多公司都可以提供解决方案，而

Molex的成功秘诀却非常简单。我

们以人为本。我们与客户沟通，了

解他们的独特需求。我们的系统设

计人员、安装合作伙伴和技术人员

会一起评估客户要求，然后提供解

决方案。我们倾听客户的需求，正

因如此，世界上许多先进的企业都

在使用我们的解决方案。他们知

道，我们可以大大简化棘手的数据

传输解决方案实现任务。

“ 我们与客户沟通，

了解他们的个性化需

求。”

顾问: 我们与客户沟通，确定他们的特定需

求

设计: 我们提供定制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当

前和未来的商业需求。 

 

实施: 我们通过经过严格培训的全球认证安

装商网络来实施我们的解决方案。

支持:我们从概念到实施，为您提供全面支

持。

我们的解决方案提供全球25年产品、系统性

能和应用的三重质保，以及长期服务关系。

行业领导者

Molex最初的布线知识在网络通信设施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

用。此后，我们创新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一直帮助各种规模的企业，在

通信网络中迅速安全地传送数据。  

你希望您的网络连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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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客户沟通，
改善客户的网络通信。

扩大带宽，提高吞吐量，改善数据

安全，实现无差错传输，改变组织

的优先次序。选择满足您商业需求

的网络设施是一个复杂、通常成本

高昂的过程。通过使用您能理解的

语言处理所有这些问题，Molex可
以帮助您实现最佳的投资回报。

我们从您的角度看待问题

为找到适当的答案，我们必须先提

出适当的问题。我们的人员与客户

坐在一起，了解相对于客户业务其

网络设施的特定要求。例如，由多

个分支组成的政府服务机构的需求

与小型连锁酒店的需求明显不同。   

我们考虑您的当前状况和未来需求

不管贵机构是要开发新的网络设

施，还是要升级现有系统，我们都

致力于在今天及未来几年内最大限

度地提高您的能力。通过提供从概

念到实施的全程管理，我们能够进

一步了解您的工作方式，这有别于

传统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可以

利用我们广泛的产品系列，更加简

便地开发和提供最适合您的商业需

求的数据传输系统。

全面沟通，提高成效

通过讨论您的商业需求，我们可以帮助您确定您的未来需求，如为股东

带来更多的回报，满足客户预期的更快的交货周期，改善员工的工作方

式。

“我们倾听客户的声音。正因

如此，世界上许多先进企业

都在使用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关于网络的问题层出不

穷，Molex总能给我们最诚挚而

可信的答案。”

创新的网络布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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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企业都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不会总是推荐相同的解
决方案

我们深知，每个企业都是不同的，

他们都拥有独特的网络设施要求。

我们广泛的产品系列使我们能够为

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满足他们的各

种商业要求。我们的产品是为提供

高性能及超出行业标准设计的

铜缆解决方案

世界各地的大中小型企业仍在使用

基于铜缆的系统，自20多年前，结

构化布线系统出现以来，由于业内

持续研发铜缆技术，铜缆系统的数

据传输能力已经扩大了1000倍，可

以满足当前最高的网络协议需求。

我们知道，各个企业有不同的要

求，因此，提供一系列铜缆端到端

解决方案，包括非屏蔽系统和屏蔽

系统以及五类、超五类、六类系

统。另外，我们还提供支持最新的

10GB以太网协议的解决方案。我们

相信，在规划和设计网络设施时，

如此广泛的产品系列可以为客户提

供最大的灵活性，使客户能够同时

满足当前和未来的商业要求。我们

的解决方案采用创新设计，满足超

过了所有行业标准，通过第三方测

试，并提供进一步保证。

“独特的数据传输产品，适应

您的需求，而不是适应我们。”

光纤解决方案

作为一种布线介质，光纤较铜缆提

供了更大的优势，如安全、远距、

带宽和性能。在传统上，企业一直

在结构化布线主干中部署光纤，然

而随着光纤技术发展及业务全球化

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对更高网络速

度和数据吞吐量的需求正不断提

高。光纤解决方案为满足这些应用

需求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从连接器到高性能端到端解决方
案，Molex提供了全系列光纤产
品。所有连接产品都满足或超过
了相关的行业标准。我们还采用
Modlink™形式提供创新的解决方
案，这是一种即插即用盒式系统，
可以简便地重新进行配置。我们还
提供支持10GB以太网的高性能预端
接解决方案。我们的Canobeam™自
由空间光学器件*系统则为大楼间链
路提供了经济的解决方案。不管您
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总有一种解
决方案适合您。

RealTime® - 智能基础设施管理

当前商业环境的需求和发展步伐给

大中型企业的网络管理管理人员带

来更大的压力。在管理网络时，他

们必须解决服务水平协议(SLA)、
灾难恢复、Sarbanes Oxley和资产追

踪等问题。

Molex实时布线系统是一种智能基础

设施管理(IIM)系统，可以使用IM软

件一直管理和监测物理网络层。这

种软件在物理网络层和相关的IT硬

件之间提供了关键环节，可以实现

使用传统布线系统不可能实现的管

理、监测和追踪能力。这种自动化

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了大量的优

势，而又没有人为错误风险，可以

提供明显的运营优势及节约成本。

我们拥有丰富的工程专业经验，可
以在我们的解决方案系列内部设计
创新产品，为客户提供大量的优
势，如外观、节约空间、提高密度
或模块化特点，进而为广大客户带
来了进一步优势。

* Canobeam™是Canon公司的注册

商标。

“我们公司拥有远大的发展计划。

Molex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设计了最

佳网络。”

创新的网络布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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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质量必须与解决方案质量相
当

“我们只让最优秀的人

为您服务，以保证您最

有效地利用Molex解决

方案。”

了解您需求的工程师

一旦您选择了Molex解决方案，您将

获得我们高素质技术工程师提供的支

持，他们可以帮助您最有效地设计、

安装和测试系统。我们坚信，科技必

须以人为本。   

超越行业标准的合作伙伴

我们系统中采用的原材料与我们的创

新思维一样重要。只有经过验证的线

缆和光纤电缆制造商，才能成为我们

的合作伙伴，保证其采用的标准满足

我们的特定要求，实现优异的性能、

可靠性和数据完整性

即使是最优秀的工程师设计的最优

秀的系统，如果实施不当，也会发

生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拥有全球

安装商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相

同的标准，为广大客户提供支持。

我们培训了数千名通信专家，在规

则知道下实施我们的解决方案。这

些专业人员必须经过全方位培训，

并通过严格测试，才能成为认证安

装人员。而且，我们还不只是提供

认证。

在获得Molex认证安装人员身份

后，他们必须持续参加最新产品、

系统和一致性测试培训，才能保留

这一资格。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保

证您可以获得优异的安装服务，实

现最佳的网络性能。

 那是我们确定你获得出众的

技艺和最合适的网络性能的

方法。

创新的网络布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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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永不停顿，
我们的支持也从未间断

我们只选择最好的安装人员

为支持这一全方位保证，我们在全

球范围内实施认证安装商方案。我

们根据最高标准定期选择和培训专

业安装人员。这种培训与我们的全

球质保相结合，保证为客户的网络

设施提供终身支持。

不管您处于项目的哪个阶段，从评

估您的要求到实现新的网络设施，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全程支持。

我们拥有优质制造工艺、由经过专

业培训的安装人员组成的全球网络

以及经过全面培训的技术人和支

持人员，我们以提供全力支持为

己任。

我们为您的解决方案提供长期保障

在您选择了满足您商业要求的解决

方案之后，您还需要保证根据最高

标准实现解决方案。Molex为其端

到端解决方案提供25年全球产品、

系统性能和应用全方位保证，这适

用于我们所有的解决方案，保证您

的系统在现在及未来几年内都能满

足您的商业要求，使您一劳永逸。

“我们致力于在今天及未

来几年内最大限度地提

高您的能力。”

我们的解决方案经过试验和测试，这不只是声明，这是我们的

承诺。

创新的网络布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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