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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地区：
中国，武汉

位于华中师范大学南湖校区内的华
中师范大学南湖教学实验综合楼是
一座新型的智能化楼宇，在建成并
投入使用后，曾吸引了大批其他高
校的领导来此地参观，都给出了极
高的评价，成为在高校中推进智能
化楼宇布线系统的一个成功典范。

先进、可靠、灵活，一个也不
能少

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南湖校区的新地标，总

建筑面积达95060平方米的南湖教学实验
综合楼从设计、施工到管理都充分满足新

时代的需求，体现了绿色环保理念，融现

代化、人性化与智能化于一体，将有力地

促进教育服务智能化和教育科研信息化。

整个项目以国家优质工程“鲁班奖”为工

程质量总目标并荣获“鲁班奖”，在确保

工程建设质量的同时，特别突出智能化的

特色，因此在选择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时，

对相关设备的品质与可靠性，以及所具有

的可操作性、可维护性和灵活性都提出了

相当高的要求。

具体来说，华中师范大学南湖教学实验综

合楼要求网络基础设备必须具备前瞻性、

先进性，以及稳定可靠、灵活扩展和易于

隐秘而伟大，智能楼宇背后的布线大师
——华中师范大学南湖教学实验综合楼综合布线系统应用实践

管理等特点，才能从容应对校园网络应用

快速增长带来的数据和通信方面的挑战。

以其中关键的综合布线系统为例，作为南

湖教学实验综合楼内解决校园网教学、校

园办公、安防监控、无线覆盖以及一卡通

消费各个功能区域的基础设施，它是校园

正常运作的重要保障。

因此，华中师范大学在选择和评估综合布

线解决方案时，提出了以下几点需求：第

一，综合布线解决方案在技术上必须具备

先进性与前瞻性，不仅能够满足当前的网

络应用需求，还能适应未来10-15年网络扩
展升级的需要；第二，因为多媒体教学和

远程教育等应用高度依赖网络系统，所以

确保网络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必须摆在

首要位置；第三，由于整个项目占地面积

大，信息点众多，且用户数量多，综合布

线系统需要同时支持多种不同的弱电系统

和应用，提升IT人员的管理和维护效率是
必然前提 。

综合布线的“三大”基石

在智能楼宇综合布线方面拥有多年积累和

成功经验的康普迎难而上，最终成为南湖

教学实验综合楼综合布线系统全面解决方

案提供方。康普的合作伙伴——主要从事

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安全防范工程设

计与施工，以及智慧教育信息化整体解决

方案设计与集成的湖北图灵海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负责整个项目的具体实施与部

署。双方的精诚合作让南湖教学实验综合

楼这座智能建筑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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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线的工作频率高达300MHz，远高于标准规定的250MHz要
求。尽管该方案是为满足1GBase-T网络传输而设计的，其该支
持10GBase-T的传输距离超过60米、远高于标准定义的35米，
确保了用户大多数链路具备更多的性能余量，以满足未来更高速

率的网络传输需求。在安全性能方面，所选择的康普SYSTIMAX 
GigaSPEED XL 铜缆双绞线和SYSTIMAX TeraSPEED 单模零水峰

光缆全部采用高阻燃环保型低烟无卤材料，达到IEC60332-3-22
的A类最高阻燃级别，即使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也能给相关人
员留出充足的逃生时间，并尽可能挽救更多的宝贵数据。

最后从提高日常管理和维护效率来看，本项目中采用的康普

imVision智能基础设施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其具有的远程管理功
能，配合电子工单，在信息点位分散、安全级别高的生产区域，

减少了IT管理人员往返的时间，可第一时间对特定区域进行维护
管理操作；系统具备故障告警功能，可以及时主动地通知IT管理
人员设备宕机下线信息，有效减少故障排查时间，提高维护效

率，消除潜在风险，为网络稳定可靠运行提供保障。方案中用到

的康普SYSTIMAX imVision® 铜缆电子配线架，具备在线零宕机

更换有源监控器件的功能，配合普通的标准跳线使用，可以极大

地提高日常管理维护的便利性，同时又为网络运行的稳定可靠保

驾护航。

综合布线系统的维护和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康普智能

化的综合布线系统充分考虑到校园IT维护和管理工作的需要，通
过相关的先进技术降低了工作量及难度，在保证系统运行可靠的

同时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智能基础设施的样板

作为一座智能楼宇，康普imVision® 智能基础设施管理系统在南

湖教学实验综合楼中的应用功不可没。

康普imVision智能基础设施管理系统采用的电子配线架软硬件系
统，可为管理员提供交互式、实时的铜缆与光缆连接管理，对网

络管理软件是一种有效的补充。电子配线架主要是对跳线进行

监控、实时检测、查看并记录，为系统管理员提供所有连接的状

态信息，从而提高了布线系统的维护水平，使日常维护管理的效

率提高100%以上。电子配线架通过对主干链路或重要物理连接
进行实时监控，使管理员能够更快地发现和解决网络中出现的问

题，将网络的安全性提高了50%以上。

据悉，该项目是康普imVision电子配线架产品在大型校园网项目
中成功部署的典范之一，也是华中区域第一个高校成功案例，对

于在中国教育行业进一步推广imVision 产品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带
动效应。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很多对imVision解决方案感兴趣
的高校客户都到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反馈良好。

综合布线市场品牌众多，良莠不齐，南湖教学实验综合楼综合布

线系统最后花落康普，一方面源于康普卓越的品牌和良好的声

誉，康普是全球综合布线市场的领导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布线

产品及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及服务；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康普强

大的技术和产品能力，在综合布线领域康普拥有众多专利，参与

并引领着布线标准的发展，其解决方案具有先进性、前瞻性，在

中国乃至全球布线市场的占有率均遥遥领先其他竞争对手。另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普拥有专业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团队，并且

在综合布线领域拥有诸多可供用户参考的成功案例和实践经验，

其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诸多权威第三方的认证证明，进一步增强了

包括华中师范大学在内的广大高校用户对康普品牌及解决方案的

信任。

在上述综合实力之上，最打动华中师范大学的还是康普先进的综

合布线解决方案。

首先从解决方案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来看，南湖教学实验综合楼采

用了康普最具代表性的SYSTIMAX GigaSPEED XL® 铜缆解决方案

与OS2零水峰单模光纤解决方案的组合。SYSTIMAX GigaSPEED 
XL® 铜缆解决方案包含的铜缆双绞线和连接器件，其性能远高于

Cat6/ClassE标准。因此，康普SYSTIMAX GigaSPEED XL 铜缆解

决方案可支持1GBase-T网络传输的距离长达117米，远超标准规
定的水平线缆100米的极限距离，为部分超长距离的水平链路提
供了应用保障，极大地保护了用户投资，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

高速率的网络传输。在数据主干方面，所选用的康普SYSTIMAX 
TeraSPEED® 单模零水峰解决方案，无需考虑链路距离的限制，
可以轻松实现100Gb/s以内任何速率的网络传输。

其次从保障网络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来看，该项目不仅要确

保产品传输性能的稳定可靠，更要确保产品安全性能的稳定可

靠。在传输性能方面，康普SYSTIMAX GigaSPEED XL 铜缆双

康普先进的结构化布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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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见大

综合布线作为一项“隐蔽工程”，很多时候会被忽视，因为通常

人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就像一部电视剧的名字《隐秘而伟大》

，“不可见”的先进、稳定可靠且易管理的布线系统是企业和组

织机构业务正常运行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只有既了解客户的需

求，又能够高效提供适合的解决方案的厂商，才是用户最值信赖

的智能设施提供者，而康普真正做到了！

康普imVision赋能企业远程网络
基础设施管理功能



康普（纳斯达克股票代码：COMM）帮助设计、构建并管理世界各地有线和无线网络。作为通信基础设施的领先者，我
们打造了始终在线的未来网络。40多年来，由20,000多名员工，创新者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全球团队始终致力于助力世界
各地客户预测未来的趋势，突破现有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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