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eenet菲尼特产品介绍

         专注光通讯十二载 
             光纤连接器领导者



品牌力量-发展史

始创于1998年，光通信材料大型生产厂家，
拥有近20个行业专利技术

首家通过国际rosh检测报告，产品质量严格
执行国际标准

专注生产、销售光通讯产品，分别在苏州、宁
波、北京建立了光纤连接器生产基地



LOGO选择菲尼特的理由



LOGO生产资质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1



LOGO检测报告

Pheenet菲尼特预端接链路检测报告 Pheenet菲尼特单模链路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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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配线架



LOGO光纤配线架—终端盒
菲尼特4口桌面式光纤终端盒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光纤终端盒具备固定、熔接功能，实现光缆和尾纤的连接，保护光缆与尾纤，保证光
纤的稳定传输。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Pheenet菲尼特光纤终端盒采用优质电解板、整体经典喷塑处理，结构坚固、外形
美观，上盖无螺丝固定，免工具开启；

     Pheenet菲尼特4口光纤终端盒体积小、节省安装空间，可选用SC/FC/ST/LC型适配
器，适用性强；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0.8mm；盒体重量0.72kg；长200*宽110*高34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LOGO光纤配线架—终端盒
菲尼特8口桌面式光纤终端盒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光纤终端盒具备固定、熔接功能，实现光缆和尾纤的连接，保护光缆与尾纤，保证光
纤的稳定传输。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Pheenet菲尼特光纤终端盒采用优质电解板、整体经典喷塑处理，结构坚固、外形
美观，上盖无螺丝固定，免工具开启；

     Pheenet菲尼特8口光纤终端盒体积小、节省安装空间，可选用SC/FC/ST/LC型适配
器，适用性强；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0.8mm；盒体重量0.72kg；长261*宽133*高40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LOGO光纤配线架—终端盒
菲尼特12口机架式光纤终端盒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光纤终端盒具备固定、熔接功能，实现光缆和尾纤的连接，保护光缆与尾纤，保证
光纤的稳定传输。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Pheenet菲尼特光纤终端盒采用优质电解板、整体经典喷塑处理，结构坚固、外形
美观，上盖无螺丝固定，免工具开启；

     Pheenet菲尼特12口光纤终端盒适用于机柜安装，配置标准机柜固定配件，可选用
SC/FC/ST/LC型适配器，适用性强；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0.8mm；盒体重量1.38kg；长425*宽200*高44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LOGO光纤配线架—终端盒
菲尼特48口机架式光纤终端盒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光纤终端盒具备固定、熔接功能，实现光缆和尾纤的连接，保护光缆与尾纤，保证
光纤的稳定传输。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Pheenet菲尼特光纤终端盒采用优质电解板、整体经典喷塑处理，结构坚固、外形
美观，上盖无螺丝固定，免工具开启；

     Pheenet菲尼特48口光纤终端盒适用于机柜安装，配置标准机柜固定配件，可选用
SC/FC/ST/LC型适配器，适用性强；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0.8mm；盒体重量2.7kg；长425*宽200*高88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LOGO光纤配线架—ODF
菲尼特ODF光纤配线架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ODF光纤熔接单元盒，又称ODF配线箱，专为光纤机房设计，用于光缆引
入、固定和保护，光缆终端与尾纤熔接，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配单元数量和
法兰盘数量。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采用优质加厚冷轧钢板，无光细腻、磨砂质感，均匀静电表面喷塑工艺

     适用于机柜安装，机箱耳朵档位灵活，方便非标尺寸的安装，适用性强
 
     配置加厚熔纤盘，尺寸规范，采用全新ABS材质生产，耐高温
 
     锁扣增宽，手指能完全扣住锁眼，轻松开启不费劲

     导轨升级与背板完全匹配，有效避免运输途中破损

      进缆孔重新设计，支持多缆进入

     
 
        



LOGO光纤配线架—ODF
菲尼特ODF光纤配线架订购指南

     
 
        

规格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ODF配线架 箱体规格 箱体重量 包含配件

    12口 430*250*50mm    3.45KG 熔纤盘1个；尾纤保护管1根；安
装螺丝；光缆固定扣1套

    24口 430*250*80mm    4.74KG 熔纤盘2个；尾纤保护管1根；安
装螺丝；光缆固定扣1套

    48口 430*250*132mm    6.09KG 熔纤盘4个；尾纤保护管1根；安
装螺丝；光缆固定扣2套

    72口 430*250*188mm    7.62KG 熔纤盘6个；尾纤保护管1根；安
装螺丝；光缆固定扣2套

    96口 430*250*244mm    9.95KG 熔纤盘8个；尾纤保护管1根；安
装螺丝；光缆固定扣2套

ODF配线架 详细参数

铁板厚度 前挡板1.9mm 耳朵1.59mm 机箱1.34mm 

包含配件 熔纤盘1个-8个；尾纤保护管1根；安装螺丝；光缆固定扣2套

外观详情 灰白色（烤漆）；磨砂；优质冷轧板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缆布线组件标准）

适用接口 SC/LC/FC/ST等光纤连接器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LOGO光纤配线架—ODF
菲尼特ODF光纤配线架细节展示

     
 
        



光纤配线架—抽拉式
抽拉式光纤配线架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1U抽拉式光纤配线架，安装于19英寸机架及机柜中，抽拉式设计，方便主
干布线时连接适配器。适用于多用途布线方案，可安装MPO预端接模块盒或多
种模块式光纤接口。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ü  1U高度可满足最多芯数96芯，轻松升级多芯数，高利用率

ü      抽拉式设计、配线灵活，安装使用方便，容易维护，便于管理

ü      箱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塑，外形美观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1.2mm；盒体重量3.6kg；长430*宽363*高44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光纤配线架—抽拉式
抽拉式光纤配线架满配展示

产品描述 图片展示 产品描述 图片展示
SC系列

抽拉式配线架1台
SC模块化接口4只

SC12芯束状尾纤2条
最多满配24芯

可安装单模/多模/万兆

FC系列

抽拉式配线架1台
SC模块化接口4只

SC12芯束状尾纤2条
最多满配24芯

可安装单模/多模/万兆

ST系列

抽拉式配线架1台
SC模块化接口4只

SC12芯束状尾纤2条
最多满配24芯

可安装单模/多模/万兆

LC系列

抽拉式配线架1台
LC模块化接口4只

LC12芯束状尾纤4条
最多满配48芯

可安装单模/多模/万兆



光纤配线架—抽拉式
抽拉式光纤配线架满配展示

产品描述 单模96芯 多模96芯 万兆96芯

安装清单

抽拉式配线架1台
LC模块化接口4只

LC12芯束状尾纤8条
最多满配96芯



LOGO光纤配线架—精工
菲尼特精工光纤配线架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适用于光纤接入网中的光纤终端点，具有光缆的配线和熔接功能，可以实现
光缆纤芯的灵活跳接及存储，兼容ST、SC、FC、LC光纤适配器接口。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ü   1U高度可满足最大容量48芯，节省机柜空间

ü     配线灵活，安装使用方便，容易维护，便于管理

ü     箱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塑，外形美观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1.31mm；盒体重量3.6kg；长425*宽312*高44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LOGO光纤配线架—精工
菲尼特精工光纤配线架24芯满配展示

产品描述 图片展示 产品描述 图片展示
安装清单

菲尼特精工配线架1台

LC双工适配器12只

LC12芯束状尾纤2条

安装清单

菲尼特精工配线架1台

FC单工适配器24只

FC12芯束状尾纤2条

安装清单

菲尼特精工配线架1台

SC单工适配器24只

SC12芯束状尾纤2条

安装清单

菲尼特精工配线架1台

ST单工适配器24只

ST12芯束状尾纤2条



LOGO光纤配线架—精工
菲尼特精工光纤配线架48芯满配展示

产品描述 单模48芯 多模48芯 万兆48芯

安装清单

菲尼特精工配线架1台

LC双工适配器24只

LC12芯束状尾纤4条

适用于单模/多模/万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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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面板



LOGOMPO适配器面板
菲尼特MPO适配器面板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Pheeent菲尼特6口MPO适配器面板，用于数据中心配线区域光纤主干连接集配线光缆，安装于Pheenet
菲尼特1U/3U光纤箱内。

ü 6口MPO适配器面板，含MPO适配器6只，可管理72芯；

ü 卡扣式设计，轻松安装；

ü 灵活布线，满足不同需求；

ü 面板通过ROHS环保测试、达到VO级阻燃



LOGOLC适配器面板
菲尼特LC适配器面板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ü含6只/12只LC微型高低适配器，选用低损耗套筒，全部测试

ü卡扣式设计，轻松安装

ü面板通过ROHS环保测试、达到VO级阻燃

    Pheeent菲尼特12芯/24芯LC高密适配器面板，用于数据中心配线区域光纤
主干连接集配线光缆，适用于Pheenet菲尼特1U/3U多款光纤配线箱，以及1U抽
拉式光纤配线箱。



LOGOSC适配器面板
菲尼特SC适配器面板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Pheeent菲尼特SC适配器面板，用于光纤主干连接集配线光缆，适用于Pheenet菲尼特1U/3U多款光
纤配线箱，以及1U抽拉式光纤配线箱。

ü 含6只SC单工适配器，选用低损耗套筒，全部测试

ü 卡扣式设计，轻松安装

ü 面板通过ROHS环保测试、达到VO级阻燃



LOGOFC适配器面板
菲尼特FC适配器面板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Pheeent菲尼特FC适配器面板，用于光纤主干连接集配线光缆，适用于Pheenet菲尼特1U/3U多款光纤配

线箱，以及1U抽拉式光纤配线箱。

ü 含6只FC单工适配器，选用低损耗套筒，全部测试；

ü 卡扣式设计，轻松安装；

ü 面板通过ROHS环保测试、达到VO级阻燃



LOGOST适配器面板
菲尼特ST适配器面板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Pheeent菲尼特ST适配器面板，用于光纤主干连接集配线光缆，适用于Pheenet菲尼特1U/3U多款光
纤配线箱，以及1U抽拉式光纤配线箱。

ü 含6只ST单工适配器，选用低损耗套筒,全部测试

ü 卡扣式设计，轻松安装

ü 面板通过ROHS环保测试、达到VO级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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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O数据中心



LOGOMPO数据中心

Pheeent菲尼特
数据中心

40G/100G
布线方案



MPO数据中心—高密度配线架

高密度光纤配线架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1U高密度光纤配线架，安装于19英寸机架及机柜中，适用于多用途布线方
案，可安装MPO预端接模块盒或多种模块式光纤接口。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1U高度可满足最多芯数96芯，轻松升级多芯数，高利用率

     配线灵活，安装使用方便，容易维护，便于管理
 
     箱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塑，外形美观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1.5mm；盒体重量3.6kg；长430*宽355*高44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MPO数据中心—简易预端接配线架

简易预端接光纤配线架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1U简易光纤配线架，安装于19英寸机架及机柜中，用于管理预端接主干光
缆的敷设，可安装MPO预端接模块盒或多种模块式光纤接口。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1U高度可满足LC最多芯数96芯，轻松升级多芯数，高利用率

     配线灵活，安装使用方便，容易维护，高效施工
 
     箱体支架采用镀锌钢板，表面静电喷塑，外形美观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1.5mm；盒体重量3.6kg；长430*宽340*高44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MPO预端接光纤配线架

MPO预端接光纤配线架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1U MPO光纤配线架，安装于19英寸机架及机柜中，用于管理预端接主干光
缆的敷设，可安装MPO预端接模块盒或多种模块式光纤接口。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1U高度可满足LC最多芯数96芯，轻松升级多芯数，高利用率

     配线灵活，安装使用方便，容易维护，高效施工
 
     箱体采用优质冷轧板，表面静电喷塑，外形美观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1.5mm；盒体重量3.6kg；长430*宽363*高44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MPO预端接光纤配线架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3U MPO光纤配线架，安装于19英寸机架及机柜中，用于管理预端接主干光
缆的敷设，可安装MPO预端接模块盒或多种模块式光纤接口。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3U 可满足LC最多芯数288芯，轻松升级多芯数，高利用率

     配线灵活，安装使用方便，容易维护，高效施工
 
     箱体采用优质冷轧板，表面静电喷塑，外形美观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规格参数 铁板厚度1.5mm；盒体重量3.6kg；长430*宽345*高44mm

生产工艺 优质冷轧板/表面环氧表电喷漆

工作温度 -40~+85℃

执行标准 TIA-568C.3-2008(光纤布线组件标准）

MPO预端接光纤配线架



LOGOMPO模块盒

菲尼特MPO模块盒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菲尼特MPO模块盒，用于数据中心配线区域光纤主干连接集配线光缆，安装于
Pheenet菲尼特1U/3U光纤箱内。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ü24芯模块盒包含LC双工适配器12只、MPO适配器2只

ü12芯模块盒包含LC双工适配器6只、MPO适配器1只

ü外观流线型设计，美观大方

ü模块盒上盖开启方便，操作简单

ü模块盒内部空间足够，轻松安装预端接跳线

    



LOGOMPO数据中心-主干跳线

菲尼特MPO预端接主干缆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Pheeent菲尼特主干光缆采用小直径OM3/OM4光缆与12芯/24芯MPO连接器，
即插即用可以快速布放并简易的连接到模块盒和适配器面板。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采用标准的高精度MPO光纤活动连接器

     提供12-144芯系列光纤连接
     
     100%工厂预端接并测试，保证其传输性能   

    外护套材质有PVC、LSZH等多种材料选择

订购指南
极性 光缆芯数 光纤类型 光缆类型

 A极性 8芯 单模G657A LSZH

 B极性 12芯 多模OM3 OFNR

 C极性 24芯 多模OM4 OFNP

48芯



LOGOMPO数据中心-分支跳线

菲尼特MPO预端接分支跳线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Pheeent菲尼特分支光缆用于将主干光缆的终端12芯连接器分为单芯或者双芯
连接器，MPO连接器与主干光缆连接，另一端的单芯或双芯连接器连接设备。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采用标准的高精度MPO光纤活动连接器与单工/双工LC连接器
   
     100%工厂预端接并测试，保证其传输性能   

    外护套材质有PVC、LSZH等多种材料选择

订购指南
极性 光缆芯数 光纤类型 光缆类型

 A极性 8芯 单模G657A LSZH

 B极性 12芯 多模OM3 OFNR

 C极性 24芯 多模OM4 OFNP

48芯



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

光纤光缆



室内光缆-多用途布线光缆

室内布线光缆GJFJV

产品应用Applications
室内的综合布线
作为大楼的主干布线光缆
多芯光纤活动连接跳线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订货指南Order Lnformation
光纤种类 B1.3=G652D；B6A1=G657A1;B6A2=G657A2;A1=50/125；A1b=62.5/125；M3=OM300；M5=OM550

护套材料 环保阻燃聚氯乙烯（PVC）、环保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LSZH）、环保聚氨酯（TPU）或其他材料

护套颜色 多模=橙色、单模=黄色、万兆=水绿

交货长度 推荐长度：2000m；可按客户要求提供其它长度。

采用紧套光纤，便于剥离使用
阻燃（或不延燃）性能满足标准的要求；
外护材料耐腐蚀、防水、防紫外、环保等优点；
柔软、灵活、接续方便，并支撑大容量数据传输；
芳纶加强元件，使光缆有优异的抗拉性能

2-24芯 24-144芯

光纤保护
空管色谱



室内光缆—多用途布线光缆

室内布线光缆结构参数
Technical Parameters

     
 
        

光缆结构
Profie View

光纤芯数
Fiber
Count

光缆直径
Cable Diameter

mm

光缆参考重量
（kg/km）

Cable Weight
（Ref）

允许拉伸力
Tensile Strength

长期/短期
Long/Short term

N

允许压扁力
Crush Resistance

长期/短期
Long/Short  term

N

最小弯曲半径
Bending Radius

动态/静态
Dynamic/Static

mm

运输/储存使用温度
Transport/Storage/Operation

Temperature

无加强芯

4 5.0 17 70/220 300/1000

20D/10D -20℃—+60℃

6 5.2 21 100/300 300/1000

8 5.5 28 130/440 300/1000

12 6.5 36 300/600 300/1000

16 7.5 44 350/700 300/1000

24 8.0 59 400/800 300/1000

子单元结构

36 18.5 241 400/1320 300/1000

48 19.5 316 400/1320 300/1000

72 27.8 686 400/1320 300/1000

96 30.3 818 600/1500 300/1000

144 34.7 1109 1000/1600 300/1000

注：表中所有数值均作为参考；尺寸和重量以φ0.9紧套光纤计算;采用G.657光纤时，静态最小弯曲半径为5D.



皮线光缆-室内

室内皮线光缆GJXH/GJXFH

产品应用Applications
接入网、光纤到户
用于室内布线，终端用户直接用缆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特种耐弯光纤，提供更大的带宽，增强网络传输特性；
平行加强元件使光缆具有良好的抗压性能，保护光纤；
光缆结构简单、重量轻、实用性强；
独特的凹槽设计，易剥离，方便接续，简化安装和维护
低烟无卤阻燃护套，环保。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光纤芯数
Fiber
Count

光缆尺寸
Cable Size

mm

光缆参考重量
（kg/km）

Cable Weight
（Ref）

允许拉伸力
Tensile Strength

长期/短期
Long/Short term

N

允许压扁力
Crush Resistance

长期/短期
Long/Short  term

N

最小弯曲半径
Bending Radius

动态/静态
Dynamic/Static

mm

订货指南     
Order Information

1-2 3.1*2.0 8.2 FRP=60/100
钢丝=100/200

FRP=500/1000
钢丝=1000/2200 20H/10H

光纤类型Fiber Type     护套颜色：白色或黑色
B6A1=G657A1           长       度：1KM或2KM
B6A2=G657A2           护套材料：建议用LSZH
A1=50/125                 加  强  芯: 钢丝或者FRP
A1b=62.5/125
M3=OM300
M5=OM550

4 4.0*2.0 8.2 FRP=60/100
钢丝=100/200

FRP=500/1000
钢丝=1000/2200

20H/10H

光通信单元Optical  fiber unit

加强元件(FRP/钢丝） Strength Member（FRP/Steel)

 护套Jacket

注：表中所有数值均作为参考；光缆缆芯采用250μm的着色涂覆;采用G.657光纤时，静态最小弯曲半径为5H.



皮线光缆-自承式

自承式皮线光缆GJYXCH/GJYXFCH

产品应用Applications
接入网、光纤到户
用于建筑物引入缆，特别是室内或室外架空引入时的布线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特种耐弯光纤，提供更大的带宽，增强网络传输特性；
平行加强元件使光缆具有良好的抗压性能，保护光纤；
单根钢丝附加强元件，使光缆具有良好的抗拉性能；
光缆结构简单、重量轻、实用性强；
独特的凹槽设计，易剥离，方便接续，简化安装和维护
低烟无卤阻燃护套，环保。

结构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光纤芯数
Fiber
Count

光缆尺寸
Cable Size

mm

光缆参考重量
（kg/km）

Cable Weight
（Ref）

允许拉伸力
Tensile Strength

长期/短期
Long/Short term

N

允许压扁力
Crush Resistance

长期/短期
Long/Short  term

N

最小弯曲半径
Bending Radius

动态/静态
Dynamic/Static

mm

订货指南     
Order Lnformation

1-2 5.2*2.0 17.7 300/600 1100/2200 20H/10H

光纤类型Fiber Type     护套颜色：白色或黑色
B6A1=G657A1           长       度：1KM或2KM
B6A2=G657A2           护套材料：建议用LSZH
A1=50/125                 加  强  芯: 钢丝或者FRP
A1b=62.5/125
M3=OM300
M5=OM550

注：表中所有数值均作为参考；光缆缆芯采用250μm的着色涂覆;采用G.657光纤时，静态最小弯曲半径为5H.



室外光缆产品展示

产品类型
Product 

TYPE

产品描述
Descrip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特点
Characteristics

光缆结构图
Cable Structure

光缆型号命名
Product Type 

Illustration

GYTA 油膏式填充 管道或架空

松套式材料具有良好的耐
水解性能和较高的强度

PE护套具有很好的抗紫
外线辐射性能

涂塑铝带（APL)防潮层

GY - 室外光缆
T– 油膏填充式
A– 铝-聚乙烯粘结护套

GYTS 油膏式填充 管道或架空

松套式材料具有良好的耐
水解性能和较高的强度

PE护套具有很好的抗紫
外线辐射性能

双面涂塑钢带(PSP)提高
光缆的抗透潮能力

GY- 室外光缆
T– 油膏填充式
S– 钢-聚乙烯粘结护套

松套层绞式光缆Stranded Loose Tube  Cable

 GYTA  GYTS 

 GYTS 



室外光缆产品展示

产品类型
Product 

TYPE

产品描述
Descrip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特点
Characteristics

光缆结构图
Cable Structure

光缆型号命名
Product Type 

lllustration

GYTA53 油膏式填充 直埋

松套式材料具有良好的耐
水解性能和较高的强度

PE护套具有很好的抗紫外
线辐射性能

涂塑铝带（APL)防潮层

双面涂塑钢带(PSP)提高光
缆的抗透潮能力

GY - 室外光缆
T– 油膏填充式
A– 铝-聚乙烯粘结护套
53 - 双护套，钢带铠装

GYTA53+
33 油膏式填充 直埋或水下

松套式材料具有良好的耐
水解性能和较高的强度

单细圆钢丝铠装使光缆具
有更高的抗拉性能

塑铝带（APL)防潮层

双面涂塑钢带(PSP)提高光
缆的抗透潮能力

GY- 室外光缆
T– 油膏填充式
S– 钢-聚乙烯粘结护套
53 - 双护套，钢带铠装

松套层绞式光缆Stranded Loose Tube  Cable

 GYTS 

GYTA53

GYTA53+33



室外光缆产品展示

产品类型
Product 

TYPE

产品描述
Descrip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特点
Characteristics

光缆结构图
Cable Structure

光缆型号命名
Product Type 

lllustration

GYFTA 半干式 管道和架空

松套式材料具有良好的耐
水解性能和较高的强度

PE护套具有很好的抗紫
外线辐射性能

涂塑铝带（APL)防潮层

单根非金属中心加强芯

GY - 室外光缆
F – 非金属加强构件
A– 铝-聚乙烯粘结护套

GYFTA53 全干式 直埋

松套式材料具有良好的耐
水解性能和较高的强度

单根非金属中心加强芯

涂塑铝带（APL)防潮层

双面涂塑钢带(PSP)提高
光缆的抗透潮能力

GY- 室外光缆
F – 非金属加强构件
A– 铝-聚乙烯粘结护套
53 - 双护套，钢带铠装

松套层绞式光缆Stranded Loose Tube  Cable

 GYTS GYFTA53

 GYTS GYFTA



室外光缆产品展示

产品类型
Product 

TYPE

产品描述
Description

产品应用
Application

产品特点
Characteristics

光缆结构图
Cable Structure

光缆型号命名
Product Type 

lllustration

GYXTW 油膏填充 管道和架空

 双面涂塑钢带(PSP)提
高光缆的抗透潮能力

直径小，重量轻，容
易敷设

两根平行钢丝保证光
缆的抗拉强度

GY - 室外光缆
X – 中心束管式结构
T – 油膏填充式
W – 带平行钢丝的钢-
聚乙烯粘结护套

中心束管式光缆Unitube Light-armored Cable

GYXTW



LOGO光纤跳线
菲尼特光纤跳线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光纤跳线是指光纤两端都装上连接器插头，用来实现光路活动连接；一端有
插头称为尾纤。连接器接头有FC、SC、ST、LC。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订购指南

      低插入损耗、高回波损耗

       重复性好、互换性好

       陶瓷插芯、数据稳定
    

接头类型 光缆芯数 光缆外径 光纤类型 光缆类型

 LC 单芯 0.9 单模G652D PVC

 SC 双芯 2.0 多模OM3 LSZH

 FC 3.0 多模OM4 OFNR

SC



LOGO光纤适配器
菲尼特光纤适配器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光纤适配器是连接两个连接器的部件，光纤通过陶瓷套筒
实现准确定位，实现低损耗的内部连接。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订购指南

      金属或塑料外壳

       插入损耗低，强度高，高精度对接

       机械耐久性1000次、互换性和重复性好
    

接头类型 芯数 颜色 材质

 LC 单芯 蓝色 塑料

 SC 双芯 米色 锌合金

 FC 四联 水绿色 铜

SC 金属色



LOGO光纤面板

产品描述Descripticon

产品特点Characteristics

菲尼特光纤面板

菲尼特光纤面板采用高质量ABS工程塑料，应用于工作区布线子系统。

ü 面板外形尺寸符合国际86型

ü 嵌入式外框，安装方便

ü 适合多种光纤适配器的安装

订购指南

孔数 SC接口 LC接口 FC接口 ST接口

单孔

双孔

三孔

四孔



Pheenet菲尼特产品介绍

         专注光通讯十二载 
             光纤连接器领导者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园10层

电话：010-51655566 

Web: www.pheenetfiber.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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