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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4对到28对电缆频率达1GHz
DCM 3S-XLD 全自动电缆测试系统提供了最可靠和高重复精
度的测试平台，可用于双绞线LAN电缆的高性能测试。其包
括一个28对的卡具，不但可以同时测试7条4对UTP或STP的电
缆，而且可以测试28对的6+1线间串扰。可选4对ISTP卡具进
行高达1GHz的独立屏蔽双绞线（S/STP,ISTP）的测试。

每个UTP测试夹具包括可更换的绝缘夹子，可以快速的自动
切割导线绝缘层。另外一点可以节省时间的是只需要一次接
线即可测试全部低频和高频参数而无需多次接线。典型的4
对电缆测试时间是90秒。

全部集成LCR仪表测量全部低频参数并可测试非常长的电
缆。集成的网络分析仪执行高频参数的测量。S参数的校准
过程全部集成在测试系统中自动进行，仅需几秒钟的时间。

特点
 可测试Cat 5, Cat 5e, Cat 6, Cat 

6a 和 Cat 7电缆

 高可靠性，快速，运用了精确的 
 固态开关技术

 28对卡具，可快速简单地完成线 
 间串扰（Alien Crosstalk）测试

 可测试组合电缆和主干电缆

 7根4对电缆可一次性测试完成

 全自动测试，简单易用

 高低频参数一次性测量完成

 自动内部实时校验，瞬间完成。

 完全符合ASTM D4566, IEC   
 61156, ANSI/TIA-568-C.2标准

DCM 3S-XLD
高性能双绞线LAN测试系统

LAN/数据电缆测试解决方案



快速，稳定，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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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固态切换系统

3S-XLD 使用了专利技术的，高性能固态切换系
统，没有任何电子和机械继电器。固态元件的使用
以获得更高的技术性能，测试速度及稳定性。系统
仅使用两个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即可实现全部的2-
口S参数快速校准。

Cat 6A 线间串扰（AXT）

3S-XLD 测试系统提供了一个28对的平台，可以
测试6环1的线间串扰，完全符合TIA568-C.2 对
Cat 6a 电缆的测试规范。 简单地连接7根电缆，
选择AXT测试功能，系统将自动的测试全部Alien 
Crosstalk 并提供完整的测试报告，测试时间少于
10分钟。

28对测试平台测试Alien Crosstalk 仅需几分钟

图示为打开屏蔽盖的  ISTP 夹具

Cat 7 ISTP(S/STP) 测试

3S-XLD 的软件和硬件支持独立屏蔽双绞线的测
试，频率达到1GHz。每个系统包括一套4对ISTP的
接线夹具。这套特殊的夹具使用WAGO®的连接器并
提供屏蔽以达到最佳的测试效果。

软件可选测试组合电缆和主干电缆

3S-XLD 软件可以快速简单地测试25对主干电缆
（300 和 60 组合），同时也可测试多根电缆的参
数和相互的影响，仅需几分钟。

灵活性和扩展性

3S-XLD系统快速，易于使用并对于不同类型的电缆
可以提供其相关性。可更换的测试夹具允许电缆制
造商在同一台设备快速测试不同类型的电缆。对于
电缆制造和新产品的研发，这一特点提供了非常高
的灵活性和扩展性。

易于使用-无需特殊培训

使用DCM系统，电缆测试和数据管理将变得异常简
单。输入和修改参数仅需要几分钟，无需特殊培
训。所有标准规格和界限等式已经被预置-简单地
输入频率点软件将自动计算界限值。所有软件基于
Windows平台，并被设计成快速的，易于使用的，
并确保精度和稳定性的系统。



测量依据ASTM D4566 和 IEC 61156

测试符合规范

系统配置

每套3S-XLD系统包括：

 测量和控制台及测试夹具

 固态切换系统

 测量硬件

 LCR仪表

 网络分析仪（VNA）- 标配安捷伦E5061B-215

 工业计算机，显示器和打印机

 易用的自动测试软件*
 备件

如需要，请提供特殊要求。

*标准的Windows平台软件包括测试和报告程序，规
格编辑器，数据管理程序，和设置/校准工具。 

系统校准文件
每一台3S-XLD系统发货时附带符合ISO 17025, ISO 
9001, ASTM, 和 UL 568-C.2规范的校准证书。
所有系统标准可追溯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另外，Beta LaserMike 提供每年的系
统校准包括所有符合规范的校准证书。

3S-XLD 测量参数

3S-XLD 运用了最先进的，RF/高性能同轴电缆测试系统的RF非嵌入技术。基于这些方法，3S-XLD 为每
一对连接到测量夹具上的电缆提供精确的测量结果。符合主要的工业电缆测试标准，这些参数包括：

 回波损耗

 衰减

 近端串音 (NEXT)

 远端串音 (FEXT)

 传输延迟

 线间串扰Alien   
 Crosstalk（AXT）

测试报告
系统提供多样的测试报告选项，可由操作者选择或
系统自动配置。测试报告包括简单的测试通过/失
败总结，大量的图形分析和离散值细节。

计算依据ASTM D4566 和 IEC 61156

 输入阻抗

 传输速度

 导体电阻

 工作电容

 电容不平衡

 互导

 TCL/TCTL (可选项)

 串音衰减比 (ACR)

 串音衰减比 – 远端 (ACRF)

 等(效)电平远端串扰
 (ELFEXT）

 近端串音功率和 (PSNEXT)

 远端串音衰减比功率和   
 (PSACRF)

 传输延迟差

 特性阻抗

 结构回波损耗

 电阻不平衡

 ELTCTL (可选项)

系统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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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选件
3S-XLD 选件
DCM理解客户会有不同的测试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其设计成为高度灵活性和扩展性的系统。
多种选项和配置是符合标准的。可与3S-XLD一起订购，也可后期追加。

>> TCL/TCTL测量选件

 提供横向转换损耗和横向转换转移损耗的 
 测量。根据ANSI/TIA的要求，等电平横向转 
 换转移损耗（ELTCTL）将根据插入损耗测 
 量自动计算出结果。测试面板和测量软件可 
 达到500 MHz的测试频率。完全符合 
 ANSI/TIA 568-C.2的标准。 

>> 同轴电缆高频测量选件** 
 与测试台集成在一起的测试面板和测量软件
 可以测量和报告50欧姆电缆达到6GHz和70 
 欧姆电缆达到3GHz的特性阻抗，输入阻抗, 
 衰减，回波损耗，SWR, 传输速度和平均特 
 性阻抗。

 ** 需要升级频率范围达到8.5GHz的VNA用于高频同轴 

   测量选件

>> 屏蔽效能测量CATS选件 
 此夹具和测量软件可单独使用或与3S-XLD
 集成在一起。它可以测试屏蔽数据电缆的耦 
 合衰减，屏蔽衰减和转移阻抗。

图示为带 TCL选件的3S-XLD

安装，培训和技术支持

Beta LaserMike提供对所有DCM自动测试系统的现
场安装，培训和调试工作。Beta LaserMike的技术
支持团队提供全球的支持，回答所有的技术问题以
确保您系统达到最佳运行状态。

产品规格和配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