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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元第二代综合布线实训室（中职）解决方案，专门针对中职院校产教融合工程的实践与探索，

结合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竞赛要求，解决中高职专业衔接的难点，提升在校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动手实

践能力。配置有基本技能实训模块、工程综合实训模块、扩展技能实训模块等。同时配套有专业教

材、PPT课件、国家标准、教学挂图、教学视频等教学资源，让老师能够轻松教，学生快乐学。 

根据不同的场地、不同的专业建设方向、实训人数、课时等因素可以量身化定制实训模块，以

满足各种不同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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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第二代综合布线实训室解决方案-中职教学型 

一、西元集团简介 

西元集团 1996年诞生于西安交通大学。总部注册地址为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园，集团包括西安

开元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西安西元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合力元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西安

市西元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 

西元集团自有产权写字楼、研发楼等 1.5万平米。西元科技园位于西安高新区秦岭四路西 1

号，占地面积 16亩，一期建筑面积 12500平米。 

西元集团专业从事信息技术、智能建筑等行业的创新研究与产品开发，包括编写国家标准，设

计实施复杂信息技术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等；编写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与教学标准，研发教学实验实

训设备，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展 1+X 证书技能鉴定与技能竞赛；开展“劳模进校园”与“工程

师送课上门”等深度产教融合活动，服务本科、高职、中职与技工技师等院校。 

 

西元为国家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太阳能与热泵联合集热计算机控制系统》无偿资助项目

研制单位，获得无偿资助资金 98万元。 

西元为西安市 2014年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重点企业，获得政府科技经费资助 60万元。 

西元为陕西省科技厅、财政厅、国家和地方税务局四家单位共同认定的高新技术认证企业。 

西元为《综合布线系统安装与维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起草单位，王公儒、蔡永亮等为标准起

草人，西元为该证书专家团队成员单位。 

西元参与《综合布线系统安装与维护》（初级/中级/高级）教材编写。 

西元参与《综合布线系统安装与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以及教学讲义、教学案例

库、线上视频课程、考核大纲和题库等的开发。 

西元连续 13年支持 6项国际大赛、27项全国大赛和 600多项省市选拔赛，3次获得突出贡献

奖，是教育部和人社部文件规定的全国技能大赛设备和器材提供单位和技术支持单位。 

西元连续多年承担教育部备案的《网络综合布线技术》师资培训班。累计举办各种全国师资培

训班超过 300期，培养教师 13000 名。  

西元为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人才能力提升工程培训基地，颁发中国电子学会《综合布线系统

工程师》、《楼宇自控系统工程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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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为中国电子教育学会技术技能水平考试项目管理中心，颁发中国电子教育学会《综合布线

系统工程师》证书。 

西元连续三年承担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的立项课题。  

西元主编出版专著和教材累计 18本，多本为十二五国规教材和计算机类专业优秀教材，累计

销量超过 60万册，创造了专业教材销售的奇迹。 

西元党支部在 2021年被曲江街道党工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西元公司在 2021年获得西安市优秀职工代表提案。 

西元公司在 2021年获得陕西省优秀职工代表提案。 

西元工会在 2021年被评为西安市“厂务公开职代会四星级单位”。 

西元在 2020年荣获“学习强国”西安学习平台“优秀学习管理组”。 

西元在 2019年被授予西安市“五一劳动奖状”。 

西元在 2019年被授予“厂务公开职代会三星级单位”。 

西元在 2019年被授予“五化双强”示范党组织。 

西元在 2018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奖。 

西元在 2018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西元在 2018年获得“天津市教学成果特等奖”。 

西元在 2017被授予西安市人才工作创新实验基地。 

西元在 2017年被认定为“陕西省中小企业创新研发中心”。 

西元在 2016年被认定为“西安市民营科技企业”。 

西元在 2016年被认定为“陕西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示范企业” 。 

西元获得 2015年度（第三届）金标奖标准贡献奖。 

西元在 2014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西元在 2012年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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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连续八年获得西安市工商局授予的“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西元”商标连续三届为西安市著名商标和陕西省著名商标。 

西元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权的全国智能系统工程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西元荣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 

西元多次荣获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园统计先进单位。 

西元为西安市改善投资环境监测点。 

西元为西安高新区草堂基地 2012年度项目投资建设优秀单位。 

西元为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通信专业委员会综合布线工作组会员单位。  

西元为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用布缆标准工作组成员单位。 

西元为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设备互连技术分委会单位委员。  

西元为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察员单位。 

西元为中国《居住区数字系统评价标准》国家标准主编单位（CJ）。  

西元为中国《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国家标准主编单位(GB)。 

西元为中国《信息技术 数据中心通用布缆系统》国家标准主编单位(GB)。 

西元为中国《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 第 2部分:铜缆的设计和安装》国家标

准主编单位(GB)。 

西元为中国《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 第 3部分:布光缆的测试》国家标准主

编单位(GB)。 

西元为中国《职业院校（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网络技术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教

育行业标准主编单位。 

西元为中国《综合布线系统的管理与运行维护技术白皮书》主编单位。 

西元为中国《数据中心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主编单位。  

西元为中国《屏蔽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主编单位。  

西元为《综合布线技术》(本科)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技术实训教程》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综合布线实训指导书》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物联网工程布线技术》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信息网络布线工程技术训练教程》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计算机应用电工技术》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Auto CAD2010中文版信息技术工程设计教程》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智能管理系统工程实用技术》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视频监控工程实用技术》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入侵报警工程实用技术》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可视对讲系统工程实用技术》教材主编单位。 

西元为《管道安装训练教程》教材主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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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元参与编写国家标准 

西元为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通信专业委员会综合布线工作组会员单位，全国信息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通用布缆标准工作组成员单位，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设备互连技术分

委会单位委员，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察员单位。 

西元为《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居住区数字系统评价标准》、《信息技术-数据中心通

用布缆系统》、《信息技术-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第二部分：铜缆的设计和安装》、《信

息技术-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 第三部分：布光缆的测试》、《职业院校（高等职业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网络技术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国家（行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也是中国《综

合布线系统管理与运行维护技术白皮书》、《屏蔽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数据中心

布线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主编单位。 

 

西元还主要编写了以下标准： 

1）GB/T 34961.2-2017《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操作和实现 第 2 部分：规划和安装》2017

年 11 月发布。 

2）GB/T 34961.3-2017《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操作和实现 第 3 部分：布光缆测试》2017

年 11 月发布。 

3）GB/T 29269-2012/ISO/IEC 15018:2004《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2012 年 12 月 31 日发布。 

4）CJ/T 376-2011《居住区数字系统评价标准》2011 年 8月 9日发布。 

5）《智慧城市 建筑及居住区综合服务平台通用技术要求》2016年已提交报批稿。 

6）《信息技术 数据中心通用布缆系统》2014年已提交报批稿。 

7）《智慧建筑运维信息模型应用技术要求》2018年 12月启动。 

8）《我国智能建筑绿色发展研究报告》2018年 12月验收。 

9）《绿色智能建筑关键技术实施路径及机制》2018年 12月验收。 

10）《以太网供电（PoE）系统工程技术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经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批准通

过， 2021年 8月 1日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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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发布了第四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其中，中电新

一代（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子学会、西安开元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西安西元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发的《综合布线系统安装与维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发布。 

 
2、西元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西元拥有网络综合布线实训设备等国家专利 47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37项。从 2001年开始，公司发挥多年大型网络系统和综合布线工程实际经验，与西安交通大学合

作，研究开发网络综合布线技术教学实训设备，先后获得 47项国家专利和 3 项软件著作权。 

 
3、西元编写多本教材 

西元先后原创性编写多种网络综合布线技术教材，满足教学改革和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急需，

突出工程实践经验，按照工程项目施工顺序安排章节和知识点，列举了大量工程实训项目。 

1）《综合布线技术》，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是一本面向本科综合布线技术专业课的教材。

ISBN 978-7-113-27332-3，王公儒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内容全面系统、重点突出；

知识介绍循序渐进、层次清晰；技能展示图文并茂、好学易记；工程经验丰富、实用性强。适用于

本科院校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信工程及管理、人工智能技术、建筑电

气与智能化等专业。 

2）《综合布线系统技能实训教程》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是一本面向中等职业学校计算

机、通信、物联网类专业课的教材。ISBN 978-7-111-68509-8，王公儒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3）《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技术实训教程》，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全书 365 千字，配套

PPT 教学课件、视频教学片。ISBN 978-7-111-67950-9，王公儒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从 2009年首次出版以来，连续印刷 40多次，改版 4次，全国 3000 多所院校使用。被教育部高

等学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评为“2010 年度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优秀教材”，

销量超过 21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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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布线实训指导书》, 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全书 292千字。配套 PPT教学课件、

视频教学片。ISBN 978-7-111-67838-0，王公儒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为《网络综合布

线系统工程技术实训教程》配套用书，详细介绍了 33 个实训项目的操作步骤，方便教学和实训操

作，特别适合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 

5）《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全书 454千字，配套 PPT教学课件、

视频教学片。ISBN 978-7-113-27399-6，王公儒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自从 2011 年首

次出版以来，连续印刷 24次，改版 3次，销量超过 9 万册。为教育部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指导教材和教练员培训班指定教材，教育部高等学校

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师资培训班指定教材。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评为“2011年度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优秀教材”。 

6）《信息网络布线工程技术训练教程》，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和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卢

勤教授主编。全书 363千字，配套 PPT教学课件、视频教学片，东软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根据

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竞赛项目标准和作者参与世赛的经验，指导国内选拔赛和参赛选手的培

养而编写的专业训练教程。 

7）《物联网工程布线技术》，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和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李宏达教授主编，

全书 623 千字。配套 PPT 教学课件、视频教学片。2012 年 10 月出版，东软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为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规划教材。 

8）《计算机应用电工技术》，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全书 377千字。配套 PPT教学课件。

2014 年 8月第一次印刷，东软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教材是第一本专门为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编

写的电工技术教材。 

9）《视频监控系统工程实用技术》，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ISBN 978-7-113-23994-7。201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为《智能建筑工程实用技术系列丛书》的第一

本，也是工信部全国智能系统工程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指定教材，适合作为高校、职业院校智能建

筑类、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教学实训教材，也可作为智能建筑行业、安全防范行业等专业技术人员

的参考书。 

10）《入侵报警系统工程实用技术》，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ISBN 978-7-113-24010-3。201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为《智能建筑工程实用技术系列丛书》之一，

也是工信部全国智能系统工程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指定教材，适合作为高校、职业院校智能建筑类、

计算机应用类等专业的教学实训教材，也可作为智能建筑行业、安全防范行业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参

考书。 

11）《可视对讲系统工程实用技术》，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ISBN 978-7-113-25002-7。201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为《智能建筑工程实用技术系列丛书》之一，

也是全国智能系统工程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指定教材，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智能建筑类、

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教学实训教材，本书也可作为智能建筑行业、安全防范行业工程设计、施工安

装与运维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工具书。 

12）《智能管理系统工程实用技术》，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全书 407 千字。配套 PPT

教学课件、视频教学片。2012 年 9 月出版，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发行。为“西元”智能管理系统

工程技术实训室配套教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利于学生全面学习智能管理系统相关知识和技能。 

13）《AutoCAD2010中文版信息技术工程设计教程》，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全书 283千字。

配套 PPT教学课件。2014年 8月第一次印刷，东软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教材是第一本针对信

息技术工程的 AutoCAD设计教程。 

14）《计算机装调与维修技能训练教程》，由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担任主编，西元艾康、张家康担任

副主编，于琴等参加了部分单元编写，整理或编写了习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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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管道安装训练教程》，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ISBN 978-7-113-25011-9。2019年 1

月第一次印刷，中国铁道出版社发行。本教材是专门为培养管道工程的设计、安装和运维等高技能

专业人才专门编写的。 

16）《管道安装训练题集》，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ISBN 978-7-113-25595-4，

特别适合作为建筑物给排水、暖气、燃气和工业气体等行业管道安装人员的技能培训与鉴定用书，

也适合作为高校和职业院校建筑类、给排水类等专业的短课时教材和实训指导与技能培训教材，还

可作为管道工程设计、安装和运维等从业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4、西元参与师资培训 

西元每年举行数十次网络综合布线技术师资培训班。累计举办各种培训班、研修班、研讨会等

超过 300期，培养教师 13000 名，认证和颁发《西元网络综合布线认证工程师》、《西元智能管理系

统认证工程师》、《综合布线工程师》、《楼宇自控工程师》证书超过 7万人，颁发人社部《综合布线

管理员高级证书》超过 3000 人。 

西元董事长王公儒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 2012年 8月被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教师培训联盟授予

“2011 年度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教师培训工作优秀培训师”。 

西元 2013年成为工信部全国智能系统工程师职业技能培训授权基地，主要负责高校和职业院

校等教育行业教师的培训与鉴定，西元基地在全国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班 65期，授权颁发《综合布

线工程师》、《楼宇自控工程师》等国家级证书，累计培训人员超过 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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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对高校和职业院校师生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累计发放《西元网络综合布线认

证工程师》49980个证书和《西元智能管理系统认证工程师证书》超过 15000 个，西元证书深受电

信运营商、系统集成商、智能建筑等行业用户认可。 

2017年 6月在西元科技园举办了《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国际高峰论坛》，世赛首席

专家菊池拓南（日）教授、中国集训基地

专家组长卢勤教授等国际国内一流专家做

了主旨报告。 

2012年以来，西元累计主办和协办《世

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研讨会》、研

修班、模拟竞赛等培训班 23 期。助力中国

队在第 43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

目中获得铜牌，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获得金牌。 

2021年 6月，1+X综合布线系统安装与维护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师资培训班在西安成功举

办，来自全国 45所院校的 80 多名老师报名参加了

培训班。本次培训班由中国电子学会指导，中电新

一代（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主办，西安开元电子

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2021 年 10 月，1+X 综合布线系统安装与维护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师资及考评员培训班成

功举办。培训班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为载体，以岗位技能为目标，以考核设备为平台，采取理论授

课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快速提升了试点院校教师实施 1+X证书教学、培训和评价的能力。 

5、西元参与技能大赛 

2009年以来，西元积极参与和支持多项国际大赛和全国大赛，连续十年赞助和协办 6项国际

大赛、27项全国大赛和 600多项省市选拔赛，3次获得突出贡献奖。 

（1）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2012年第 42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全国选拔赛。 

2013年第 42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六进四选拔赛。 

2013年第 42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四进二选拔赛。 

2014年第 43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全国选拔赛。 

2015年第 43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六进四选拔赛。 

2015年第 43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四进二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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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全国选拔赛。 

2016年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九进五选拔赛。 

2017年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五进二选拔赛。 

2017年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二进一选拔赛。 

2016年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管道与制暖” 项目全国选拔赛。 

2018年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管道与制暖”项目行业选拔赛。 

 
（2）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00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网络综合布线技术”项目。 

201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网络综合布线技术”项目。 

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企业网搭建与应用”项目。 

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信息安全技术应用”项目。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项目。 

2012年电子信息教指委“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全国邀请赛。 

2014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教育合作组织首届中职技能大赛。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项目。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项目。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网络搭建与应用”项目。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职组实训教学比赛。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项目。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项目。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网络布线”项目。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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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大赛： 

1）2013年第 42届世界技能大赛“项目 2-信息网络布线”赛项：提供竞赛设备和技术支持。 

2）2013年第 42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国际交流赛（中国、香港、澳门、日本）：

提供竞赛设备、工具、耗材和技术支持。 

3）2013年第 42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国际交流赛（中国、香港、澳门、新加坡）：

提供竞赛设备、工具、耗材和技术支持。 

4）2013年亚洲“信息网络布线”技能竞赛（日本东京）。  

5）2015年第 43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广州邀请赛：提供竞赛设备、工具、耗材

和技术支持。 

6）2017年中国国际技能大赛“管道与制暖”赛项：提供竞赛设备、耗材和技术支持。 

 
6、西元科研创新能力强 

西元发挥多年大型网络系统和综合布线工程实际经验，研究

开发网络综合布线技术教学实训设备和智能建筑教学实训设备

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累计获得授权国家专利 47项，其中国

家发明专利 10项，实用新型专利 37项。 

2006—2008年公司承担了国家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太

阳能与热泵联合集热计算机控制系统》研制项目，获得国家无偿

资助 98万元。 

自 2019年起，经过三年的建设，2021 年西元顺利完成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项目“陕西省

智能建筑产教融合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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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信息技术工程坊实训基地建设标准研究》课题被工信行指委评为优秀科研课题，该课题

以“校中厂”方式提出了全新信息技术工程坊建设标准和方案，搭建了全产业生态链教学实训基地。 

 
西元研发的“一种以太网供电测试装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王公儒、蒋晨、艾康三人荣获

2019-2020年度西安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优秀成果荣誉称号。该专利以低成本实现了 PoE原理验证

和测试，全面展示了利用网线同时传输网络信号与电信号的 PoE以太网供电技术，扩展了电子信息

相关专业的实训项目 

 
7、西元具有丰富的校企合作经验 

公司具有非常丰富的校企合作经验和成就。公司高管和技术骨干来自于西安交通大学，直接

参与了西安交通大学开元集团的创建和发展，对校企合作有深刻的理解和亲身体会，非常重视校企

合作。公司先后与几十所高校和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共同探讨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规格，编写

教材，进行双师型教师培训和经验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2018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

年获得天津市教学成果特等奖，2012 年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14 年获得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2016年被全国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评为校企合作贡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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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元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西元具有非常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辉煌成就。公司从 1996 年开始从事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

项目，参加过电信“97”工程，银行信息化建设高潮，高校财务网络建设，大学校园网，经历了“细

缆”网络时代，先后完成了 1500 多个计算机网络工程项目。因此公司具有非常丰富的大型网络工

程经验和大批专业工程师。 

1）与多家专业建筑规划设计院合作，进行了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项目规划和设计。 

2）设计和完成了 230多个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其中西部大学城项目 12万个信息点。 

3）规划和实施了 650多个网络系统集成工程项目，其中 6个项目超过 2000万元。 

4）设计和实施了 60多个智能化监控工程项目，其中某县城市道路监控系统项目 360万元。 

5）设计和实施了多个银行监控工程项目，其中某银行 12个支行和 169台离行式 ATM机联网。 

6）监理了多个大型网络系统工程项目。 

9、王公儒董事长介绍 

西元董事长王公儒先生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多所高校客座教授，陕西省标准化专家，陕西

省大学生创业导师，2009 年、2010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计算机技能竞赛执委会副主任委员，

第 42 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全国选拔赛副裁判长，第 42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

项目中国队技术指导专家，中国网络综合布线实训设备等 47项专利发明人。 

王公儒先生为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和《居住区数字系统评价标准》主要起草

人，中国《综合布线系统的管理与运行维护技术白皮书》、《屏蔽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

和《数据中心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主编人。 

王公儒先生主编出版的教材有《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技术实训教程》、《综合布线实训指导

书》、《综合布线工程实用技术》、《物联网工程布线技术》和《智能管理系统工程实用技术》、

《信息网络布线工程技术训练教程》、《计算机应用电工技术》、《Auto CAD2010 中文版信息技术工

程设计教程》等，累计销量超过 60万本，在《计算机教育》和《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等专业杂

志发表多篇论文。多年来，王公儒先生负责设计和实施了几十项大型综合布线工程和校园网、企

业网等系统集成项目，最大单个综合布线工程为 12万个信息点，在全世界开创了综合布线工程技

术实训行业，连续多年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综合布线技术师资培训班授课主讲教师和多

项立项课题负责人，2012年 8月被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教师培训联盟授予“2011 年度全国高职高专

教育教师培训工作“优秀培训师”（全国共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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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代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工程案例（3000多所） 

西元公司于 1996年诞生于西安交通大学，经过 25 年的辛勤耕耘，用户遍及全国 31个省市自

治区，超过 3000多个案例，涵盖本科、高职、中职、技工技师等各类院校，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深受用户欢迎，成为 IT工程技术实训室的开创者与领导者。2013年西元成为世界技能大赛 60多

年来首家中国赞助商和设备提供商，西元产品走向日本、德国、瑞典、法国等世界各地。 

西元用户遍及中国七大区，31个省市自治区，典型用户名单如下： 

安徽省（88 所） 

安徽理工学校 合肥腾飞学校 淮南职教中心 

江淮工业学校 泗县职教中心 无为职教中心 

芜湖师范学校 天长市工业学校 安庆工业学校(2期） 

安徽材料工程学校 海军蚌埠士官学校 蚌埠工艺美术学校 

安徽电气工程学校 合肥工业学校(5期） 阜阳工业经济学校 

安徽电子工程学校 合肥经贸旅游学校 滁州市信息工程学校 

安徽金寨职业学校 霍邱陈蚌职业高中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安徽科技贸易学校 柴集高级职业中学 南陵县职业教育中心 

安庆市宜城科技学校 安庆文都科技职业学校 宣城市信息工程学校 

阜阳市颖东区职教中心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颍上县新庙高级职业中学 

合肥商务科技职业学校 芜湖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亳州市大寺职业高级中学 

蚌埠学院 安徽大学(2期） 皖西经济技术学校 

池州学院 巢湖学院(2期） 淮南师范学院 

合肥学院 滁州技师学院 陆军军官学院 

滁州学院 安徽工业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宿州学院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新华学院 

淮南联合大学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阜阳师范大学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华电脑专修学院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阜阳技师学院(2期）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2 期）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毫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安徽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期）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2期）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淮北煤电技师学院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安徽警官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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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139 所） 

金湖职教中心 常熟职教中心 昆山花桥学校 

兴化职教中心 南京商业学校 南通商贸学校 

南京玄武中专 南通中专学校 沛县职教中心 

启东职教中心 邗江职教中心 金陵职教中心 

大丰职教中心 相城职教中心 镇江旅游学校 

吴中职教中心 句容职教中心 宿豫职教中心 

泰兴中专学校 

昆山开放大学 

通州职教中心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江阴职教中心 

宿迁中等专业学校 

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宜兴中等专业学校 

大港职教中心 邗江中等专业学校 如东第一职教中心 

连云港职教中心 吴江职业高级中学 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吴中中等专业学校 滨海电子职业中专 苏州市轻工业学校 

锡山中等专业学校 盱眙中等专业学校 扬中职业教育中心 

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无锡立信职教中心 江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 

昆山第一职业高中 东台中等专业学校 张家港市第三职业高级中学 

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昆山第三职业高中 张家港工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江苏丹阳中等专业学校 无锡惠山中等专业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连云港市中等专业学校 常州武进职业教育中心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职业中专 

淮阴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省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南京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省扬中中等专业学校（2期） 

江苏泗阳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省惠山中等专业学校 无锡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 

江苏大学 常州技师学院 扬州技师学院 

宿迁学院 南京技师学院 泰州技师学院 

扬州大学 淮安技师学院 京交通技师学院 

仪征技师学院 苏州技师学院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徐州技师学院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科技大学 南京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理工学院 南京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机电职业学院 

镇江技师学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盐城技师学院 苏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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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技师学院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学院 

江苏常州市技师学院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江苏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昆山学院（2期）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南京市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 徐州机电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市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期）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学校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学校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学校（2期）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期） 

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江苏省宿迁市高级技工学校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期） 

南通商贸高等专科学校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期） 

淮安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学校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3期）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海安中等专业学校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2期） 

 

 

 

 

 

 

 

 

 

 

 

 

 

 

 

 

 

 

浙江省（81 所） 

安吉职教中心 武警士官学校 绍兴市职教中心 

温州职业中专 永嘉县职业中学 浙江科技工程学校 

舟山航海学校 绍兴县职教中心 温岭太平职业高中 

绍兴技工学校 诸暨市轻工技校 舟山职业技术学校 

安吉技工学校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宁波建设工程学校（2期） 

遂昌县中等专业学校 丽水职业高级中学 海盐县商贸学校（2期） 

黄岩区第一职业学校 上虞市职业教育中心 杭州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余姚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宁波鄞州职教中心学校 

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 浙江庆元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行知中等专业学校 

温岭市太平高级职业中学 富阳城镇职业高级中学 余姚市职成教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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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宁波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 浙江水利水电高等专科学校 

绍兴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桐乡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温州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桐乡技师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3期） 海盐县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心 

浙江丽水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2期） 嘉兴技师学院（7期） 

浙江嘉兴学院 温州市技师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 金华市技师学院 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诸暨技师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机电技师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省建设技师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2期）  

 

 

 

 

 

 

 

 

 

 

 

 

 

 

 

山东省（133 所） 

宁阳职教中心 历城职业中专 胶南职教中心 

淄博工业学校 莘县职业中专 胶州职教中心 

威海职业中专 青岛财经学校 平度技工学校 

青岛电子学校 寿光职教中心 诸城职业中专 

莱西职教中心 德州陵城职业中专 金乡职教中心 

庆云职业中专 泰安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寿光工贸职业中专 

东营化工学校 潍坊城阳职教中心 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临沂商业学校 胶南职业教育中心 肥城高级技工学校 

临沂市农业学校 淄博信息工程学校 德州皇明太阳能职专 

新泰市职业中专 临沂高级技工学校 济南第九职业中专（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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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化工学校 高密中等专科学校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3 期） 

泗水县职业中专 东平县职业教育学校 日照市工业学校（5期） 

济南第二职业中专 即墨市第一职业中专 泰山第一职业中专（2 期） 

临沂市商业学校 济南市长清区职业中专 青岛市城阳区职教中心（3期） 

济南第五职业中专 青州火箭军士官学校 青岛高新区职业中专（2期） 

临沂兰山区第一职专 德州新星中等专科学校 青岛开发区职业中专（2期） 

临沂市机电工程学校 滨州学院 聊城市东昌府区职业中专 

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 

潍坊科技学院 

滨州技术学院 

临沂职业学院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烟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山东建筑大学 烟台职业学院 临沂技师学院 

山东英才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技师学院 

齐鲁师范学院 枣庄职业学院 淄博技师学院 

威海职业学院 滨州职业学院 东营技师学院 

济南职业学院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鲁南技师学院 

潍坊职业学院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临沂大学（2期） 

济南技师学院（3期） 烟台工程职业学院 济宁技师学院（3期）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山东电子职业学院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山东工贸职业学院 枣庄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凯文职业学院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山东工贸职业学院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2期）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3 期）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山东协和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军民融合学院（4 期）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山东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山东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20 

上海市（24 所） 

上海西南工程学校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上海市工商技术学校 

上海电子工业学校 上海公用事业学校 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 上海振华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现代职业学校 上海市工商信息学校 上海市奉贤工业技术学校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东华大学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学院（2期）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援建重庆万州项目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111 所） 

深圳市盐港中学 汕尾市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2期） 

怀集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广州电子信息学校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珠海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3 期）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深圳市沙井职业高级中学 韶关南雄市职业高级中学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揭阳市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广东省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3 期）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华强职业技术学校（4 期） 

广东省林业职业技术学校 东莞市东城职业技术学校 汕头市潮南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学校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珠海翰辰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广州工商学院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2期） 广州萝岗培训基地（2期） 

深圳技师学院 东莞市技师学院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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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技师学院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中山市技师学院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清远市技师学院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2期） 

广州市技师学院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3期）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广东南方技师学院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2期）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广州航海学院（2期）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省（20 所） 

海南国兴中学 琼中职业技术学校 海南农垦海口中专 

海南省农业学校 海南三亚技工学校 海南机电工程学校 

海南省商业学校 海口第一职业中学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海口高级技工学校 海南经济技术学校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技师学院（3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期） 

海南琼州学院 海南省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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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自治区（79 所） 

广西物资学校 梧州农业学校 广西商贸高级技工学校 

防城港理工学校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广西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全州职教中心学校 玉林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武宣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玉林机电工程学校 柳州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扶绥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岑溪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2期） 

桂东机电工程学校 宜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南宁第六职业技术学校（5 期） 

南宁高级技工学校 贵港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容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广西电子高级技工学校 广西质量技术工程学校（2 期） 

来宾职教中心学校 桂林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南宁第一职业技术学校（3 期） 

桂林市机电工程学校 桂林电子中等专业学校 南宁第三职业技术学校（2 期）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桂林市恭城县民族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广西第二轻工业学校 

邕江大学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桂林市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期） 

贺州学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百色学院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柳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北部湾大学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河池学院（4期）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北海职业学院（2期）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2期） 梧州职业技术学院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2期）   

 

 

 

 

 

 

福建省（105 所） 

福建工业学校 长汀职业中专学校 尤溪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建筑学校 周宁职业中专学校 晋江职业中专学校（2期） 

福建理工学校 

泉州农业学校 

南平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省诚毅技术学校 

福鼎职业中专学校（2期） 

闽侯职业中专学校（2期） 

石狮鹏山工贸学校 永春职业中专学校 厦门集美轻工业学校（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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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邮电学校（4期） 翔安职业技术学校 厦门市工商旅游学校（4 期） 

厦门信息学校（4期） 福建铁路机电学校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学校（5期） 

福州第 29中学（2期） 集美职业中专学校 漳州第二职业中专学校（3期）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 莆田科技职业学校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期） 

建宁县职业中专学校 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南靖第一职业技术学校（2期）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福建技师学院 漳州第一职业中专学校（5期） 

连江职业中专学校 

平潭职业中专学校 

莆田职业技术学校 

福州大学 

福建省三明农业学校 

漳州高新职业技术学校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4期） 

福建省明溪县职业中学（2期） 

福建省莆田市高级技工学校 

福建省龙岩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集美大学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2期） 

福建警察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第二技师学院 

福建海峡学院（3期）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3 期）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期） 

黎明职业大学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2期） 

厦门技师学院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30 所） 

北京市 179学校 北京实美职业学校 北京门头沟区教委中专 

北京市商业学校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北京市门头沟职业中专 

北京新华电脑学校 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北京求实职业学校 北京应用职业技术学校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 

北京房山职业学校 北京经贸高级技工学校 北京市城市管理高级技术学校 

首钢技师学院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4期） 

https://baike.so.com/doc/7869008-8143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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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贸技师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期）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天津市（14 所）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天津市宝坻中等专业学校 天津市电子信息高级技术学校 

武清区职业教育中心 

宁河区中等专业学校 

天津市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天津市塘沽区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天津市红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4期）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市现代服务业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职业大学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60 所） 

河北商贸学校 邢台农业学校 涿州职教中心 

昌黎职教中心 邯山区职教中心 保定职教中心（2期） 

淮安职教中心 曹妃甸职教中心 廊坊石油物探学校 

迁安职教中心（2期） 河北城乡建筑学校 石家庄电子信息学校 

张家口职教中心 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3期） 

大城县职教中心 保定市第二职业中学 邯郸市第二职业中学 

石家庄职教中心 冀南技师学院 石家庄机械技工学校 

唐山学院 定州技师学院（2期） 邯郸科技信息工程学校 

邢台学院（2期） 石家庄技师学院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汇华学院 张家口技师学院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防灾科技学院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河北农业大学（2期）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2期） 

邢台技师学院 

冀中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期） 

河北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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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省（91 所） 

翼城职业中专 太原市第四中学 永和县职业中学 

原市第八中学 山西省贸易学校 太原市财贸学校(3期) 

盂县职业中专 芮城县职业中专 霍州市技工学校(2期) 

山西贸易学校 山西阳城职业中专 晋城高级技工学校(2期) 

太行职业中专 山西工业管理学校 太原高级技工学校(3期) 

潞城职业中专 陵川县职业中学校 阳泉高级技工学校(2期) 

华北机电学校 孝义职教中心(2期) 山西平遥农机学校(2期) 

临汾警察学校 吕梁高级技工学校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洪洞县职业中学 山西省机械技工学校 阳泉市郊区职业高级中学(2期) 

太原高级技工学校 晋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山西省高平市中等专业学校 

临汾人民警察学校 太原市信息技术学校 太原市财政金融职业中专学校 

山西应用技术学校 太原小店区职业中学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 

左权县职业技术中学 万荣县高级技工学校 长治县职业高级中学(2期） 

太原市第十职业中学 长治学院 临汾人民警察学校（2期） 

大同大学 

运城工学院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晋煤集团通信分公司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晋城技师学院 太原技师学院 山西交通高级技工学校(2 期) 

长治技师学院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临汾职业学院 山西警官职业学院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2期） 

晋城职业学院 运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晋中职业学院 山西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期） 

山西煤炭职业学院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冶金技师学院 山西省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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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交通技师学院 山西轻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54所） 

内蒙古经贸学校 察右中旗职业高级中学 奈曼旗民族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额济纳旗职业中学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乌拉特前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卓资县职业中学 托克托县高级职业中学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职教中心 

杭锦后旗职教中心 察哈尔右翼前旗职业中学 阿鲁科尔沁旗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翁牛特旗职业中专 

鄂尔多斯理工学校 

阿拉善左旗职业中专学校 

元宝山区第二中学 

呼和浩特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和林格尔县职业高级中学 

包头服务管理学校 鄂伦春旗民族职业高级中学 呼和浩特市第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多伦县职业教育中心 呼和浩特商贸旅游职业学校 乌兰浩特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阿拉善右旗职业中专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职业中学 呼和浩特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乌兰察布市技工学校 兴安盟高级技工学校（2期） 鄂尔多斯市东胜现代服务业管理学校 

赤峰宁城县职教中心 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 临河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扎兰屯职业学院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财经大学 赤峰工业职业学院 呼和浩特公共实训中心 

察右后旗人社局 

呼伦贝尔学院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乌兰察布职业学院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127 所） 

郑州财税学校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郑州市金融学校（2期） 

许昌科技学校 灵宝市高级技工学校 河南省轻工业学校（2期） 

洛阳经济学校 

南阳工业学校 

新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驻马店高级技工学校 

许昌工商管理学校（2期） 

河南省劳动干部学校（2期） 

信阳工业学校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泌阳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http://www.baidu.com/link?url=WYFHDD_tw-yoiNAh4Z-ku4gWm3ts3FrN6tzE7nerV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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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工业学校 卢氏县中等专业学校 汤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河南省财经学校 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省商务学校 济源市职业教育中心 郑州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平顶山财经学校 郑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淇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国防科技学校 河南省郑州水利学校 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 

洛阳经济管理学校 洛阳市第一职业高中 河南省驻马店农业学校 

南阳经济管理学校 信阳市第六职业高中 驻马店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郑州信息技术学校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长垣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河南信息工程学校 澍青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获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河南省工业设计学校 郑州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西亚斯国际学院 郑州市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大学（3期） 河南中医药大学 郑州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新乡学院 郑州轻工业大学 洛阳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河南大学 驻马店技师学院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焦作大学 河南交通技师学院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郑州工商学院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安阳工学院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2期） 

中原工学院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3期） 

新乡技师学院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永城职业学院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工程学院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师范学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郑州电子信息技术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信阳农林学院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信阳师范学院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商丘师范学院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郑州商贸技师学院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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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36 所） 

长阳职教中心 武汉市交通学校（2期） 恩施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孝感工业学校 罗田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郧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黄梅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湖北十堰职业技术（集团）学校 

荆州高级技工学校 咸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期） 

江汉大学（2期）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3期）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2期） 

武汉大学（2期）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黄冈师范学院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2期）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湖南省（65 所） 

耒阳范学校 江华县职业中专学校 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 

常德师范学校 湘乡市职业中专学校 长沙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桃江县职业中等学校 靖州县职业中专学校 衡东县职业中专学校(2期) 

岳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隆回县职业中专学校 平江县职业中专学校(2期) 

长沙市高级技工学校 安乡县职业中等学校 益阳市综合职业中等学校 

冷水江高级技工学校 祁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岳阳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宁远县职业中专学校 龙山县职业中专学校 郴州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岳阳县职业中专学校 蓝山县职业中等学校 长沙市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邵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衡阳市职业中专学校 耒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 期) 

祁阳县职业中专学校 华容县职业中专学校 国防科技大学工程兵学院 

株洲市中等职业学校 

东安县职业中等学校 

蓝山县职业中专学校 

邵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醴陵烟花陶瓷职业中专学校 

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耒阳市职业中等技术学校 

湘潭大学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吉首大学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安全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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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技师学院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常德技师学院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 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   

 

 

 

 

 

 

 

 

 

 

 

 

 

 

江西省（75 所） 

东乡职教中心 江西省信息科技学校 乐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兴国中等专业学校 新干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上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江西省商务学校（2期） 南昌核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井冈山科技应用学校 鹰潭市技工学校 江西省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都昌中等专业学校（4期） 江西省太阳能高级职业学校 

会昌中等专业学校 资溪中等专业学校（3期） 井冈山应用科技学校（2 期）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江西工程高级技工学校 崇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期） 

安远中等专业学校 景德镇昌江区职教中心 瑞昌市现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赣州农业学校（5期）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2期） 

广昌县职业技术学校 景德镇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2期） 

景德镇高级技工学校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华忆电子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宜春学院 江西新华电脑学院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2期） 

景德镇学院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江西现代技师学院（2期） 

江西农业大学 抚州职业技术学院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2期） 

江西科技学院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2期） 

南昌理工学院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赣州技师学院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江西技师学院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九江职业大学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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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52 所） 

重庆工商学校 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2期) 

重庆商务学校 重庆市渝中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涪陵创新计算机学校 

重庆教育管理学校 重庆市忠县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武隆区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龙门浩职业中学 重庆市万州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2期) 

重庆经贸中等专科学校 重庆市铜梁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松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重庆两江新区职教中心 重庆市永川职业教育中心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第一职业学校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学校 重庆市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三峡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2期）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城市管理学院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内江师范学院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重庆通信学院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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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50 所） 

贵州省内贸学校 贵州省贸易经济学校 湄潭县中等职业学校（2 期） 

务川中等职业学校 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 遵义市职业技术学校(2期) 

盘县职业技术学校 余庆县中等职业学校 贵阳市女子职业技术学校 

黔西中等职业学校 普定县中等职业学校 岑巩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贵阳第四职业学校 绥阳县中等职业学校 丹寨县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贵州省水利电力学校 安顺职业技术高级中学 凯里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遵义县中等职业学校 贵州省三穗县职业中学 贵阳市经济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贵州省黄平民族中学 遵义航天工业学校(2期) 黔东南州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贵州大学 沿河县中等职业学校 正安县中等职业学校 

铜仁学院(2期)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2期）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轻工业职业学院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学院（2期） 

黔东南技师学院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期）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3期）  

 

 

 

 

 

 

 

四川省（74 所） 

成都财贸学校 内江机械铁道学校 简阳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阆中职业中学 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梓潼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华阳职业中专 成都市蜀兴职业中学 德阳市黄许职业中专学校 

旺苍县职业中学 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四川省盐业学校 隆昌县城关职业中学 都江堰市聚源职校（2期） 

丹棱县职业中学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 越西县职业技术学校（2期） 

绵阳市工贸学校 核工业成都机电学校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2期） 

巴中市职业中学 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 四川省中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开江县职业中学 四川省达州水电学校 宜宾市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剑阁职业高级中学校 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2期） 

简阳职业高级中学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 

忠义高级职业中学 沐川县中等职业学校 眉山市东坡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宜宾职业技术学校 四川天一学院（2期） 盐源县职业技术中学校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技师学院(2期）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3期） 

内江师范学院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3期）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阿坝师范学院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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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期）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2期） 

四川理工技师学院 攀枝花几维工坊经贸部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期）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云南省（39 所） 

大理财贸学校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普洱职教中心 云南广播电视学校 永德县职业高级中学 

曲靖农业学校 云南邮电学校（2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临沧财贸学校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晋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丽江古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华夏中等专业学校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 弥勒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 

文山高级技工学校 楚雄师范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云南大学 云南技师学院（2期）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红河学院 云南工业技师学院 云南技师学院泸西分院 

普洱学院 武警昆明指挥学院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 

红河技师学院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2期） 腾冲职教园区现代服务业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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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27所） 

伊春林业学校 哈尔滨第十二职业中学 哈尔滨现代服务职业中学（2期） 

依安职教中心 绥滨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大庆蒙妮坦职业高级中学 

哈尔滨第二职业中学 齐齐哈尔职业教育中心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哈尔滨第一职业中学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学院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哈尔滨市新华电脑学校 

齐齐哈尔市职教中心 

大庆外事服务职业高级中学 

宁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黑龙江技师学院（2期） 

大庆职业学院 哈尔滨劳动技师学院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大庆师范学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七台河技师学院  

 

 

 

 

 

 

吉林省（24 所） 

延边工业学校 白山职业技术学校 吉林航空工程学校 

大安职教中心 长春机械工业学校 图们市职业教育中心 

吉林信息工程学校 吉林工商学院(2期）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工业大学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农业大学发展学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工业大学软件学院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吉林工商技师学院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中铁十三局技师学院 长春市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学院 

吉林林业技师学院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辽宁省（64 所） 

沈阳市化工学校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台安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抚顺一职专 大连市计算机中专 辽宁机电工程学校(2期) 

大连商业学校 辽宁劳动经济学校 盘锦经济技术学校(2期) 

灯塔市职业中专 辽宁朝阳艺术学校 沈阳装备制造工程学校 

沈阳市金融学校 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2期) 

兴城市职教中心 沈阳市信息工程学校 葫芦岛市第一职业中专(3期) 

朝阳市财经学校 东港市职教中心(2期) 鞍山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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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信息工程学校 

沈阳市计算机学校 

大连市电子学校（2期） 

苏家屯区职业教育中心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哈尔滨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校 

辽东学院 辽宁科技大学(2期)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2期) 

沈阳工程学院 渤海大学高职学院 辽宁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大连职工大学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辽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铁岭技师学院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化工大学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辽宁职业学院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抚顺技师学院 沈阳大学科技工程学院 沈阳理工大学应用学院 

沈阳理工大学 辽宁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科技大学高职学院 

辽宁轻工业学院   

 

 

 

 

 

 

 

陕西省（93 所） 

麟游县职教中心 灞桥区职教中心 彬州市职教中心（3期） 

金台区职教中心 陕西省经贸学校 榆林市职教中心（2期） 

定边县职教中心 山阳县职教中心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城固县职教中心 旬邑县职教中心 西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太白县职教中心 陕西省商业学校 长武县职教中心（2期） 

未央区职教中心 秦都区职教中心 米脂县职教中心（2期） 

礼泉职教中心 秦都职教中心 蓝田县职业教育中心 

淳化职教中心 乾县职教中心（2期） 西安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清涧职教中心 眉县职教中心（3期） 横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武功县职教中心 陕西银行学校（2期） 泾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期） 

岐山县职教中心 神木职教中心（2期） 千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靖边县职教中心 西安经开职业学校 陕西工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南县职教中心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汉中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澄城县职教中心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 西安市实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期） 

长安大学 西安通信学院（4期） 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 

西安邮电大学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期） 

西安理工大学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航空学院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陕西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渭南技师学院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技师学院 陕西建设技师学院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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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武警工程大学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火箭军工程大学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4期） 

陕西通信技师学院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省（34 所） 

灵台职业中专 平凉机电工程学校 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期） 

庄浪职教中心 酒泉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甘谷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甘肃财贸学校 定西工贸中等专业学校 甘肃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天水农业学校 定西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武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兰州商业学校 兰州女子中等专业学校 玉门石油机械中等专业学校 

甘肃农业大学 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靖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兰州理工大学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2 期） 

兰州工业学院（2期）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2期）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敦煌研究院（博物馆）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省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 

 

 

 

 

 

 

 

宁夏自治区（16 所） 

西北外事中专学校 彭阳县职业中学（2期） 固原市职业技术学校（2期） 

北方民族大学 同心县职业技术学校 吴忠市红寺堡区职业技术学校 

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2期） 

银川能源学院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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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22 所） 

湟中职业技术学校 西宁第一职业技术学校（5期） 青海省重工业职业技术学校（3期） 

青海省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西宁世纪职业技术学校（2期）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3 期）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师范大学（2期）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 期） 

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自治区（34 所） 

兵团高级技工学校 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第一师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2 期) 

乌鲁木齐技工学校(2期) 兵团第二师华山职校(2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华山职校 

伊宁市技工学校(2期) 霍尔果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乌鲁木齐市财政会计职业技术学校 

阜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吐鲁番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2期） 

新疆水利水电学校 新疆工程学院（2期) 新疆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塔里木大学 阿克苏技师学院 伊犁职业技术学院(2期） 

新疆职业大学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财经大学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喀什技师学院 伊宁市教研培训中心 乌鲁木齐铁路技师学院 

 

 

 

 

 

 

西藏自治区（6所） 

西藏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拉萨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拉萨市城关区职业培训中心 

西藏那曲职业技术学校 西藏日喀则职业技术学校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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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代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设备配置原则 

 

 

 

 

 

 

 

 

 

 

 

 

一）理论教学：突出学生工程设计能力。 

以西元 IT 工程技术实训平台作为工程实例，能够进行综合布线系统工作区子系统、水平子系

统、管理间子系统、垂直子系统、设备间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出入口子系统设计。主要包括以

下工作任务： 

1、综合布线系统信息点规划设计和点数统计表编制。 

信息点数量和位置的规划设计非常重要,直接决定项目投资规模。一般使用 Excel 工作表或

Word 表格，主要设计和统计建筑物的数据、语音、控制设备等信息点数量。 

 

 

 

 

 

 

 

 

 

 

 

 

2、综合布线系统图。 

系统图直观反映工程规模，设备和器材数量，指导施工。一般使用 CAD软件完成，也有在教学

中使用 Visio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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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布线系统施工图。 

施工图是项目安装施工和预算依据，一般在建筑物施工图电子版中直接添加。设计部门使用

CAD 软件完成，主要设计布线路由和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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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材料统计表。 

统计工程使用的布线器材、配件和辅料等全部材料。 

5、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预算表。 

一般包括项目前期概算、项目合同预算、竣工决算，执行国家预算定额。 

6、综合布线系统端口对应表。 

一般开工前，对每个信息点进行命名和编号。并且对应到每个设备端口。 

序号 信息点编号 机柜号 配线架编号 配线架端口编号 插座底盒编号 房间编号 

1 FD-1Z-11 FD1 1 1 1 11 

2 FD-1Y-11 FD1 1 2 1 11 

3 FD-1Z-12 FD1 1 3 1 12 

4 FD-1Y-12 FD1 1 4 1 12 

5 FD-1Z-13 FD1 1 5 1 13 

„ „ „ „ „ „ „ 

7、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施工进度表。 

安排项目工期和每日进度。 

二）基本技能实训：专项训练，熟练掌握综合布线基本技能，提高合格率。 

实训室配置 4个基本技能专项实训区域，具体实训内容如下： 

1、网络配线端接技术实训区。 

配置西元第二代网络配线实训装置 2台。具有以下功能： 

1）网络跳线制作与测试实训（屏蔽和非屏蔽）。 

2）网络模块配线和端接实训。 

3）测试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屏蔽和非屏蔽）。 

4）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 

5）屏蔽配线架端接原理和技能实训。 

6）25对大对数电缆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 

7）25口语音配线架端接原理和技能实训。 

8）抽线、理线、盘线等铜缆理线方法和技能实训。 

 

 

 

 

 

 

 

 

 

 

 

 

  



40 

2、全光网配线端接技术实训区。 

配置西元第二代全光网配线端接实训装置 2台。具有以下功能： 

1）光纤配线架安装与基本光纤永久的链路搭建实训与测试，包括布线、开缆、理线、盘纤等。 

2）ODF 光纤配线箱安装与复杂光纤永久链路搭建实训与测试，包括布线、开缆、理线、盘纤

等。 

3）光纤配线子系统综合实训与测试，包括光纤配线架安装与端接、信息插座安装实训与测试。 

4）光纤链路通断、长度和损耗测试实训。 

 

 

 

 

 

3、光纤熔接技术实训区。 

配置西元光纤熔接机 2台。具有以下功能： 

1）能够进行光缆开缆、光纤剥纤、光纤切割和光纤熔接实训，掌握光纤熔接机使用方法。 

2）能够进行室外光缆、室内光缆、单模光纤、多模光纤、光纤尾纤的熔接和盘纤实训，掌握

光纤配线端接技术。 

 

 

 

 

 

 

4、光纤冷接技术实训区。 

配置西元光纤冷接与测试工具箱 2 个。具有以下功能： 

1）能够使用预埋型快速连接器、直通型快速连接器进行光缆的连接。 

2）能够使用皮线光缆冷接子、光纤冷接子进行光缆的连接。 

 

 

 

 

 

 

三）工程综合实训：综合布线七个子系统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同时满足“网络布线”校级、市

级、省级选拔赛或集训需要。 

1、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区。 

配置西元 IT工程技术实训平台，2 个 U 型标准工位。 

1）工作区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 

2）水平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 

3）管理间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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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垂直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 

5）设备间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 

6）建筑群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 

7）进线间子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 

8）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布线”项目校级、市级、省级选拔赛或集训。 

9）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校级、市级、省级选拔赛或集训。 

 

 

 

 

 

 

 

 

 

 

四）扩展技能实训：能够扩展为智能楼宇、智能家居、物联网工程技术实训平台，提高实训室利

用率。 

西元 IT工程技术实训平台预设 M6安装螺丝孔、M6安装通孔、Φ5X20 横向条孔、Φ5X20纵向

条孔、Φ25 暗埋穿线实训孔、Φ60X150 手孔等多种规格的安装孔，除满足综合布线配线子系统机

柜、线槽/管、信息插座安装外，还适合安装智能楼宇、智能家居、物联网等各种孔距的终端设备，

扩展功能更加强大，能够作为智能楼宇、智能家居、物联网工程技术实训平台，并且能够模拟真实

暗埋管布线，暗埋穿线在实训装置内部进行，模拟工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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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代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设备配置方案 

序 功能区域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单位 功能描述 

1 

基本技能

实训区 

第二代网络配线实训装

置 
KYPXZ-01-52 2 台 

铜缆配线端接基本技

能实训 

2 
第二代全光网配线端接

实训装置 
KYPXZ-02-06 2 台 

光缆配线端接、光纤熔

接冷接实训等 

3 光纤熔接机 KYRJ-369 2 台 
配合光纤工具箱进行

光纤熔接实训 

4 光纤冷接与测试工具箱 KYGJX-35 2 台 进行光纤冷接实训 

5 智能布线管理系统 KYGLRJ-01 2 套 
智能布线管理系统实

训 

6 

工程技术

综合实训

区 

IT工程技术实训平台 KYSYZ-06-0433 1 套 
综合布线七个子系统

设计和安装技术实训 

7 综合布线工具箱 KYGJX-12 2 台 
综合布线安装技术实

训配套工具 

8 第二代不锈钢操作台 KYCZT-12-6-2 4 张 
综合布线材料制作加

工 

9 

配套实训

器材 

第二代线管存放架 KYSXS-18-18-2 2 台 存放线槽和线管 

10 配套实训工具 实训配套 2 套 配套实训工具 

11 配套实训设备 实训配套 2 套 配套实训设备 

12 配套实训消耗材料 实训配套 2 套 配套实训消耗材料 

13 
配套教学

资源 
配套教材、光盘和课件 教学配套 1 套 配套教材、课件、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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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代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配套软性资源 
序 类型 文件名称 

1.  
西元 

教材类 

《综合布线系统技能实训教程》，ISBN 978-7-111-68509-8，王公

儒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  
西元 

PPT课件类 
《综合布线系统技能实训教程》PPT课件 

3.  

西元 

国家标准和 

技术白皮书类 

GB50311-2007《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12-2007《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中国《信息技术 住宅通用布缆》 

中国《居住区数字系统评价标准》 

中国《信息技术-数据中心通用布缆系统》 

中国《信息技术-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 

中国《综合布线系统的管理与运行维护技术白皮书》 

中国《数据中心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 

中国《屏蔽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技术白皮书》 

中国《光纤配线系统的设计与施工检测技术白皮书》 

4.  
西元 

教学挂图类 

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技术实训指导挂图 

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技术教学挂图 

5.  
西元 

教学音频类 

综合布线常用铜缆器材介绍（音频 10分钟） 

综合布线常用光缆器材介绍（音频 6分钟） 

综合布线常用工具介绍（音频 6分钟） 

综合布线常用配件器材介绍（音频 5分钟） 

综合布线工程教学模型介绍（音频 10分钟） 

6.  

西元 

教学视频类 

解决方案及 

产品介绍类 

综合布线实训室介绍（视频 16分 00秒） 

智能管理系统实训室介绍（视频 15分 31秒） 

数据中心实训室介绍（视频 10分 38秒） 

计算机应用电工技术实训室介绍（视频 3分 39 秒） 

全光网配线端接实训装置介绍（视频 5分 28秒） 

7.  

西元 

教学视频类 

铜缆制作类 

西元铜缆速度竞赛（视频 1分 42秒） 

西元铜缆速度竞赛（视频 1分 42秒） 

西元铜缆跳线制作与模块端接（视频 9分 16秒） 

西元综合布线铜缆端接技术（视频 12分 29秒） 

西元测试链路的搭建与端接（视频 7分 28秒） 

西元复杂链路的搭建与端接（视频 7分 27秒） 

西元铜缆跳线制作（视频 16分 55秒） 

西元网络模块端接方法（视频 10分 11秒） 

西元屏蔽跳线制作（视频 6分 33秒） 

西元铜缆理线方法（3 箱抽线）（视频 1分 36秒） 

西元铜缆理线操作演示（1箱抽线）（视频 4分 05秒） 

西元铜缆理线操作演示（站立演示）（视频 1分 06秒） 

剥除网线外护套的方法（视频 1分 26秒） 

六类 RJ45水晶头的制作方法（视频 2分 28秒） 

线缆寻线与标识方法（视频 2分 37秒） 

链路故障测试方法（视频 4分 05秒） 

链路性能测试方法（视频 2分 08秒） 

8.  
西元 

教学视频类 

西元综合布线光纤熔接技术（视频 17分 50秒） 

西元光纤端面检查与清洁（视频 1分 1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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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熔接类 西元室外光缆的开缆与安装-世界冠军（视频 9 分 00秒） 

西元光纤熔接与安装技术-世界冠军（视频 2分 39秒） 

西元光纤熔接速度竞赛-日本选手（视频 1分 36 秒） 

西元光纤熔接速度竞赛-中国选手（视频 1分 27 秒） 

西元光纤熔接速度竞赛-日 5号选手（视频 3分 55秒） 

9.  

西元 

教学视频类 

光纤冷接类 

西元光纤连接器冷接技术-安装（视频 6分 51秒） 

西元光纤连接器冷接技术-快速安装工具（视频 5分 26秒） 

西元光纤连接器冷接技术-重复安装与拆卸方法（视频 1分 26秒） 

西元冷接技术简介（视频 1分 42秒） 

西元光纤冷接子的接续（视频 2分 48秒） 

西元皮线冷接子的接续（视频 2分 37秒） 

西元直通型光纤连接器的制作（视频 2分 41秒） 

西元预埋型光纤连接器的制作（视频 2分 47秒） 

西元光纤跳线测试（视频 1分 56秒） 

10.  
西元 

教学视频类 

设计及墙面 

安装操作类 

西元网络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教学片（视频 33分 00秒） 

11.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视频 17分 51秒） 

工程蓝图的折叠方法（视频 9分 35秒） 

12.  
金属套管弯管制作方法（视频 4分 08秒） 

F型连接器端接方法（视频 1分 31秒） 

13.  VR教学资源 西元云展馆 VRhttps://720yun.com/t/c4vkclflO1h 

14.  
西元 

教学网站类 

综合布线技术专业网站，Http://www.s369.com 

综合布线技术教学平台专业网站，Http://www.s369.net.cn 

 

  

https://720yun.com/t/c4vkclflO1h
http://www.s369.com/
http://www.s369.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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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代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主要功能 

一）网络系统工程设计功能。（New） 

以西元 IT 工程技术实训平台作为工程实例，进行综合布线系统工作区子系统、水平子系

统、管理间子系统、垂直子系统、设备间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出入口子系统设计。完成点

数统计表、系统图、施工图、端口对应表、材料表、预算表、施工进度表等工作任务。 

二）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功能。 

1、满足 2组学生进行教学实训。 

2、双绞线电缆（屏蔽和非屏蔽）\大对数电缆配线和端接工程技术实训功能。（New） 

3、双绞线电缆（屏蔽和非屏蔽）\大对数电缆永久链路搭建和测试实训。（New） 

4、智能布线管理系统实训。（New） 

5、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技术实训功能。（New） 

6、综合布线系统材料现场制作和加工功能。 

7、综合布线系统维护管理实训功能。 

三）全光网配线端接技术实训功能。 （New） 

1、常见基本光纤跳线配线端接实训与测试。（New） 

2、光纤配线架安装与基本光纤永久的链路搭建实训与测试，包括布线、开缆、理线、盘纤等。

（New） 

3、ODF 光纤配线箱安装与复杂光纤永久链路搭建实训与测试，包括布线、开缆、理线、盘纤

等。（New） 

4、光纤配线子系统综合实训与测试，包括光纤配线架安装与端接、信息插座安装实训与测试。

（New） 

5、光纤链路通断、长度和损耗测试实训。（New） 

四）光纤接续（熔接与冷接）与测试功能，同时可进行技能大赛速度竞赛训练。 （New） 

五）程控交换机安装和调试实训。（New） 

六）POE 交换机安装和调试实训。（New） 

七）无线 AP安装和调试实训。（New） 

八）职业技能鉴定集训和考核。（New） 

九）世赛、国赛、省市赛等技能大赛集训和比赛功能。（New） 

十）强大的扩展功能：（New） 

扩展功能强大，特别适合下列 IT工程技术原理展示、设备安装与调试实训、综合技能应

用与考核等： 

1）信息网络布线系统。 

2）计算机网络工程应用系统。 

3）信息安全工程应用系统。 

4）智能建筑工程应用系统。 

5）智能家居工程应用系统。 

6）物联网工程应用系统。 

7）视频监控工程应用系统。 

8）智能报警工程应用系统。 

9）消防工程应用系统。 

10）电气工程安装应用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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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代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课时安排 

一）理论实验：9课时。 
序 实验项目 课时 

1.  综合布线系统认知（New） 1 

2.  智能布线管理系统原理认知（New） 1 

3.  综合布线工程设计（New） 4 

4.  光纤熔接技术原理认识 1 

5.  光纤冷接技术原理认识 1 

6.  全光网配线端接链路认知 1 

7.  合计课时 9 

二）技能实训：68课时。 
序 实训项目 课时 

1.  网络跳线制作与测试技能实训 2 

2.  屏蔽跳线端接与测试技能实训（单件和四件套）（New） 2 

3.  模块式屏蔽配线架端接原理和技能实训（New） 2 

4.  双绞线电缆配线端接技能实训 2 

5.  双绞线屏蔽电缆配线端接技能实训（New） 2 

6.  双绞线电缆测试链路搭建和测试实训 2 

7.  双绞线屏蔽电缆测试链路搭建和测试实训（New） 2 

8.  双绞线电缆永久链路搭建和测试实训 2 

9.  双绞线屏蔽电缆永久链路搭建和测试实训（New） 2 

10.  大对数电缆配线端接技能实训（New） 2 

11.  大对数电缆链路搭建和测试实训（New） 2 

12.  语音配线架端接技能实训（New） 2 

13.  语音链路搭建和测试实训（New） 2 

14.  铜缆配线端接实训和速度竞赛（New） 2 

15.  智能布线管理软件的使用和实训（New） 2 

16.  智能配线架的端接与测试实训功能（New） 2 

17.  ODF 安装与复杂光纤永久链路搭建实训（New） 2 

18.  光纤配线子系统综合实训（New） 2 

19.  光纤熔接技术实训和速度竞赛（New） 2 

20.  光纤冷接技术实训和速度竞赛（New） 2 

21.  光纤链路通断测试实训（New） 2 

22.  光纤链路长度测试实训（New） 2 

23.  光纤链路损耗测试实训（New） 2 

24.  光纤链路测试数据存储导出实训（New） 2 

25.  程控交换机安装和调试实训（New） 2 

26.  POE 交换机安装和调试实训（New） 2 

27.  无线 AP安装和调试实训（New） 2 

28.  网络布线设计速度竞赛（New） 2 

29.  综合布线七个子系统的设计和实训（New） 10 

30.  信息网络布线系统综合技能实训和考核平台（New） 2 

31.  合计课时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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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技能鉴定与技能大赛集训： 
序 实验项目 课时 

1.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铜缆链路速度竞赛 2 

2.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光纤熔接速度竞赛 2 

3.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竞赛场地和集训基地（New） 长期 

4.  网络布线项目竞赛场地和集训基地 长期 

请根据教学计划或者课时安排进行调整，详细实训项目见配套软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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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二代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主要设备和性能 

一）第二代网络配线实训装置。（国家专利产品） 

产品型号：KYPXZ-01-52。 

产品规格：长 0.6米，宽 0.5米，高 1.8米，开放式机架。 

产品结构：设备必须为 19 英寸 38U开放式机架结构，落地安装、立式操作。必须安装有带显

示系统的网络压接线实验仪（共 100 个指示灯）1 台，网络跳线测试仪（共 72 个指示灯）1

台，24 口模块式屏蔽网络配线架 1 个，24 口非屏蔽网络配线架 1 个，110 通信跳线架 2 个，

110 通信跳线架 5对连接块 40个，25口 RJ45语音配线架 1个，零件/工具盒 1个， PDU电源

插座 1个，2 人/台同时实训。 

产品功能： 

1、能够进行网络双绞线和大对数电缆配线端接实训，每台设备每次端接 6

根双绞线链路或者 1 根 25 对大对数电缆链路的两端，每芯线端接有对应

的指示灯直观和持续显示端接连接状况和线序，共有 100 个指示灯分 50

组，同时显示 6 根双绞线链路或者 1 根 25 对大对数电缆链路的全部端接

情况，能够直观判断跨接、反接、短路、断路等故障。 

2、能够制作和测量 4 根网络跳线（屏蔽和非屏蔽），对应指示灯显示两端

RJ45 接头的压接线端接连接状况和线序，每根跳线对应 9组 18个指示灯

直观和持续显示连接状况和线序，共有 72个指示灯分为 34组，同时显示

4 根跳线的全部线序情况，其中每根屏蔽跳线对应 2个指示灯显示屏蔽层

连接状况，能够直观判断铜缆的跨接、反接、短路、断路等故障。 

3、能与网络配线架、通信跳线架组合进行多种端接实训，仿真机柜内配

线端接。 

4、开放式机架预设Φ60穿线孔、Φ50穿线孔、Φ25穿线孔、Φ6.5通孔、

Φ60X150 手孔，具有桥架布线和配线子系统网络插座、线槽/线管安装施

工实训功能。 

5、开放式立柱必须具有桥架布线实训功能和安装网络插座功能。 

6、能够模拟配线端接、永久链路常见故障，如：跨接、反接、短路、断路等。 

7、能够进行屏蔽永久链路、非屏蔽永久链路的搭建与测试技能实训。 

8、能够进行 25对大对数电缆的端接原理和技能实训。 

9、能够进行 25对大对数电缆永久链路的搭建与测试技能实训。 

10、实训设备具有 5000次以上的端接实训功能。 

11、能够搭建多种网络链路和测试链路的平台。 

网络配线实训装置-功能对比表 

名称 网络配线实训装置（国家专利产品） 第二代网络配线实训装置（国家专利产品） 

型号 KYPXZ-01-05 KYPXZ-01-52 

规格 长 0.6米，宽 0.53米，高 1.8米 长 0.6米，宽 0.5米，高 1.8米 

功能 

1、网络跳线制作与测试实训：同时测

试 4根非屏蔽跳线 

1、网络跳线制作与测试实训：同时测试 4

根非屏蔽跳线 

2、网络双绞线配线和端接实训：同时

测试 6根非屏蔽双绞线 

2、网络双绞线配线和端接实训：同时测试 6

根非屏蔽双绞线 

3、测试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跳线测

试仪+网络配线架 

3、测试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跳线测试仪+

网络配线架 

4、测试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跳线测 4、测试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跳线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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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仪+110跳线架 +110跳线架 

5、测试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跳线测

试仪+110跳线架+网络配线架 

5、测试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跳线测试仪

+110跳线架+网络配线架 

6、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压接线

实验仪+网络配线架 

6、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压接线实验

仪+网络配线架 

7、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压接线

实验仪+110跳线架 

7、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压接线实验

仪+110跳线架 

8、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压接线

实验仪+110跳线架+网络配线架 

8、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压接线实验

仪+110跳线架+网络配线架 

9、实验仪能够直观和持续显示跨接、

反接、短路、断路等各种故障 

9、实验仪能够直观和持续显示跨接、反接、

短路、断路等各种故障 

10、故障模拟功能：跨接、反接、短路、

断路等 

10、故障模拟功能：跨接、反接、短路、断

路等 

11、开放式机架结构，真实模拟标准网

络机柜配线端接工程技术 

11、开放式机架结构，真实模拟标准网络机

柜配线端接工程技术 

12、立柱和顶帽预设Φ25穿线孔，能够

实现 PVC 管/钢管暗埋穿线模拟实训功

能。 

12、立柱和顶帽预设Φ25 穿线孔，能够实现

PVC管/钢管暗埋穿线模拟实训功能。 

13、配线子系统实训功能：开放式立柱

具有桥架布线实训和安装网络插座功

能，能够模拟配线子系统从管理间到工

作区的完整链路结构 

13、配线子系统实训功能：开放式立柱具有

桥架布线实训和安装网络插座功能，能够模

拟配线子系统从管理间到工作区的完整链

路结构 

14、具有 5000 次以上压接线端接实训

功能 

14、具有 5000次以上压接线端接实训功能 

15、抽线、理线、盘线等铜缆理线方法

和技能实训 

15、抽线、理线、盘线等铜缆理线方法和技

能实训 

16、满足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布

线项目集训和竞赛需要 

16、满足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布线项

目集训和竞赛需要 

 

17、网络跳线制作与测试实训：同时测试 4

根屏蔽跳线（New） 

18、屏蔽永久链路搭建与测试实训：跳线测

试仪+五类屏蔽配线架（New） 

19、25对大对数电缆端接技术实训：同时测

试 1根 25对大对数电缆（New） 

20、25对大对数电缆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

训：压接线实验仪+110跳线架（New） 

21、25口语音配线架端接原理和技能实训：

压接线实验仪+25口语音配线架（New） 

22、25对大对数电缆复杂链路搭建与测试实

训：压接线实验仪+110跳线架+25口语音配

线架（New） 

23、满足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信息网络

布线项目集训和竞赛需要（New） 

24、满足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综合

布线技术”项目校级、市级、省级选拔赛或

集训和竞赛需要（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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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代全光网配线端接实训装置。 

产品型号：KYPXZ-02-06 

产品规格：长 0.6米，宽 0.58米，高 1.8米。 

产品结构：必须安装有 19 寸开放式机架+琴键台 1 套，光纤配线端接实验仪 1 台，19 寸 8 口

SC+8 口 ST组合式光纤配线架 2台，48口 SC光纤配线箱(ODF)1台，网络理线环 2个，光纤信

息插座 4个，数码播放器 1台，PDU电源插座 1个。 

产品特点： 

1、产品配置了 48 口光纤配线箱(ODF)、8 口 SC+8 口 ST 组合式光纤配线架、各种光纤信息插

座，能够同时搭建多路多种复杂光纤链路，进行光纤通信工程安装施工技术实训与测试。包括

光纤熔接和冷接。 

2、产品精选了常用工程器材，包括 SC口+ST口组合式光纤配线架，48口 SC 光纤配线箱，SC、

ST、FC、LC 等多种光纤耦合器，多种透明光纤信息插座等专业器件，突出理论教学与工程相

结合。 

3、产品配置带遥控器的数码播放器和 U盘，插入 U盘自

动播放语音解说词，方便教学与实训。 

4、产品按照网络与通信机房真实工程应用案例，采用落

地安装，立式操作。 

产品功能： 

1、SC-SC口光纤链路搭建端接与测试实训。 

2、不同接口复杂光纤链路端接与测试综合实训。 

3、光纤信息插座的安装实训。 

4、光缆布线、开缆、理线、盘纤等工程技能实训。 

5、光纤链路通断测试。 

6、光纤链路损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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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光纤链路长度测试。提供配套演示视频，指导学生反复训练。 

三）光纤熔接机。 

产品型号：KYRJ-369 

产品规格：长 170毫米，高 190毫米，宽 170毫米。 

序号 类别 技术规格 

1.  适用光纤 
SM (单模), MM (多模), DS (色散位移)光纤, NZDS (非零色散位

移，即 G.655光纤) 

2.  熔接机类型 单芯熔接机 

3.  包层外径 80 to150μm 

4.  被覆光纤直径 100 to1000μm 

5.  光纤切割长度 
8-16mm, 被覆光纤直径 250μm，16(标准) 或 8-16mm (选用)，被

覆光纤直径 250μm-1000μm 

6.  平均接续损耗 0.02dB(SM), 0.01dB(MM), 0.04dB(DS)、 0.04dB(NZDS) 

7.  熔接时间 9 秒（标准 SM） 

8.  回波损耗 > 60dB 

9.  熔接程序 12组工厂预置，188组用户设置 

10.  估计损耗 可用 

11.  接续损耗存储 5000组最新接续结果，每组 3项参数 

12.  光纤放大倍数 
X轴和 Y轴独立显示，放大倍数 380倍；或 X/Y 轴同时显示，放大

倍数 200倍 

13.  显示 高性能 5英寸彩色 LCD 显示屏，显示内容可翻转,方便双向操作 

14.  工作环境 0 ～ 5000m(海拨)， 0 ～ 95%(湿度) ，-10～50℃(温度) 

15.  张力测试 2N 

16.  电极寿命 2500次 

17.  加热模式 加热时间 1～60秒可调 

18.  典型加热时间 30 秒(标准) 

19.  热缩套管 60mm, 40mm 和一系列微缩套管 

20.  锂电池容量 约 130次接续及加热（典型） 

21.  电源 
交流适配器输入电压 100-240V， 50／60Hz，输出电压：DC13.5V 

/5A 直流输入电压 11-14V ( 内置锂电池 6600mAh ) 

22.  终端接口 RS232 接口 

23.  防风性能 在 15m/s的强风下能进行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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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纤冷接与测试工具箱 

产品型号：KYGJX-35。 

产品规格：长 435毫米，宽 275毫米，高 125毫米。 

产品特点： 

1) 采用圆弧型材和铝板外壳，双扣锁，美观漂亮，便于携带。 

2) 内置专门成型内衬，固定工具，牢靠，存取方便。 

3) 每个工具都有对应的金属铭牌标注，清楚整齐。 

 

 

 

 

 

 

 

配置清单：工具清单和规格见下表： 

光纤冷接与测试工具箱清单和规格表 

序号 工具名称 数量 用途 

1.  光功率计 1个 光缆测试用。 

2.  红光笔 1个 光源和光缆通断测试用。 

3.  皮线剥皮钳 1把 皮线光缆剥外皮专用工具。 

4.  光纤切割刀 1把 用于切割光纤。 

5.  多用剪 1把 剪断室内光缆、皮线光缆用。 

6.  光纤剥皮钳 1把 适用于剪剥光纤的各层保护套。 

7.  酒精泵 1个 用于存储与泵出酒精。 

8.  垃圾盒 1个 用于收容废弃光纤碎屑。 

9.  无尘纸 10张 用于清洁裸纤,专用纸。 

10.  快速连接器 10个 皮线专用，免安装工具。 

11.  快速连接器 10个 皮线光缆、单模光缆通用，配置导轨。 

12.  皮线光缆冷接子 10个 皮线光缆、单模、多模光缆通用，配置导轨。 

13.  光纤冷接子 10个 配置冷接子组装工具。 

14.  室内光缆 10米 单模 4 芯室内光缆。 

15.  皮线光缆 20米 2X3mm 皮线光缆。 

五）智能布线管理系统。 

产品型号：KYGLRJ-01。 

产品描述：每个工位 1套，包括智能管理单元、智能配线架、智能跳线、智能布线管理软件。 

六）IT工程技术实训平台。（国家专利产品） 

产品型号：KYSYZ-06-0433 

产品规格：长 2.88米，宽 2.64米，高 2.6米。 

每个模块尺寸：长 1.2米，宽 0.24米，高 2.6米。 

产品结构： 

1、设备必须为全钢结构，无木板结构。钢板为 1.5 毫米冷轧钢板，强度高，不易变形，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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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塑处理，不生锈，美观漂亮；设备表面不得有任何凹槽，有利于提高产品使用寿命和后期免

维护； 

2、实训平台采用高强度方钢龙骨支架。实训平台密布各种安装孔，适合安装各种 IT 类产品，

进行工程技术实训，产品综合实训使用寿命高达 10万次； 

3、实训平台每个模块安装孔对应，能够轻松穿越到对面，进行穿墙布线实训； 

4、每套设备长 2.88米，宽 2.64米，高 2.6米。由 6模块（每个模块长 1.2米，宽 0.24米，

高 2.6米）组成 2个 U型区域，性价比高，能够满足 6人同时实训操作； 

5、每个 U型区域安装有楼层模拟板+支架 2套，其长 1.2米，宽 0.24 米，模拟三层建筑结构； 

6、每个 U型区域配套三个 6U实训专用机柜，必须长 300毫米，宽 530毫米，高 300毫米，蓝

色喷塑处理，钢板厚度 1.5mm ，冷轧钢板，坚固耐用，五面 16个Φ25进出线孔，亚克力安全

门，能够进行信息网络布线系统管理间和设备间的设备安装调试等综合实训； 

7、模块化设计，能按教室尺寸合理布局，适合任意楼层安装。 

实训功能： 

1、设备必须预设 M6高硬度螺孔、Φ6.5通孔、Φ5X20横向条孔、Φ5X20 纵向条孔、Φ25穿

线孔、Φ60X150手孔等多种规格的安装孔，除满足综合布线配线子系统机柜、线槽/管、信息

插座安装外，还适合安装智能楼宇、智能家居、物联网等各种孔距的终端设备，扩展功能更加

强大，能够作为智能楼宇、智能家居、物联网工程技术实训平台，并且能够模拟真实暗埋管布

线，暗埋穿线在实训装置内部进行，模拟工程实际，表面平整美观，不出现各种凹槽。 

2、每套设备共有多种规格的实训孔 84600 个，实训孔种类和数量远大于第一代产品，实训功

能也更加丰富。多种规格实训孔的具体数量如下：共有 3888个 M6高硬度螺孔，其中每个 1.2

米 X2.4米实训面 288个 M6高硬度螺孔，每个 0.24 米 X2.4米实训面 72个 M6高硬度螺孔。共

有 42864个Φ6.5通孔，其中每个 1.2米 X2.4米实训面 3404个Φ6.5通孔，每个 0.24米 X2.4

米实训面 336 个Φ6.5通孔。共有 13536个Φ5X20 横向条孔，其中每个 1.2 米 X2.4米实训面

992 个Φ5X20 横向条孔，每个 0.24 米 X2.4 米实训面 272 个Φ5X20 横向条孔。共有 21360 个

Φ5X20纵向条孔，其中每个 1.2米 X2.4米实训面 1744个Φ5X20纵向条孔，每个 0.24米 X2.4

米实训面 72 个Φ5X20 纵向条孔。共有 2772 个Φ25 穿线孔，其中每个 1.2 米 X2.4 米实训面

224个Φ25穿线孔，每个 0.24米 X2.4米实训面 14个Φ25穿线孔。共有 180个Φ60X150手孔，

其中每个 1.2米 X2.4米实训面 12个Φ60X150手孔，每个 0.24米 X2.4米实训面 6个Φ60X150

手孔。每个安装孔必须保证实训次数 10000次以上，实训设备十年以上寿命。 

3、每个宽 1200mm，高 2400mm 实训区域包含 1200*600 毫米全钢孔板 4块，每块孔板设计有 1676

个螺孔和通孔，满足 IT类各种产品安装与实训。主要如下：Φ60x150手孔 3个,孔距 400mm；

Φ25穿线孔 56个,孔距 100mm；Φ6.5通孔 851个，孔距 25mm；M6高硬度螺孔 72个，孔距 100mm；

Φ5x20横向条孔 248个，中心距 25mm；Φ5x20纵向条孔 436个，中心距 25mm。Φ5安装孔 10

个。 

4、每个宽 240mm，高 2400mm 实训区域包含 1200*240 毫米全钢孔板 2块，每块孔板设计有 394

个螺孔和通孔，满足 IT类各种产品安装与实训。主要如下：Φ60x150手孔 3个,孔距 400mm；

Φ25穿线孔 7个,孔距 100mm；Φ6.5通孔 168个，孔距 25mm；M6高硬度螺孔 36个，孔距 75mm；

Φ5x20 横向条孔 136 个，中心距 25mm；Φ5x20 纵向条孔 36 个，中心距 25mm；Φ5 安装孔 8

个。 

5、Φ60x150手孔适合成人手臂轻松穿过和转动，可以在内部安装螺母，进行线管安装及布线。

Φ25 穿线孔适合安装 dn16、dn25 等各种塑料管和波纹管。孔板焊接的 M6 高强度螺母，适合

快速安装设备。直接使用 M6螺丝固定设备，不需要螺母。Φ6.5通孔适合安装 M4、M5、M6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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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螺母，固定各种设备。Φ5X20 纵向条孔和横向条孔，适合在任意位置安装 M3、M4、M5 螺

丝+螺母，固定各种设备。每个模块安装孔对应，能够轻松穿越到对面，进行穿墙布线实训。

能够进行信息网络布线工作区、水平子系统、垂直子系统等布线安装与实训。本实训平台特别

适合下列 IT 工程技术原理展示、设备安装与调试实训、综合技能应用与考核等：信息网络布

线系统、计算机网络工程应用系统、信息安全工程应用系统、智能建筑工程应用系统、智能家

居工程应用系统、物联网工程应用系统、视频监控工程应用系统、智能报警工程应用系统、消

防工程应用系统、电气工程安装应用系统等。 

6、具有网络综合布线设计和工程技术实训平台功能。 

7、实训一致性好，相同实训项目，实训结果相同，并且每组实训难易程度相同。 

8、具有搭建多种网络永久链路、信道链路平台功能。 

9、扩展功能强大，特别适合下列 IT工程技术原理展示、设备安装与调试实训、综合技能应用

与考核等： 

（1）信息网络布线系统。 

（2）计算机网络工程应用系统。 

（3）信息安全工程应用系统。 

（4）智能建筑工程应用系统。 

（5）智能家居工程应用系统。 

（6）物联网工程应用系统。 

（7）视频监控工程应用系统。 

（8）智能报警工程应用系统。 

（9）消防工程应用系统。 

（10）电气工程安装应用系统等。 

七）综合布线工具箱。 

为了方便实训室的工具管理，专门设计了适合综合布线工程现场使用的工具箱,包括了工程常

用基本工具。工具箱采用圆弧型材和铝板外壳，内部设置有专门的成型内衬,固定工具,每个工

具零件都有对应的金属铭牌标注。 

 

 

 

 

 

 

 

产品型号：KYGJX-12。 

产品规格：长 520毫米，宽 315毫米，高 160毫米。 

产品功能：圆弧型材，铝板外壳，成型内衬，配套铜缆安装施工和教学实训。 

配置清单：工具清单和规格见下表： 

综合布线工具箱清单和规格表 

序号 工具名称和规格 数量 用途 

1.  网络压线钳 1把 压接水晶头用 

2.  网络打线钳 2把 模块打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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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米钢卷尺   1把 长度和位置测量用 

4.  6寸活扳手 2把 螺丝固定用 

5.  Φ6X150螺丝刀  2把 螺丝固定用 

6.  锯弓 1把 切割用 

7.  钢锯条 5根 切割用 

8.  美工刀 2把 切割用 

9.  线管剪 1把 PVC管裁断用 

10.  老虎钳，8寸 1把 夹持物件 

11.  尖嘴钳，6寸 1把 夹持物件 

12.  镊子 1把 夹持物件 

13.  不锈钢角尺 1把 90度角测量用 

14.  条形水平尺 1把 测量水平和垂直用 

15.  弯管器 Φ20 1把 Φ20PVC冷弯管成型用 

16.  计算器 1把 计算用 

17.  麻花钻头，Φ8 2个 开孔用 

18.  麻花钻头，Φ6 2个 开孔用 

19.  丝锥，M6 2个 攻丝用 

20.  十字批头 2个 电动起子配套用 

21.  水晶头，RJ45 10个 维修备用 

22.  螺丝，M6X15 10个 维修备用 

23.  线槽剪  1个 切断 PVC线槽用 

24.  弯头模具 1把 线槽成型用 

25.  剥线钳 2个 剥线用 

26.  丝锥架 1个 夹持丝锥用 

八）第二代 不锈钢操作台。 

产品型号：KYCZT-12-6-2。 

产品规格：长1.2米，宽0.6米，高0.75米。 

产品功能：不锈钢包边台面，方钢支架，布线材料加工和部件

组装。 

综合布线工程现场布线材料加工实训。在操作台上安装工

具，进行线槽、线管、桥架等材料加工。 

安装位置：位于综合布线实训装置周围，方便操作和管理。 

九）第二代 线管存放架。 

产品型号：KYSXS-18-18-2。 

产品规格：长 1.8米，宽 0.4米，高 1.8米。 

产品功能：存放各种大长度的线槽、线管和工具箱等较大器材。 

十）配套实训工具（实训每组必备和配套）。 

包括人字梯、电动起子、五对打线钳、语音打线钳、电缆

剥皮钳等。 

十一）配套实训设备（实训每组必备和配套）。 

包括网络配线架、通讯跳线架、光纤配线架、理线环、程控交换机、POE交换机、电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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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无线 AP、监控摄像头、安全帽等。 

十二）配套消耗材料（实训每组必备和配套）。 

包括线槽、线管及配件等。 

十三）配套教学资源（教学指导必备和配套）。 

包括配套教材、光盘和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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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综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综合布线专业技术人才需求规格和就业岗位 

2、计算机类专业对应的国家职业标准和需求规格  

2.1 职业标准-计算机类专业相关职业标准有 23 项 

序 对应专业 职业资格名称 职业编码 

1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X2-02-13-05  

2 项目管理师 X2-02-34-09  

3 综合布线管理员 743  

4 网络设备调试员 X6-08-04-16  

5 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 2-02-13-03  

序 人才规格 就业岗位 专业知识和技能 

1. 设计人员 

规划设计院 

企业网络中心 

网络系统公司 

1、掌握综合布线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熟悉综合布线产品。 

2、掌握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及行业标准。 

3、掌握《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和各地预算定额。 

4、掌握 CAD等制图工具。 

5、了解智能化建筑结构和电气工程技术。 

2. 管理人员 

企业网络中心 

政府管理部门 

各种呼叫中心

运营商机房                         

网络公司经理

项目经理 

项目监理 

1、了解综合布线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和施工技术。 

2、熟悉行业产品规格、技术指标、价格体系及销售渠道。 

3、掌握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及行业标准。 

4、掌握《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和各地预算定额。 

5、能够绘制和熟练阅读 CAD图，掌握常用表格处理软件。 

6、了解招标和投标程序，能够独立编写招投标文件。 

7、能够独立完成竣工资料。 

8、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 

3. 施工人员 

项目经理 

项目工程师 

项目技术员 

1、了解综合布线行业技术发展方向。 

2、掌握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及行业标准。 

3、能够简单绘制和熟练阅读图纸，掌握常用表格处理软件。 

4、掌握综合布线施工技术和测试技术。 

5、能够独立编写施工文件和完成竣工资料。 

4. 监理人员 项目监理 

1、了解综合布线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和施工技术。 

2、掌握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及行业标准。 

3、掌握《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和各地预算定额。 

4、能够简单绘制和阅读施工图纸，掌握常用表格处理软件。 

5、能够独立编写施工文件和完成竣工资料。 

6、具有一定的现场管理知识和经验。 

5. 维护人员 
公安部门监控中心、企业网络中心、呼叫中心、银行保卫部、建筑公司、物

业公司。 

6. 营销人员 IT行业、通信行业、网络系统集成行业、安全技术行业、智能化建筑行业。 

7. 智能化行业 智能化建筑行业--设计、管理、施工、监理、维护、营销人员。 

8. 监控行业 安全技术防范行业--设计、管理、施工、监理、维护、营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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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网络编辑员 X2-12-02-05  

7 

计算机辅助 

设计与制造 

制图员 580110  

8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 X2-02-13-07  

9 数字视频（DV）策划制作师 X2-02-13-08  

10 网络课件设计师 X2-02-13-09  

11 电子音乐制作师 X2-02-13-12  

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硬件技术人员 2-02-13-01  

13 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 2-02-13-02  

14 计算机系统分析技术人员 2-02-13-04  

15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X2-02-13-06  

16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 X2-02-13-10  

17 数控程序员 X2-02-13-11  

18 企业信息管理师 X2-02-34-10  

19 计算机操作员 3-01-02-05  

20 电子计算机（微机）维修工 6-08-05-01  

21 电子计算机（微机）调试工 6-08-04-07  

22 计算机检验工 6-26-01-32  

23 计算机软件产品检验员 X-26-01-32  

2.2、职业标准-行业就业岗位职业技能需求 

序 
职业资格

名称 
职业编码 就业岗位及从事的工作内容 

1 
计算机网

络管理员 
X2-02-13-05  

从事计算机网络运行、维护工作的人员。从事的工作主要

包括： 

(1)选择应用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协议和标准； 

(2)安装、调试和维护电源设备、空调设备等机房设备； 

(3)安装、调试和维护计算机网络硬件设备； 

(4)安装、调试、维护通信线路； 

(5)安装、配置和维护网络服务器和网络终端系统； 

(6)安装、配置和管理网络操作系统、网络数据库和网络应

用软件； 

(7)监视网络流量，保证网络稳定、安全的运行。 

2 

计算机网

络技术人

员 

2-02-13-03  

从事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通信技术研究、设计、开发、安

装、集成、调试、维护和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 

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 

(1)研究计算机网络结构、协议和标准； 

(2)研究、设计、安装和调试计算机网络硬件和软件； 

(3)研究、设计、管理、维护和测试计算机网络系统； 

(4)对计算机网络工程进行设计、集成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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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布线工程的特点和产教融合的困难 

序 综合布线工程的特点 产教融合的壁垒和困难 

1.  

综合布线工程的设计、安装和运维等需要专

业人才。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教育培养和专门

技能训练，才能掌握应知应会，完成复杂的

综合布线工程项目。 

 学校教学和实训没有真实案例。  

 无法结合工程实际应用，学生不能系

统完成专业技能训练。  

 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到工程实践中。 

2.  

综合布线技术更新快。综合布线工程发展迅

速、更新换代快，很多最新技术都在企业，

毕业时技术已经更新，需要终生学习和不断

培训 

 缺乏最新技术工程案例，往往落后于

行业应用。  

 缺乏案例持续更新机制，企业保密或

没有义务。  

 缺乏持续学习和实践平台。  

 毕业=知识落后。 

3.  

综合布线工程工期长。从项目立项-设计-

土建阶段埋管-装修阶段布线-入住前设备

安装和调试验收，最快也需要 1年以上，一

般高层建筑都需要 2-3年。  

 实际工程有合同规定的工期，无法安

排或无暇接待学生实习或者实践操

作。  

 工程项目周期长，教学与实训无法参

与前期的技术工作，例如项目技术论

证、项目规划、工程设计等。  

 学生只能在施工阶段观摩或者参观，

不能动手操作。 

4.  

综合布线工程技术是建筑物基础设施。网络

系统、智能楼宇、智能家居等是基础设施，

更是百年大计，要求质量第一。  

 实际工程质量第一，企业不会安排学

生直接参与关键技术工作。  

 施工环境复杂，工作强度大，学生无

法全程参与。  

5.  
需要掌握工程技术。需要掌握电工技术、CAD

绘图技术、工程实战技能和经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网络工程专

业，没有设置电气工程技术、CAD等课

程。  

4、综合布线技术实训重要性 

（1）综合布线决定整个计算机网络系统稳定运行。 

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工程建设和应用实践经验表明，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故障 80%发生在综合

布线系统，而综合布线系统故障的 90%发生在配线端接，特别是六类综合布线应用中，配线端

接技术直接影响网络传输速度、传输速率、传输距离。 

（2）综合布线系统施工质量必须达到 1000‟。 

特别是 GB50311《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和 GB50312《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中规定，建筑物必须进行网络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和验收，标准对永久链路就规定了 11 项测试

指标，在实际布线施工中，配线端接、曲率半径、拉力、路由等直接影响测试结果，因此要求

现场施工操作合格率必须达到 1000‟。如果由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施工，永久链路测试合

格率会非常低，直接影响项目工期、验收和使用。 

（3）网络配线端接原理。 

下面我们仅以网络配线端接技术原理为例说明现场施工配线端接合格率的重要性。 

综合布线系统端接原理是通过机械压力，将直径只有 0.5-0.6毫米的绝缘护套铜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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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入模块的两个刀片中间，在压入过程中，刀片划破铜线的外绝缘层，利用刀片的弹性夹紧铜

线实现电气连接，每根网线 8根，每次端接需要同时压接 8芯线。如下图所示。 

在网络应用中，每个网络信息点从网络交换机—跳线—网络配线架--通信跳线架—CP集

合点--墙座—跳线—PC，一般需要 12次端接，每次端接 8芯，共计需要端接 96芯，同时在每

次的端接过程中无法进行电气连接性能的测试。如下图所示。 

（4）综合布线技术非常适合具有专业知识的学生。 

例如：一个 1000 个信息点的综合布线工程中将有 96000 次线芯端接，如果现场实际端接

合格率为 999‟，错误率只有 1‟，那么这个工程竣工验收时将会有 96 个线芯不通，假如平均

发生在每个信息点，也会有 96 个信息点不通，不合格信息点将高达 96‟，这个结果是任何一

家工程商和用户都不能容忍的。同时返工或维修时非常困难，因为很难及时找出这些故障点。

因此网络综合布线工程端接技术必须经过专门的实际操作训练，保证合格率达到 1000‟后才

能上岗操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民工根本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只能由具有计算机基础知识

和掌握专业操作技能的学生承担，也为学生就业开辟了新的领域。 

5、完成教学实训任务，理解和掌握网络专业知识，提高网络系统工程设计能力。 

综合布线技术是网络技术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课，在本科院校有的设置为必修课，有的为

选修课；在高职院校为必修专业课，约为 70 学时；在中职院校也为必修专业课，约为 160 学

时，适用于计算机网络类专业、计算机应用类专业、通信类专业、物联网类专业。通过建设综

合布线工程技术实训室，完成《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网络综合布线技术》等专业课教学实训

任务，开展“工学结合”和“任务驱动型”教学与实训活动。 

6、提高学生实践经验，体现“零”距离就业的办学思想。 

开展综合布线工程技术的实训，提高学生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毕业后能够从事网络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项目的设计、预算、施工、监理、维护和管理等专业技术工作。 

7、培养社会急需人才，提高学生就业率，保证生源 。 

培养一批有知识、懂专业技术、熟练掌握工程技术的专业人才，满足快速发展的网络和通

讯行业对专业人才的急需，提高学生在 IT和通讯行业的就业率。以高就业率保证生源和生源

质量。 

8、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省市选拔赛“网络布线”项目集训和竞赛需要。 

综合布线实训室设备配置满足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布线”赛项技术文件要求，能

够满足“网络布线”校级、市级、省级选拔赛或集训，也能进行网络布线日常教学和实训。 

接入层网络交换机

级联跳线 跳线 跳线

网络配线架 通信跳线架

水平缆线 CP缆线

CP集合点 网络插座

工作区缆线

终端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