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场馆解决方案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 推荐型号

7804SN

1、光纤：2芯SM光纤 采用弯曲加强型紧包光纤  
2、控制信号(2X24AWG 单元外径1.3mm  
3、电源信号(4X20AWG)，单位直径1.6mm 
4、 拉力组件(1X15AWG)，单位直径2.5mm(2)外径(9.2mm)，外部护套(PVC)，
弯曲半经(外经6倍以上)，温度(-40℃-+75℃)；电缆外皮采用双层外皮设计，增强使
用的可靠性(3)传输性能：光纤：1310mm传输  损耗：L≥1㎞ 0.45dB/㎞

，
)，

(1)

复合光缆

SMPTE311

（高清摄像机用）

1、导体（26AWG 导体数（4）；
2、线缆直径（0.19in），材料延伸度190%以上，温度（-20℃-+60℃）；
3、电气性能：芯线直流电阻（6.8Ohm/1000ft），耐电压（V/1分钟：AC500），
导体间标称电容（39.2 pF/ft）， 导体于屏蔽层间标称电容（57.4 pF/ft），编织屏蔽

），

1172A

1694A

SPPA1.5

星角话筒线

同轴线缆

SMPTE304
标准摄像机

复合高清接口
摄像机机位端

1、 连接器接口标准
a) 接口标准满足SMPTE标准
b) 接口连接部分采用不锈钢材料，以避免磨损造成的信号连接指标下降

c) 光纤端面采用ADPC研磨（RL >= 45dB）(波长=1.3um)

d) 插入损耗<0.5 dB(波长=1.3um)
e) 母连接器定位绝缘套管可整体插拔，方便光纤陶瓷插芯的清洁
2、预装复合光缆连接器插座的接口板与内置光缆接线盒的一体化设计，实现安装高清
摄像机系统与接口板/ 机架间便捷与快速的连接。组合接口板单元与面板外框，满足多
种系统设计的布线需要
3、可多方向接入预埋的光缆

场馆转播系统

内导体（18AWG），低损耗串行数字同轴电缆，立管CMR，RG6 18 AWG实心裸铜
®导体，泡沫HDPE芯，Dubond +95%镀锡铜编织层，PVC护套，两个带整体铝铠装

的同轴电缆，使用范围：SMPTE 2081-16 Gb/s UHDTV, SMPTE 424M  4.5Gb/s 
HD-SDI 1080p。

产品图

4芯单模光缆
室内/室外4芯9/125um单模OS2零水峰万兆光缆，紧套缓冲/阻水纱线，黑色Riser等级
外护套，OFNR

NTAP12WA004BK

SMPTE304
标准摄像机

复合高清接口
摄像机机房端

插座接口满足SMPTE标准304M规格，接口连接部分采用不锈钢材料，以避免磨损造成

的信号连接指标下降。光纤陶瓷插芯端面采用ADPC研磨（RL >= 45dB）母光缆连接器

的的定位绝缘套管可整体插拔，方便光纤陶瓷插芯的清洁维护。采用扇尾结构，扇尾尾
部光纤接口为SC连接接头。

SPJA1.5

场馆扩声系统

5500FE音频线缆
UL666-CMR 认证，FT4 燃烧等级，PP绝缘，22AWG线径，导体双绞线并带覆盖率
100%箔膜防护和排扰线， PVC外包。

2X4平方喇叭线
UL1666-CL3R 认证，FT4燃烧等级，2芯12AWG铜丝双绞线，单独PP绝缘，整体外
包PVC绝缘

5000UP

4X4平方喇叭线 UL认证，4芯4平方铜丝双绞线，单独PP绝缘，整体外包PVC绝缘 50954

4X6平方喇叭线 UL认证，4芯6平方铜丝双绞线，单独PP绝缘，整体外包PVC绝缘 50956

话筒线

1、导体（26AWG 导体数（4）；
2、线缆直径（0.19in），材料延伸度190%以上，温度（-20℃-+60℃）；
3、电气性能:芯线直流电阻（6.8 Ohm/1000ft），耐电压（V/1分钟：AC500），导体
间标称电容（39.2 pF/ft）， 导体于屏蔽层间标称电容（57.4 pF/ft），编织屏蔽

），

1172A

4K视频系统

HDMI线缆 HD20AA系列

内导体（18AWG），低损耗串行数字同轴电缆，立管CMR，RG6 18 AWG实心裸铜
®导体，泡沫HDPE芯，Dubond +95%镀锡铜编织层，PVC护套，两个带整体铝铠装

的同轴电缆，使用范围：SMPTE 2081-16 Gb/s UHDTV, SMPTE 424M  4.5Gb/s 
HD-SDI 1080p。

同轴线缆 4694R

HDBaseT认证网线，4K UHD介质电缆，4对导体，F/UTP O/A箔屏蔽，立管CMR-
LP（0.6A 23 AWG实心裸铜导体，螺旋TC排水管，实心聚烯烃绝缘，FR聚丙烯
棒填料，波纹柔性屏蔽，带抗拉线，PVC护套

），4K HDBaseT网线 2183R

HDMI2.0版本，传输速率18Gbps 头类型A-A，可传输4k@60hz信号。线芯选用
99.96%高纯度单股无氧铜23AWG导体，确保高清信号无损传输，画面更加清晰流畅

，接



Belden 相关案列介绍

大型会议及场馆转播系统

首都体育中心

首都体育馆是北京规模最大、功能最多、适用范围最广的体育馆。作为是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冰上项目场馆进行了改扩建，外观从传承保护的角度考虑不会有

大的变化，但内部将通过最新的声光电技术实现“最美的冰”的理念。它不但

可以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和短道速划赛时营造梦幻的竞赛体验，也为赛后吸

引群众性冰雪运动体验提供优异的运动氛围和观众视觉引导。

杭州市奥体中心

杭州奥体中心包括一个8万人主体育场、一座1万8千人主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网球中心、棒垒球中心、曲棍球场、小球中心、室内田径中心和重竞技中心

等，可举办世界性、洲际性、全国性综合运动会及国际田径、足球比赛，拥有

观众固定坐席80000个，是全国新型多功能体育中心之一。Belden为杭州市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提供了控制信号线、音频信号线、话筒线和扬声器电缆。

武汉东西湖体育中心
东西湖体育中心建设用地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临空港大道以西，金山

大道以北，地块西临马投潭公园。用地面积158123.40平方米，净用地面积为

138341.3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416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30000人体育

场、8000人体育馆、1000游泳馆、4片室外篮球场、2片室外网球场、4片室外门

球场及室外广场、绿化、道路及停车场，Belden产品运用场馆转播系统,完美的

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衢州市体育中心

衢州体育公园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覆土建筑群，建筑回归“人们聚集和运动

的场所”的本质，隐匿“竞技场”的力量感和肌肉感的运动场，Belden为先进

的衢州体育公园活动设施、运动场所和主要广播网络提供的可靠质量、覆盖整

个设施的产品广度、专业的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

海南三亚市体育中心

三亚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选址于吉阳区抱坡新城，用地面积约428亩。

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个体育场、一个体育馆和一个游泳馆，其中体育场

为地上五层，占地面积约47.5亩，总建筑面积约8.79万平方米；体育馆为地下

一层地上五层，占地面积约27.4亩，总建筑面积约4.85万平方米；游泳馆为地

下一层地上三层，占地面积约24亩，总建筑面积约2.98万平方米。

江干体育中心

江干区体育中心亚运会场馆改造提升工程按2022年1月-7月组织体育赛事功能验

收，并根据亚组委统一安排，组织场馆试运行和安排各项测试赛测试整个场馆

的功能性。江干区体育中心总用地面积8042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8058平方

米，包含有全民健身中心、网球中心、体育场。2022年9月承接亚运会足球比

赛。Belden完整的产品线，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



Belden 相关案列介绍

大型会议及场馆转播系统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由招商蛇口和华侨城联

合体负责建设和运营，是集展览、会议、活动（赛事、演艺等）、餐饮、商业

等于一体的超大型会展综合体。展馆由深圳市招华国际会展运营有限公司（招

商 蛇 口 和 华 侨 城 联 合 发 起 成 立 ） 和 全 球 三 大 场 馆 运 营 机 构 之 一 的 美 国ASM 

GLOBAL公司合作运营管理。

厦门金砖五国会议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福建厦门举行，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金砖合作已经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

杭州G20峰会
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

（G8）的财长在德国柏林成立，于华盛顿举办了第一届G20峰会，属于非正式

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2016年在杭州

举行的峰会，百通出色的完成西子国宾馆和西湖宾馆两个场地的转播系统。

国家新闻办发布中心

国务院新闻办主要职责是推动中国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包括介绍中国的内外

方针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科技、教育、文化等发展

情况。通过指导协调媒体对外报道，召开新闻发布会，提供书籍资料及影视制

品等方式对外介绍中国。协助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推动海外媒体客观、准

确地报道中国。广泛开展与各国政府和新闻媒体的交流、合作。与有关部门合

作开展对外交流活动。

铜仁奥体中心

铜仁奥体中心位于铜仁市碧江区，总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投资约30亿，由体

育馆、游泳馆、体育场和商业综合体四个大型单体建筑组成，系铜仁市首个集

运动、休闲、旅游、观光、商业于一体的体育综合体。

新疆奥体中心

新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约30.5万平方米，总投资38亿元。综合性场

馆，立足于全民健身、体育惠民，不但能举办国际单项赛事，还能容纳全国综

合型赛事，此外还能举办展会和大型文艺演出。



深圳市翌田科技有限公司
Interlink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1号楼1524
电话：0755-8860 4148
网址：http://www.interlink-sz.com

杭州翌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Interlink Technology (Hangzhou) Co., 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野风现代中心南楼2202室
电话：0571-8715 0409
网址：http://www.interlink-sz.com

北京翌田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Interlink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3号楼A座2509
电话：010-6780 8930
网址：http://www.interlink-sz.com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rlink-s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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