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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上海浦东足球场

国家/地区：

中国，上海

在上海浦东新区金桥镇，一座崭新
的足球场拔地而起，这就是投资18
亿元建设的上海浦东足球场，占地
面积达到10万平米，能够容纳近4
万人同时观看比赛。

这座球场在外形设计上别具一格，
采用了相当奇特的白色金属材料，
在月亮和灯光的照耀下，远远看去
犹如一只精美的中国瓷器。

一座现代化的球场，不仅要拥有外
在的“美”，更要具有丰富的“内
涵”，即从基础设施开始的智能
化。常常是“隐而不见”的综合布
线系统其实是实现智能化最根本的
保障。

智能从基础设施做起

2021年才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上海浦东足球场，采用了许多行业
领先的理念和技术。比如，白色屋
顶靠近足球场内场的部分，采用了
半透明材料包裹，可以使更多阳光
透射进球场内部，保证草皮接受充
足的日照。同时，白色的屋顶和瓷
器表面通过投影，可以呈现出不同

上海浦东足球场综合布线，大块头有大智慧

的视觉影像，配合赛事活动进行丰
富的视觉表达。

诸如此类的智能化、绿色化设计理
念贯穿于上海浦东足球场每个细节
的设计上，在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
和部署上也同样如此。

像上海浦东足球场这样的超大型体
育场馆，因为占地面积大、基础设
施众多，所以综合布线系统分布广
泛，错综复杂，既要提供高性能、
高稳定性和高可靠的网络系统，保
障基本通讯需求，又要遵循新型智
能化场馆的建设理念，部署智能化

的网络基础设施管理系统，对整个
场馆的各个系统进行统一管理与维
护，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能优化用
户体验。

一方面，要满足超大型足球场对综
合布线系统“大而全”的需要；另
一方面，还要最大程度实现智能化
的部署与管理。哪家布线厂商能够
担此重任呢？

在布线领域身经百战的康普，拥有
为全球多座现代化大型体育场馆提
供综合布线系统的成功经验，不仅
能够提供完整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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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为用户今后升级到更大带宽做好了铺垫。Tera 
SPEED零水峰单模光缆可以更好地满足上海浦东足球
场大面积Wi-Fi覆盖要求。现在，康普的Tera SPEED
解决方案通常被用于园区/城市级的主干光纤系统。

由于上海浦东足球场的宠大和复杂性，除满足基本的
功能需求以外，其综合布线系统还需要一整套科学合
理的管理平台。在本项目中，康普智能化基础设施管
理平台imVision被用于对现场众多数据点位及分布于
各个角落的弱电间进行布线系统综合管理，实现众多
物理链路端到端信息的整合与管理，这为整个场馆的
智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智能场馆新标杆

从覆盖1.2万个信息点的中国第十一全运会主会场济南
奥体中心，到占地276亩、可容纳3.5万人的嘉兴体育
场；从相当于52个足球场的全球面积第二大的建筑单
体和会展综合体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到能够满足FIFA
国际A级比赛要求的上海浦东足球场，康普综合布线
系统在各类专业体育场馆的建设中被证明是高效、稳
定、可靠的。无论是满足5G、Wi-Fi覆盖无死角的要
求，还是实现场馆的绿色化、智能化，康普综合布线
解决方案都表现出了行业领先性和功能的全面性，成
为场馆布线解决方案的不二选择。

上海浦东足球场项目更能体现康普布线的灵活、可
靠、智能与绿色环保，是智能场馆建设领域的又一个
标杆。

包括非常适合大型体育场馆使用的超六类铜缆、Tera 
SPEED零水峰单模光缆等，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
高性能，而且其独树一帜的imVision智能化基础设施
管理解决方案，也能够充分满足上海浦东足球场当前
及今后时期内应用与扩展的需求，确保综合布线系统
的先进性与智能化。

一句话，智能化的场馆需要智能化的解决方案。这是
康普在上海浦东足球场项目中脱颖而出的秘诀。

怎一个“大”字了得？

从布线系统的角度，也能看出“大”是上海浦东足球
场的突出特色。

据统计，上海浦东足球场整个布线系统共采用低烟
无卤六类双绞线38.1万米，低烟无卤超六类双绞线7.3
万米，室内外通用单模光缆4.4万米，数据点位共计
3643个，涉及弱电间43个。弱电智能化项目是上海
浦东足球场的一个重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之一，综
合布线系统必须在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可用性等
方面满足又快又稳的连网需求。

时至今日，超六类铜缆似乎已经成为智能建筑基础
设施的唯一选择，能够提供更好的带宽及对PoE的支
持。上海浦东足球场综合布线系统采用的康普低烟无
卤六类双绞线和低烟无卤超六类双绞线，既有效保证
了高数据传输速率，又可以有效避免外部串扰，而且
温升更低，且具有非常好的阻燃特性，对于带宽密集
型业务，以及对安全可靠有极高要求的场景来说是理
想的选择。

高性能的Tera SPEED零水峰单模光缆是能够确保高
速通讯的一种单模光纤。它超越了G.652.D最新指
标，消除了1400nm水峰的影响因素，可为用户提供
更广泛的传输带宽，相比传统单模光纤多50%的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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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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