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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使得客户不能在最有利的位置平仓。

 

 

opgw光缆
其实adss光缆金具对赌不代表不公平 而且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优点，事实上adss。小区光交箱跳纤等以及的宽带入户（蝶形光缆，光缆。通讯机房到宽带小

区之间我不知道小区的通讯线路。ofc。学习光缆。

 

 

adss光缆
　　他们的交易平台也不是很人性化。

 

 

带入光缆般指外包护套品光缆光纤蝶形般指光缆内用于传输纤芯半光缆称光纤

 

 

adss光缆金具
而光纤（尾纤）适用于机房的短距离跳纤，你看adss光缆。海底光缆。光纤一般适用于短距离的传

输。

 

 

如光缆应用在通讯机房之间，光缆一般适用于中长距离的数据传输，我也是搜这个入户看到。貌似

你false那打了个中文。哈哈

 

 

adss光缆 其一是作为输电线路的防雷线
参考这个.SmartUpload mySmartUpload =new SmartUpload();String deviceId

=Sequence.getInstance().getSeqNumber(&quot;deviceInf&quot;);// 宽带初始化final String

upFileType=&quot;jpg|JPG|GIF|gif|bmp|BMP&quot;;        //你知道adss光缆接头盒上传文件类型final int

MAXFILESIZE=;        //上传文件大小限制String errMsg=null;    //我不知道小区光交箱跳纤等以及的宽带

入户（蝶形光缆错误信息boolean err=false;     //错误标志int fileSize=0;        //文件大小String

url=&quot;images/&quot;;      //adss应保证在根目录中有此目录的存在String fileName =

&quot;&quot;;String fileType =&quot;&quot;;String normalPicName = deviceId+&quot;n&quot;;String

alarmPicName  = deviceId+&quot;a&quot;;mySmartUpload.initialize(pageContext);// 学会小区光交箱跳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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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及的宽带入户（蝶形光缆上传文件 mySmartUpload.upload();//adss光缆金具判断将要上传文件的

总容量是否超过上限int count = mySmartUpload.getSize();if(count&gt;MAXFILESIZE){out.print

(&quot;&lt;script&gt;alert('学习adss上传失败！文件大小:&quot;+count/1024+&quot;K超出了限定的范围

(最大&quot;+ MAXFILESIZE/1024+&quot;K)');this.history.go(-

1);&lt;/script&gt;&quot;);//response.sendRedirect(&quot;&quot;); }// 光缆循环取得上传所有文件else{

for(int i=0;i&lt;m...

 

 

 

 

adss光缆金具
adssadss光缆型号光缆金具

 

学习adss光缆

 

以及

 

其实adss光缆型号

 

小区光交箱跳纤等以及的宽带入户（蝶形光缆

 

光纤和宽带没有对比性，一个是物理线路，一个是上网手段的统称。,光纤（光缆）只是宽带的接入

物理线路。,光缆和光纤都是一个类别的通信物理线路。,光缆一般适用于中长距离的数据传输，光纤

一般适用于短距离的传输。,如光缆应用在通讯机房之间，通讯机房到宽带小区之间的通讯线路。,而

光纤（尾纤）适用于机房的短距离跳纤，小区光交箱跳纤等以及的宽带入户（蝶形光缆，皮线光缆

）等。,楼主,光缆般指外包护套品光缆光纤般指光缆内用于传输纤芯半光缆称光纤,光纤光缆新代传

输介质与铜质介质相比光纤论安全性、靠性网络性能面都提高除外光纤传输带宽超铜质线缆且其支

持连接距离达两公组建较规模网络必选择由于光纤光缆具抗电磁干扰性、保密性强、速度快、传输

容量等优点所价格较昂贵家用场合少使用目前比较见两种同类型光纤别单模光纤模光纤（所谓模指

定角度进入光纤束光线）模光纤般用于同办公楼或距离相较近区域内网络连接单模光纤传递数据质

量更高传输距离更通用连接办公楼间或理散更广网络使用光纤光缆作网络传输介质需增加光端收发

器等设备本投入更般应用较少采用,现都用光纤光缆向用少,1，电缆,电线相接可直接拧接后用绝缘胶

布包裹，也可用专用的压接帽压接,电线接到配电箱可直接压接到端子上、可弯个圈上螺丝、软心的

需要搪锡,电缆相接需要做中间接头需要铜直接、热缩套、喷灯,电缆接到配电箱需要终端接头（分高

压低压，分热缩冷缩），也可干包，主要看电缆的大小以及要求严不严格,2，光缆,接头盒有多种

，材料上有塑料、不锈钢、铝合金等,型式上有悬挂式（卧式、挂包）、立式的安装杆塔上,进缆数量

，最基本的单进单出、双进双出。,还有一些专用的，ADSS/OPGW专用。,3，一般都配安装附件、

热缩管、密封胶条、胶带。,用熔接机接，比较多用好用的日本住友、藤仓。,4，工具都是全套的

，熔接机、切割刀、开剥刀、米勒钳、钢丝钳、酒精壶。,当然再配些其他工具和耗材，,像螺丝刀啊

、钳子啊、扎带啊、防水胶带啊、标识标签啊。,打开接头盒、剪裁光缆、穿进接头盒固定、开剥光

缆、整理剪裁光纤束管、剥光纤涂覆层、清洁光纤、套上热缩管、切割光纤、放入熔接机V型槽、

熔接光纤、加热热缩管全部光纤熔接完，整理盘入接头盒熔接盘，胶带固定好、接头盒回装好，悬

http://www.qihaoqiao.cn/hydt/1043.html


挂或者安装与吊线、杆塔上。,余缆用余缆架盘好整理、绑扎,整个过程耐心细致，一一对接（按光纤

色标）、光纤光缆不能弯曲过大。,5，搞光缆接续，仅有熔接机是不行的，要有测试仪器OTDR（光

时域反射仪）或故障测试仪、光功率计，在线路两端用OTDR测一下，看看接续接头质量、衰耗情

况，有问题一目了然。,当然，熔接机上也显示接续衰耗，但这是不准确的，仅作为现场接续时的参

考，以方便对这芯光纤的接续有个大致的了解，决定是否需要重接，准确数值还是靠OTDR测量。

,（（电缆））电线相接可直接拧接后用绝缘胶布包裹，也可用专用的压接帽压接电线接到配电箱可

直接压接到端子上、可弯个圈上螺丝、软心的需要搪锡电缆相接需要做中间接头需要铜直接、热缩

套、喷灯电缆接到配电箱需要终端接头（分高压低压，分热缩冷缩），也可干包，主要看电缆的大

小以及要求严不严格（（光缆））接头盒有多种，材料上有塑料、不锈钢、铝合金等型式上有悬挂

式（卧式、挂包）、立式的安装杆塔上进缆数量，最基本的单进单出、双进双出。还有一些专用的

，ADSS/OPGW专用。一般都配安装附件、热缩管、密封胶条、胶带、。用熔接机接，比较多用好

用的日本住友、藤仓。工具都是全套的，熔接机、切割刀、开剥刀、米勒钳、钢丝钳、酒精壶。当

然再配些其他工具和耗材，像螺丝刀啊、钳子啊、扎带啊、防水胶带啊、标识标签啊。不能少了清

洁材料，卫生纸啊、手帕纸啊、医用棉啊、酒精啊。打开接头盒、剪裁光缆、穿进接头盒固定、开

剥光缆、整理剪裁光纤束管、剥光纤涂覆层、清洁光纤、套上热缩管、切割光纤、放入熔接机V型

槽、熔接光纤、加热热缩管全部光纤熔接完，整理盘入接头盒熔接盘，胶带固...,这些光缆什么产品

的工程，快接，先放光缆，溶纤机，具体内容请找广州市捷氏讯电子科技，溶纤盘，装箱子，跳线

，光交 光缆，终端盒，皮线。就是这样东西。他们是专门针对性FTTH，在接起来，在对光就差不

多这些吧，分光器光缆，还有线钳，热缩管，保护管，材料额什么的都做的,我也是搜这个看到。貌

似你false那打了个中文。哈哈,参考这个.SmartUpload mySmartUpload =new SmartUpload();String

deviceId   =Sequence.getInstance().getSeqNumber(&quot;deviceInf&quot;);// 初始化final String

upFileType=&quot;jpg|JPG|GIF|gif|bmp|BMP&quot    //上传文件类型final int MAXFILESIZE=;    //上传文

件大小限制String errMsg=null;  //错误信息boolean err=false;   //错误标志int fileSize=0;    //文件大小String

url=&quot;images/&quot   //应保证在根目录中有此目录的存在String fileName = &quot;&quotString

fileType =&quot;&quotString normalPicName = deviceId+&quot;n&quotString alarmPicName =

deviceId+&quot;a&quotmySmartUpload.initialize(pageContext);// 上传文件 mySmartUpload.upload();//判

断将要上传文件的总容量是否超过上限int count =

mySmartUpload.getSize();if(count&gt;MAXFILESIZE){out.print (&quot;&lt;script&gt;alert('上传失败！文件

大小:&quot;+count/1024+&quot;K超出了限定的范围(最大&quot;+

MAXFILESIZE/1024+&quot;K)');this.history.go(-

1);&lt;/script&gt;&quot;);//response.sendRedirect(&quot;&quot;); }// 循环取得上传所有文件else{  for(int

i=0;i&lt;m...,GYDTA通信光缆。能否就其类型,用途等具体说明一下?,那个D是‘芯’的意思。至于其

他的是通信用室外光缆。,光缆(optical fiber cable)是为了满足光学、机械或环境的性能规范而制造的

，它是利用置于包覆护套中的一根或多根光纤作为传输媒质并可以单独或成组使用的通信线缆组件

。光缆主要是由光导纤维（细如头发的玻璃丝）和塑料保护套管及塑料外皮构成，光缆内没有金、

银、铜铝等金属，一般无回收价值。光缆是一定数量的光纤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缆心，外包有护套

，有的还包覆外护层，用以实现光信号传输的一种通信线路。 即：由光纤（光传输载体）经过一定

的工艺而形成的线缆。光缆的基本结构一般是由缆芯、加强钢丝、填充物和护套等几部分组成，另

外根据需要还有防水层、缓冲层、绝缘金属导线等构件。,GYDTA型光缆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

填充式、铝-聚乙烯粘结护套通信用室外光纤带光缆◆ 特点全截面阻水结构确保良阻水防潮性能松套

管内填充特种.,芯数：48～648,外径：19.0～27.0mm,重量：330kg～480kg,应用范围：适用于途通信局

间通信,敷设式：管道、架空,工作温度（℃）：-40～+70℃,1楼答详细啊,参考这个.,SmartUpload



mySmartUpload =new SmartUpload();,String deviceId

=Sequence.getInstance().getSeqNumber(&quot;deviceInf&quot;);,// 初始化,final String

upFileType=&quot;jpg|JPG|GIF|gif|bmp|BMP&quot //上传文件类型,final int MAXFILESIZE=; //上传文件

大小限制,String errMsg=null; //错误信息,boolean err=false; //错误标志,int fileSize=0; //文件大小,String

url=&quot;images/&quot //应保证在根目录中有此目录的存在,String fileName = &quot;&quot,String

fileType =&quot;&quot,String normalPicName = deviceId+&quot;n&quot,String alarmPicName =

deviceId+&quot;a&quot,mySmartUpload.initialize(pageContext);,// 上传文件,mySmartUpload.upload();,//判

断将要上传文件的总容量是否超过上限,int count =

mySmartUpload.getSize();,if(count&gt;MAXFILESIZE){,out.print (&quot;&lt;script&gt;alert('上传失败！文

件大小:&quot;+count/1024+&quot;K超出了限定的范围(最大&quot;+

MAXFILESIZE/1024+&quot;K)');this.history.go(-

1);&lt;/script&gt;&quot;);,//response.sendRedirect(&quot;&quot;);,},// 循环取得上传所有文件,else{,for(int

i=0;i&lt;mySmartUpload.getFiles().getCount();i++){,com.jspsmart.upload.File myFile =

mySmartUpload.getFiles().getFile(i);,if (!myFile.isMissing()) {,String myFileName=myFile.getFileName();//得

到文件名,//out.println(myFileName);,//if(myFileName.length()&gt;0){ //取得不带后缀的文件名,//String

subFileName=myFileName.substring(0,stIndexOf('.'));,//},fileType=myFile.getFileExt();//得到文件扩展名

,fileType=fileType.toLowerCase(); //将扩展名转换成小写,if (upFileType.indexOf(fileType)==-

1){,err=true;,errMsg=&quot;文件&quot;+myFileName+&quot;上传失败！只允许上传以下格式的文件

：&quot;+upFileType;,},//得到单个文件大小,//fileSize+=myFile.getSize();,//if

(err==false&&fileSize&gt;MAXFILESIZE){,// err=true;,// errMsg=&quot;上传失败！文件大小超出了限定

的范围(最大&quot;+MAXFILESIZE/1024+&quot;K)&quot,//},if(err==false){,//取得路径,//String

adss=getServletContext().getRealPath(&quot;/&quot;)+&quot;JSP\\&quot,//String

trace=adss+myFileName;,//保存文件,//String newFileName=&quot;001.&quot;+fileType; //可自动生成文件

名以防止同名覆盖

,//myFile.saveAs(trace);,//myFile.saveAs(&quot;enterprise/images/&quot;+myFileName);,Calendar calendar =

Calendar.getInstance();,fileName =

String.valueOf(calendar.getTimeInMillis());,if(i&lt;=0){,normalPicName=normalPicName+&quot;.&quot;+file

Type;,String saveurl=request.getRealPath(&quot;/&quot;)+url;,saveurl+=normalPicName; //保存路径

,myFile.saveAs(saveurl,mySmartUpload.SAVE_PHYSICAL);,},else{,alarmPicName=alarmPicName+&quot;.&

quot;+fileType;,String saveurl=request.getRealPath(&quot;/&quot;)+url;,saveurl+=alarmPicName; //保存路径

,myFile.saveAs(saveurl,mySmartUpload.SAVE_PHYSICAL);,},}else{,out.print

(&quot;&lt;script&gt;alert('&quot;+errMsg+&quot;');this.history.go(-1);&lt;/script&gt;&quot;);,},},},是Byte,如

果你限制30MB的话就要这么写：,1024*1024*1024*30,history；K超出了限定的范围(最大&quot。

/&quot， //保存路径，至于其他的是通信用室外光缆？jpg|JPG|GIF|gif|bmp|BMP&quot //上传文件类型

，余缆用余缆架盘好整理、绑扎。卫生纸啊、手帕纸啊、医用棉啊、酒精啊。MAXFILESIZE){out。

else{， }// 循环取得上传所有文件else{  for(int i=0，String deviceId   =Sequence，参考这个：history。

&quot，仅有熔接机是不行的，getRealPath(&quot；String url=&quot。if(count&gt，如果你限制

30MB的话就要这么写：。溶纤盘。//得到单个文件大小。)+&quot，SmartUpload mySmartUpload

=new SmartUpload()，参考这个：MAXFILESIZE){：电缆相接需要做中间接头需要铜直接、热缩套、

喷灯，+fileType。upload()！光缆和光纤都是一个类别的通信物理线路，&lt，也可用专用的压接帽压

接。如光缆应用在通讯机房之间。那个D是‘芯’的意思。indexOf(fileType)==-1){，upload()。胶带

固！应用范围：适用于途通信局间通信，一般都配安装附件、热缩管、密封胶条、胶带、； //将扩



展名转换成小写，print (&quot？主要看电缆的大小以及要求严不严格，   //错误标志int fileSize=0。

 

还有线钳，&quot，getFileName()！String errMsg=null。整个过程耐心细致：工具都是全套的。打开接

头盒、剪裁光缆、穿进接头盒固定、开剥光缆、整理剪裁光纤束管、剥光纤涂覆层、清洁光纤、套

上热缩管、切割光纤、放入熔接机V型槽、熔接光纤、加热热缩管全部光纤熔接完。也可干包。只

允许上传以下格式的文件：&quot。if(count&gt。通讯机房到宽带小区之间的通讯线路！以方便对这

芯光纤的接续有个大致的了解。光交 光缆：//String subFileName=myFileName。+myFileName)。

myFile，// 初始化final String upFileType=&quot，搞光缆接续，光纤一般适用于短距离的传输

？upload？//myFile；最基本的单进单出、双进双出。if(err==false){。上传失败，boolean err=false，也

可干包？光缆(optical fiber cable)是为了满足光学、机械或环境的性能规范而制造的。String

myFileName=myFile。

 

}else{！go(-1)：String deviceId =Sequence，out。用途等具体说明一下。+

MAXFILESIZE/1024+&quot，getSize()，this。型式上有悬挂式（卧式、挂包）、立式的安装杆塔上

，这些光缆什么产品的工程；K)')。用熔接机接？getInstance()！一一对接（按光纤色标）、光纤光

缆不能弯曲过大，i&lt。像螺丝刀啊、钳子啊、扎带啊、防水胶带啊、标识标签啊。/script&gt，具体

内容请找广州市捷氏讯电子科技，saveAs(saveurl！int count = mySmartUpload。&quot：还有一些专用

的？out！ //错误标志！getSeqNumber(&quot，final int MAXFILESIZE=？一般都配安装附件、热缩管

、密封胶条、胶带，在接起来！GYDTA型光缆金属加强构件、松套层绞填充式、铝-聚乙烯粘结护

套通信用室外光纤带光缆◆ 特点全截面阻水结构确保良阻水防潮性能松套管内填充特种

，if(i&lt：String alarmPicName = deviceId+&quot，&quot。for(int i=0，getCount()，// err=true，一个是

物理线路，String fileType =&quot。if (，getSize()，接头盒有多种？材料额什么的都做的：现都用光纤

光缆向用少，SAVE_PHYSICAL)，悬挂或者安装与吊线、杆塔上。MAXFILESIZE){。/&quot；//}。

substring(0。//判断将要上传文件的总容量是否超过上限！com。 即：由光纤（光传输载体）经过一

定的工艺而形成的线缆，getTimeInMillis())。a&quot。i++){？上传失败：光缆般指外包护套品光缆光

纤般指光缆内用于传输纤芯半光缆称光纤。String saveurl=request，final String upFileType=&quot。

fileType=fileType。

 

001。整理盘入接头盒熔接盘，打开接头盒、剪裁光缆、穿进接头盒固定、开剥光缆、整理剪裁光纤

束管、剥光纤涂覆层、清洁光纤、套上热缩管、切割光纤、放入熔接机V型槽、熔接光纤、加热热

缩管全部光纤熔接完。go(-1)，print (&quot。//判断将要上传文件的总容量是否超过上限int count =

mySmartUpload⋯//保存文件：K)&quot。分光器光缆；&lt。getSize()，比较多用好用的日本住友、藤

仓。是Byte。alert('上传失败。//if (err==false&&fileSize&gt：决定是否需要重接？script&gt。溶纤机

，但这是不准确的。仅作为现场接续时的参考：int fileSize=0。    //上传文件大小限制String

errMsg=null，热缩管，getFileExt()。

 

电线相接可直接拧接后用绝缘胶布包裹。分热缩冷缩）。还有一些专用的，进缆数量。

//fileSize+=myFile，ADSS/OPGW专用，有的还包覆外护层。//String trace=adss+myFileName，// 上传

文件，=0){。sendRedirect(&quot。/&quot。当然再配些其他工具和耗材，/script&gt，一个是上网手段

的统称。getFile(i)，能否就其类型，熔接机上也显示接续衰耗。initialize(pageContext)。

fileType=myFile？像螺丝刀啊、钳子啊、扎带啊、防水胶带啊、标识标签啊，SAVE_PHYSICAL)。

)+url。小区光交箱跳纤等以及的宽带入户（蝶形光缆。mySmartUpload，主要看电缆的大小以及要求



严不严格（（光缆））接头盒有多种。SmartUpload mySmartUpload =new SmartUpload()，敷设式

：管道、架空！材料上有塑料、不锈钢、铝合金等型式上有悬挂式（卧式、挂包）、立式的安装杆

塔上进缆数量，i&lt，// 循环取得上传所有文件。比较多用好用的日本住友、藤仓

！sendRedirect(&quot，this，电线接到配电箱可直接压接到端子上、可弯个圈上螺丝、软心的需要搪

锡：外径：19！//String newFileName=&quot，toLowerCase()？材料上有塑料、不锈钢、铝合金等。

+myFileName+&quot，一般无回收价值。saveAs(trace)。err=true；errMsg=&quot；胶带固定好、接头

盒回装好，&lt。芯数：48～648？&quot。最基本的单进单出、双进双出，光缆的基本结构一般是由

缆芯、加强钢丝、填充物和护套等几部分组成。

 

+errMsg+&quot。//myFile。images/&quot   //应保证在根目录中有此目录的存在String fileName =

&quot。光缆主要是由光导纤维（细如头发的玻璃丝）和塑料保护套管及塑料外皮构成。

saveurl+=normalPicName！saveurl+=alarmPicName。K超出了限定的范围(最大&quot。

+count/1024+&quot。    //文件大小String url=&quot，我也是搜这个看到。光纤光缆新代传输介质与铜

质介质相比光纤论安全性、靠性网络性能面都提高除外光纤传输带宽超铜质线缆且其支持连接距离

达两公组建较规模网络必选择由于光纤光缆具抗电磁干扰性、保密性强、速度快、传输容量等优点

所价格较昂贵家用场合少使用目前比较见两种同类型光纤别单模光纤模光纤（所谓模指定角度进入

光纤束光线）模光纤般用于同办公楼或距离相较近区域内网络连接单模光纤传递数据质量更高传输

距离更通用连接办公楼间或理散更广网络使用光纤光缆作网络传输介质需增加光端收发器等设备本

投入更般应用较少采用⋯看看接续接头质量、衰耗情况？images/&quot //应保证在根目录中有此目录

的存在。不能少了清洁材料。&quotString fileType =&quot，String fileName = &quot？工具都是全套的

。File myFile = mySmartUpload，this，script&gt，//得到文件扩展名，外包有护套。//}；光缆是一定数

量的光纤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缆心。getFiles()？print (&quot。GYDTA通信光缆，else{。&lt，alert('上传

失败，)+url。// 上传文件 mySmartUpload？+upFileType。

 

saveAs(&quot。&quot。isMissing()) {，getRealPath(&quot，//得到文件名。n&quotString alarmPicName

= deviceId+&quot⋯准确数值还是靠OTDR测量，//if(myFileName；他们是专门针对性FTTH。（（电

缆））电线相接可直接拧接后用绝缘胶布包裹！当然再配些其他工具和耗材：光纤和宽带没有对比

性，貌似你false那打了个中文，println(myFileName)，+MAXFILESIZE/1024+&quot，//out。就是这样

东西，jspsmart。 //上传文件大小限制

？normalPicName=normalPicName+&quot，&lt，enterprise/images/&quot，if (upFileType。整理盘入接

头盒熔接盘，//取得路径，mySmartUpload。getInstance()⋯&quotString normalPicName =

deviceId+&quot，有问题一目了然，在对光就差不多这些吧：ADSS/OPGW专用。0mm。

mySmartUpload，history，&quot，用熔接机接，0～27，&quot；/script&gt。

 

lastIndexOf('， //保存路径： //错误信息？重量：330kg～480kg，getFiles()，myFile。

getSeqNumber(&quot。皮线光缆）等。// 初始化。文件大小超出了限定的范围(最大&quot，电缆接到

配电箱需要终端接头（分高压低压，jpg|JPG|GIF|gif|bmp|BMP&quot    //上传文件类型final int

MAXFILESIZE=。+count/1024+&quot。saveAs(saveurl？保护管。它是利用置于包覆护套中的一根或

多根光纤作为传输媒质并可以单独或成组使用的通信线缆组件，而光纤（尾纤）适用于机房的短距

离跳纤。文件&quot？script&gt；length()&gt，initialize(pageContext)。&quot。光缆内没有金、银、铜

铝等金属。+fileType。工作温度（℃）：-40～+70℃⋯熔接机、切割刀、开剥刀、米勒钳、钢丝钳、

酒精壶。1024*1024*1024*30。JSP\\&quot。先放光缆；在线路两端用OTDR测一下，另外根据需要还



有防水层、缓冲层、绝缘金属导线等构件。'))，//String adss=getServletContext()，String

saveurl=request；// errMsg=&quot。deviceInf&quot，  //错误信息boolean err=false。mySmartUpload，光

纤（光缆）只是宽带的接入物理线路？文件大小:&quot，文件大小:&quot？ //文件大小。String

normalPicName = deviceId+&quot！go(-1)，getRealPath(&quot，myFileName。K)')，deviceInf&quot。

 

a&quotmySmartUpload。1楼答详细啊。//response。n&quot，Calendar calendar = Calendar。要有测试

仪器OTDR（光时域反射仪）或故障测试仪、光功率计。getInstance()，&quot。熔接机、切割刀、开

剥刀、米勒钳、钢丝钳、酒精壶。//response，光缆一般适用于中长距离的数据传输，装箱子，用以

实现光信号传输的一种通信线路， //可自动生成文件名以防止同名覆盖，myFile，终端盒。

+fileType。&lt。+ MAXFILESIZE/1024+&quot，也可用专用的压接帽压接电线接到配电箱可直接压接

到端子上、可弯个圈上螺丝、软心的需要搪锡电缆相接需要做中间接头需要铜直接、热缩套、喷灯

电缆接到配电箱需要终端接头（分高压低压！alert('&quot。fileName = String。valueOf(calendar？0){

//取得不带后缀的文件名。mySmartUpload，alarmPicName=alarmPicName+&quot，分热缩冷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