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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动态】 

2016 年度第 1、2 季度 TLC 各技术工作组工作动态 

一、 配线技术工作组动态

2016年 4月，配线工作组完成了 2016年工作的承担计划，各承担单位也正按照计划制

修订技术文件。 

2016 年上半年工作组完成了预置成端引入光缆组件、户外机柜等 2 个产品的技术文件

的评审，将于近期开展认证。另外，还对智能光配线架、智能光缆交接箱、智能光缆分纤

箱的技术文件也开展了第二次征求意见工作。 

2016 年，配线工作组还开展了一个项目《光纤活动连接器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目

前已经完成了涉及光纤活动连接器的各类产品标准中其指标和试验方法的差异分析。 

在制定文件的过程中，工作组充分利用了即时通讯平台，成立检测讨论组。对于检测

方法等技术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二、 线缆技术工作组动态

2016 年以来，TLC 线缆工作组在组长单位信息产业光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带

领下，顺利完成了2015年度的工作，并在第三届技术委员会召开之际，进行了2015年度工

作汇报，初步拟定了 2016年度工作计划。2016年工作计划中，需完成聚四氟乙烯绝缘射频

同轴电缆皱纹铜管外导体型等5个新产品实施规则编制工作、室内光缆等3个产品实施规则

修订工作，以及线缆产业链上游产品认证模式研究工作。目前实施规则编制、修订的初稿

均已完成，研究工作目前处于调研阶段。 

三、 电源技术工作组动态

2016 年以来，TLC 电源、空调工作组在组长单位泰尔实验室的带领下，在第三届技术

委员会进行了 2015 年度工作汇报，拟定了 2016 年度工作计划。2016 年工作计划中，完成

了通信用应急电源(EPS)、网络机柜用分布式电源系统、通信用 240V/336V 输入的直流-直

流模块电源实施规则初稿，发布了两个空调产品的实施规则——通信基站用热管换热设

备、通信户外机房（柜）用嵌入式温控设备，其他工作也在稳步有序推进。。 



3 
 

四、 蓄电池技术工作组动态

蓄电池工作组编制了 2015 年的工作报告、2016 年的工作计划。按照工作计划，2016

年上半年工作组开展了磷酸铁锂电池老化后安全性能研究项目的第二阶段研究，目前已完

成第二阶段的测试工作，并正在编写研究报告。稳步推进 1+N 认证科研项目的研究，初步

选取铅酸蓄电池作为试点产品，目前已依次拜访了电信、铁塔、移动、联通公司，初步完

成了可行性调研工作。 

2016年蓄电池工作组没有编制新的产品实施规则。 

五、 新领域技术工作组动态

新领域技术工作组编制了2015年的工作报告、2016年的工作计划，2016年上半年，新

领域技术工作组完成了基站天线实施规则的修订，扩展了基站天线的频段范围，增加

2500~2700MHz频段。修订完成了依据 YD 2740.5-2014行业标准的无源器件认证实施规则，

即将开展无源器件的认证标准变更工作。 

稳步推进 1+N 认证科研项目的研究，初步选取基站天线作为试点产品，目前已依次拜

访了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初步完成了可行性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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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动向】 

光纤槽道标准化及关键指标简析 

中国泰尔实验室   马俊 

光纤槽道作为光通信基础设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已被通

信运营商广泛的采用。光纤槽道是一种布放、管理、保护光纤的管理系统，它提供了一个全

面完整的光纤走线管理方案。它利用塑料和金属的平滑支撑面和过度圆弧，对光纤进行主、

列槽道分别布放，并设有分区、储纤、改向、出纤等结构，使光纤走线清晰有序，便于管理。

在布线完成后盖上槽盖，能更加安全的保护光纤和跳线不受损伤。借助光纤走线槽道，配合

光纤配线设备的使用，可以在机房内建立一个完整规范的光纤传输通道系统。 

在国内，随着近几年各种新型室内光缆的大量出现和产生，机房内的光纤布线也随着有

着很大的提升。光纤槽道作为现在机房综合布线用的主要走线装置，国内电信、移动、联通

等运营商的通信机房一直以来都在大量使用光纤槽道。它既有布线管理作用，又可以方便的

对室内光缆进行规范架设，同时也对机房内的光缆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此大规模使用

的光纤槽道，在国内还没有相应标准的规范，给各生产厂家及使用单位均带来相当多的不便，

主要表现在：无规范分类及命名、无统一的验收标准、生产无据可依，无规范的外形尺寸及

安装尺寸，导致产品通用性不强，阻碍了该类产品的发展和推广。 

    

图 1 光纤槽道实际使用图 

由图 1 可以看出现在机房内光纤布线的规模十分庞大。为促进产业发展，由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牵头起草光纤槽道标准。 

光纤槽道作为一个机房内光纤布线的主要走线通道，其强度和机械性能是使用方最为

关注的。作为机房内大量光纤光缆的载体，能否承受住几百甚至上千的室内光缆的分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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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纤槽道的一个重要考验。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参与单位建议增加对于光纤槽道的厚

度的要求，规定不同尺寸光纤槽道的最小厚度，来避免由于厚度过薄原因造成的槽道强度

无法满足要求的问题。但是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相同厚度的光纤槽道在进行载荷试验时也会

出现形变不同等问题，甚至有的槽道型变量超过规定的极限值。由此看出槽道的材料工艺

和设计都会影响到它的强度和机械性能。单纯规定槽道的厚度是无法满足使用需要的，同

时也限制了更多高强度材料的应用。为了保证槽道的材料性能，对光纤槽道进行冲击试

验，高温老化试验等，用更多的试验来确保槽道的强度和机械稳定性。 

光纤走线槽道的主要生产材质分为工程塑料，铝合金和不锈钢。由于光纤槽道由波纹

管、各种接头、弯头、支撑件等组成。而且这些附件多为注塑或挤出成型技术制作的。所

以光纤槽道现在使用最广泛的是塑料光纤槽道。在通信机房内这么大面积铺设的光纤槽道

系统，阻燃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对于槽道注塑件和挤出件制品广泛采用低烟无卤的塑料材

料，槽道主材阻燃等级达到GB/T2408-2008中FV-0级,但是波纹软管制品燃烧性能等级由于

技术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只能达到 GB/T2408-2008 中 FV-2 级。这就在阻燃问题上产生了很大

的分歧。对于同一个产品阻燃等级却不能满足同一等级。这就需要在后期再进行进一步的

明确。 

对于室内用的光纤槽道环保也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塑料光纤走线槽道的主要生产原料

为 ABS、PC或者 PVC等塑料。PVC学名聚氯乙烯，含有氯元素，会慢慢地释放氯气，在温度

达 60°C 左右或以上时，大量释放氯气，对人体有害。我国在几年以前已经规定聚氯乙烯

不得用于自来水管等于民生有关的产品。所以，国外限于欧盟 RoHS2.0 指令和低烟无卤的

要求，已经开始禁止使用 PVC 材质的光纤走线槽道。所以我们建议机房光纤槽道应该使用

环保材料，避免污染。 

目前，该标准起草工作已经完成征求意见环节。在整理相关意见和建议后，预计在

2016年 10月出台送审稿。 

 

 

浅析国内室内光缆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朱宇杭  肖仁贵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产业的快速进步，也有效地促进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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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线缆产业的飞速发展。近四十年来，国内光纤光缆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从光纤光缆的开发、生产、需求来看，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制

造大国，需求大国。2015年 11月 6日，在江苏苏州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通信光电线缆企业家

峰会，会上专家透悉，我国目前已迅速成为光纤光缆产能大国，产量占全球 50%以上份额，

在全球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本文针对近 2000 年以来国内室内光缆的发展情况进

行简述，就室内光缆发展技术水平，室内光缆分类、应用场景、光缆结构、型号，产业发展

现状、市场竞争格局、产业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浅析，希望对增进对室内光缆的认知有一定

的了解和帮助。 

关键词：光纤、光缆、室内光缆、分类、前景、FTTx、设备 

一、室内光缆分类 

室内光缆主要用于光纤接入 FTTx（Fiber to the x）。所谓室内光缆，主要是以光缆

的使用场景来进行分类定义的，主要用于室内建筑环境，如住所、商业楼宇或工业建筑内

部，还有一部分室内光缆应用于计算机、交换机和终端用户的设备等，以传递信息。通常

室内光缆质地较为柔软，也称之为软光缆；  

由于室内光缆的使用受到建筑物环境，敷设条件等限制，导致了室内光缆的结构设计

趋于多样化、复杂化，光纤与光缆所用材料多样化，光缆的机械性能与光学性能各有侧重

等。通常室内光缆根据不同的分类规则，还存在着多种分类方法，即： 

1.按使用环境和地点进行划分可分为室内主干光缆，室内配线光缆和室内中继光缆三

种。室内主干光缆主要是提供建筑物内、外之间的通道；而室内配线光缆和室内中继光缆

则是用来分别向特定的地点传递信息。 

2.按光纤芯数划分可分为单芯、双芯和多芯三种；通常含1-36芯，也有大于36芯的大

芯数，乃至超大芯数高密集型光缆。 

3.按光缆结构形状划分可分扁平型（B/8），圆形（E）和其他形状等。 

4.按光纤在缆中的位置或光缆的机构划分可分为中心管式、层绞式，骨架式等。 

5.按护套材料划分有阻燃型和不延燃型室内光缆。 

6.从加强用材料划分，可分为金属加强型和非金属加强型室内光缆。 

二、室内光缆特点及用途 

由于室内光缆多用于建筑或设备内部等，就要求室内光缆具备结构小，重量轻，质地

柔软、易于弯曲等特点，适用于室内或空间较小的场合连接、布放等。但随着室内光缆应

用领域的不断拓展，有些特种的室内光缆往往也被用于室外或其他特定环境，其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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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光连接器、FTTx、军用野战、传感应用场景等。  

室内光缆多采用纤维增强材料或其他非金属加强构件，如小支数芳纶、玻璃纤维纱

等，室内光缆主要适用于 FTTx（FTTB、FTTO、FTTH 等）的建筑物内布线，以及网络设备之

间的连接。FTTx 是新一代的光纤用户接入网，用于连接电信运营商和终端用户。FTTx 的网

络可以是有源光纤网络，也可以是无源光网络。用于有源光纤网络的成本相对较高，实际

上在用户接入网中应用很少，所以目前通常所指的 FFTx网络应用的都是无源光纤网络。 

三、室内光缆结构 

根据室内光缆的芯数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即 

1.单芯光缆，主要用于光纤到户 FTTx，设备内部连接等；有时根据光缆所使用的场合

及光纤类型的不同，光缆护层的颜色也有所差异。如：隐形光缆、蝶形光缆、圆形光缆

等。 

 
2.双芯光缆，主要用于光纤到户 FTTx，设备内部连接等，有时根据光缆所使用的场合

及光纤类型的不同，光缆护层的颜色也有所差异。如：双芯光缆、蝶形光缆、圆形光缆

等。 

 
3.多芯光缆，主要用于光纤到户 FTTx，设备内部连接线，用于从一个终端到多个终端

的连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光缆子单元（如单芯互联光缆）组成并护套，光缆子单元能从

主缆中分出，到达不同的终端等，有时根据光缆所使用的场合及光纤类型的不同，光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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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颜色也有所差异。如：分支光缆、带状蝶形光缆、配线光缆等。 

 

四、室内光缆生产设备集成发展及室内光缆用材料 

1.室内光缆生产设备，是主要用于生产室内光缆的设备，在设备功能配置上与室外光

缆设备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室内光缆发展至今，设备的来源及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1 从国外引进：在我国通信网络大规模建设之前，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在该领域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设备方面也远远领先于我国。在 20世纪 70后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

还在研究光缆设备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大规模开发并商用。国外优秀的光纤光缆

设备制造商主要集中于中西欧地区，其中以芬兰的 NEXTROM 公司和 NOKIA 公司，瑞士的

SWISSCAB公司，奥地利的 M&S公司和 ROSENADL公司为主，另外还有加拿大的 TENSOR，日本

的神户制钢所等。在我国室内光缆发展初期，基本上引进NOKIA公司和NEXTROM公司的室内

光缆生产设备为主，目前国内很多厂家仍在使用。进口设备相对于国产设备而言，具有加

工精度高，可靠性强，自动化程度先进等特点，但是设备价格高，配件贵，维护成本高，

性价比低等劣势，国外进口设备与国产设备的售价比早期能达到 10：1左右。 

1.2 引进消化吸收：在 20 世纪 70 后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的所有光纤光缆设备都是国

内研究院所，生产厂家在自行研发。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内光纤光缆的快速发展，

产能急剧扩大，原来研制的光缆设备已经不能满足于生产需要，国外的光纤光缆设备也陆

续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从事光纤光缆设备研究开发生产的单位在积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

术的基础上，开始仿制，二次创新开发，不断地开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光缆制造设备，逐

步地满足国内光缆设备市场的需求。并得到了大规模地运用。早期国内光纤光缆设备开发

主要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为代表。 

1.3 完全自主：进入 2000 年以后，我国的光纤通信发展速度加快，光缆需求缺口巨

大，进一步推动我国光纤光缆制造设备的快速发展。随着光纤光缆设备二次创新，光纤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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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设备的发展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国内光纤光缆设备生产厂商依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八研究所的技术积淀，结合国内市场需求及客户设备使用情况，持续对光纤光缆设备

优化改进，国产光纤光缆设备迅速占领市场，先后涌现了大批的优秀光缆设备制造商，并

很快占据了国内光缆制造设备的绝大部分市场。代表厂商有上海常华光缆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昱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伟业创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肥大成（原名神马）有限公

司，上海千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无锡南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湖州宇易电气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等。 

近十年来，国内的光纤光缆设备发展迅速，依托我国强大的市场需求，不断完善、优

化、创新，国产光纤光缆设备基本占据了国内的绝大部分市场，部分光纤光缆设备的技术

水平已经接近甚至领先于西方同类进口设备，但是国产光纤光缆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主

要体现在设备加工精密程度和自动化控制方面等，这也是国内光纤光缆设备制造厂商正在

努力的方向。目前国产光纤光缆制造设备以极高的性价比，良好的售后服务，迅速地出口

到中东欧，亚非拉等地区，并获得良好的评价。 

2.室内光缆用材料 

室内光缆根据其使用场景及使用要求，要求其具备有足够的抗张强度，质地较为柔室

内的特点；室内光缆种类多，型号繁杂，但所用到的材料种类相对简单。室内光缆主要使

用的材料有光纤、加强件和被覆材料。 

2.1 光纤 

室内光缆用光纤有单模光纤（G652.D，G657A1，G657A2，G657B3等），多模光纤（A1a，

A1b）类等，另外 A1a多模光纤还可以衍生出 OM3，OM4等万兆光纤等；所选用的光纤类型主

要取决于光缆所使用的场合及终端设备要求。不论室内光缆采用何种光纤类型生产，均对

光纤本身的几何参数较室外光缆要求要高，尤其是光纤的包层直径，特别是用于光跳线级

的单双芯用光缆，光跳用陶瓷插芯的精度要求较高，所以要求对光纤的包层直径要求也很

高； 

2.2 加强构件 

室内光缆用加强构件根据光缆类型的不同，有金属型和非金属型加强构件两大类。其

中非金属加强件的使用是主流，非金属型加强件根据材质及形态的不同，有芳纶纱、高强

度聚乙烯纤维、玻璃纤维丝、聚酯纱、GFRP、KFRP、GFRP 带、PBO 等，其中光跳线用室内

光缆主要以芳纶最为广泛。金属加强件有磷化钢丝、镀铜钢丝、镀锌钢丝等；其中蝶形光

缆采用的加强件主要杆状加强构件，以起到对光缆较强的支撑作用。以上不同材质加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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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分项技术指标要求在相关的标准中有明确要求，具体查询相关标准要求。室内光缆对

加强件材料有强度、抗拉伸、低烟阻燃、耐高温、环保、易加工、保护光纤等方面要求。 

2.3 被覆材料 

被覆材料：被覆材料根据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用途又可以分为紧（半紧）包材料和护套

材料。紧（半）包材料主要用于光纤外被覆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紧包料，紧包材料最常用

的材料有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LSZH）、含卤阻燃聚烯烃（阻燃聚乙烯）（ZRPO）、聚氯乙

烯（PVC）、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尼龙（PA）等。 

护套材料涉及的层面比较多，最常用的材料有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LSZH）、含卤阻燃

聚烯烃（阻燃聚乙烯）（ZRPO）、聚氯乙烯（PVC）、尼龙（PA）和聚氨酯弹性体（TPU）等

材料，还会出现复合材料，即几种材料的混合。将来对护套材料的要求是低烟无卤、高阻

燃、低收缩率、耐低温、耐高温、易加工、环保、高强度、耐开裂、适合的室内硬度、抗

老化、颜色及颜色均匀、合适的机械物理特性等，甚至还有防鼠咬、耐腐蚀、抗日光照

射、耐弯折及可薄壁加工等。 

五、国内室内光缆产业现状及竞争格局 

国内光缆企业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内主流前十家的大型

光缆企业，基本上都涉及到光纤通信的上下游产业链，产业涉及到光纤、光缆、光元器

件，甚至于光棒的研发生产等。室内光缆与室外光缆相比，需求数量远不及作为主要通信

线路用室外光缆量大，但室内光缆的种类及型号更多，应用领域更广，技术要求更高。室

内光缆生产的主要特点是，型号多，数量少，要求高，较难以大批量生产。 

随着我国光纤到户（FTTx）、光进铜退的快速推进，以及 4G 网络的全面建设发展，国

内室内光缆的需求量逐年快速成长，室内光缆在整个光缆产品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市

场预测 2015年市场需求达到 80~100 亿，占整个光缆市场需求的 15%左右，其中 FTTx 室内

光缆占到 60%左右，市场预测室内光缆的复合成长增速将达到 20%左右。对于这样一个需求

快速增长的领域，一方面国内外大牌企业不断加大资本投入，加大产品技术研发力度，迅

速扩大产能，占领市场；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的市场需求缺口大，又有大批的新进者，大

多生产规模较小，由于自身资金、技术实力不足，使得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专业产业链配套不够完善，市场对品牌的认可度还不高，这些决定了室内光缆产品

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竞争环境；再者，室内光缆市场需求量大，市场竞争激烈，竞相低价以

抢占市场，造成了室内光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近两三年来国内室内光缆生产厂家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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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保守估计也有近两百家，竞争明显加剧。大部分厂家分布在广东和江浙等沿海地区，

有地域优势，也更贴近市场，少数一些企业分布在内地其他省市。这些厂家按企业性质和

发展实力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国有体制的大型公司，具备相当的实力和品牌认知度，资金投入大，产品研发能力

强，技术力量雄厚，发展潜力很大。如武汉长飞，武汉烽火等 

2.民营私营性质的大公司，且很多是上市公司。这类企业具有相当强大的资本实力，

技术研发能较强，市场开拓能力强，在室内光缆产品方面也经营探索多年，是国内光缆通

信的主力军，在室内光缆领域也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如通鼎互联，江苏亨通，杭州富通等 

3.外资性质的公司，包括合资和纯外资性质的公司。管理有序且规范，比较重视产品

质量，具备一定的实力。如南京特恩驰，无锡普瑞斯曼等（4） 民营性质的专业生产室内光

缆的公司。这类公司企业实力中等、专业生产室内光缆，且起步比较早，具备一定的规模

和品牌，成本控制能力较强，有一定的产品开发能力，在区域市场或部分产品上有竞争优

势，对室内光缆有很深入的理解，有固定的市场客户，发展前景比较好。如郑州仕佳。 

4.近几年刚组建室内光缆产业的一些公司，刚刚起步，产业规模不大，辐射周边市

场，活动半径不大。近几年随着国内光纤通信的快速发展，以及光纤光缆需求的急剧增

长，也促进了一大批小型室内光缆厂的出现，这些小型室内光缆厂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

特别是长三角地区最为集中；这些公司体形虽小但灵活性很强，在一些局部市场具备有很

强的竞争能力。 

5.一些经营其它线缆多年的公司，目前针对运营商招标进行部分室内光缆的开发生

产。公司的管理和资金实力还可以，对行业也比较了解，通过从外部引进技术设备人员，

加大资金及技术投入，也具备有一定的竞争力。江苏俊之，金信诺等。 

六、国内室内光缆产业发展前景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第 37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5年 12月，中国网民规模

达 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手机网民规模 6.20亿，占比提升至 90.1%。个人上网设

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教育、网络医疗、网络约租车也已成规

模。这显示出我国的光纤光缆网络建设也将持续升温，光纤网络建设也将持续加大。 

目前我国用户终端的通信线缆还是数据字电缆为主，但伴随着网上数据的急剧膨胀，

接入网和用户接入端的大量增加，数据电缆将很难以满足这一发展需求，室内光缆将替代

数据电缆大规模运用于大数据流量。室内光缆的市场将会逐年稳步扩大，形势非常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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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市场的发展趋势。这也终将大大地推动宽带网络建设及智能建筑的迅猛发展，室内通

信光缆的市场需求量也在逐年增长，市场容量很大。室内通信光缆除用于用户引入端外，

还可广泛的用作室内布线、跳线、通信设备和数据设备内的连线及数据线，随着光纤网络

化的不断深入，这方面的需求还会持继续增长。 

国内光纤光缆制造企业，将喜迎国家改革开放及产业政策的红利，持续加入资金技术

投入，提升产品质量，完善企业管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的光纤光缆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国内三大运营商逐

年增加资金投入来建设光纤通信网络，其中以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近年来投入较大，市场

需求量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区间。国内室内光缆厂商在开发国内市场的同时，拓

展国际市场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室内光缆产品出品国外的同时，须提前

了解相关国家的准入规则；国外对我国的光缆产品设置了诸多的贸易壁垒，以限制中国制

造准入国市场。如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地区市场，对我国的光电线缆产品设产了 UL 或 CUL

强制认证，对欧盟或阿盟地区的出口市场则面临着 RoHS 或高关税等条件限制。所以说，国

内室内光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需提前做出充分的市场调研分析，找到精准的切入点先入

市场。室内光缆的直接出口虽然面临诸多困难，通过良好的合作伙伴走出国门也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华为的成功也带动了国内很多的室内光缆制造走出国门，前景可期。 

我国主要的光纤光缆企业根据自身情况不断地整合资源，开拓进取，加码国际市场，

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走出国门来开发占领国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被认为是消化我国过剩

的光纤光缆产能的必由之路。市场普遍认为，我国光纤光缆产业的国际化虽然面临诸多困

难与挑战，但国际化是大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各个企业基于现实条件不懈地推进国

际化的步伐，开阔视野，创新思路，努力发挥后发优势，共同开辟我国光纤光缆产业的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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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铁塔公司开关电源的精细化管理功能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田兰华 

随着通信系统由 2G发展到 4G，通信电源作为通信局（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相控

电源发展到目前成熟的高频开关电源。目前对-48V 通信电源的要求定位在：高可靠、高稳

定、高效率、模块化、自动化、智能化、小型化及可实现集中监控上。随着 2014年 7月 18

日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其由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共同出资建设，

并服务于三运营商，实现共建共享，开关电源在满足已有要求同时，又提出了更明确的新

要求：共建共享，精细化管理。 

据公开报道，5 月 23 日，中国铁塔各省级、地市级分公司总经理轮训在京开班。在培

训中董事长指出，铁塔公司的未来不是铁塔，铁塔公司的未来是共享，对此必须早有准

备。董事长、总经理的讲话鲜明地透露出，铁塔公司现在及未来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

抓手是——提升共享率！共享率提升是行业改革成效之体现，共享率提升更是铁塔公司收

入利润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来源。目前，铁塔公司塔均租户 1.3，远远低于欧美铁塔公司的

共享率。发展潜力大，但压力也不小。电源做为铁塔公司的主要设备，电源的共享和为精

细化管理提供便利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建基站实现共建共享、精细化管理 

在铁塔公司建设和维护的通信局（站）中所配置的高频开关电源，需为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提供服务。同时作为服务的购买方，三大运营商也将对铁塔公

司提出考核要求，故此，在电源上增加精细化管理的功能很有必要。 

a．分客户直流电能计量功能 

原高频开关电源为各运营商独立采购，供电负载为同一运营商，且负载容量相对较

小。实现共建共享后，铁塔公司需要为分别为三家运营商提供供电服务，即同一电源服务

于四个客户。近年来，通信运营商积极践行国家倡导的节能减排工作，以促进公司低成本

运营。分客户直流电能计量功能，可促进租赁双方的节能降耗工作，对于运营商来说，采

用其主设备直流用电量为依据交纳电费，运营商有动力在主设备节能上下功夫；对于铁塔

公司来说，铁塔公司根据直流电量收取标准电费，则必须想办法提高电源效率，控制基站

温控设备用电来努降低自身损耗；而当运营商降低主设备用电后，铁塔公司也可以考虑基

站配套设备的进一步优化和提效，以此形成良性循环，最终有利于通信行业节能降耗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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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实现。 

分客户口直流电能计量要求：开关电源可按按周期（例如每月）提供不同客户电度用电

量和比例，蓄电池按周期放电电量。 

b．备电分客户管理功能 

在同一站点各运营商负载大小不同，不同的备电时长要求下，电池所需对应容量不

同。实现共建共享后，电池将统一按整站满配考虑，为保证满足各运营商备电时长要求，

电源需对电池下电管理功能细化，可按不同运营商需求，设定不同下电等级。 

目前铁塔标准分为五次下电和二次下电: 

1）五次下电：当市电停电且蓄电池放电时，系统应自动分五次切断相应输出分路，前

四次按照四个设置时间来切断，第五次按照蓄电池保护电压 43.2V来切断。（考虑随着电池

使用时间延长性能下降，留出足够时间给重要负载供电，个别厂家做了相应改进，前四次

也可选择按电压来控制。） 

2）二次下电：当直流输出电压低于设置值时(可调)，可自动切断部分负荷，当电压低

于 43.2V自动切断蓄电池组输出。 

c．基于物联网下的网络能源监控 

目前基站的监控已经脱离了原来单一的集中监控概念，高频开关电源的监控模块在实

现交流配电、整流模块、直流配电的工作状态实时监测和控制过程中，通信局（站）的监控

必须纳入统一的监控平台中，电源侧需提供标准的通讯接口（含 RS485、网口），同时满足

统一平台协议。基于物联网下的网络能源监控，为铁塔公司利用现有资源，发展更多的增

值业务，提供了可能性。 

二、存量站实现精细化管理 

在由铁塔公司承建的新建通信局（站）中，可按共建共享计划采购符合要求的供电系

统，但对于存量资产，无法直接实现共建共享。大量的国有资产，不可能全部直接更换成

新型供电系统，存量站要实现共建共享，并实现精细化管理，可以根据具体站点情况，采

用存量站整治方式实现。具有多年制造经验的电源厂家，可提供丰富的整改方案适应各种

需求。 

高频开关电源具备多客户供电功能，依托精细化管理，实现多客户的共享，会更好的

满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节约占地、能源、原材料消耗，保护自然

环境和景观。基于物联网的网络能源系统，必将在未来的铁塔共建共享建设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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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新能源汽车的“供氧中心” 

中国泰尔实验室   王梦迪 

一、充电桩展览会即将亮相北京 

6月 29日-7月 1日，EVCS中国北京国际充电站(桩)技术设备展览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此次展会吸引了来自电动汽车充电领域的近 300 家企业参展，科士达、特变电工、

中恒电气、科陆电子、万帮新能源、普天、南瑞、乐庭集团、沃尔核材/沃尔新能源、国耀

电子等大型上市企业都将重装亮相。据组委会介绍，本届展会主要展出落地式充电桩、挂

壁式充电桩、无线充电桩等汽车充电设备的最新技术及产品。展会同期将举办“2016 中国

国际电动汽车及充电产业高峰论坛”，就“电动汽车技术创新与国际化发展”、“电动汽

车充电产业商业模式与营运管理”以及“充电桩解决方案与技术标准”等议题展开对话。 

由此可见，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供氧中心”，充电桩已经悄然登上了绿色能源新时代

的大舞台。 

二、我国充电桩相关政策 

1、2014年 6月开始，国家能源局已经开始制定《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

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会从建设、运营、管理等多层面进一步加强对于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的支持。2015 年 11 月 17 日，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住建部四部委联合印

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通知，明确到 2020 年，新增集中

式充换电站超过 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万个，以满足全国 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

需求。 

2、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2015 年在调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时强调，千方百计推动新能

源汽车充电设施加快发展，完善的充电设施是新能源汽车普及的重要保障。他在会议中同

时指出，2014 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企业积极

发挥主体作用，政府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新能源汽车发展呈现喜人局面。 

三、我国充电桩覆盖情况 

1、北京：到 2015 年 12月底，北京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约 2.1 万根，“领跑”全国充

电设施建设水平。其中，有 5000多根是建在商圈、停车场等社会公用领域周边充电桩。 

2、上海：至 2015年 11月底，在充电桩建设方面，上海目前已有 25家国有和民营企业

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 16055 个（其中公用和专用充电设施 5168个），同时在全市建立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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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售后服务网络，共建成网点131个。逾29200辆新能源汽车实现了实时运行情况大数据

分析监控。与此同时，建成全国首个新能源汽车智能光伏充电站，市中心城区启动智慧路

灯充电设施产品示范。 

3、深圳：据粗略统计，至 2015年 12月底，深圳现有快速充电站 81座，其中公交充电

站 74 座、社会充电站 7 座，慢速充电桩近 3000 个。目前，“快充电桩完成了大概 30%到

40%，而慢充电桩只完成 10%左右。”  

4、成都：粗略统计，截止 2015年底，建立充电站不少于 20座，换电站不少于 20座，

充电桩不少于 3000个。 

5、石家庄：截止 2015 年底，建立大型标准模块化充（换）电站 83 座，充电桩 5455

台。 

6、武汉：至 2015年 11月初，全省试点建设中大型电动汽车充电站 16座，交流充电桩

300个。 

7、南京：统计显示 2014—2015年，全市共建设新能源充电桩 3800余根，其中公交车

充电桩 791 根、出租车充电桩 284 根，社会公用充电桩 2800 余根，充电设施建设初见成

效。 

四、发达国家充电桩发展现状 

1、在美国，电动车的销量已占全球的 45%。截止至去年 6 月，山姆大叔已经卖出了累

计 22.7 万辆电动车。之所以在美国，电动车能够有如此人气，与美国政府对充电桩建设的

重视密不可分。据统计，目前美国投入使用的充电桩已经超过 5万个； 

2、日本与美国一样，同样是电动车大国。目前，在这个小小的岛国内，全国已经拥有

包括家用充电桩在内共 4 万个汽车充电桩，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传统加油站。充电桩的建

设可不仅有政府在推进，丰田、日产、本田、三菱这四个本土企业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共

同成立了“日本充电服务”公司，主动承担起充电桩的安装成本和 8年的免费保修； 

3、去年年底在英国，独具慧眼的高通集团宣布将注资英国最大的充电服务商

Chargemaster，一同加速英国国内的充电桩布局并发展电动车无线充电技术。如今，

Chargemaster已经在英国的公共区域、写字楼以及居民住宅区不下 2.7万个充电桩； 

4、法国政府经审议后决定：未来 3 年法国将在现有充电网络基础上增加 16000 个充电

桩，预计投资 8000万至 1亿欧元； 

5、作为宝马、奔驰、奥迪的故乡，德国还是很注重电动车的发展。在 2020 年，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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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路的电动车要达到 100 万辆。近期，政府决定，将针对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至 2017 年计

划建成 400个快速充电桩，要求半小时内必须让电动车满 80%，而且还要统一使用具有欧洲

标准的连接器。 

五、中外充电桩发展差距分析 

以法国为例，Autolib 项目为全球最大的纯电动汽车共享租赁项目，2011 年末正式启

动，目前已吸收会员 10万人，并已建成 800个租赁点，每个租赁点安装有 5-10个充电桩。

加入的会员不仅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和手机预订电动车，还可以预约目的地的停车位，同时

根据剩余电量为消费者选择最近的充电站。 

在中国，购买远远大过租赁。以我国的国情来看，充电桩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个是物业不欢迎，一个是布局不合理。据了解，在北京购买电动车，电动车企业一

般都提供安装充电桩的服务。但充电桩安装条件苛刻，首先需要有个人产权的固定停车

位，其次用电负荷要过关，不能影响其他人正常使用周边停车位。同时，安装容易管理

难，充电桩装完后，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和监管责任尚未明确。 

同时，不少城市的公用充电桩布局不合理，利用率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相比高速增

长的需求，城市公共充电桩数量严重不足，有些充电桩的匹配兼容度也不够。另外城市公

用充电桩缺少统一规划，布局需求存在不同程度错配。一些城市的充电桩建设时间较早，

设备陈秀、维护不及时，很多已经不能正常使用，成了摆设。 

充电桩是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的“先行官”，充电是否方便直接决定了人们使用电动汽

车的体验，影响人们的购买决定。科学规划做好增量，优化管理盘活存量，才能有效增加

充电桩的供给。 

 

 

无源器件产品标准发展简介及跟踪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泰峰通信实验室   郭良勇 

室内信号分布系统是针对室内用户群、用于改善建筑物内移动通信环境的一种成功的

方案，是利用室内天线分布系统将移动基站的信号均匀分布在室内每个角落，从而保证室

内区域拥有理想的信号覆盖。无源器件是无线通信室内信号分布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本文主要介绍无源器件产品标准的发展经历及最新相关产品行业标准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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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年 11月，泰尔认证中心率先发布了《无线通信室内信号分布系统无源器件技术规

范》。规范分成 6个部分，分别包含功分器、耦合器、合路器、电桥、衰减器及负载 6

类产品。首次对无线通信室内信号分布系统无源器件做了行业统一的技术规范要求。 

2、 2014年 10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发布了 YD/T 2740.5-2014《无线通信室内

信号分布系统 第 5 部分：无源器件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无源器件产品有了统一的

行业标准。该行业标准提高了无源器件产品部分技术指标的要求，并增加了多系统合

路平台 POI的技术要求（参考值）。 

3、 2015年 4 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TC5 WG11 工作组第 3 次会议上通过了《移

动通信分布系统无源器件 第 7部分：衰减器》、《多系统接入平台（POI）射频技术要

求》、《多系统接入平台（POI）射频测试方法》、《多系统接入平台（POI）网管接口

技术要求》、《多系统接入平台（POI）网管接口测试方法》的立项申请，已进入编制

阶段。 

4、 2015年 11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TC5 WG11工作组第 5次会议上通过了《移

动通信无源器件》系列行业标准报批稿。该标准分 6个部分，包含功分器、耦合器、电

桥、合路器和负载 5类产品。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室内信号覆盖的方式越来越多，传统使用无源器件的室内信号

分布系统受到光分布系统、家庭基站等新技术的挑战。虽然有“光进铜退”的大趋势影

响，但在未来可预见的几年内，室内信号分布系统包括无源器件仍将扮演移动通信覆盖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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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园地】 

线缆企业质量管理之路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王伟 

一、引言 

江苏亨通观点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光棒、光纤、光缆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产品主要用于电信、移动、联通、电力、广电、铁路等各大专用通信网。近年

公司结合质量工作与发展的契合点，加强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质量创新，深

化“三化建设”促质量发展，提升质量工作对客户、社会的贡献度，助推公司迈向国际化

水平。 

公司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始终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以环保、健康、安全为切入点，将

公司在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安全、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业绩予以公布，并进一步在全公司

范围内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实践节能减排，大力推行精益管理，不断提高资源利用和

价值创造的效率，实现公司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战略与服务质量 

公司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围绕打造行业领军企业、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的发展总

纲，从“大而全、低端、中国优秀线缆企业”引导向“技术、市场、质量的领军企业、世

界线缆行业前十强”转型，实现从低端向高端、从国内向国际化、从单一产品供应商向系

统集成服务商升级。我司始终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人人面对市场，人人服务市场”的营

销理念，公司未来的产品及服务依然以优质的原材料、独特的工艺控制、可靠的质量保证

及优越的售后服务为基础，逐步完成从产品供应商向系统服务商的转变。在不断满足客户

多元化需求的同时，完成了从品牌知名度向品牌美誉度的转变。 

三、过程管理 

通过价值链分析方法，设计组织各个关键过程，在识别组织全过程的基础上，将过程

分为关键基础过程和关键支持过程，确定了关键过程和关键过程的要求，并基于过程的要

求进行了关键过程的设计，同时规范研发与创新、采购、检测、生产、营销、质量、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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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管理过程。 

3.1 研发与创新过程 

我司对研发项目经过前提调研、评估、立项、审核等步骤，确定研发项目。并成立了

光纤光缆、装备配套技术中心和专职研发团队，攻坚克难，实施产品开发和设备研发工

作，同时规范研发与创新过程，有效控制研发和创新过程，确保研发与创新过程绩效指标

高效完成，达到成本最小化，性能、质量最大化。 

3.2 采购过程 

为了从源头控制质量，我司根据采购控制程序建立采购管理制度，按照采购流程实施

采购过程管理，运用分类采购的方法，实施分级授权，并成立招标工作小组，实施全过程

有效监督，确保招标、结算的公正、公平、公开，为供应商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通过相

关方管理，和相关方建立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建立与相关方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确保

原材料采购的保质、保量、准时。同时为了保障供应商产品的品质一致性，我司加强原材

料供应商的监管，每年组织专家进行供应商资质审查。 

3.3 生产过程 

按照各类产品的生产需求，我司制定一系列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及检验规范。对生

产运行信息、产品质量、制造成本、作业效率都进行严密、严谨的管控，使产品实现过程

标准化、程式化，保障生产过程的输出满足预期要求。加强生产、现场、安全等运行系统

管理，在同行中率先运用 MES＋PTS+ERP制造信息系统，实现生产制造智能化。 

3.4 营销过程 

根据光纤光缆行业的发展需求，并结合公司产能，了解客户需求和期望，做好营销过

程中的产品介绍和推广、销售工作，保证售前、售中及售后的服务质量，最大程度满足客

户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同时打造顾客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商务互访、专项交流会等渠

道，了解不同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并转化成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立了全方位的产销管理系

统，实现了全程实时跟踪。 

3.5 质量过程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一个企业整体素质的展示，也是一个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随

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顾客对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企业要

想长期稳定发展，必须围绕质量这个核心开展生产，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产出高品质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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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产品认证是由第三方通过检验评定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样品型式试验来确认企业的

产品、过程或服务是否符合特定要求，是否具备持续稳定地生产符合标准要求产品的能

力，并给予书面证明的程序。我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ISO9001:2008、

ISO14001:2004、GB/T28001-2011 管理体系认证及测量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已获得国际国

内产品认证近百项。 

随着高端市场及海外市场拓展，为了确保供货产品品质一致性，检测中心加强原材料

供应商的监管和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的管控，检测中心通过引进和自主研发建成了拥有一

批国际国内领先实验装置的先进检测实验研究中心，检测实验能力的完备性及先进性居于

行业领先地位。 

为了加强公司过程管控，我司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的战略要求，将物

联网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IT 技术等高新技术，与现有的工厂物联网有机融合，引入智

慧工厂的概念，加紧“三化”建设的步伐，提升企业协同能力。 

四、持续改进 

为了评价公司经营管理体系运行的效果和绩效，我司建立了绩效管理体系，对运营绩

效数据进行收集、分析、改进，以获得公司持续改进的方向，并持续改进与创新，提升公

司的管理水平和运营能力。同时鼓励各种形式的改进与创新，建立了较完善的创新奖励机

制，充分调动员工积极参与各种创新活动。例：开展全员查漏补缺、节支降本活动，通过

从产品设计、研制、工艺、材料采购、生产、市场销售全过程的成本控制，形成提质增效-

成本改善的闭环，从目标确定到目标分解，再到目标实施过程形成常态化的管理工作，系

统化提升产品竞争力。 

近年来，我司通过技术、资本、运营模式的全方位创新，瞄准行业前沿，立足产业转

型升级和高端产品的研发整合，现已成为全球光纤光缆行业世界领军企业之一。在“中国

制造 2025”、“互联网+”、“一带一路”及“提速降费”政策影响下，我司放眼全球，

布局海外，率先推行“工厂智能化、制造精益化、管理信息化的”三化智能企业建设，在

全方位提升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提升效能、降低成本，推进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以习

总书记提出的“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

国品牌转变”三个转变为行动纲领，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制定 555 国际化战略，为加快

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https://www.baidu.com/s?wd=%E5%9E%8B%E5%BC%8F%E8%AF%95%E9%AA%8C&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WPyn3nWwWmhcvn1c1PvD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TdPjDL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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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通信光缆行业的生产管理信息化实践 

中国泰尔实验室 韩超 

工业是我国立国之根本。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提出的信息化与工业化

的融合战略，比如德国的“工业 4.0”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战略，将工业发展推上新

的阶段。在信息化的趋势下，我国推出了工业发展的新模式，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十七大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战略，

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化融合道路。从近几年各行业的实践来看，两化融合能够有

效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益、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还能促成行业内部、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协

作，提高行业和产业链的运行效率。 

两化融合的深入推行，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5

年，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 2.1 亿户，比去年净增 1200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

9.5 亿户，比去年净增 7800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已达到 13 亿户，其中 4G 用户数为 3.5

亿户，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为 95.4%。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行，宽带用户的数量

必将进一步上升。 

光缆作为通信的基石，在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刺激下需求量增长迅速。根据 CRU 线缆行

业的统计数据，从图 1中可以看出，从 2008年到 2014年，国内市场对光缆的需求量呈现出

不断递增的趋势。2015 年中国光缆的需求量预计将达到 2 亿芯公里，超过世界总需求的

55%。目前国内光缆企业同质化竞争激烈、产能严重过剩，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对光

缆行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坚持两化融合思想，以信息化指导生产和管理工作，是光缆行

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内众多光缆企业把握机遇、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的关键。

下面以光缆产品从客户需求分析到发货交付的整体流程为例分析信息化对生产管理工作的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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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8 年-2014 年国内光缆需求量增长趋势 

国内企业所采用的光缆产品整体流程如图 2 所示。首先根据客户的需求对光缆的结构

进行设计，按照设计结果对光纤进行染色、配置护套料和金属带等原材料。然后根据排产

计划进入生产流程：根据设计将一定数量着色后的光纤用不同颜色的松套管进行包覆（套

塑），再将套塑后的光纤以绞合的方式固定到加强件上，最后包覆金属带、挤塑形成护套完

成光缆的制作。光缆生产结束后经过质量检验、分批入库后按照订单进行发货。 

在采用信息化的生产管理方式之前，流程中普遍存在着如下问题： 

1）产品设计响应速度慢，订单下达效率差； 

2）订单结构解析慢，评审流程长、步骤繁琐； 

3）排产等待时间长，排产与实际进度统计效率差，分配光纤指定下达慢； 

4）设备生产效率需要提高，实时监控能力差； 

5）发货计划准确性差，仓库产品定位难，装车等待时间长； 

6）光纤供货管理效率低，光纤供货紧张，交货周期长。 

 
图 2：光缆产品整体流程 

分析以上问题可以发现，产品整体流程中无法实现信息实时、有效地在各环节之间流

通是造成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针对这种现象，一些大型光缆企业建立了起贯穿整个产品

整体流程的信息管理系统，以模块化的方式对生产管理工作进行信息化的改造，并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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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成果。典型的模块化的信息系统架构如图 3所示。 

 

图 3：模块化信息系统架构举例 

依托于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化模块在提升生产效率、企业效益和行业竞争力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各模块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1）产品结构定制：销售人员能够根据客户需求直接在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产品定制，

中间可以省去大量的电话、邮件沟通环节，使信息传递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产品的生产

进度及质量等信息可随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查看，方便与客户沟通，提升服务质量； 

2）订单评审管理：销售人员录入的订单信息在信息管理系统中可实现分类存放，并且

安排专人对各类产品进行审核，使订单的审核流程得到精简，缩短排产等待时间； 

3）排产计划跟踪：信息管理系统能够根据订单的下达日期以及紧急度，结合当前生产

线的进度和空闲情况，自动对排产计划进行优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

生产线资源利用率； 

4）原料自动配置：信息管理系统根据定制好的产品信息自动生成光纤染色计划，提高

配纤效率和光纤利用率； 

5）设备集中控制：信息管理系统配合设备中的嵌入式控制软件，能够实现工作程序自

动下发到设备，并对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对各生产环节形成

反馈，提高生产效率和良品率； 

6）无线发货终端：在发货环节使用与信息管理系统对接的无线终端设备扫描产品条形

码或二维码，对产品的质量、库存及发货状态等信息进行记录和跟踪，提高发货效率和准

确率。 

生产管理工作信息化的推进，离不开数据的高效利用。未采用信息管理系统的产品整

体流程，一大突出问题是各环节信息没有做到实时、有效的监测，环节之间没有建立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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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数据共享通道，相关信息无法得到及时的反馈，导致了效率低下、供货周期延长等后

果。而采用了信息化的生产管理模式之后，以信息管理系统为载体，光缆企业建立起了如

图 4 所示的数据集成化通道。其中信息管理系统作为通道主体，它承载着销售管理、原料

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库存发货管理以及成本管理等环节的信息。不同环节的员工

可以通过多种终端数据入口对这些信息安全方便地进行访问，实时地掌握相关环节的动态

数据，并通过信息的反馈来指导本环节工作。同时，系统通过与光纤公司产品跟踪系统

（Production Tracking System ,PTS）对接，实现了光缆订单数据下发至光纤公司安排光

纤生产、实时跟踪查询光纤公司库存与质量信息功能，实现光纤指标优化等效果，对与生

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控制都有显著意义。 

 
图 4：集成化数据通道 

通过建立信息化的生产管理体系，国内光缆企业依托于信息管理系统和各种信息化模

块，实现了产品整体流程中各部分数据的实时上传与共享，将销售订单、产品生产、质量

管理、库存发货和客户服务等环节无缝连接了起来，实现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消耗和成

本、灵活快速的产品交付以及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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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广场】 

TPEE 套管与纤膏相容性分析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孙冲 杨曼 刘辰 

摘要：通过相容性试验研究了不同温度下，TPEE（热塑性聚酯弹性体）材质套管在三个厂家

纤膏中浸泡后，机械性能以及重量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试验结果显示，TPEE 套管耐环境性

能优秀，80℃和 120℃下在三个厂家的纤膏中浸泡 45 天后，机械性能以及重量都未发生明

显变化。同时通过力学性能对比可知，不同颜色的色母料对 TPEE 机械性能基本无明显影

响。尽管 TPEE 套管在两个温度下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掉色现象，但是通过与 PBT 材质的套

管的对比可以发现，这是色母料在较高温度下与纤膏发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正常现象。 

关键词：热塑性聚酯弹性体；松套管；纤膏相容性；机械性能 

一、引言 

TPEE（聚酯热塑性弹体）拥有优异的抗疲劳弯曲性、低蠕变的载荷能力、宽泛的温度适

应力、抗化学品等优异的性质[1]，与目前广泛使用的 PBT（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相比，

其柔韧性更加出色，在套管弯折实验方面表现更为出色。它的一般结构如下： 

 

尽管 TPEE 套管的机械性能良好，但是它与不同厂家纤膏的相容性数据尤其是在高温下

与纤膏的相容性数据还鲜有研究。 

二、试验部分 

2.1 试验原料 

TPEE材质松套管（本部生产），A,B,C三个厂家的纤膏。 

2.2 试验设备 

电子万能试验机，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数显游标卡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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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试验方法 

我们选择了兰色和桔色的 TPEE松套管作为实验对象。实验方法参考《GB/T 20186-2006 

光纤用二次被覆材料 第 1 部分: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2]。由于此标准要求比较宽泛，

因此为了让实验结果更准确地反应产品的性能，我们此次试验中参照了《YD/T 839.2-2014 

通信电缆光缆用填充和涂覆复合物  第 2 部分：纤膏》[3]的标准，将其判定指标作为参

考，两个标准的判定方式见表 1： 

表 1：《GB/T 20186-2006》与《YD/T 839.2-2014》中相关实验方法的对比 

试验方法 
试验历时

（天） 

试验温

度（℃） 

屈服强度

（MPa） 

断裂伸长

率（%） 
耐缠绕试验 

重量变化

率（%） 

GB/T 

20186-2006 
45 85±1 ≥35MPa ≥200% 不开裂 无要求 

YD/T 

839.2-2014 
45 85±1 

屈服强度保

留率≥75% 

断裂伸长

率变化率

≤30% 

不开裂 ≤3% 

为了保证数据的全面性，实验分别在 80℃（中温）和 120℃（高温加速老化）下进行。

每个温度下，我们又选取了 3 个厂家的纤膏：A、C 以及 B 进行比较。实验项目包括：老化

前后 TPEE 套管的屈服强度、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卷绕实验以及重量变化率。考虑到样

品的特性，为了保证实验的效率，我们将 80℃下实验的测试周期定为 5天，120℃下实验的

测试周期定为 3天。 

三、结果与讨论 

3.1 不同温度下色母料以及纤膏对 TPEE 机械性能的影响 

图 1 是 80℃下 A 纤膏中套管机械性能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兰桔两色套管的

屈服强度变化曲线和断裂伸长率变化曲线走势都比较一致，并且最终的变化率都在 15%以

内。因此可以认为：1、不同颜色的色母料对 TPEE 套管的工作性能影响较小；2、80℃下在

A纤膏中 TPEE套管的机械性能比较稳定。 

 

图 1：80℃下 A 纤膏中套管机械性能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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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 120℃下兰管在 A，C 两个厂家的纤膏中机械性能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即使在

高温下，TPEE 材质的套管的机械性能也相当稳定，在两个厂家的纤膏中机械性能变化趋势

也比较接近，最终变化率都在 15%以内。由此基本可以认定高温下 TPEE 套管的机械性能依

然能够保持稳定，而且与三个厂家纤膏的相容性也不存太大差异。 

 

图 2：120℃下兰管在两种不同纤膏中机械性能变化情况 

为了对比套管在不同纤膏中机械性能变化的情况，我们进行了另一组对比，结果见图

3。从图 3 中可以看出，80℃下兰管在三个厂家的纤膏中屈服强度的变化趋势都比较一致，

最后强度的差异也不大，结合 120℃下的强度数据，基本可以认定不同纤膏厂家对 TPEE 套

管的机械性能影响并不大。 

 

图 3：80℃三个厂家的纤膏中兰管屈服强度变化情况 

由于上面数据印证了不同颜色的色母料和纤膏厂家对 TPEE 套管的工作性能影响较小，

高温实验组这里只选用了 A 纤膏中的兰管机械性能的变化作为典型样本。从图 4 中可以看

出，120℃下 TPEE 套管在纤膏中浸泡 45 天后，性能依然比较稳定，屈服强度变化率和断裂

伸长率变化率都在 15%以内，这是因为 TPEE是半结晶型的聚（醚-酯）嵌段共聚物，TPEE 在

低于熔点的情况下不溶于大部分溶剂，因此，它们一般耐油和耐溶剂，尤其是非极性溶剂



29 
 

的性能极为出色。而纤膏主要由非极性的气象二氧化硅和高分子聚合物构成，因此 TPEE 在

它们中间呈化学惰性[4]。 

 

图 4：120℃下 A 纤膏中套管机械性能变化情况 

3.2 高温下 TPEE 松套管与纤膏的相容性 

图 5为120℃下 A纤膏中套管重量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在高温下放置长达

45 天之久，套管的重量变化依然不大（重量变化率<0.5%）。这是因为，TPEE 对温度的适

应性很好，不仅因其低温柔顺性而适于在低温下工作，不会变脆，在高温下也显示极好的

稳定性。实验研究显示：TPEE 在 110-140℃下连续加热 10h，重量仍然没有损失，经过等

速升温，发现直到温度达到 400℃时，才出现明显的失重，因此在汽车烘漆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5]。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套管依然出现了轻微的失重现象，这是由于高温下，套管表面的

部分色母料被纤膏溶解造成的，根据实验记录可以发现，80℃组TPEE套管放置20日左右后

套管开始轻微掉色，120℃套管放置 16 天左右时套管开始轻微掉色。为了验证掉色现象是

否由材料引起，我们做了对比实验：将 PBT 材质的同色套管也置入同样环境的纤膏中，观

察套管表面的颜色变化，结果 80℃组 PBT套管放置 5天后掉色，120℃组 PBT套管放置 3天

后掉色。这说明掉色是高温中浸泡时间过长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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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0℃A 纤膏中套管重量变化率 

TPEE的卷绕实验也全部合格，印证了 TPEE材料优异的耐曲挠疲劳性能。 

四、结论 

本次实验通过在两个温度，3 个厂家的纤膏中进行了两种颜色 TPEE 套管的相容性实

验，印证了 TPEE 套管良好的耐环境性能,为将来松套管生产的选材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

用。本次试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不同颜色的色母料对 TPEE套管的机械性能影响不大； 

2 TPEE材质的套管在三个厂家的纤膏中均表现出了良好的相容性； 

3 TPEE 套管耐热性能优异，在 80℃和 120℃下，套管的机械性能稳定性较好，而且在两

个温度下套管最终的机械性能并没有出现较大差异； 

4 尽管 TPEE 套管在两个温度下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掉色现象，但是通过与 PBT 材质的套

管的对比可以发现，这是色母料在较高温度下与纤膏发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正常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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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10型数据模块回波损耗等传输性能测试方法的交流和

探讨 

常州太平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陆文艳 

摘 要：阐述了综合布线系统中 110型数据模块的应用，并且 110型数据模块不同配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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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回波损耗和近端串音的测试方法和测试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综合布线、110型数据模块、回波损耗、近端串音、测试 

一、引言 

目前此产品是一款非常成熟的综合布线系统中常用的连接硬件产品，但由于理解上的

不同，对电气传输特性的检测方法和判定标准却不太统一，有些是针对器件标定并测试，

有些是针对信道进行标定并测试，并导致判定结果的不一致，故作这方面的交流和探讨。 

二、产品介绍 

110型连接管理系统由 AT&T公司于 1988年首先推出，基本部件是数据模块、连接块、

跳线和标签。110 型数据模块是 110型连接管理系统核心部份，110 数据模块是阻燃、注模

塑料做的基本器件，布线系统中的电缆线对就端接在其上。 

110 型数据模块配有若干引脚，俗称“带腿的 110数据模块”（图 1），其可以应用于

所有场合，特别是大型电话应用场合，也可以应用在配线间接线空间有限的场合。 

 

图 1：110 型数据模块组成 

下图为 110型配线架在综合布线系统的应用，其中 110数据模块为 110配线架的核心器

件，室内水平布线一般采用 CCW（Counterclockwise）逆时针方向的单连线进行交叉跳线连

接，而CCW跳线性能只达到三类，这限定了综合布线系统的性能在使用CCW跳线时其水平只

能达到三类，故仅适用于管理水平布线子系统。 

 



32 
 

图 2：综合布线系统的结构 

为了规范并综合布线的应用，通信行业标准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并分别对布线系

统、硬件、跳线和线缆形成了详细的技术参数要求和测试方法。如： 

① YD/T 926.1-2009  综合布线系统 第 1部分:总规范 

② YD/ T 926.2-2009 大楼通信综合布线系统 第 2 部分:电缆、光缆技术要求 

③ YD/ T 926.3-2009 大楼通信综合布线系统 第 3 部分:连接硬件和接插软线技术要求 

从实际应用来看，运营商均制定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如 2015 年中国移动集采宽带接入

用综合配线箱产品时，技术规范书中对综合布线中明确要求如下：规范涉及的综合布线连

接硬件包含110数据模块及音频模块。音频配线模块应至少满足YD/T926.3标准中综合布线

连接硬件 3 类要求，而数据模块则推荐应至少满足 YD/T926.3 标准中综合布线连接硬件 5

类要求。 

三、回波损耗等电气传输特性在不同规范中的要求 

在产品标准中，通常会有各种性能参数的要求，这些要求通常给出一个范围，如：A≥

a，A >a，A≤a, A<a，b<B<b，b≥B≥b，或者给出一个公差 C±c，这些小写字母方式明确

给出了指标的范围界限，即，指标的极限数值。 

GB/T 8170—2008《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中对极限数值的定义为：

标准（或技术规范）中规定考核的以数量形式给出且符合该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的指标

数值范围的界限值。 

四、测试指标数值取舍的习惯做法 

综合布线中，连接硬件和接插软线作为布线系统中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的性能就

是弯曲时的性能问题，线缆在弯曲时会有很明显的回波损耗出现，导致线缆的性能下降，

所以对于综合布线传输性能来讲，回波损耗指标性能由配线方案中最低的那个器件或组件

决定的。 

从下表 1 中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同类别的硬件回波损耗和串音的电气传输特性要求

高于同类别电缆，同类别电缆的电气传输特性要求高于同类别的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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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0 数据模块的主要电气传输特性检测方法 

通过对标准之间对综合布线系统中不同产品的测试方法比较，综合布线涉及的硬件、

电缆和系统的标准测试方法均有所差异，具体参见下表 2。 

 

而目前由于针对器件测试需配置的不同类别的 50Ω-100Ω平衡一不平衡变换器和标准

件，性能精度要求，定制成本较高，很多实验室通常采用的电气传输特性检测方法是依据

YD/T 838.1标准规定的基准方法-频域扫描法，或者采用测试精准度相对较低的 Fluke福禄

克 DTX 系列电缆分析仪作为替代法测试，两种方法中产生争议时，以测量精准度较高频域

扫描法作为参考基准。 

在频域扫描法中，采用矢量网络分析仪作为核心测量部件，而由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

测量端口是非平衡的，所以采用了平衡一不平衡变换器作为平衡器件。其回波损耗和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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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音的测量原理图如下： 

  
图 3：反射性能测量原理图                    图 4：近端串音测量原理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阻抗变换器以及校准部件的精准度对测量误差起着关键作用。同

时，由于测试引入了较长的电缆线，电缆的性能也对传输性能起着决定性因素，加上卡接

线的手法等，还需注意如下事项： 

a) 线缆的弯曲半径也对回波造成影响，有条件的话，尽可能将电缆无扭转的铺开或架

设，不要有拐点或弯曲； 

b) 测量应在平衡状态下进行，测试系统中包含的试验设备与硬件、电缆的标准特性阻抗

的匹配性； 

c) 输入输出端的端接时尽量做到各线对保持扭绞并很好的分开，进入夹角一致，应特别

注意使端头的耦合效应最小。 

六、实际检测数据对比及分析 

对连接硬件的不同类型电缆在同一仪表中测试后的回波损耗和近端串音电气特性测试

数据对比，不同类别或品牌电缆测出的数据结果差别较大。典型频率点对比数据参见下表

3： 

 

针对不同类型电缆与 110 型数据模块配线后的回波损耗和近端串音电气特性测试对比

数据对比，同一模块与不同类型电缆连接后测出的数据结果差别较大，主要由电缆或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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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质量有较大的关系。典型频率点对比数据参见下表 4： 

 

七、结论和建议 

1、不同类别的电缆和连接硬件能在信道中混用。但是总的布线性能由最低性能部件的类别

决定。 

2、110 型数据模块的传输特性，如果引入了线缆并需要成端后检测，建议选用的测试线缆

性能要较硬件性能高一个等级，以免测试结果受到线缆自身特性的限制和影响，并导致误

判。 

3、针对要求超 5 类及以上的硬件测试，仪器仪表以及阻抗变换器以及校准部件都需要很高

的精度，建议实验室测量前与同类实验室进行比对试验或验证测试，尽量能够消除测量误

差和不确定度后再做判定。 

4、不建议 110数据模块使用在 6类及 6类以上的综合布线系统中。 

 

 

FTTH终端接续用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回波损耗指标要

求和测试方法探讨 

信息产业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刘健 

摘 要：阐述了近年来 FTTH终端接续技术的发展，从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和预制成端蝶

形引入光缆在现网上的应用情况、性能比较、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且对预制成端

蝶形引入光缆回波损耗的测试方法和指标要求的合理性进行了重点论述。 

关键词：FTTH 终端接续；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回波损耗；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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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0 年，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

见》，提出 2011年城市用户及农村用户的宽带接入将分别实现 8M及 2M以上。2013年国务

院发布“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将“宽带中国”计划正式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今

年年初，工信部公布了2015年宽带战略的年度目标：新增光纤到户覆盖家庭8000万户，新

增1.4万个行政村通宽带，城市宽带到达20M，部分大城市实现100M，推动一批城市率先成

为“全光网城市”。 在上述政策的积极引导下， FTTH（光纤到户）建设得到了大规模的投

入，终端接续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本文阐述了近年来 FTTH 终端接续技术的发展，从各类端接产品在现网上的应用情况、

性能比较、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总体分析。根据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应用和测试情

况，结合各运营商编制的技术规范书、YD/T1272 系列光纤活动连接器的行业标准以及 YD/T 

1997.3-2015《通信用引入光缆 第 3部分：预制成端光缆组件》行业标准，详细分析该产品

回波损耗的测试方法和指标要求的合理性。 

二、FTTH 终端接续技术及产品 

由于 FTTH 在用户端的施工存在着操作空间小、施工环境差、装维人员数量和技能不

足、室内末端光纤维护困难等现实因素，光纤成端质量的好坏对通信链路的影响、对用户

感知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几年来，运营商一直在努力寻求既能提高施工效率，又能保证接

续质量的用户端光缆接续方式。 

从技术上来讲，FTTH 所使用的光缆端接方式分为热熔和冷接两种。热熔是传统的光纤

接续方式，需要成本较高的有源熔接设备，施工成本较高，操作不够简便；冷接是机械接

续的非熔接方式，操作起来更简单快速，比用熔接机熔接省时间。目前，在用户端应用的

冷接产品有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直通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热熔产品

有热熔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 

2.1 机械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 

冷接产品方面，运营商早期选用的是 3M、藤仓等国外公司的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

连接器。2008 年开始，国内出现了第一代的直通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2010 年起，

销售、生产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的厂家渐渐增多。2012 年，某电信运营商进行

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的第一次集采招标，参与厂家就超过了 100个。 

无论是直通型还是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投入现网应用后的效果并未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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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运营商的预期。究其原因，除了部分产品本身质量确实未达标，组装后可靠性得不到保

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类产品需要由装维人员现场组装后投入使用，组装的质量受到

产品结构特殊性、工艺一致性、操作通用性、供货厂家培训及时性、装维人员技术能力和

自身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产品的一次组装成功率、产品的稳定性达不到要求。随

着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的价格又在急速下降。例如，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的价

格从最初的六七十元一个到现在十几元、甚至几元都可买到。在这种情况下，厂家对产品

成本的控制必然会加强，产品性能，尤其是稳定性和可靠性要得到进一步提升是比较困难

的。2013年，参与该运营商集采投标的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厂家虽不如 2012年

那么踊跃，但仍超过 80 家。到了 2014 年，参与集采投标的厂家数量就急剧下降，不足 40

家了。 

2.2  热熔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 

2013 年，热熔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开始推向市场。由于之前市场需求不大，国

内厂家真正投入研发的并不多，相当一部分厂家是仿韩国日新的。热熔型快速连接器现场

组装时，大多数需要比预置型的连接器多切割一个光纤端面，还需要借助熔接机进行对接

热缩，该产品由于预制端头与热缩管均为定制长度，施工时仍需要保证光纤切割或热熔一

次成功，因此现场施工难度比预置型快速连接器大，对操作人员要求高。如果操作人员对

产品的结构不熟悉、热缩时操作不当、操作熟练程度不够的话，产品的组装成功率都会受

到影响。 

从光学性能上比较，由于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是以机械方式进行对接，插

头内部多了一个冷接点，所以从单个插头的插入损耗指标上看，热熔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

连接器稍微优于机械型，其典型值参考如下： 

1）热熔型的插入损耗平均值要求在 0.25dB 以下，机械型的插入损耗平均值要求在

0.3dB以下； 

2）热熔型的插入损耗最大值要求在 0.4dB以下，机械型的插入损耗最大值要求在 0.5dB

以下； 

3）环境和机械试验后热熔型的插入损耗变化量要求在 0.2dB 以下，机械型的插入损耗

变化量要求在 0.3dB以下。 

也就是说，由于接续方式的不同，热熔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一旦接续成功，其

光学性能指标和长期稳定性都会比预置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要高，相应的后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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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就会低一些。但是在现网应用时，如果每个装维人员都要专门配备 FTTH 熔接机，那将

是一笔大的费用；装维人员有时也会受操作场所条件的限制，没有合适的平台来放置熔接

机，导致一次组装成功率得不到保证。这两点是热熔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的得不到

全面推广应用的主要阻力。2013 年某运营商集采招标时，参与的热熔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

连接器厂家近 50个，到了 2014年第二次招标时，参与厂家数量不到前一年的一半。 

2.3  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 

FTTH 放装过程中熔接、成端等工作对仪表、工具、人员技能还是有较高的要求。由于

现场施工环境、入户条件、操作人员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现场成端存在的风险，也是通信线路上的隐患，所以

现网上采取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应用渐渐增多。 

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是在工厂按照光纤活动连接器的生产工艺，预先把连接器插头

安装到蝶形光缆上，现场施工时蝶形光缆上已带有连接器插头。工厂预制成端是在可控的

生产条件下进行的，其质量能得到较好的保证，比如：光学性能指标（插入损耗和回波损

耗）稳定并且在出厂前可得到验证。另外，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施工时无需用到现场成端

所需的切割刀或熔接机等工具、耗材，也降低了对装维人员现场成端的技能要求。因此，

运营商对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采购需求增长越来越快。例如，某运营商 2012 年的采购

预估量为 628万条，2013年为 762万条，2014年为 1000万条。 

三、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主要指标要求 

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中最为常见的是带 SC 型连接器的，在行业标准未发布之前，生

产厂家检测依据只能参照YD/T1272.3-2005《光纤活动连接器第3部分：SC型》的行业标准。

而不管是电信、移动还是联通这三家运营商在编制集中采购技术规范书时，都是在

YD/T1272.3《光纤活动连接器第 3部分：SC型》和 YD/T 1997《接入网用蝶形引入光缆》的

基础上，根据本企业的需求，对相应的测试项目、测试方法和技术指标进行规范。 

光纤活动连接器关键的指标是接头处的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由于实际应用的预制成

端蝶形引入光缆的长度通常为几十米、甚至一两百米，而传统的光纤活动连接器长度一般

都小于十米，所以，由于光纤自身材料所引起的传输损耗和瑞利散射损耗，预制成端蝶形

引入光缆和传统光纤活动连接器相比较，不能等同处理。传统的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损耗产

生主要是指接头处的插入损耗和反射损耗，自身的损耗基本可忽略不计，而预制成端蝶形

引入光缆除了接头处，还需要考虑由于长度加长后光纤本身所产生的传输和反射损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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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如果按0.36dB/km光纤的损耗来考虑，在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超过100米时要修正其

插入损耗指标要求（即每增加 100米允许插入损耗指标增加 0.036dB）；在进行回波损耗测

试时，普通光纤活动连接器可以在接头处直接截止光纤本身产生的反射损耗，而在预制成

端蝶形引入光缆中，由于结构限制只能在末端进行截止，那么，随着光缆长度的增加，除

了端头自身的反射，还需要增加光纤自身因瑞利散射引起的反射，并导致产品的回波损耗

值下降，随着光纤长度的增加，影响也是越来越大，需满足普通光纤活动连接器的回波损

耗指标要求也是越来越困难的。 

下表 1 为单模光纤由于密度不均匀、本身的缺陷和掺杂成分不均匀所引起的瑞利背向

散射（表 1的 RL2）与其长度存在对应的关系，而目前光纤活动连接器 UPC插头的回波损耗

指标要求为≥50dB（表 1的 RL1），因此综合考虑连接器插头和光缆长度客观存在的回波损

耗之后，可以计算出不同长度的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回波损耗值（表 1的 RL3）。显然，

当光缆长度超过 20米之后，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回波损耗值依然要求≥50dB是不合理

的。 

表 1：不同长度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回波损耗预估值       单位：dB 

蝶形缆长度 RL1 RL2 RL3 

（米） UPC 插头处最小回损 对应长度缆的回损 估算回损 

1 50  70  50  

10 50  60  50  

20 50  57  49  

50 50  53  48  

100 50  50  47  

150 50  48  46  

200 50  47  45  

300 50  45  44  

400 50  44  43  

500 50  43  42  

四、回波损耗的测试方法 

传统的回波损耗测试仪采用的原理是 OCWR（光连续波反射法）方法，OCWR 技术在测量

光纤跳线时是一种简单且好用的方法，测量的是光回损(ORL)，这其中包括瑞利散射和菲涅

尔反射，测试时需要消除被测器件的末端反射。末端反射通常可以通过缠绕、接 APC 跳

线、匹配膏等方法进行截止消除，从而得到器件的一个整体回波损耗值。 

免缠绕的回波损耗测试仪采用的原理是 OTDR(光时域反射法)方法，OTDR 技术能够区分

瑞利散射和菲涅尔反射，并利用菲涅尔反射的信息来定位连接点，在这些点上会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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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向散射光反射回来，测试时也无需消除被测器件的末端反射。 

在免缠绕回损仪上，通过选择不同的测试区间，可以精确得到连接头处菲涅尔反射所

引起的回波损耗，也可以得到某一段光纤中沿光纤长度上每一点所引起的瑞利背向散射所

产生的回波损耗，还可以得到传统回波损耗测试仪所能测到的在连接头和光纤本身影响下

所产生的器件整体回波损耗值。 

为了验证光缆长度对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回波损耗的影响，笔者用免缠绕回波损耗

测试仪 MAP-200 对各品牌的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下面仅给出有代表

性的 1组数据。 

                       表 2：300 米样品回波损耗测试                    单位：dB 

蝶形缆长度 RL1 RL2 RL3′ RL3 RL3′-RL3 

（米） 插头处回损 对应长度缆的回损 估算回损 实测整体回损 偏差 

1 51.56  69.57  51.49  51.20  0.29  

10 51.56  59.55  50.92  50.63  0.29  

20 51.56  56.55  50.36  50.12  0.24  

30 51.56  54.78  49.87  49.69  0.18  

40 51.56  53.55  49.43  49.26  0.17  

50 51.56  52.55  49.02  48.88  0.14  

100 51.56  49.59  47.45  47.34  0.11  

150 51.56  47.84  46.30  46.19  0.11  

200 51.56  46.58  45.38  45.32  0.06  

300 51.56  44.84  44.00  43.94  0.06  

表 2 中，RL1 是实测的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插头处因菲涅尔反射引起的回波损耗；

RL2 是实测的对应长度光纤因瑞利散射引起的回波损耗；RL3′是将 RL1 和 RL2 通过公式

RL3′=-10lg（10-RL1/10 +10-RL2/10）合成得到的估算回损值；RL3 是实测的包含插头回

损和对应长度光纤回损的整体回波损耗。测试结果表明分段测试合成后的结果与实测的整

体回波损耗值的偏差在仪表精度范围内。2015 年起，运营商发布的集中采购技术规范书对

前几年直接引用光纤活动连接器指标的做法进行了修正，根据不同长度对插入损耗和回波

损耗提出不同的指标要求。 

2015 年 4 月 30 日，YD/T 1997.3-2015《通信用引入光缆 第 3 部分：预制成端光缆组

件》的行业标准正式发布，也明确了对于不同长度的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其插入损耗和

回波损耗指标要求是不同的。 

但是，运营商和行业标准针对不同长度的回波损耗指标要求，仍存在着一些差异，具

体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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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运营商、行业标准对不同长度 UPC 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回波损耗的要求    单位：dB 

蝶形缆长度 RL1 RL2 RL3 

（米） 电信 移动 YD/T 1997.3-2015 

L≤20 ≥47 ≥47 50  

20＜L≤50 ≥46 ≥46 49  

50＜L≤100 ≥45 ≥45 47  

100＜L≤200 ≥44 ≥44 45  

200＜L≤300 ≥40 ≥40 44  

300＜L≤400 ≥40 ≥40 43  

400＜L≤500 ≥40 ≥40 42  

从表 3 可以看出，目前电信和移动的技术规范对回波损耗指标的要求相同，均略低于

新发布的行业标准中的指标要求，而行业标准中的指标要求与笔者通过试验验证所估算的

表 2中的数据基本相同。 

五、结束语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经过了数年大规模投入的FTTH建设，无疑将会得到更加全面、

快速的推进。因此，无论是标准编制单位、生产厂商、检测机构还是运营商，均需密切跟踪

成端技术的发展、关注端接产品的质量，共同寻求既能降低入户施工成本、提高施工效率，

又能保证接续质量、保证通信网络稳定性和长期可靠性的FTTH终端接续产品。 

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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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仲君．光纤线路上多个插入器件产生的累计回波损耗的计算及实验．光通信研究，

1994(1~2) Wu Zhongjun.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the Cumulative Return Loss by 

Insertion Pieces in Optical Line. Study of Optical Communications, 1994(1~2) 

 

 

光缆接头盒弯曲/扭转试验的方法和实施设备浅谈 

信息产业光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张劲松 

一、引言 

光缆接头盒是将两根或多根光缆连接在一起，并具有保护功能的光缆接续部件，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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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盒是光缆线路工程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器材，光缆接头盒的质量直接影响光缆线路

的质量和使用寿命，应给以足够重视，通信行业标准YD/T 814.1-2013《光缆接头盒 第1 部

分：室外光缆接头盒》详细规定了室外光缆接头盒的性能，其中机械性能（含弯曲/扭转试

验）是主要的技术要求，但是如何实施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简要探讨光缆接头盒弯曲/扭转

试验方法和实施设备的问题。 

二、标准方法要求 

以下是行标中的弯曲试验方法：将光缆接头盒固定在一个光滑平坦的水平面上，在距

光缆接头盒端部 150mm 长度处的光缆上施加弯曲张力 150N 或使光缆偏转 45°，在偏转位

置保持 1min 后，返回到原来的位置，再向相反方向重复同样的操作，保持 1min，完成一

个弯曲循环，共 10 个循环，如图 1 所示，对安装在光缆接头盒上的每根光缆都应进行弯

曲试验。 

 

图 1：弯曲试验示意图 

扭转试验方法：将光缆接头盒用夹具夹牢，用旋转夹头将距离光缆接头盒出缆口

500mm 处的一根光缆夹持牢固，做好光缆扭转起始位置标记后，对光缆施加扭矩 50N·m 或

使光缆扭转 900，在该位置保持 1min，然后回到原始位置，再向相反方向重复同样的操

作，保持 1min，完成一个扭转循环，共 10个循环，如图 2所示，对安装在光缆接头盒上的

每根光缆都应进行扭转试验。 

 
图 2：扭曲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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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现状 

随着光通信产业的大发展，光缆接头盒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企业发展良莠不

齐，市场环境导致企业间恶性竞争，有的一味追求利润，控制成本，检测设备也是能省就

省。现在生产企业中检测光缆接头盒的设备大多为自制的，相对简陋，且要实现以上两个

试验的功能需在两台设备上分别进行，操作过程复杂，效率不高，耗费人力，如何实现在

一个平台上既实现以上两个试验的功能，又可以用计算机自动控制试验全过程，提高测试

效率，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四、具体实施方案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图 3：试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 4：弯曲试验的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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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1-光缆，2-光缆接头盒，3-接头盒固定支架，4-旋转夹具，5-精密减速机，6-

伺服电机，7-传动机箱，8-控制系统，9-滑动板，10-旋转手柄，11-工作台，12-滑动轨

道，13-角速度传感器，14-扭矩传感器，15-弯曲固定夹具。 

1．进行扭转试验时，将光缆接头盒（2）固定于接头盒固定支架（3）内，光缆接头盒

（2）的出缆口与旋转夹具（4）的夹持端对应，将光缆接头盒（2）出缆口中的光缆（1）与

旋转夹具（4）的夹持端固定；根据试验所需的光缆（1）受试长度调整光缆接头盒（2）与

旋转夹具（4）之间的距离（调整时可通过滑动板（9）在滑动轨道（12）上的左右移动进而

带动接头盒固定支架（3）移动），通过控制系统（8）设置控制参数，启动伺服电机（6），

伺服电机（6）通过精密减速机（5）带动旋转夹具（4）旋转，旋转夹具（4）带动光缆（1）

扭转；旋转夹具（4）旋转的过程中，控制系统（8）通过角速度传感器（13）、扭矩传感器

（14）分别控制旋转装置的角度速度和扭矩，试验测得的试验参数在控制系统（8）中显示。 

2．进行弯曲试验时，将光缆接头盒（2）固定于接头盒固定支架（3）内，使接头盒固

定支架（3）水平顺时针旋转 90°，光缆接头盒（2）出缆口的方向与旋转夹具（4）夹持端

的方向垂直；将弯曲固定夹具（15）与旋转夹具（4）的夹持端固定，将光缆接头盒（2）的

出缆口中的光缆（1）与弯曲固定夹具（15）的夹持端固定；根据试验所需的光缆（1）受试

长度调整光缆接头盒（2）与弯曲固定夹具（15）之间的距离（调整时可通过旋转手柄（10）

牵引滑动板（9）进而带动接头盒固定支架（3）前后移动），通过控制系统（8）设置控制

参数，启动伺服电机（6），伺服电机（6）通过精密减速机（5）带动旋转夹具（4）旋转，

旋转夹具（4）牵引弯曲固定夹具（15）带动光缆弯曲；旋转夹具（4）旋转的过程中，控制

系统（8）通过角速度传感器（13）、扭矩传感器（14）分别控制旋转装置的角度速度和扭

矩，试验测得的试验参数在控制系统（8）中显示。 

3．控制系统为计算机，控制参数包括试验时间、循环次数、伺服电机的运行参数、旋

转夹具的旋转角度和旋转方向等。 

 

图 5：试验装置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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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扭转试验图 

 
图 7：弯曲试验图 

 
图 8：计算机显示测量控制系统 

五、小结 

光缆接头盒是光缆通信线路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配件，由于其在制造、运输、施工和使

用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又暴露在户外恶劣的环境中，可能导致密封性能下降影

响光纤传输性能，甚至出现断纤的现象，所以机械性能试验显得尤为重要。光缆接头盒质

量的好坏已引起通信运营商的极大关注，生产企业如何生产出符合标准的产品，必须对接

头盒的原理、结构和各部件的功能进行研究，就要进行大量的试验，积累数据进行质量分

析，这样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设备的设计制造对获得准确可靠的试验结果起到关键的作

用，帮助企业针对光缆接头盒存在的问题进行设计改进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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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击防护技术简介 

信息产业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刘裕城 

多年来人们对防雷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概括起来,从大的方面来说,防

雷击措施主要有主要有三条：1.避开雷击,2.消雷,3.安装防雷保护装置. 雷击防护技术示

意图如图 1.1所示。近代,人们的防雷研究主要放在提高防雷保护装置的性能和消雷措施。 

一、避开雷击 

避开雷击是指避开直接雷击。雷电直击地面是有选择性的,有些地方容易受雷击,有些

地方雷击较少。人们就是利用雷击的这一特性来避开易受雷击的危险。 

一般来说,如下这些地方容易受雷击： 

(1) 相对突出的地方,如山岗上,高楼， 

(2) 地下有金属矿场或地下水丰富的地方， 

(3) 水陆交界处,如河边,水库边,湖边,或山坡上山和水田交界处， 

(4) 大树下。 

通信线路和通信大楼应尽量避开在上述地方建设。通信线路附近树木要砍伐就是这个

原因。由于多种因素制约，有时避开雷击往往是无法做到的。通信大楼起高了,本身就变为

易受雷击的地方。 

二、消雷 

消除雷击,使雷击不会发生,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国安装

使用了很多消雷器，主要是在避雷针的外形和材料上做一些改造。实践证明这些消雷器是

没有消雷效果的。而实践和理论证明有效的消雷方法是引雷入地,消除雷云中的电荷。其方

法原理很简单,在地面向雷云处发射有导线的火箭,雷云中电荷沿导线入地,与富兰克林的风

筝试验相同。 

用这种消雷的方法消雷,首先要有一个预报系统,现在一般由雷达系统构成。它能够准

确地预报雷云带电情况和位置,从而使火箭飞向预定目标。这种方法比较复杂，成本也不便

宜，不适合通信部门使用。 

三、安装防雷保护装置 

雷击造成危害,主要是它在损坏的设备或物体上产生过电压过电流所至。因此,只要在

被保护的设备或物体上安装合适的保护装置,它们就可免遭雷击损坏。这种方法也是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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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它被各行各业采用。几采所有易受雷击损坏的电子设备都安装了防雷保护装置。 

由于被保护的设备多种多样，所以相对应的保护装置种类很多。后面将会介绍在通信

防雷方面的一些常用保护装置。 

图 1.1 雷击防护技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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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基站、机房动力环境智能监控系统 

中国泰尔实验室  张虎 

一、引言 

通信技术的发展，机房、基站的数量与日俱增，其配套的设备也逐渐增多，机房的动

力设备( 市电、配电、油机、UPS、电池组等) 、环境设备( 空调、新风机、消防等) 时刻

为机房提供稳定正常的运行环境。一旦机房动环设备出现问题，就会立刻影响到基站设备

的运行，对其移动通信业务运行可靠性造成威胁。所以，对机房进行实时监控、集中监

控，实现智能感知、独立运行、数图融合、远程运维，建设一个涵盖动力、环境、视频、

安防、消防、能耗管理于一体的整体系统，实现实时监控、事前预警、事中报警、事后取

证的安全管理模式，打造一个先进可靠的智能机房很有必要。通过合理设计机房动力环境

监控系统，可以做到在提高维护质量的同时，有效地降低维护成本，解决目前电信管理部

门所面临的设备运行环境要求高、机房多、人员配备少等问题。 

二、动力环境监控系统概述 

监控系统由现场设备采集层、监控主机层、远程运维层三部分组成。现场设备采集层

通过现场的采集传感器实时采集动力、环境等信息，如市电、UPS 电源、温湿度、漏水、

视频等实时信息，直接传输给监控主机层，监控主机负责实时分析、处理现场设备传回的

信息，实现对数据的实时监控、存储及输出等功能，记录报警事件，通过网络媒介，上传

至用户运维层，管理人员可通过浏览 web 页面的方式或者移动设备实时了解机房情况，方

便随时随地掌握机房工作状态。动力环境智能监控系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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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 SM 代表监控模块，它可能是安装的监控设备，也可能是动力设备本身具有

的智能接口，负责数据采集和设备控制。SU 代表监控单元，设在各个被监控的机房、基站

里，负责对各个监控模块进行管理；SC 为集中监控中心，SU 收集到的数据、告警信息会传

到 SC侧，用户也可以从 SC侧下发命令，对监控模块进行控制。 

采用动力环境智能监控系统的基站、机房的优势如下： 

 实用性：使无人值守成为可能； 

 实时性：现场告警具有实时响应性能，远程控制基站、机房动力及环境设备； 

 准确性：降低可能的人为因素，通过准确的实时数据及时作出反应，降低事故

率； 

 安全性：在机房被强行进入或遭到人为破坏时，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作出反应。 

三、环境监控系统功能 

3.1 传感器监控 

传感器监控即利用动力环境监控系统中的传感器设备，对机房环境中的温湿度、漏

水、烟雾、明火、电压等进行监控，以保证机房设备工作环境中的相关参数值保持在设备

正常工作范围内。 

3.2 智能设备监控 

现代的动力环境监控系统中，某些设备本身也采用了智能化的管理监控。如开关电源

的输入输出电压、整流电流等参数监测具体根据开关电源本身的通信协议而定。机房动力

环境监控系统中的空调监控、热交换监控、智能配电机柜监控、发电机组、开关电源、智

能门禁等也是利用这些设备本身的通信协议开发出相应的监控功能对这些设备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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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软件功能 

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根据与硬件环境的关系以及工作原理，可以将系统分为以下软

件模块：通讯管理、设备管理、数据管理、控制管理、安全管理、配置管理、报警管理、

报表管理、远程管理、运维管理、专家诊断库、双机备份管理。 

通讯管理模块由多功能控制器组成，完成网络与监控主机进行通信，它是监控模块与

监控主机的通信桥梁。一个多功能数据控制器提供多路RS232或RS485/RS422接口，其中一

个 RS485 接口可以连接多个监控模块；数据管理模块包括实时数据管理、历史数据管理、

数据备份、历史数据库维护等；配置管理主要包括系统参数配置、监控对象参数配置、远

程管理和系统数据库配置以及备份恢复；报表管理是系统将产生的历史数据、操作记录、

事件日志生成各种报表进行管理。根据生成的报表，可以查看报警发生的时间、等级、名

称、编号，以及发生报警时的变量值及原因分析和处理方法等信息。 

四、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发展历程 

核心机房技术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建立雏形，在 21世纪得到了快速发展。1992年，

由邮电部设计院与广州市电信局合作研究并且试验成功的“广州市长途枢纽楼通信集中监

控系统”是我国第一个成功的应用实例。1996年 1月，邮电部发布的第［1996］105号文件

及通信局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暂行规定）明确指出，通信机房环境和内部设备应当实现集

中监控，逐步实现少人、无人值守，并且把集中监控列为必不可少的部分。早期的监控系

统主要以“集中监控、统一告警”为主要工作目的，强调数据采集的实时性和传输的时效

性，要求“能够发现告警、通知告警”即可，侧重于维护层面，对于数据分析和挖掘要求

不高；在系统架构上，表现为全网独立组网、单服务器和数据库，未部署其余外部网络接

口及其应用；在数据组织的逻辑层次上，也只有数据采集层和数据处理层。在机房环境监

控发展的 10年间，大致有 3个主要发展阶段： 

1）动力环境监控技术发展初期。该阶段主要采用干接点方式，即通过通信设备的网管

系统监控数据的处理与传输。由于当时机房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监控参数较少，有些设

备厂家只能提供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控，另一些集成商则根据用户某一方面的需求，实现几

个设备监控的简单集成。 

2）动力环境监控技术发展中期。为满足对机房整体监控的需求，该阶段已经可以实现

遥感、遥控、遥测等功能。该阶段的监控软件开发和应用逐渐成熟，能够实现通过数据分

析掌握监控对象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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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力环境监控技术发展成熟阶段。由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采用轮询方式的数据

处理技术已不能满足较大机房和多点机房的集中监控要求。此时，基于 IP 技术的智能化嵌

入式监控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该技术在系统优化设计的基础上，采用告警事件主

动上报机制代替被动轮询机制。数据采集利用智能化设备，以减轻数据处理工作量，提高

系统稳定性。另外在数据库设计、告警机制、报表处理等方面也有很大改进，为后期进一

步走向智能化提供了有力保证。 

五、我国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应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5.1 三大运营商的动力环境监控系统 

近年来，为满足国内三大运营商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的需求，国内外许多通信行业

的厂商相继推出了各种监控系统，如中兴、艾默生、高新兴、中达等公司。监控接入技术

逐步从初期的干接点方式发展到目前的模拟量监控与视频监控，实现了数据采集、协议解

析、告警触发处理、监控界面显示等多项功能。 

目前三个运营商在搭建动力环境监控系统时采用同一厂家的SC监控中心和SU监控单元

组成系统，即在某厂家的SC监控中心下只能采用这一厂家的SU监控单元。这里存在第一个

问题，及 B接口的不统一的问题（SC与 SU之间的接口为 B接口），问题在于：比如同一个

省公司可能在用的 SC 监控平台有几个，分别来自不同的厂家，他们之间的互联互通存在一

些问题；而选择了一个厂家的SC平台即选择这个厂家的SU监控单元，这样的模式会造成技

术垄断，不利于技术的发展、现有基站机房监控系统的扩容改进。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要求

厂家之间互联互通，即不同厂家的 SC 平台要互通，厂家的 SC 平台与与其他厂家的 SU 互

通。由于厂家之间处于竞争地位，且每家都有自己的技术特点，在推进互联互通时会遇到

一些阻力，且在这种模式下的基站机房监控系统遇到故障，SC平台厂家与 SU监控单元厂家

之间可能会相互推诿责任。 

第二个问题是 A接口的问题（SU与 SM之间的接口为 A接口）。非智能设备一般为一些

简单的传感器，无论在新建机房还是旧机房改造中，都比较容易增加。但是对于智能设

备，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由于我国监控起步较晚，大量动力、环境设备通信接口协议各

异，导致 SU 监控单元在于这些设备连接时需要大量的解析协议的工作。不仅现有基站机房

的智能监控的改造任务十分艰巨，即使是新建基站，问题也不好解决。由于 A 接口是私有

协议，每种智能设备不同厂家拥有不同的协议，所以对 SU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SU要能解

析出几十甚至上百个协议，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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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铁塔公司的动力环境监控系统 

目前，三大运营商的基站总数达到几百万个，铁塔公司成立后，将承接三家电信运营

商的所有新建基站配套设施建设以及上百万座的存量基站配套设施运营维护。优化基础设

施资源配置、建设和维护适应技术发展及用户需要的基站配套产品，为运营商提供安全高

效的基础设施服务，是新时期深化电信业改革赋予铁塔公司的光荣使命。机房动力环境监

控系统功能的好坏、系统是否稳定、性能能否满足铁塔公司精简高效的运营方式需求，将

直接决定着铁塔公司的运营能力和服务效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铁塔公司推动建立了

一套自己的动力环境监控平台。 

运营商基站动环监控组网方式大多采用三级架构、有线传输组网的方式，而铁塔公司

运营的基站配套设施为点状结构，与运营商相比没有有线传输网络，随着当前 3G/4G 网络

的迅速普及，采用 3G/4G 无线宽带方式已完全可以满足基站动环监控内容的需要，相比租

用运营商的有线传输网，无线方式组网具有建设周期短、组网灵活的优点，但同时又具有

受无线网络环境的影响大、传输不稳定的缺点。由于高频段的 3G/4G 无线网络穿透力弱，

覆盖稳定性上不如 2G 网络。克服无线传输不稳定方面，可采用 3G/4G 和 2G 互补、兼容传

输的方式，当 3G/4G 信号正常时 FSU 传送包括视频图像的所有监控信息，当 3G/4G 信号不

可用时，应切换到 2G 信号上（SMS 或 GPRS）传送除视频图像之外的监控信息。当无线信号

全部不可用时，FSU 侧应暂存监控信息，在信号恢复时重传。 

在组网结构上，采用无线传输方式可实现省级结构的二级组网、全国结构的三级组

网，即在各省设置区域监控平台 LSC，集团公司设置集中监控平台 CSC，FSU 至 LSC 的无线

接口应遵循统一的 B 接口协议，LSC 至 CSC 之间可采用有线（专线）方式传输。受监控平

台侧监控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不宜采用全国二级网组网方式，由于各省建站的进度、方

式以及日常维护需求上的差异，数据配置功能应由省级 LSC 处理。另外，全国二级组网方

式也势必增加铁塔集团公司的平台维护负担，弱减集团公司的管理职能。 

由于铁塔公司统一了B接口协议，故在铁塔公司的动力环境监控系统中上述B接口不统

一的问题得以解决。 

六、结束语 

我国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已日趋成熟，并在很多行业得到应用，其能很好地实现网络设

备的集中管理，对提高所处应用行业的工作效率有显著成效。 

在技术方面，各种远程接入、智能设备接入等问题已得到很好的解决，若是能趁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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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快速发展契机，尽可能多的统一智能设备与 SU 之间的 A接口协议，则系统的布设将

更加方便、快捷且稳定；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更多的网络设备会要求动力环境监

控系统对其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这必然会对现有的动力环境监控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为满足日趋强烈的互联网需求，动力环境监控技术应向更加智能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实现动力环境监控的大众化应用。对于这些高智能化功能的探索，对动力环境监控技术的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单模光纤宏弯损耗测量的实验分析 

成都泰瑞通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张浩海 

摘 要：光纤在宏弯损耗测量过程中，由于辐射模在不同交界面的传播会导致回音壁模的产

生，影响最终的测量结果，为了使测量结果更加准确、测量过程更加高效，分析对比了 3

种实验方法最终得到溶液浸泡实验的结果较为准确；在 2 种曲线拟合算法比较中，最小一

乘法拟合较为合适。 

关键词：宏弯损耗；回音壁模；曲线拟合 

一、光纤宏弯损耗中振荡（WGM）的产生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光纤的涂覆层对光纤的宏弯损耗性能有重要影响[1]。这会导致在

实际测量光纤宏弯损耗时产生回音壁模(Whispering-gallery Mode)，造成测量曲线振荡，

尤其在长波长区域[2]。 

 
图 1.1：弯曲光纤辐射光线光路 

一些理论模型对这个现象做出了解释[3]。最简单的解释是基于射线光学模型。如图

1.1 所示是弯曲光纤辐射光线的光路。在该图中，一束辐射光线从距离光纤轴 d 的地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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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然后辐射光线沿着传播方向到达交界面 B，并有一部分在 B发生了反射，反射后的辐射

光线到达 C。光线按照类似的路径沿着光纤壁传播，形成了回音壁模(WGM)。 

二、消除振荡的实验办法 

由于回音壁模的产生，造成曲线的振荡，这会导致测量的结果不稳定，所以本节将通

过 3种实验的方法来消除曲线的振荡，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2.1 光纤多次缠绕 

将G.657A类光纤缠绕在半径r=7.5的金属芯轴上，分别测试缠绕10圈、20圈、30圈、

40圈、50圈以及 60圈时的全波损耗[4]，得到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2.1：多次缠绕对比图 

从图 2.1 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缠绕圈数的增加，曲线振荡逐渐减小，当缠绕圈数≥40

时宏弯损耗曲线的振荡没有明显差别。 

2.2 涂覆层黑化 

将光纤放置到温度箱中加热，保持一段时间，涂覆层会发生黑化，如图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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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光纤黑化图 

黑化的涂覆层折射率发生变化，因此辐射模在包层/涂覆层和涂覆层/空气之间的传播

就会发生变化[5]。 

我们将 4组光纤分别放置到温度箱中，升温至 260℃，保持 4个小时，对比这 4组光纤

涂覆层黑化后光纤宏弯损耗的变化，其中绿纤变化如图 2.3所示： 

     

图 2.3：绿纤黑化前后宏弯损耗对比图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得到光纤涂覆层黑化后，其振荡效果明显减弱。 

2.3 溶液侵泡 

当正常在空气中测试时，从弯曲纤芯中辐射出的能量在不同介质交界面发生反射与折

射，将光纤浸泡在高折射率溶液中，溶液可以吸收外涂覆层中传播的辐射模，极大的减小

WGM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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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光纤溶液浸泡前后宏弯损耗对比图 

在溶液浸泡实验中我们采用肉桂酸乙酯溶液来进行[6]。从图 2.4 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在溶液中浸泡的实验结果要优于以上两种实验结果。 

三、消除振荡的曲线拟合算法 

通过第二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实验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振荡，本节将通过两种较

为常见的曲线拟合算法来消除振荡。 

3.1 最小二乘法 

最小二乘法经过不断地发展现在已经成为统计学中重要的方法之一。最小二乘法它通

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找数据的最佳函数匹配。 

根据光纤宏弯损耗的理论模型，光纤宏弯损耗的公式可以简化的表示为 

 y eA    (0-1) 

为了方便计算[7]，两边取对数得， 

 ln lny A     (0-2) 

对于一组数据
( , )i iy

，其误差平方
2ei 可以表示为 

 2 2e (ln ln )i i iy A      (0-3) 

根据最小二乘法的定义，通过误差平方和 

 2 2 2

1 1

e (ln ln )
n n

i i i

i i

E y A 
 

       (0-4) 

达到最小值来求解参数 ln A、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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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图 3.1所示曲线： 

 

图 3.1 光纤宏弯损耗振荡曲线 

求解得到 ln 0.0101A  、 15.4896   ，即最后所得拟合直线为：

ln 0.0101 15.4896y    

拟合效果如图 3.2 所示： 

 



58 
 

图 3.2 宏弯损耗求对数后的曲线与最小二乘法拟合结果对比图 

3.2 最小一乘法 

最小一乘法只要求各实测点到回归直线的纵向距离的绝对值之和为最小。它不要求随

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稳健性”比最小二乘法好。在数据随机误差不服从正态分布时，

本法的统计性能优于最小二乘法。 

为了验证随机误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我们测量了300次实验画图观察，从图3.3中我

们可以看到每个波长的随机误差并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我们选用最小一乘法进行去拟

合。 

 

图 3.3  4 个波长处的概率密度曲线 

最小一乘由于计算上的困难，比如含有绝对值，成为一个不可微问题，导致难以形成

有效算法，最小一乘法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快速正确地获

得稳健的最小一乘回归参数的方法得到解决。 

根据最小一乘线性回归的特性，必可以找到两个样本点
( , )i ix y

和
( , )j jx y

使连接这两

个点的直线，就是最小一乘回归直线[8]。 

设 有 n 个 样 本 点
( , ) ( 1,2,3,..., )i ix y i n

， 任 意 取 两 个 样 本 点
( , )i ip x y

，

( , ) (1 )j jq x y i j n剟
，那么经过 ,p q两个样本点的直线方程为[9] 

 

j i j i i j

j i j i

y y x y x y
y x

x x x x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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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j

j i

i

j i

y y
a

x x





，

j

j i i j

i

j i

x y x y
b

x x





，则有 

1 1ij ijy a x b  
， 2 2ij ijy a x b  

，...， n ij n ijy a x b  
，可得所有点到直线方程的纵

向距离的绝对值之和为 

 1 1 2 2| | | | ... | |ij n ny y y y y y         
  (0-8) 

由最小一乘法的定义，当 12 13 1 23 24 2 1( , ,..., , , ,..., ,.., )n n n nmin         
时，所求

出的直线方程即为最小一乘法得到回归方程。 

同样，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中提到的曲线进行拟合，得到
0.0102ija 

、

15.6633ijb  
，即最后所得拟合直线为： 

ln 0.0102 15.6633y    

拟合效果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宏弯损耗求对数后的曲线与最小一乘法拟合结果对比图 

四、结论 

经过分析回音壁模产生的原理，从实验和曲线拟合算法两个方面来消除曲线振荡对测

量结果的影响。溶液浸泡的实验效果最好，实验过程比多次缠绕简便、比涂覆层更安全，

实验结果也较为准确；曲线拟合常用的最小二乘法虽然计算简便但是稳健性较差，且要求

随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所以用最小一乘法进行曲线拟合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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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57 光纤熔接和熔接损耗测试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张立岩 刘璐 胡勇 齐尚波 

摘 要：随着FTTx技术的快速发展，弯曲性能优化的G.657光纤光缆已大量应用于接入网建

设。施工单位在进行 G.657 光纤熔接的时候，由于熔接机版本过低、操作不当或熔接参数

选择不当，可能会出现熔接损耗偏大的现象，某些熔接机的单模熔接程序甚至不能辨认

G.657.A2 光纤。当采用光时域反射仪（OTDR）设备测试熔接损耗时，由于 G.657 和 G.652

光纤模场直径（MFD）的差异，OTDR曲线会出现“大正大负”现象，单向测试无法得到正确

的测试结果。本文针对G.657光纤熔接和熔接损耗测试，分别对G.657光纤识别、“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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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晕环”现象、熔接操作、熔接参数调整、OTDR测试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和汇总。 

关键词：G.657.A2，熔接，黑线，晕环，OTDR，大正大负 

一、前言 

随着 FTTx 技术的快速发展，弯曲性能优化的 G.657 光纤光缆已大量应用于接入网建

设，G.657 光纤与主干网 G.652 光纤的熔接问题受到光纤通信运营商的很大关注。根据

ITU-T标准，G.657的 A大类光纤与 G.652.D光纤相兼容，但是施工单位在进行 G.657光纤

熔接的时候，由于熔接机版本过低、操作不当或熔接参数选择不当，可能会出现某些熔接

机的单模熔接程序不能辨认 G.657.A2 光纤，熔接损耗偏大等问题。另外，从熔接机上看到

的 G.657光纤的图像也和传统的 G.652光纤有差异，给施工单位带来困惑。 

光时域反射仪 OTDR 可以测试光纤链路上多个熔接点的熔接损耗，因而是光纤光缆施工

及验收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测试仪表。传统测试干线链路衰减时一般只测试一个方向，

即从A端到B端，然而当使用 OTDR测试 G.657和G.652光纤熔接点时如果只测试一个方向，

则会得到超出正常范围的偏大的熔接损耗或者增益，即 OTDR 曲线会出现“大正大负”现

象，这往往会给施工单位和验收单位带来困扰。其实“大正大负”现象是由于 G.657 和

G.652光纤的 MFD差异导致的，是由 OTDR设备工作原理决定的，因而采用 OTDR单向测试无

法得到正确的测试结果。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长飞公司率先研究了 G.657 光纤熔接以及熔接损耗测试的各环

节，并结合客户实际施工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验证。为了更好的研究不同型号

熔接机对G.657光纤的熔接情况，专门针对市场上常用的9款熔接机进行了一系列光纤熔接

对比实验。熔接对象为长飞公司开发的易贝®+（EasyBand® Plus）G.657.A2 抗弯曲单模光

纤和 G.652.D光纤。熔接设备分别是：1、爱立信 FSU-975，2、藤仓 50S，60S和 80S，3、

古河 S178，4、住友 T-39和 Type-81C，5、迪威普 720B，6、吉隆 300T。 

经过大量而深入的实验验证，分别对 G.657 光纤识别，“黑线”和“晕环”现象，熔

接操作，熔接参数调整，OTDR测试等这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和汇总，分各章分别进行叙述。 

二、不同型号熔接机对 G.657.A2 光纤的识别 

一般光纤经过剥除涂覆层，清洁以及切割后放入熔接机中，熔接机会在熔接前通过检

测光纤的芯径、MFD 等自动对光纤进行鉴别，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光纤的芯径、MFD 等不

符合所使用程序的默认值，熔接机将会提示或者拒绝继续熔接。 

不同型号熔接机由于软件系统的不同，其自带的单模程序对 G.657.A2 的辨认情况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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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根据我们试验所选用的熔接机，在进行 G.657.A2 光纤熔接时，对于 G.657 光纤的识

别，主要分为“识别”、“不识别”、和“可能识别”三种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九种不同型号熔接机对 G.657.A2 光纤的识别情况及解决办法 

熔接机型号 
单模程序对

G.657.A2 光纤识别 
解决办法 

爱立信 975 

识别 

如果万一遇到不识别的情况，可升级熔接机软件版

本，或者可将对准方式由“自动”（“纤芯”或“包层”）

改为“手动”，再直接按“熔接”键完成熔接 

藤仓 50S，60S 和 80S 

住友 T-81C 

吉隆 300T 

迪威普 720B 

古河 S178 不识别 

可更改熔接程序参数设置： 

SM<<程序编辑<<检查<< L (或 R)模场半径 μm

（1310nm）由 4.75 改为 4.18 左右 

并在放光纤时把G.657光纤置于修改的一侧（L或R） 

住友 T-39 可能识别 

如果遇到单模程序对 G.657.A2 光纤不识别的情况，

由于该型号熔接机自动化程度很高，无法更改熔接

参数，建议通过更新熔接机软件版本来解决 

因而，用户如果使用以上9款熔接机遇到熔接机无法识别G.657光纤的问题，可以根据

表 1提供的解决方法来升级或者更改熔接机设置，从而顺利解决该问题。 

三、“黑线”和“晕环”现象 

3.1 “黑线”和“晕环”现象及原因 

施工人员在用熔接机进行光纤接续时，往往会发现G.657光纤在与G.652光纤熔接或自

身互熔的过程中，在熔接机的显示屏上会出现平行于纤芯的“黑线”，以及在熔接点附

近，存在垂直于纤芯的“晕环”现象（如图 1所示）：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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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G.657 光纤熔接时的（a）“黑线”和（b）“晕环”现象 

根据工作经验，部分熔接操作人员在观察到上述现象时，极易将其归结为熔接失败而

进行重新熔接。实际上，上述现象的出现，是由光纤自身独特的剖面结构和材料组成所导

致的。下图 2(b)为掺氟下陷包层设计的 G.657 光纤的折射率剖面的示意图，其中掺氟下陷

包层部分正好对应于图 1(a)中的“黑线”，这是由于掺氟部分的折射率较低，而光倾向于

在折射率高的部分传输，因而该部分在熔接机上显示会比较暗，和周围的部分对比形成所

谓“黑线”。 

 

(a) G.657(左)— G.652(右)            (b) G.657 光纤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2.：G.657 光纤熔接时的“黑线”现象与来源 

“晕环”则是因为熔接机在熔接时通过电弧放电，会瞬间产生大量的热量，而掺氟下

陷环中的氟在瞬间高温条件下容易发生扩散，从而引起熔接点处的折射率变化。这种折射

率变化通过熔接机的成像系统即为我们从视觉上所观察到的“晕环”。 

经过大量试验验证，“黑线”和“晕环”的存在不会影响 G.657 光纤的熔接损耗和机

械强度，属于 G.657 光纤熔接特有的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出现“晕环”而进行

重复熔接操作。 

3.2“纤芯”不匹配现象及原因 

知道了黑线产生的原因，便很容易理解 G.657 光纤自熔时出现的“芯子”不匹配现

象，如下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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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657 熔接时出现的光纤“芯子”不匹配现象和来源 

其实，此时熔接机显示的图像中的“芯子”并非真正的纤芯，而是上下两条“黑线”

中间的部分，而所谓的“芯子”大小不匹配，实际上是左右两根光纤掺氟下限环的直径 d

有差异，这在 G.657 生产工艺上是正常现象，因为光信号是在纤芯中传输，因而掺氟下限

环直径的微小差异不会影响光信号的传输，也不会影响熔接效果。 

四、熔接操作 

为了得到熔接损耗较小的熔接点，熔接操作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需要足够注意。光纤

熔接过程涉及到光纤的涂敷层剥除、清洁、切割、熔接等一系列的操作步骤，每个步骤都

会对最终的熔接效果产生影响[2]。 

4.1 光纤的涂敷层剥除和清洁 

用剥纤钳剥除光纤涂敷层，剥离时一定要一次剥离，即使有少许残留也不能用剥纤钳

或其它工具再剥，而应该用拭纸蘸无水酒精将残留涂敷层擦去，以免划伤裸纤表面，导致

光纤切割角和端面达不到要求，熔接后强度不好。 

4.2 光纤的切割 

光纤切割端面是否平整以及切割角度的大小，对光纤的熔接损耗至关重要，因而，应

尽量使用切割效果较好的切割刀，使切割角度越小越好。 

4.3 熔接机的清洁 

熔接机的电极、V 型槽和光纤压脚的清洁，对光纤的对准和熔接损耗有很大影响，反

射镜和摄像镜头的洁净度会影响图像处理系统的正确判断。因而，在使用熔接机之前建议

用专用拭纸和无水酒精，采用正确的方法对熔接机进行一次完整的清洁。 

4.4 放电校正 

在熔接机长期未使用、工作环境改变或光纤类型改变的情况下，应在熔接前做一次放

电校正，使熔接机具有稳定准确的熔接温度和电流强度，这是降低熔接损耗的有力保证。

另外，超出使用寿命的电极应及时更换，以免影响放电强度。 

五、G.657.A2 和 G.652.D 光纤的熔接参数优化 

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发现，G.657.A2 和 G.652.D 光纤熔接时，为了得到更好的熔接效

果，可在普通G.652单模熔接程序的基础上进行参数调整，调整时主要应考虑MFD值，放电

时间，放电强度，推进量等参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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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MFD 值设定 

MFD 值的设定对于熔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熔接前检查光纤类型时，影响熔

接机对光纤的辨认（如古河 S178）；（2）影响熔接损耗的估算（如藤仓 50S、60S 和吉隆

300T熔接机）；（3）影响熔接损耗（如爱立信 975 熔接机）。 

建议在进行 G.657.A2 和 G.652.D 光纤熔接时，G.657 光纤对应端的 MFD 设定值应比

G.652 光纤对应端的 MFD 设定值小。具体数值需要根据光纤的实际 MFD 指标和设备型号调

整。 

5.2 放电时间、放电强度和推进量 

通过实验发现，G.657.A2 光纤和 G.652.D 光纤的熔接，可将放电强度和放电时间在普

通单模熔接程序的基础上略加大一点，这样得到的熔接损耗可有所降低。延长放电时间或

增大放电强度具有等效或互补的关系。推进量（或光纤重叠量），指的是两根光纤端面的重

叠程度，一般而言，G.657.A2 和 G.652.D 光纤熔接，光纤的推进量要比普通 G.652 光纤熔

接略大一点，可进一步优化熔接效果。 

5.3 不同型号熔接机熔接参数 

为了更方便的服务客户，长飞深入研究了 G.657 光纤的熔接情况，针对市场上使用广

泛的几种熔接机，专门摸索了针对长飞公司的易贝+（Easyband Plus）G.657.A2 光纤与

G.652.D 光纤熔接的模式，配合对客户进行前期培训和现场指导，很好的解决了客户 G.657

光纤熔接的问题。 

其中针对长飞 G.657.A2 光纤的熔接参数已经写入到藤仓三款使用最广泛的熔接机

50S，60S 和 80S 中，并以 EB-EB 和 EB-SM 命名，其中 EB-EB 适用于长飞 Easyband Plus

光纤自身熔接，EB-SM 适用于长飞 Easyband Plus 光纤和 G.652.D光纤进行熔接。用户只

需对熔接机进行简单的程序升级便可以使用该程序。 

对于其他型号熔接机的熔接参数分别见表 2~表 6： 

注：需要注意的是，以下熔接参数均为在实验室条件得到的最优熔接参数，当在气温

比较低的室外作业时，放电强度/放电时间需要适当增加。 

表 2 爱立信 975 熔接机 G.657-G.652 熔接参数 

熔接参数 标准单模熔接程序 调整后熔接程序 G.657–G.652  

Gap, m 50 99 

Overlap, m 10 18 

fusion time 1, s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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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current 1, mA 10.5 10.5 

fusion time 2, s 2.0 2.5 

fusion current 2, mA 16.3 16.5 

fusion time 3, s 2.0 2.0 

fusion current 3, mA 12.5 10.5 

left MFD, μm 9.8 8.5 

right MFD, μm 9.8 9.5 

表 3 古河 S178 熔接机 G.657-G.652 熔接参数 

熔接参数 标准单模熔接程序 调整后熔接程序 G.657–G.652 

首次放电开始强度 100 70 

首次放电结束强度 100 100 

首次放电时间，ms 750 1600 

Z 推进距离，μm 15 15 

端面间隔，μm 20 20 

L 模场半径，μm（1310nm） 4.75 4.18 

R 模场半径，μm（1310nm） 4.75 4.75 

表 4 住友 T-39 熔接机 G.657-G.652 熔接参数 

熔接参数 标准单模熔接程序 调整后熔接程序 G.657–G.652 

放电时间，s 1.65 2 

予放电时间，s 0.05 0.05 

放电间隔，μm 10 10 

推进量，μm 25 25 

放电强度，step 40 37 

注：住友 T-39 熔接机可调参数很少，自动化程度很高，如果此时 G.657 光纤不被认

可，建议升级熔接机软件版本。 

表 5 住友 T-81C 熔接机 G.657-G.652 熔接参数 

熔接参数 标准单模熔接程序 调整后熔接程序 G.657–G.652 

放电时间，s 2.0 2.5 

予放电时间，s 0.18 0.18 

放电间隔，μm 15 15 

推进量，μm 10 10 

放电强度，step Standard+0 Standard+20 

表 6 迪威普 720 B 熔接机 G.657-G.652 熔接参数 

熔接参数 标准单模熔接程序 
调整后熔接程序 G.657–G.652 

（MFD 较小的光纤） 

调整后熔接程序 

G.657–G.652 

（MFD 较大的光纤） 

预熔强度 71 71 71 

熔接时间, s 1.8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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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强度 81 78 88 

堆进量 18 18 18 

推进速度 3 3 3 

端面角度 3 3 3 

注：1.切割角和切割端面质量对熔接损耗影响较大；2. 对于 MFD 相差很大的光纤，同

一优化参数不能通用。 

吉隆 300T 熔接机操作系统、熔接程序参数设置与藤仓 50S基本一致，可参考之前的介

绍。 

六、OTDR 测试熔接损耗 

OTDR 是光纤光缆施工过程中经常用到的测试仪表，不仅可以测试整个链路的衰减和长

度，还可以得到链路上每个事件点的位置以及损耗，其中包括链路熔接点的熔接损耗。 

6.1 OTDR 测试原理 

OTDR 通过采集和测量因瑞利散射而被光纤自身背向散射回来的光功率来进行相关的测

试。OTDR 将光脉冲注入到待测光纤中后，因为瑞利散射，注入的光脉冲在光纤长度方向上

的每一点上都被散射（所有方向），其中一部分光会背向返回到 OTDR的探测单元，OTDR会

采集和测量此背向散射光。 

在光纤链路上的某一点，其背向散射的光功率 P(z)可以通过公式(1)[4]计算： 

             (1) 

其中，λ为注入光的波长，C为比例系数（与多种因素有关，比如光纤的玻璃材料），

z为此点距离原点的距离，MFD(z)为光纤在此点处的模场直径，Pi为OTDR的脉冲功率，τw

为脉冲的宽度，α为光纤的衰减系数。 

从公式(1)可以看出，P(z)的大小是受到光纤模场直径的影响的。 

6.2 “大正大负”现象 

因为 OTDR 特殊的测试原理，使得其测试结果对模场直径十分敏感，从公式(1)可以看

出，OTDR 探测到某点的背向散射功率是反比于此点的模场直径的，即模场直径越大，反射

的光功率越小，而模场直径越小，反射的光功率越大。假设两段模场直径具有一定差异的

光纤通过熔接机熔接，则在熔接点前后，P(z)的区别是明显的。如果光从小模场直径的光

纤进入大模场直径的光纤，则 OTDR 曲线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负台阶（衰减），而光从大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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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的光纤进入小模场直径的光纤时，OTDR曲线上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正台阶（视在增益），

如下图 4所示。 

 

图 4：模场直径差异造成的 OTDR 曲线的正负台阶[4]（ω1，ω2 代表光纤的模场直径，ω1>ω2,z0 为熔接

点的位置） 

熔接点两端的光纤的模场直径差异越大，则台阶越明显。即为我们常说的“大正大

负”问题。 

6.3 双向测试 

单向测试时出现的明显的正负台阶都无法正确的反映此熔接点的实际熔接损耗，甚至

会给施工人员提供错误的信息而造成不必要的返工。IEC 标准指出，要准确的测试熔接点

的熔接损耗，必须使用 OTDR 进行双向测试，取双向测试结果的平均值来评价熔接损耗的大

小[4]。在行业标准 YD/T 5121-2010 通信线路工程验收规范中也提到采用 OTDR测试熔接损

耗时，需测试双向值[5]。 

因而，在实际进行 G.657-G.652 光纤熔接损耗测试时，应测试双向熔接损耗，并且以

双向平均值作为最终的熔接损耗数据。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链路两端距离比较远，进行双向测试可以采用将链路同一端的不

同芯光纤进行熔接做回路的方式来实现。如下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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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采用一端做环路方式实现 OTDR 双向测试示意图 

七、结语 

经过大量的实验证明，只要操作正确，选择合适的熔接模式和参数对 G.657.A2 光纤进

行熔接，并且正确的使用 OTDR 设备进行熔接损耗的测试，会得到高效率，低损耗的合格的

熔接施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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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资讯】 

一种耐寒型光电复合随行电梯电缆的研制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冯强 王国权 吴士杰 谭言秦 冯成 刘德洲 

摘要：随行电缆在电梯运行过程中充当重要角色，随着使用环境及使用功能多元化的发展趋

势，对随行电缆的要求越来越高。本文介绍了一种耐寒型光电复合随行电梯电缆的设计以及

产品的试制，对试制过程中的工艺难点作了重点分析，产品经检测，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

相应的标准及使用要求。 

关键词：耐寒；光电；电梯；电缆 

Abstract: Flat traveling cabl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levator, with 

increasing of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and func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flat traveling cable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In this paper, the way to design and manufacture cold resistant optical 

power hybrid flat traveling cable is introduced and analyzing the technology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e．The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the cablefully satisfy corresponding 

standards and use requirements． 

Key words: cold resistant; optical power; elevator; cable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电梯行业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

势，这极大带动了电梯电缆的需求。传统的电梯电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应用过程中性

能已经非常稳定，但就目前使用场合及用途的多样化趋势来看，传统电梯电缆在应用上显

得捉襟见肘。在我国北方，冬季昼夜温差大，电梯井道温度低，常规随行电缆采用普通

PVC 材料，受限于低温脆性，电缆容易开裂，一但作为电梯大动脉的随行电缆损坏，将对

电梯安全运行及通信造成重大影响；近些年随着物联网、多媒体推送、大数据分析等概念

的不断升温、基于物联网的电梯实时监控系统的提出，市场要求随行电缆必须具备长距、

高速、抗干扰的传输功能，传统采用同轴电缆或数据电缆作为传输媒介的随行电缆并不能

很好的满足这种需求。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耐寒型光电复合随行电缆的结构、 在生产中要

控制的重点和相关试验方法。 

二、结构与材料 

2.1  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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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保证电梯运行过程中保持安全、高效、稳定可靠的性能，电梯轿厢和控制机柜

都配置了动力传输、信号控制以及通信的模组，以随行电缆作为电梯轿厢与中枢控制机柜

之间的连接媒介。因而，随行电缆应是一种具备适用的传输功能，具有多元化组合功能，

结构复杂的多芯功能性电缆。 

对应电梯轿厢及控制柜接口，设计出对称式扁形结构的电梯随行电缆，结构设计以电

缆运行中电气传输安全以及通信信号传输安全为目的，电缆采用一对动力传输线芯，一对

屏蔽通信信号传输线芯、一对光单元、一对加强线芯以及两对控制信号传输线芯、一根中

性保护接地线芯。各线芯呈一字型对称排列。 

以我司TVVBPG-2F 26*0.75+2*2P*0.75+4*1.5+1*2.0+2*F+2*G加强型耐寒光电复合随行

电缆为例，具体结构如图 1所示，其中，动力传输单元为 4*1.5、屏蔽通信信号传输单元为

2*2P*0.75 以铜丝编织屏蔽方式保证传输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光单元为 2*F、加强线芯为

2*G、控制信号传输线芯为 26*0.75、接地保护线芯为 1*2.0。 

 

图 1：耐寒型光电复合随行电梯电缆结构示意图 

2.2  材料选择 

（1）导体选用 GB/T 3956-2008中规定的第五类导体； 

    （2）随行电缆在拖曳运动过程中会面临高频度的移动与弯曲，因此动力控制、信号控

制以及通信信号传输线芯的绝缘层材料应选用耐寒型聚氯乙烯，但是目前在耐寒型聚氯乙烯

材料领域，若要保证在低温环境下的柔软性，国内与国外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差异，为了保证

较高的可靠性，我司选用美国普立万 PolyOne Geon flexible系列材料； 

（3）加强线芯采用航空级镀锌钢丝，确保电缆的承拉强度； 

（4）光单元选用纳米碳涂层作为光纤一级涂层，大幅提升光纤的抗弯曲疲劳性能，保

证光单元在随行电缆使用过程中高度可靠； 

（5）外护层采用耐寒型聚氯乙烯。 

三、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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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随行电缆的长度一般取决于电缆的运行高度，随行电缆在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发生

扭转的现象，长度越大这种情况越严重，这种状况对随行电缆的使用寿命会产生较大影

响。因此在通信、控制、动力传输、光单元等线芯成缆及镀锌钢丝绞合时，我们需要按照

线芯在随行电缆中的排序，从左到右，按照 S、Z 的成缆方向依次成缆或绞合，保证相邻线

芯的成缆或绞合方向是相反的，各线芯选用的绞合方向应与成缆方向保持一致。通过这样

的方式，以成缆或绞合时各线芯所产生的应力，相互平衡，减轻随行电缆扭转状况的发生

频次，提高随行电缆的使用寿命。通信单元屏蔽应采用间隔装置使编织铜丝分布均匀，保

证屏蔽层弯曲或受到拉力时，各铜丝受力是均匀的，编织密度不低于 65%，不影响屏蔽效

果。 

四、产品主要技术指标 

我司通过上述设计和工艺控制制造出了耐寒型光电复合随行电缆，根据 JB/T 8734.6

相关的试验要求以下试验检测，试验结果完全符合行业标准的要求，相较行业标准，各项

性能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结果符合要求。目前已和苏州地区某电梯制造企业合作，

将耐寒型光电复合随行电缆应用于东北高寒地区，目前产品以稳定运行近两年时间，未接

到客户的任何投诉。 

表 1：耐寒型光电复合随行电缆的主要性能试验 

性能要求 试验项目 行业标准要求 实测数据 

电缆电气

性能 

绝缘线芯 1500V 电压试验 未击穿 未击穿 

成品电线电缆 2000V 电压试

验 
未击穿 未击穿 

电缆物理

机械性能 

绝缘 

老化前抗张强度（N/mm2） ≥10.0 15.2 

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150 220 

老化后抗张强度（N/mm2） ≥10.0 14.7 

最大变化率（%） ≤±20% ≤±20% 

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150 195 

最大变化率（%） ≤±20% ≤±20% 

护层 

老化前抗张强度（N/mm2） ≥10.0 19.5 

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150 210 

老化后抗张强度（N/mm2） ≥10.0 18.2 

最大变化率（%） ≤±20% ≤±20% 

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150 195 



73 
 

最大变化率（%） ≤±20% ≤±20% 

护层低温卷绕试验 不开裂 不开裂 

成品电线电缆低温冲击试验 不开裂 不开裂 

静态曲挠试验  ＞300 万次，通 

光缆性能 

通断试验 通 通 

衰减测试 
1310/1550nm≤0.36/0.25 

850/1300nm≤3.2/1.2 

1310/1550nm≤0.36/0.25 

850/1300nm≤3.2/1.2 

五、结束语 

耐寒型光电复合随行电缆由于耐寒、多元化使用、降低工程量等优点，广泛应用于高

层建筑电梯用线、安防监控用线、智能通信设备输配电系统的电源监控等；传统电梯电缆

在使用过程中性能稳定，但就目前使用场合及使用多元化，由于前期电梯电缆产品单一，

电缆的绝缘与护层也使用普通的弹性体 PVC 材料，耐寒等级达不到寒冷地区使用的水平。

多元化方面达不到一体化完成，而需要其重新补偿，在对于使用场所环境过于复杂，性能

及可靠性都很难保证。耐寒型光电复合随性电缆的开发，材料耐低温等级更改，由原标准

-15oC调整至-30及 40oC；整体工艺尺寸再标准的基础上大大提升，结构组合排列优化、结

构设计多方面进行改进，将以前单一的通讯单元组合通过调整增加了一组或多组光单元组

合成光电一体；使得产品性能大大提升，减少使用场所空间，同时对成本也有所节约。 

本文以我公司研发的TVVBPG-2F 26*0.75+2*2P*0.75+4*1.5+1*2.0+2*F+2*G加强型耐寒

光电复合随行电缆为例，介绍电缆的结构、 材料、 工艺控制以及主要技术指标等，望对

业界随行电缆多元化发展做一份努力。 

六、参考文献 

[1] Barnes M. Elevator cable tensioning device and method: U.S. Patent 6,223,862[P]. 

2001-5-1. 

[2] 王春江主编. 电线电缆手册（第一册）[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IDC 供电架构演进及腾讯 T-Block 光伏供电方案和实践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谢凤华 

一、IDC 机房供电架构演进  

1.1  B 级（T2级）IDC 机房供电架构--(N+1)UPS 系统 



74 
 

 

（N+1）UPS 系统，单台 UPS故障，不会引起供电中断，（2+1）负荷率最高 66%  

1.2  A 级（T4级）IDC 机房供电架构--2N UPS 系统 

 

2N UPS 双总线供电系统，单系统故障不会引起供电中断，可靠性高。但负载率只有不

到 40%，系统效率低。 

1.3  交流 UPS 供电存在的问题 

（1）可靠性低 

UPS 交流电源系统，就单台设备而言，通过冗余技术可以使其 UPS 设备本身的可靠性

大为提高，但就整个 UPS 供电系统而言，有很多不可备份的系统单点故障点，比如同步并

机板、静态开关、输出切换开关等，这些单点故障点，都可能导致整个通信系统“掉电”

瘫痪。 

（2）维护、扩容难度大 

UPS 扩容涉及到电源的频率、电压、相序、相位、波形等问题，不像直流电源系统扩

容只关注电压一个参数，所以每一次 UPS在线扩容都是一次巨大的风险操作。  

（3）UPS系统供电转换效率较低 

为了提高 UPS 系统的供电可靠性，可多台并机，可以达到 8 台。但一般不超过 3＋1

台。为了保持系统的冗余，对于一套 UPS（1＋1）系统负载率为 50％，2＋1 系统为 66％，

通常按系统80％的容量计算，实际上每台UPS 的负荷率只有40％～55%左右。而双总线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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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际每台的最大负荷率只有 40％。 

1.4  直流 UPS 系统（48V\240V\336Vdc） 

 

240Vdc系统可以与 220Vac供电的服务器兼容；336Vdc供电的服务器电源需要定制。 

优点： 系统可靠性提升：直流并联的可靠性远高于交流并联，电源故障后电池把关；

系统变换效率提高：负载率更高；带载能力提升：并联小内阻的大电池 。 

1.5  市电直供的可行性 

据中国电力 2011 年上半年各电网公司、省（区、市）电力公司供电可靠性指标统计，

上半年，上海市电力公司、北京市电力公司、天津市电力公司的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均低于

1 个小时，供电可靠率分别为 99.9869%、99.9841%和 99.9514%。山东、江苏、浙江、湖

南、河南的城市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均低于 2 个小时。全国 10kV用户的供电可用性指标参加

下图  

 

目前国内大型数据中心基本都建设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或采用专门供电线路，电网环境

相对较好，停电次数相对较少，UPS 电池组常年处于浮充状态，很少进行放电操作，采用

市电直供并不会带来经常性的供电可靠性降低的风险。 

1.6  市电+AC UPS 方案 

可用性：随着近年来国内供电质量稳步提升，电力公司可承诺的供电可用性不断提

高，1 路市电+1 路 AC UPS 配置的系统可用性可达 5-6 个 9，高于传统 N+1 并联冗余配置输

出假双路的 UPS系统。 

建设成本：与传统 N+1配置的 AC UPS系统相比，投资略低。 

运行效率：因市电侧供电效率接近于1，故在负荷率配置适宜的场所，较N+1配置的AC 

UPS高出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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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市电+DC UPS 方案 

可用性：因 HVDC 系统自身可用性高于 AC UPS系统，故 1路市电+1路 HVDC 配置的系统

可用性可达 8-9个 9，高于 1路市电+1路 AC UPS配置的系统，并能实现系统故障可预见性。 

建设成本：与 1路市电+1路 AC UPS配置的系统相比，建设投资略低。 

运行效率：市电侧供电效率接近于 1，且 HVDC 本身具备模块休眠功能，故实际末端配

电系统效率可达到 96%，较 1路市电+1路 AC UPS配置的系统高出约 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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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市电主用方案 

在1路市电+1路DC UPS(HVDC)输入的条件下，可以采用1路市电主供+1路DC UPS(HVDC)

热备的工作模式。双电源服务器的 2路输入电源一路引自市电，另一路引自 HVDC 系统，正

常时服务器由市电单路供电，HVDC 系统电池处于充电状态，市电路停电时，由热备的 HVDC

系统给另外一路服务器电源供电。此系统架构与 1路市电+1路 HVDC共用的系统架构完全一

致，只需服务器两路电源模块具备主从等备用设置功能即可。 

可用性：此方案与 1路市电+1路 HVDC共用方案的可用性差别在于服务器的市电路断电

时，服务器电源需从市电路主供切换至 HVDC 路主供，有切换过程。就目前服务器的双路电

源备用方式而言，无论热备还是半热备，供电切换时间基本等于 0ms，远低于 IEC规定的服

务器和交换机类 IT设备可承受的 10ms供电瞬断而不中断的能力，基本不受影响。  

建设成本：因 HVDC 处于备用状态，只在停电时作为短时断电支持向负载供电，故最低

保障等级时，整流模块设置仅满足充电功率即可，较 1路市电+1路 HVDC共用方案节省建设

投资约 50%以上。 

运行效率：正常时只有 1 路市电供电，仅蓄电池充电消耗极少电能，实际系统效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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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以上，较 1路市电+1路 HVDC共用方案效率提升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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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服务器电源的节能分析 

双电源服务器的工作原理是正常工作时两路服务器电源同时输出，自动均流各承担一

半负载。当其中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或者异常时候自动退出，另外一个则承担起全部负载，

保证设备的可靠供电。采用双电源同时工作的服务器其电源负载率会很低，往往只有 20%

多，此负载率下普通电源效率只有 80%~88%左右。据统计联通集团部分数据机房能耗运行

数据发现，服务器实际输入功率一般为服务器标称功率的 50~70%，如果考虑服务器电源容

量的冗余现状，实际单个服务器电源的负载最低将只有 25%，最高不超过 35%。在此负载率

下，大部分服务器电源效率均低于 92%，电源转换过程造成能源大量浪费，需要空调设备

输出额外的冷量来平衡，造成双重的能源浪费。这种模式下设备的可靠性是得到了保证，

但却是以牺牲系统效率为代价的。为提高服务器电源的工作效率，可以采用新的服务器电

源供电工作模式： 

 

两个服务器电源模块互为备份，但正常时候只让其中一个电源带载，另外一个处于热

备状态，这样，正常时候一路电源承担全部负载，此负载率下该路电源达到最高效率。该

模式下一路服务器电源长时间保持输出，那么该路服务器电源的工作可靠性及安全性需要

特别考虑，可以通过采用加大电容容量冗余或者采用较大功率电源降额使用来实现，这样

做可能会降低一些效率数值；同时，另一路电源采用热备份方案。 

1.10 市电直供+DC UPS 可用性分析 

高压直流区别于传统交流 UPS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电池直接挂接在了直流输出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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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的电池是在交流逆变环节之前。对于前者，如果高压直流系统出现了异常或者供电能

力不够，还可以依赖电池保证持续供电;但对于后者，如果 UPS 的逆变环节出现故障，或者

UPS 设备异常转到静态旁路上，那么电池是无法提供持续供电的。这也是市电+高压直流技

术相比较传统 UPS 可靠性更高的原因，相当于有了市电直供(主用供电)、高压直流(热备供

电)以及电池(短时备电)三路电源的同时保护，因此供电可靠性会很高。 

二、腾讯西部实验室光伏供电方案和实践 

2.1 光伏用于 IDC 机房供电的 4种架构分析比较 

序号 描述 架构 

1 光伏直流输出与高压直流并联，光伏

优先； 

服务器双电源主备份； 

负载大于光伏 1 倍时光伏全利用； 

服务器电源需定制 

 

2 光伏直流输出与高压直流并联，光伏

优先； 

服务器双电源无备份均分； 

负载大于光伏 2 倍时光伏全利用； 

服务器电源无需定制 

 

3 光伏交流输出与市电并联； 

服务器双电源主备份； 

光伏全利用； 

服务器电源需定制 

 

4 光伏交流输出与市电并联； 

服务器双电源无备份均分； 

光伏全利用； 

服务器电源无需定制 

 

2.2 腾讯数据中心西部实验室 T-block 光伏+HVDC 需求 

腾讯数据中心西部实验室 Tencent-block（腾讯积木，又名 T-block），具有绿色节能、

快速实施、灵活升级的特点，该系统采用积木式架构设计，突破原有土建机房耗时耗力，

突破系统能效技术瓶颈，利用光伏发电、电力变换、中央监控，将数据中心设计推向新的

高度。根据项目计划，中兴通讯将帮助腾讯在贵阳、宁夏中卫、内蒙鄂尔多斯三地分别建

立实验室，         目前贵阳站已经建成并在运行。构建于集装箱顶部的光伏供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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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一个闪耀的亮点。 

光伏发电系统工作原理： 

T-block 供电采用前述的架构 1：高压直流和离网光伏并联供电，集装箱顶部光伏组件

经过光电转换成不稳定的直流电，再经过光伏 DC/DC 控制器稳压到 273V，而高压直流输出

电压为 270V。 

白天，光伏充足，市电和光伏供电，光伏优先，市电补充；晚上或阴雨天，光伏不

足，无缝切换到市电供电；市电故障，蓄电池供电。 

         

 

2.3  腾讯西部实验室解决方案—系统框图 

 

2.4  腾讯西部实验室解决方案—支架的设计思路，灵活适应现场环境 

光伏阵列安装在集装箱顶部，不占用地面面积；光伏阵列起到遮阳棚的作用，减少空

调耗电。光伏组件支架的倾角和水平位置可手动调节，灵活适用现场不同经纬度环境，提

高光伏的利用率。 

        

2.5  腾讯西部实验室解决方案—组件布局与成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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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腾讯西部实验室解决方案—监控 

光伏供电系统配置监控管理平台，实时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记录和统计发电量等相关数据。 

   

2.7  腾讯西部实验室解决方案—PUE 值与可靠性 

光伏输出功率峰瓦Wp小于数据中心运行的功率，光伏能量被全部利用。T-Block的PUE

值由于光伏能量的输入，减少了输入市电消耗能量，因而降低了系统的 PUE 值，实际测试

结果显示不到 1.1。 

由于服务器输入电源分别有市电、高压直流加光伏，整个系统的供电可靠性得到了提

高，系统自运行以来一直未曾中断供电。 

2.8  发电量测算 

查气象资料，贵阳年有效日照时间 1120h，光伏系统年发电量测算为 15153kWh。宁夏

中卫年有效日照时间 1557h，光伏系统年发电量测算为 21066kWh。 

2.9  腾讯西部实验室解决方案—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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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分别是吊装集装箱、集装箱内服务器、T-block 全景、集装箱从运输车辆上

卸载。 
 

参考资料：  

1、专利“一种用于信息技术设备的供电方法和装置” --谢凤华、武士越  

2、“腾讯西部实验室整体技术要求”—腾讯科技  

3、2015B12 “针对服务器的市电+保障电源的双路供电模式研究” 研究报告--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 

 

 

高倍率蓄电池短时放电性能研究 

信息产业通信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陈燕昌 曹涛 

我国运营商数据中心的备用电源配置延用过去要求，其备用时间为 30 分钟或以上，目

前正在起草的数据中心建设标准中将电池后备时间缩短到 15 分钟左右，无论从产品角度还

是应用角度，缩短备用时间、减少配置是一个新课题。其意义在于，通过通信局房减少蓄

电池备用时间来达到减少蓄电池配置目的，从而最终在保证安全供电基础上达到节省投资

和降低运行维护成本的目的。通过减少蓄电池备用时间来达到减少蓄电池配置的核心问题

是铅酸蓄电池大电流放电问题，普通铅酸电池由于大电流放电性能差，即使电池放电时间

从 30 分钟降到 15分钟，投资降低不明显，因此更注重研究高倍率-高功率蓄电池在数据中

心的应用（所谓高倍率-高功率蓄电池，是在原普通铅酸蓄电池技术基础上改进的具有较大

电流放电能力铅酸蓄电池）。 

中讯邮电设计院有限公司通信电源实验室通过实验室平台进行对选择的蓄电池样本进

行试验研究，确认蓄电池高倍率放电能力。 

试验研究的电池类型有：普通铅酸蓄电池、高倍率铅酸蓄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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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试验参加厂家：测试单位共 10家，19个产品，其中 9家铅酸 17个产品，2家磷

酸铁锂电池 2个产品，其中铅酸蓄电池类代表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厂家和产品。 

试验内容：主要对蓄电池高倍率放电能力进行试验，其中包括不同放电倍率下、不同

终止电压下的放电数据。 

高倍率-高功率铅酸蓄电池与普通铅酸蓄电池都属于铅酸蓄电池类，由于普通铅酸蓄电

池大电流放电能力性能差，即使电池放电时间从30分钟降到15分钟或以下，蓄电池减配不

明显，希望蓄电池能改善其大电流放电性能，从而提高减配能力，因此将这种产生具有较

好大电流放电能力的铅酸蓄电池，利用其产品及应用特点命名为“高倍率-高功率阀控式密

封铅酸蓄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有比高倍率-高功率铅酸蓄电池有更优越的功率及容量特性，但考虑到在

数据中心电源系统应用，其电压等级较高(如 UPS 备用电池 400V 左右，336V 直流系统备用

等)，而磷酸铁锂电池在应用过程容量均衡性变化较大，企盼其性能的改善。 

高倍率-高功率蓄电池目前国内国际没有标准，通过试验研究，总结技术性能特点，验

证掌握目前国际国内高倍率-高功率蓄电池的高功率放电能力，提出高功率蓄电池应用方法

和配置原则要求，为高倍率-高功率蓄电池在数据应用提高依据和应用方法。 

在未来，通过缩短备用时间→减少配置，达到节省投资和降低运行维护费用目的 ，是

运营商的共同目标，在原铅酸蓄电池技术基础上改进的高倍率-高功率蓄电池从应用安全性

角度考虑是目前一种较恰当选择（相对磷酸铁锂蓄电池）。通过研究测算，从 30 分钟备用

缩短到 15 分钟备用，如果 15 分钟备用采用一定功率密度高倍率-高功率蓄电池，节约投资

24%以上，并且减少承重要求及场地空间约 30%，具有较好前景较好。 

高倍率-高功率铅酸蓄电池与普通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差异是：高倍率-高功率铅酸蓄

电池生产工艺的某些变化，如蓄电池极板做薄，片数增多，改变涂膏成分及涂膏量、焊接

工艺水平改变、电解液密度变化等，而这些变化都是在普通电池生产工艺基础上的变化，

目前国内蓄电池生产主流厂家都逐步投入高倍率-高功率铅酸蓄电池研发生产，能够形成性

能稳定供货产品，国外品牌蓄电池主流厂家也都有相应产品，国内国外产品能够满足备用

时间从 30分钟降到 15 分钟减配要求，只是不同性能产品其蓄电池减配程度不同而已。 

下一步计划进行应用规范、标准的编制，建立高倍率-高功率蓄电池试验站，尽快将研

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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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x 无源光网络集中监测系统应用效益分析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张良 

一、系统概述 

近年来，随着无源光网络（PON）在国内外规模应用，出现海量无源光纤及大量无源光

器件，如光分路器、光连接器等，这些无源光器件及光纤长期置于室外，容易受到外界环

境影响而发生意外故障，如连接器损坏、光纤弯曲和光纤折断等，如不能及时检测并诊断

故障，不仅会造成用户通信中断，而且还会增加维护难度。 传统的故障监测与定位手段无

法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在维护方面仍然不能降低无效的出动，而带来成本的增加。 

集中光缆监测系统（后面简称：RFTS）的出现主要解决了运营商在工程验收、现场安

装、日常维护过程中缺乏有效测量手段的难题。 

1） 光缆工程验收阶段：只需要 1分钟就可以完成从局端向用户侧发起的 1:N芯 PON全光测

试，比人工方式逐条检测更有效率，时间大大缩短。对于分光器之后的引入光纤可以

提供端面反射基准测试，当线路损耗不符合开通要求，可以在验收阶段及时发现，提

高业务放通率。 

2） 现场安装阶段：通过携带 TF（高反射器）在 ONU 前端接入，并由安装维护人员从手持

终端发起远程测试。提供详细的分支段线路测试结果，故障定位能力达到 0.5 米的识

别率。并可以在 1 分钟内，通过测量而确认线路是否符合业务放通条件，有效减轻装

维人员对分光器之后的光纤线路测量的难度，降低了重返率，提升了客户感知。 

3） 日常维护阶段：通过周期和 EMS 告警自动测试，可以先于用户发现光缆潜在故障，及

时做出主动维护的措施，降低客户投诉，提升品牌价值。 

二、ODN 光网络测量方法现状分析 

PON 系统的组成主要包括 ： 局端的光线路终端(OLT)、用户端的光网络单元(ONU)或

光网络终端(ONT)以及用于连接它们的光分配网（ODN），如图 1 所示。其中 ODN 不含有任

何电子器件及电源，全部由光纤、光缆、光分路器（Splitter）等无源器件组成。 ODN 网

络的无源特性造成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控和故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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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无源光网络中的光链路质量（包括段落功率、损耗等）监控以及故障定位测量

一般采用人工携带仪表到场测试、 周期扫描测试或 PON EMS 设备监控这几种方式。  

1） 人工携带仪表测试方法无法对多根光纤的链路质量进行一次测量，若要检测某条纤的

状态则需要人工使用仪表对该光缆段落进行测量，人员参与度高，操作费时、费力，

并且很难快速地了解所有链路的端到端质量状况。 采用这种方式，当故障发生时由于

事前无法判定具体的纤芯，人工进行逐纤芯的故障测量、定位，处理难度与复杂度很

高。 若网络规模较大或用户数量较多，那么这种人工的、被动的光链路监测和障碍处

理方法效率极低，同时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  

2） 中心机房测量仪表周期扫描测试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种测量方法需要对整个

网络的所有光链路进行覆盖测试，随着测量设备实际使用年限减少，测量设备长期测

试结果会有所变化，需要定期调整测量参数，功耗较大，仅适用于无源光网络的网元

管理系统功能不完善的情况。  

3） 通过 PON EMS 设备告警来进行 ODN 网络故障测量， 虽然网络建设与改造成本较低，

但部署分散，维护管理不便，且由于紧密依赖于设备的运行状态，易出现误告警与漏

告警的情况。 

三、RFTS 系统主要功能 

RFTS 系统通过监听 PON EMS（网元网管）上报的告警触发 PON OTDR 仪表测量，对一

个较大的无源光网络中真正有故障的光链路质量进行有针对性、集中、自动化的一站式告

警测试，对于无源网络中发生的光路故障，能够进行高效、准确的测量定位。 

1） 大幅度提高光纤线路维护管理的效率。主要能够进行实时在线物理链路监控，自动上

报故障点具体信息，且能有效定位和预警功能，通过系统定期质量统计分析，发现维

护薄弱点。  

2） 系统可以检测线路损耗增加、断线、接头盒内浸水等故障时，监控终端会根据告警级

别提示不同的声光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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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进行光缆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和验收时，可以将多条芯线集中起来进行自动测试。可

以减轻运维人员的现场测试的工作量及以及到场次数 ，为竣工验收提供了有效的测量

手段。 

4） 系统还支持手机 APP 功能，告警信息可以远程推送，自动派单管理，维护人员无需携

带仪表即可判定光缆故障位置，压缩故障历时。 

5） 监测终端会将故障发生位置显示在电子地图上，同时还会向维护负责人员进行短信通

知。可以迅速确定故障位置，提高恢复作业的效率。 

6） 可以通过定期自动测试对光线路进行预警预报、大大加强光缆日常维护管理的效率。 

四、RFTS 系统组成说明 

RFTS系统主要有测试模块和网管系统两个部分组成。测试模块包括 OTDR、1×N路光开

关、合波器以及滤波器组成，如图 2所示。 

 

图 1  RFTS 集中光缆监测系统架构图 

五、RFTS 系统综合效益分析 

1） 维护现状：测量手段的缺乏带来运维成本的增加 

日前一般利用 OTDR、VFL(可视化故障定位仪)、光源、光功率计等仪表逐端口测量、

确定短距离光纤断裂、宏弯位置后进行处理。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地区由于技

术手段的限制，在发生上述故障时，采用整根光缆更换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投

资和人力成本的增加。传统的 ODN 测量手段主要是维护人员携带 PON OTDR 从用户侧向上进

行测试，但发生多个点故障时，这种测量方式十分耗时和费力。在人力和仪表不足的情况

下，维护不及时必然带来运营商品牌和信誉的负面影响。 

2） 效益分析：采用 RFTS方面的优点 

基于当前无源光网络的排障现状，利用一套能够纳入到电信统一流程体系，具备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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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能力的 RFTS 集中光测量平台是解决现有问题的有效途径。 

         

   传统维护费时耗力                           RFTS 集中测量效率高 

随着运营商在 FTTH 上的大规模建设，运维成本问题也开始突显。尤其是在测试环节

上，运营商遭遇的挑战更加突出。如在 FTTH 的测试方面，传统的测试方法为光功率监测与

OTDR 仪表的测量为主，其中光源、光功率对测的方法需要两位技术人员，如果检测到问

题，必须派遣一位更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携带OTDR来定位并修复故障。而OTDR的方法则必须

有专家级的技术人员才能准确完成所有的测试任务。目前平均重返现场率为 5~10%，其主

要原因资源查找困难，资料不准确，光纤鉴定有误或没有进行诊断。复杂测试的背后是运

营商测试成本的高涨。有数据显示，每次重返现场的平均费用为 50 元/小时，有经验的技

术人员的平均工资为40元/小时，而每次故障修复的平均时间为2~3小时。统计下来，运营

商每年用在 FTTH无效出动的维修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 

应用 RFTS 系统后，运营商雇佣的每个初级技术人员的工资比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低 20

元／小时，每年每个技术人员可节约 3.2万元。按部门中有 20位技术人员计算，则每年节

约的费用为 64万元。 

综上分析，电信行业的发展已经从粗放的大规模发展转向精细化经营，市场竞争更加

激烈，竞争的焦点也从市场前端向网络后端扩展。要提高网络的优势，除技术的先进以

外，还要提高运维能力和降低维护成本。 

 

 

 

三元锂电池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应用初探 

泰尔系统实验室  付培良 

摘 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信及网络能源设备也在不断进步，以满足数据时代发展

的要求，数据设备的发展对后备电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功率密度、小型化、高电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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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通信后备电源的发展方向。具有较高能量密度的三元锂电池是否能够应用在信息通信

领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不同的应用环境，对电池的考验不同。本文从三元锂电的电气

性能、安全性能及与通信设备的兼容性方面对三元锂电在通信领域应用的可行性进行了探

讨，对三元锂电在通信领域的应用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展开探讨。 

关键词：三元锂电池、发展方向、兼容性、差异化应用 

Abstract：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big data,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energy equipment 

also in continuous progres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at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equipment data backup power proposed higher requirements, high power 

density, miniaturization and high voltage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backup 

power supply for communication.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the test of the battery is 

different. The from the ternary lithium battery electrical performance, safety performance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compatibility of ternary lithium in the feasibility of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were discussed, for ternary lithium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may exis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Three elements lithium battery, development direction, compatibility, differential 

application 

一、引言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主设备不断演进，网络能

源设备也随之快速发展，新一代高性能的路由器、4G、5G 基站也提出了更高的供电要求；

不论现有基站的增容、宽频应用，还是新基站的建设，设备的元件密度更大，系统的功耗

更高；对后备电池的功率需求更大。低成本、环境适应性强的分布式基站建设越来越多，

壁挂式、抱杆式等一体化组合电源系统对后备电池的空间、重量比能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出于节能及节本降耗的需求，各大运营商都在积极推广高电压系统的后备电源；高电

压直流供电系统正逐步推广开来，高电压系统对电池的一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功率

密度、小型化、高电压已成为通信后备电源的发展方向，后备电池也理应朝着满足此类方

向逐步发展。 

三元锂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电压平台高、低温性能好及综合成本低的优点。随着特

斯拉最新的model s车型采用三元锂电技术，三元锂电池成为近期曝光率最高的二次电池，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三元锂电池 2015 年在国内动力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27%，并且还



88 
 

在快速增长。随着陶瓷隔膜等新类型隔膜的使用，三元锂电池的安全性已大大提高，最重

要的是三元锂电的技术特点契合了现阶段通信后备电池的发展方向。 

三元锂电池技术在动力领域的应用已取得成功，但在通信领域里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技

术条件下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及表现出更优异的性能，是需要着重研究和探讨之处。 

二、三元锂电与其它二次电池对比 

表 1：不同类别二次电池性能简要对比 

三、通信后备电池市场现状及三元锂电池市场现状 

目前在通信后备电池领域，铅酸蓄电池凭借成本低、性能稳定等优点，仍占据主导地

位，磷酸铁锂电池及其它类型电池作为其有效补充。从表 1 可以看出，不同类电池有其不

同的性能特点。随着通信后备电源朝着高电压、大功率、小型化发展，后备电池的应用场

景也更加多元化，锂电池在通信后备领域市场在逐步扩大。锂电的物理性质的优势正进一

步提升，在分布式基站、户外基站等通信领域，锂电已经从性价比综合考量逐步转向基站

对电池的硬性要求。 

随着特斯拉Model S车型选用三元锂电池开始，国内对三元锂电的关注呈现几何级数的

增长。此前政策要求暂停三元锂电应用于客车领域，但从 2016年 1-4月与 2015年同期出货

量数据比较看，对三元锂电的总产能并未造成太大影响，与 2015 年 1-4月三元锂电池出货

量(172.55Mwh)对比，2016 年实现了 3.47倍的同比增幅，净增量达 600Mwh（见图 1 近两年

三元锂电出货量分布对比）。细分看，三元锂电在客车领域的变化基本不达，仅增 21Mwh

左右；对应的其产能在乘用车领域的增幅最为明显，同比增幅达 3.44 倍，净增量达

项目 磷酸铁锂 三元锂电 铅酸蓄电池 镍氢电池 

实际克容量 mAh/g 130 160-190 - - 

 放电平台  V 3.2-3.3 3.6-3.7 2 1.2 

循环性能 80% 次 >2000 >2000 >400 >1000 

 高温性能 ℃ 75 65 45 45 

 低温性能 ℃ -20 -30 -15 -15 

体积能量密度 wh/L 160 320 130 200 

质量能量密度 wh/kg 130 200 35 60 

成本 高 低 最低 较低 

材料资源 多 钴资源匮乏 多 多 

综合性能 良 优 良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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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Mwh；其次，三元锂电在专用车领域的变化也伴随专用车产量的走势逐步递增，电池搭

载量增量达 57Mwh，增幅达 5.7倍。三元锂电在动力领域呈现快速增长阶段。 

  

图 1：三元锂电池 2016 年 1-4 月出货量与 2015 年同期对比 

四、三元锂电池在通信领域应用场景分析 

对于高能量高性能的追求，是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通信领域亦不例外。三元锂电池

作为一种高比能量的产品在动力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其成本必将进一步下降，外加其优异

的性能特点，理应成为通信后备电池的一种选择。 

根据三元锂电池性能特点，理论上其在以下场景应用更能发挥其特点： 

1)壁挂式、抱杆式的后备电池的空间、承重要求更高的基站；三元锂电池比能量高，

系统更易集成，承重更易满足。 

2)在放电倍率要求高的 15-30min短时间备电的 UPS或通信电源，发挥其放电倍率好的

特点。 

3)小容量高电压 240V 及 336 系统中应用；三元锂电池电压平台高，高压系统所需单体

更少，系统更易控制，综合性能更易提升。 

五、三元锂电池与现有通信设备兼容性的研究 

以-48V 系统为例，YD/T 1051-2010 中 7.3.3 对通信设备的电压范围规定为-40V～

---57V,全程压降不大于 3.2V：对于-48V 系统开关电源模块，限压保护一般默认下限电压

43.2V，上限电压 57.6V。通信设备的电压范围最早以铅酸电池为准设计，其设计范围

24*1.8=43.2到 24*2.4=57.6与铅酸电池的放电终压及充电截止电压重合。其它电池体系在

通信领域应用，电池组的电压变化范围只有与此契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性能特点。电压平

台越高，单体数目越少，电压变化范围就越大，与通信设备的稳压要求越偏离。不同单体

数目组成 48V系统的电压估算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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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单体数目三元锂电 48V 系统电池组电压估算表 

电池类别 
48V 系统单体数

（只） 

48V 系统限压对应单体电压（V） 单体正常电压范围（V） 
电压平台 

下限 43.2 上限 57.6 下限 上限 

铅酸 24 1.80 2.40 1.8 2.4 2 

铁锂 
15 2.88 3.84 

2.5 3.6 3.2-3.3 
16 2.70 3.60 

三元 

13 3.32 4.43 

2.8 4.15 3.6 14 3.09 4.11 

15 2.88 3.84 

从系统限压来看，不管是铁锂电池还是三元锂电池，不同串数均存在电压的偏离情

况，即在通信系统下工作的电压为其正常电压变化范围的一部分，对于三元锂电池来讲 13

串、14 串、15 串是最为接近限压范围的组合，但从电池组电压变化范围来看，不同单体数

目组成 48V 系统的电压变化范围均超过目前通信设备的限电保护电压，不同单体数组合的

三元电池组均存在浅放或欠充的情况，即部分荷电态循环，电池能量利用率存在问题。锂

电池由于安全问题，一般使用情况为部分荷电态循环，有必要验证不同串数在通信系统下

的荷电态程度，对应的能量损失及对应荷电态下的寿命情况。三元锂电池与通信设备的兼

容性是考量三元锂电池是否适用于通信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三元锂电池与其它后备电池

的比较也应基于此来进行。 

六、三元锂电池放电性能  

我们参照 YD/T2344.1-2011 中对磷酸铁锂电池的放电性能试验方法，对三元锂电池组

进行了测试，具体如下： 

表 3：试验方法与实测数据 

环境温度 放电电流 试验方法 
厂家 D 48V60Ah 三元锂电池

实测数据（样 2） 

25℃ 

1.0I10 A 
电池组按 5.5.1 规定进行放电，其容量应不

低于额定容量的 100％。 
56.1Ah  额定容量的 93.5% 

3.3I10A 
电池组按 5.5.1 规定进行放电，其容量应不

低于额定容量的 100％。 
59.5Ah   额定容量的 99.2% 

10I10A 
电池组按 5.5.1 规定进行放电，其容量应不低

于额定容量的 95％。 
52.1Ah   额定容量的 86.8% 

-10℃ 1.0I10A 

电池组按 5.5.1 规定进行放电，其容量应不低

于额定容量的 60％，电池组外观应无变形、

无爆裂。 

39.3Ah   额定容量的 

65.5%，电池组外观无变形、

无爆裂。 

40 10I10A 
电池组按 5.5.1 规定进行放电，其容量应不低

于额定容量的 95％，电池组外观应无变形、

55.2Ah   额定容量的 92% 

电池组外观无变形、无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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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爆裂。 

55 10I10A 

电池组按 5.5.1 规定进行放电，其容量应不低

于额定容量的 90％，电池组外观应无变形、

无爆裂。 

55.4Ah   额定容量的 92.3% 

电池组外观无变形、无爆裂。 

从测试数据来看，三元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在按照《YD/T2344.1-2011》规定进行测试时，

效果均不太理想，但基本稳定相差在 10%以内，但这与三元锂电池的充电电压在 54.4V有很

大关系，若提高其充电电压至 56.8V，其性能应有明显提升，其具备用于后备电池的可行

性。 

七、三元锂电池安全性能研究 

能量密度高、安全性差是我们对三元锂电的第一直观印象；影响锂离子电池安全来自

于很多方面因素，生产制造环节和生产环境是基本的保障，影响电池安全的因素从电池制

造层面上需要从材料、结构、体系、工艺、设备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和完善。单就

正极材料来下结论电池安不安全是不科学的，电池的安全性不单取决于一种正极材料，假

设即便取决于材料也绝不是正极材料，如果达到正极材料的热失控温度点或反应温度拐

点，好多有机材料早就燃烧了，在锂离子电池制造中材料间的相容度、电池结构设计、体

系设计、电池制造环境因素、电池的工艺控制，电池组设计集成技术、电池组热管理与充

放电控制，电池的使用管理等诸多因素都会对电池造成安全隐患。 

八、三元锂电池的寿命 

从国内外的研究数据来看，在循环性能上，三元锂电池的循环寿命优于铅酸电池差于

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是衡量电池寿命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通信领域更为看重的是电

池的浮充寿命，对三元锂电池来讲，循环寿命未必等同于浮充寿命，不同的浮充电压及对

应的荷电态对寿命具有较大的影响因素，也是我们下步的研究重点之一。 

九、BMS 控制系统 

高性能的锂电池，需要配合优秀的电池管理系统 ，通信储能用锂电池需要配合优秀的

电池管理系统，才能真正安全和稳定的使用。锂电池的理论特性决定了其对过充、过放比

较敏感，由于发展时间尚短，业界对其一致性、稳定性、大规模串并联、温度控制等问题

的研究还不深入，因此需聚焦于电池管理系统的研发，才能更有效更安全地使用锂电池。 

十、三元锂电池的成本 

从目前国内的原材料价格来讲，磷酸铁锂材料价格低于三元材料，但从电芯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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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元折算，三元锂电综合成本要低于磷酸铁锂，随着两类材料体系的电池产业化，电池成

本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三元锂电的材料配方，无论是镍钴锰酸锂，还是镍钴铝酸锂，都离不开两种贵金属，

即钴和镍。其中，中国钴的使用量 90%以上都需要进口，镍主要用于不锈钢生产，这两种

贵金属都有国际期货交易，价格不仅高且波动很大。未来三元锂电的材料价格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 

磷酸铁锂电池则刚好相反，不含任何贵金属，而且生产正极材料的主要原料氧化铁、

碳酸锂在中国储量非常丰富。如果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放大，其上游材料在规模效应

的推动下，成本将直线下降。 

十一、中外技术水平对比 

全球锂电池产业基本集中在中、韩、日三个国家。2013 年开始中国企业出货总量超越

韩国位居全球第一。出货总量虽然第一，但中国锂电产业同日韩相比存在较多的劣势。 

1)与韩日巨头相比，中国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普遍不大。 

2)在锂电产品品质上存在明显差距。韩日巨头的产品不良率已经达到 1ppm 级别，而中

国企业的电芯产品合格率能达到 90%就很不错，且这 90%中还一般分为质量好的 A品和质量

次一点的 B品两档。 

3)技术路线问题，前几年国内一边倒发展磷酸铁锂电池技术，而日韩企业则一边倒发

展锰酸锂和三元电池技术，并在三元技术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国内由磷酸铁锂技术转向三

元技术方向，起点上较日韩企业存在较大的差距。 

十二、结论 

从三元锂电池的理论数据来看，其具有优异的性能表现，但在通信领域的应用条件

下，其性能发挥受到限制，加上在价格、安全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三元锂电在通信领域应

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高比能量的追求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目前比较先进的二次电源产品，我们

有必要继续加强三元锂电在通信领域的基础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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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意见争鸣】 

关于 PE 护套料密度的天平称重不确定度分析 

武汉网锐实验室（信息产业光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程华 

PE护套料的密度是通信行业标准中必备的检测项目，通常依据GB/T 2951.13-2008，采

用表观质量方法（浸渍法）来测量 PE护套料的密度。 

浸渍法的基本思路是利用阿基米德浮力原理，通过已知的标准酒精溶液的密度来检测

物体的密度，因此，该方法中标准酒精的密度和测试过程中系统的测试偏差是带来不确定

度的关键因素。 

测试方法：首先将试样在空气中称重。再将试样固定在合适的吊钩上，将带有试样的

吊钩悬挂在天平上，随后将试样浸入试验用酒精试液称得试样的表观质量。应注意称重前

将试样全部浸入试液，避免在试样表面产生气泡。 

已知信息：测量范围 0~220g，精度为 0.1mg 的电子天平由计量部门检定，给出的天平

示值误差为±0.5mg（0~50g）；±1.0mg（50g~200g）；±1.5mg（200g~220g）。      

工作条件：温度（23±2）℃，相对湿度：(<70%)RH。 

测量过程数学模型为：  

对测量结果ρt有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 

1）天平的称量不确定度（g）：即天平读数不准引入的不确定度，采用 B类方法评定。 

2）浸渍液温度的变化进而引起浸渍液密度的变化，所导致的不确定度，采用 B 类方法

评定。 

3）天平的重复测量导致的不确定度，采用 A 类方法评定。 

注：装置摆放导致天平示值读数的偏载误差，已经包含在重复性中，不重复计算。环

境温湿度等影响引入的不确定度可以忽略不计。 

求ρt的最佳估值 

依据标准查表，取 23℃时 96%的酒精溶液的密度为 0.7988 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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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1次，读取 1次测量值，用其算术平均值给出测得量值： 

试验次数 1 

a（g） 0.9925 

b（g） 0.1594 

ρt（g/cm3） 0.9516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1）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uA：对 10 粒均匀的该物品进行独立的重复测量，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单次测量的实验室标准偏差： 

实验标准偏差的计算表如下： 

单位 g/cm3 ρt /( g/cm3) vi=ρt - 
t  

1 0.9516 0.0009 

2 0.9495 -0.0012 

3 0.9497 -0.001 

4 0.9512 0.0005 

5 0.9504 -0.0003 

6 0.9489 -0.0018 

7 0.9517 0.001 

8 0.9531 0.0024 

9 0.9491 -0.0016 

10 0.9522 0.0015 

平均值 
t =0.9507 0.0000184v

2

i


 

标准偏差     0.0014110/

2
10

1i ρ tt
ρS 

 






 

测量结果由 1次测量给出测得量值的标准不确定度为：uA=s=0.0014 g/cm3 

2）测量过程中引入的 B类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1 

由数学模型可知，密度的函数关系式为ρt=f（a，b，ρx） 

注：对于试样在空气中和浸渍液中的质量，是在同一台天平上称量而来的，其称量结

果可认为是相互独立的，即输入量各不正相关，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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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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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试样的测试温度，查表可得：在（ 23± 2）℃下 96%酒精的密度范围为

（ 0.80041~0.79694） g/cm3，服从均匀分布，区间半宽度 a1=0.0017，包含因子

3k  ，由此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a1/k=0.0010 

对于分析天平的称量不确定度有，计量部门检定给出的天平示值误差为±0.5mg

（0~50g），服从均匀分布，区间半宽度 a2=0.0005，包含因子 3k  ，由此引起的标

准不确定度为 a2/k=0.0003 

则有：

2
)0.001(1.913

2
)0003.01422.1(

2
)0003.01834.0(

1
u

C        

= 0.0019 g/cm3 

3）测量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两个不确定度分量 uB和 uA互不相关，采用方和根方法合成： 

 

3
/0024.00014.0

2
0019.0

222

1
cmgu AuCuC


 

扩展不确定度 U评定 

通常直接取包含因子 k=2 给出扩展不确定度(对应于包含概率 p=95％)，即测量的扩展

不确定度：U=kuc=2×0.0024=0.005 g/cm3 

测量结果报告：由一次测量得到的密度测量值为：ρt =0.952 g/cm3 

扩展不确定度为：U=0.005 g/cm3，k=2 

结论与分析 

1）在 B 类不确定度的计算时，密度的函数关系式ρt=f（a，b，ρx）中，a 和 b 是样

品分别在空气中和酒精中的称重，由于a与b的测量是连续的，相互影响的，而且在表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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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上呈负相关，因此带入了求导函数的计算，通过导函数分别得到 a、b、ρx 的相关系数

带入公式合成时，得到了统一的密度单位。 

2）在酒精密度的给定时，由于在（23±2）℃下 96%酒精的密度查表范围为

（0.80041~0.79694）g/cm3，服从均匀分布，所以给出了衡量酒精密度的不确定度的区间宽

度，此思路认为酒精密度随温度变化是浮动值。 

3）通过对最终不确定度的来源的分析，发现天平称重测量密度中： 

（1）系统误差的不确定度大于重复测量的不确定度，更高精度的分析天平能够有效减

少测量误差； 

（2）酒精密度的不确定度大于样品在空气中称重的不确定度，使用密度值更加精确的

标准酒精溶液能够有效减小测量误差； 

（3）样品在酒精中称重的不确定度大于酒精密度的不确定度，当把样品浸入酒精中

时，转移样品的过程中，尽量不污染样品、不带入气泡、杂质到浸渍液中等因素，能够减

小测量误差。 

 

 

高压直流磷酸铁锂电池系统与 UPS 配套应用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符策健 

比亚迪磷酸铁锂电池具备大倍率放电，较高的充放电效率，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

因此非常适合于备电时间少于 30分钟的 IDC机房的备电应用。在 4C10的放电倍率下，磷酸

铁锂电池放电效率高达 95%，而铅酸电池在此放电倍率下，放电效率与 40-50%之间。基于

磷酸铁锂电池的如上特点，我司开发了高压直流磷酸铁锂电池系统（下简称：高压电池系

统），并与某公司的模块化 UPS系统配套使用，在北京某客户的 IDC机房开展 2个试点应用

项目。下面介绍高压电池系统的概况和简要提及配套使用时需考虑的一些要点。 

 
图 1 比亚迪高压直流磷酸铁锂电池系统（480V150AH）与某企业 UPS 配套应用于北京某客户的 IDC 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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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高压电池系统主要由电池模块、电池监控单元及高压直流机柜三大部分组成。电

池模块可支持 5~10 组串联，可支持多套系统并联，试点项目的高压电池系统为 3 组电池组

并联，每组 480V/50Ah，采用 2+1 冗余配置，任意 2 组电池（100AH）带 150KW 负载备电不

少于 15分钟。整套电池系统机柜的占地面积仅为 1.08m2，极大地节约了占地面积，而且没

有酸雾溢出，高压电池系统与 UPS 系统和服务器机柜并列，减少配电网络的投入。考虑到

电池系统的放电深度系数、大功率能效比、成组系统和 UPS 逆变器效率，理论计算可备电

15-16分钟，满足应用需求，实际试点验收测试时间与设计值一致。图 1为比亚迪高压直流

磷酸铁锂电池系统（480V150AH）与某企业模块化 UPS 配套使用的现场图片，现已成功在北

京某客户核心机房稳定运行一年。从一年期的使用来看，电池系统维护方便，性能良好，

较好地较少了运营成本。 

比亚迪高压电池系统具备人机界面（下简称：HMI），如图 3 所示。用户可通过 HMI查

询、设置电池系统的状态和参数，HMI 位于系统管理层电池控制单元（下简称：BCU）上，

如图 2所示。BCU在整个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通过 CAN总线获取来自多个电池

模块 BMU 单元发出的电池的电压和温度等状态信息，并对系统电流、监控机箱温度等模拟

量进行采集并分析处理数据，根据预设的策略管理电池系统，极限情况下进行电池系统的

保护。另一方面提供电池过充/过放干节点给 UPS 控制系统，以便于 UPS系统与电池系统的

协作，BCU也可将信息反馈到动环监控。 

 

图 2 BCU 外观图                        图 3 人机界面主界面 

由于 UPS 系统与电池系统为两个厂家的产品，在配套应用中，首先要考虑尽可能减少两者

之间的耦合，电池系统应能进行自管理，自成系统。电池系统的原理示意图如图 4，电池

电压触发放电欠压保护点，BCU 切断电池。与铅酸电池一样，需要人工手动去闭合开关 1，

电池接入 UPS 系统，BCU 等待一段时间再检测电池欠压保护，在这段时间内，UPS检测到电

池组接入，UPS启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BCU检测到电池欠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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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池系统原理示意图 图 2 充电过压与放电过压的策略 

其次，考虑 UPS 充电器过压保护参数、放电欠压保护参数和电池系统的充电过压参数

和放电欠压参数（电池组总电压、电芯电压）的匹配，逻辑关系如表 1所示。 

表 1 UPS 电压与电池系统电压逻辑关系表 

UPS 电压保护值与电池系统电

压保护值的逻辑关系 

备注 

电池系统过压保护值 应考虑充电末期电芯电压不一致对总体电压的影响 

电池系统过压告警值 应考虑充电末期电芯电压不一致对总体电压的影响 

UPS 过压保护  

UPS 正常工作范围  

UPS 低压告警值  

UPS EOD 保护值 UPS EOD 保护后应考虑电池组电压反弹的影响 

电池系统总电压欠压告警值 应考虑放电末期电芯电压不一致对总体电压的影响。本应用中实测到

的电芯电压极差：0.3Vdc 

电池系统总电压欠压保护值 应考虑放电末期电芯电压不一致对总体电压的影响 

再次，UPS系统交流上电，均浮充电阶段，充电过压信号通过干接点方式传送给 UPS系

统，两者的配合逻辑为： 

Step1：AC上电，充电器恒压480V/恒流0.1C10充电，避免电池的充电电流过大。该过

程持续时间大于 20s进入 Step2。 

Step2：充电器调整至恒压 544V/恒流 0.1C10 充电。该过程如无电池充电过压告警（干

接点提供信号给 ups），维持该输出状态；如出现电池充电过压告警，充电器电压调整至恒

压 480V/恒流 0.1C10，进入 step3。 

Step3：充电电压告警不消除，维持恒压 480V/恒流 0.1C10；当充电电压告警消除，继

续维持 24小时（电池均衡时间）后进入恒压 544V/恒流 0.1C10充电，此后重复 Step2，Step3

过程。 

最后，还需与 UPS 协商，确定电池放电的拐点电压，以便于做核对性容量测试。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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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对不同倍率的放电曲线求导数，导数接近零对应的电压为拐点电压，然后拟合倍

率与电压的曲线，以便于 UPS根据后期的放电负载确定拐点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