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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动态】 

2016 年度第 3、4 季度 TLC 各技术工作组工作动态 

一、 配线技术工作组动态 

2016 年下半年，预置成端引入光缆组件、户外机柜、户外机房等 5 个产品已经开展了

新产品认证或标准变更工作。另外，还对智能光配线架、智能光缆交接箱、智能光缆分纤

箱的第二次征求的意见进行了追踪处理。截止到2016年11月，工作组还完成了智能光纤活

动连接器、户外机房的蓄电池架、通信机房用馈线窗、通信机房用走线架、通信户外机房

用安全门、模块化通信机房、综合集装架等技术文件初稿。 

在 2016 年 11 月，配线工作组针对《光纤活动连接器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这个项目在

工作组内进行了阶段性函审 ，确定了对光纤活动连接器指标和试验方法的统一原则。 

在工作组的日常沟通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即时通讯平台，对于户外机房和户外机柜阻

燃试验的样品要求、蝶形线缆冷接子的检测项目等技术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已在配

线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予以明确。 

二、 线缆技术工作组动态 

TLC 线缆工作组根据年初制定的工作组 16 年工作计划，目前已完成工作计划中所有新

产品实施规则以及标准变更产品实施规则的征求意见工作。截止到 2106 年底已经完成发布

了通信用引入圆形光缆、无卤阻燃光缆两个产品的实施规则，其他产品实施规则及配套文

件基本定稿，待标准印刷出来即可发布。此外，工作组还收集了各检测机构、申请企业以

及 TLC 其他部门的意见，对现有实施规则中数字通信电缆等产品一些检测项目做了修订。 

由工作组成员单位泰尔实验室、武汉网锐实验室等承担的工作组项目《线缆产业链上游

产品认证模式》已经完成报告初稿，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线缆上游产业链上游涉及产品及其发

展现状分析、认证模式研究、认证方案推广等部分内容，目前项目正在工作组内征求修订

意见。 

三、 电源技术工作组动态 

TLC电源工作组根据 2016年工作计划，完成通信用 240V336V输入的直流-直流模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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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网络机柜用分布式电源系统、通信用应急电源(EPS)实施规则的编制，对通信用应急电

源（EPS）产品和通信用高压发电机组产品的实施规则进行了意见征集、技术文件编制，即

将发布。由工作组成员单位泰尔实验室承担的工作组项目《ICT 设备用市电与直流两路供电

系统研究》已经完成实验环境的搭建，正在进行相关的测试，其他工作也在稳步有序推进。 

四、 蓄电池技术工作组动态 

按照 2016年蓄电池技术工作组工作计划，2016年下半年完成了磷酸铁锂电池老化后安

全性能研究项目，编制了研究报告与汇报 PPT，已通过中心项目答辩。稳步推进 1+N 认证

科研项目的研究，经过对运营商、铁塔公司的调研后，选取了磷酸铁锂电池组作为试点产

品，目前完成认证技术规范初稿的编制。 

五、 新领域技术工作组动态 

按照 2016年蓄电池技术工作组工作计划，2016年下半年，新领域技术工作组完成了光

旁路保护装置、通信用 40Gbit/s QSFP+光收发合一模块、通信用CSFP 光收发合一模块、并

行传输有源光缆光模块、强度调制可插拔光收发合一模块五个光传输器件的实施规则的初

稿，并已初步审查完成发工作组函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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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动向】 

十三五期间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发展机遇与挑战 

中国泰尔实验室   王尧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

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十三五”规划将“网络

强国”纳入我国未来五年发展的十四大战略之一，指出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

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普及信息基础设施是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基本前提，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

济。”当今，信息网络和服务已深入经济、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全社会快捷高效运

行的坚强支撑。对于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的中国而言，通信基础设施已成为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基础。 

在“宽带中国”战略的指导下，光纤到户进一步全面覆盖，4G 基站建设正值高峰，基础

设施全面优化升级，国际出口带宽快速提高，全面促进提速降费。共建共享，节能减排，实

现集约绿色发展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趋势。创新驱动战略给网络建设带来新的需求和动力。

“十三五”期间，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把握发展机遇，平衡地域差异、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积极拓展网络需求，推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实现，助力国家从“网络大国”到“网

络强国”的突破。 

一、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发展趋势与机遇 

1.1 网络强国战略部署实施，通信基础建设蓬勃发展 

“十三五”规划将“网络强国”纳入我国未来五年发展的十四大战略之一。《“十三五”规划

纲要》中指出，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网

络技术广泛应用，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2016 年 7 月印发的《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对《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和发展，《纲

要》中强调了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泛在先进的基础设施是信息化发展的基石”。

2016 年 10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建设的集体学习。

总书记发表讲话提出“6 个加快”对网络强国作出全方位部署，并指出“要加大投入，加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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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的部署对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指明了战略方向，提供了

政策保障。在战略的指导下，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期。 

1.1.1 宽带中国成绩斐然，夯实网络强国建设基础 

2013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首次明确将宽带网络定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该文件对我国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健康发展进行了

战略引导和系统部署。按照战略发展时间表，2013 年和 2014-2015 年分别为“宽带中国”建设

的全面提速阶段和推广普及阶段。全面提速阶段的重点是加强光纤和 3G 网络建设，提高速

率，改善用户体验；推广普及阶段的重点是继续推进快带提速，加快扩大宽带网络覆盖，深

化应用普及。通过“宽带中国”战略前两阶段的实施，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2015 年末，FTTH/O 端口数达到 2.69 亿个，用户数过亿；4G 实现规模商用，基站数达

到 177 万个，3G 和 4G 用户总数达到 7.85 亿。2014 年 11 月起，工信部、发改委开展了创

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的工作，要求参加申报城市应具有良好的宽带发展基础。

截至 2016 年 7 月 25 日已有 3 批 117 个城市上榜。“宽带中国”战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我国

网络强国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将“宽带中国”列为信息化重大工

程首位，内容为“建设高速大容量光通信传输系统，实施宽带乡村和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基

础网络完善工程，扩容互联网国际出入口带宽。部署第四代移动通信（4G）及后续演进技

术，在有需求的区域实现全面深度覆盖”。2016 年，“宽带中国”已进入优化升级阶段，建设

重点从扩大覆盖转变为推进网络优化和技术演进升级，提高网络服务质量、应用水平和产业

支撑能力。预期在网络强国战略和“宽带中国”战略新阶段的指导下，未来几年我国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将在保持规模增长的同时进入优化升级阶段。 

1.1.2 光纤到户全面覆盖，全光网络促进提速降费 

光纤到户是近年宽带网络发展的重点。新建住宅区配套建设光纤到户基础设施，既有小

区进行全光网络改造，提高城乡光纤覆盖率是当前宽带基础设施发展的主要方向。2013 年

实施的两项光纤到户国家标准 GB 50846 和 GB 50847 规定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由开发商

建设光纤到户通信基础设施，并将设施建设纳入工程项目验收。2014 年至 2016 年连续三年

工信部、住建部两部委联合开展了光纤到户国家标准贯彻实施情况监督检查工作，推进光纤

到户合标建设。2015 年 5 月 13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鼓励电信企业尽快发

布提速降费方案计划，要求推进光纤到户和宽带乡村工程，加快全光纤网络城市。同月，国

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加快高速宽

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目标和举措。由于基于光纤接入的全光网络基础设施起点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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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高，升级空间大，在升级到更高传输速率时不需要追加更多线路设施成本，综合长期来看

全光网的性价比远高于“光纤+铜线”的模式。因此，网络全光化是基础电信企业“提速降费”

的首选措施。2015 年 9 月四川省宣布建成全国第一个“全光网省”，当年年底前山东、河南、

天津、河北、山西等省份也宣布建成“全光网”。2016 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把在全国大部

分地区实现光纤网络覆盖作为发展目标。同时，中国移动全面收购中国铁通进军固定宽带市

场也为光纤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注入新的动力。2016 年 9 月中国移动启动的 2016-2017 光缆

集中采购光缆需求量仅半年超过 6000 万芯公里，据测算全年需求量将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1.3 4G 持续引领移动互联网，基站建设投资正值高峰 

2013 年 12 月 4 日，工信部向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发放 4G 牌照，中国 4G 时代正式开

启，我国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再进入高峰期。截至 2015 年底，中国移动宣布建成 4G 基

站 110 万个，覆盖人口规模超过 12 亿；中国联通宣布当年新增 4G 基站 30.6 万个，总数达

到 39.9 万个；中国电信宣布当年新增 4G 基站 33 万个，达到 51 万个。由于 4G 在数据通信

速度和移动互联网资费方面相比 3G 具有显著优势，迅速受到移动互联网用户的青睐，大量

3G 用户向 4G 迁移。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 4G 用户数已达到了 6.1 亿户，接近移动电话

总用户数的一半。由于 TD-LTE 的技术储备，中国移动在 4G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

领先优势，当前已经进入建设的中后期。以 LTE FDD 作为主要技术的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从 2015 年才开始大规模投资 4G 建设。截至 2015 年底，中国移动 4G 用户已经达到 3.12

亿，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 4G 用户分别为 5846 万和 4416 万。由于 4G 业务可显著促进

流量消费升级，对电信企业 DOU（平均每户每月上网流量）和 ARPU（每用户收入）有明

显的带动作用，4G 市场是基础电信企业的必争之地。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正在全力追赶，

加大 4G 基站的建设力度。2016 年上半年，中国联通 4G 网络投资占比由 2015 年的 25%提

高到 48.3%，4G 基站半年净增 18.9 万个。由于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正处于 4G 基础设施投

资的上升期，而中国移动虽然已完成了 4G 的规模部署，后续的优化升级也将给 4G 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稳定的动力，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4G 引领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热潮

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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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 年 6 月各基础电信企业 4G 用户数 

1.1.4 技术演进推动行业发展，基础设施全面优化升级 

目前，在光纤到户和 4G 基站规模建设的引领下，我国在通信基础设施覆盖方面已经取

得了一定成绩。2015 年末，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 4.7 亿个，其中 FTTH/O 端口数

达到 2.69 亿个，4G 基站数达到 177.1 万个，中国移动宣布 4G 基站覆盖人口规模超过 12 亿。

随着覆盖率的提高，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正在逐渐转移到优化升级上。2016 年，“宽带

中国”建设开始进入优化升级阶段，本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进一步提高覆盖能力的同时重点

提升宽带网络能力。《“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纤网络，构建先进

泛在的无线宽带网，加快信息网络技术开发应用。宽带接入方面，“城镇地区实现光网覆盖，

提供 1000 兆比特每秒以上接入服务能力，大中城市家庭用户带宽实现 100 兆比特以上灵活

选择；98%的行政村实现光纤通达，有条件地区提供 100 兆比特每秒以上接入服务能力，半

数以上农村家庭用户带宽实现 50 兆比特以上灵活选择”；无线方面，深入普及高速无线宽带，

积极推进 5G 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为实现“十三五”规划和“宽带中国”建设目标，通信基

础设施的全面优化升级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光网络的主要技术发展趋势是城域网升级部署 100G，骨干网从 100G 到 400G

演进。100G 已是当前骨干网主流技术，但是随着宽带用户数和用户流量需求的双重提升，

城域网流量迅速增长，城域网正在从当前的 40G 及以下向 100G 发展。城域网出口流量的激

增和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骨干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00G 是业界正在研究的下一步方

向。中国移动在 2014 年上半年完成 400G 实验室测试，并于 2014 年下半年启动 400G 的现

网试点。中国联通已经启动 400G 的测试和标准制定工作，并于 2016 年 6 月分别在山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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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完成了 400G“东线”和“西线”试点线路工程的验收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 400G 技术的测

试和试点，光网络将在不远的未来进入 100G 和 400G 共存的阶段。400G 系统对光网络设备、

光纤线路等都有更高的要求，对基础设施的升级有推动作用。 

移动通信方面，4G 技术特别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TD-LTE 技术已经改变了我国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的格局，并获得了用户的认可。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

14 家单位共同完成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有望获得“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随着 4G 建设的初步完成，基础电信行业在继续高速建设 4G 基

站的同时已经开始着手 4G+和 VoLTE 的布局。4G+是指在使用了载波聚合等技术对 4G 技

术优化升级后的新型通信技术，该技术可将理论下行速度提升到两倍以上，网络峰值速度可

达 300Mbps 以上。VoLTE 是基于 4G 的高清语音通信技术。从移动用户比例的发展趋势来

看，原 3G 用户是转化为 4G 用户的主力，而部分 2G 用户主要对语音通话有需求。在一定

时期内，电信基础企业需要在同一地区同时维护 2G、3G、4G 网络，会造成运行成本的浪

费。VoLTE 技术有利于 2G 和 3G 用户向 4G 迁移，最终替代 2G 和 3G 语音服务，减轻基础

设施维护压力。截至 2016 年上半年，中国移动已在超 300 个城市部署载波聚合技术，并在

近 300 个城市推出 VoLTE 高清语音服务。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也均在 2015 年开始加快部

署 4G+网络，推动 VoLTE 建设。 

1.1.5 发展国际通信基础设施，支撑“一带一路”战略部署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国际出口总带宽为 5.39Tbps，比上年增长 30.9%1。但是，我

国人均国际干线带宽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的国际海缆只有 4 个登陆站（山东

青岛、上海崇明、上海南汇和广东汕头）和 8 条海底光缆（亚太 2 号海底光缆、东亚海底光

缆系统和城市到城市海底光缆、中日海底光缆、东南亚及日本海底光缆、环球海底光缆、亚

欧海底光缆、中美海底光缆、中美直达海底光缆），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无论是登陆站数量还

是光缆数量都相对较少。我国急需发展海底光缆等国际通信基础设施。 

2015 年 3 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国发布“一带一路”路线图，提出要“共同推进跨境光

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

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

合作”。《“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规划“建立畅通的国际通信设施，优化国际通信网络布局，

完善跨境陆海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阿拉伯国家等网上丝绸之路，加快建设中国－东盟信

                                                             
1 数据来源：CNNIC2016 年 1 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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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港”。2016 年 7 月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在 2020 年我国互联网国

际出口带宽达到 20 太比特/秒（Tbps），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与周边国家实现网络互

联、信息互通；到 2025 年我国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 48 太比特／秒（Tbps），建成四大

国际信息通道。国际通信设施建设将成为新时期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 

2015 年 5 月，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相继宣布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多家全

球合作伙伴共同启动新跨太平洋国际海底光缆（New Cross Pacific，简称 NCP）工程建设，

全长 13000 公里，设计容量超过 80 太比特/秒（Tbps），预期于 2017 年第四季度建成投产。

2016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上，中国联通宣布与缅甸运营商合作正在建设目

前唯一一个境外国际海缆纽带，目前光缆传输系统已经具备投产条件，联通将继续建设中国

与东盟各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传输纽带，构建覆盖东盟各国的一环三点四路信息基础设施。当

前，我国通信基础设施产业界已经在海缆建设方面有了一定积累，华为海洋、中天科技、亨

通海缆等企业在海缆工程施工、系统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储备了经验和技术。我国已经具备了

发展海缆及其他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的条件。 

1.2 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中国铁塔模式初见成效 

共建共享是当前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潮流。通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可以节省资源、

节约投资、避免重复性建设，同时还有利于平衡市场、促进竞争、保护长期投资、促进普遍

服务、实现提速降费。所以，通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是可以使全行业受益的良好发展模式。

2008 年 9 月，工信部发布《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紧急通知》，决定大力推进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提出了铁塔、杆路等的共建共享目标和要求。2010 年至 2013 年，

工信部、国资委多次联合印发《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实施意见》，提出年度共建共

享考核的各项要求和具体考核指标。《“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中提出 “深化光缆、管

道、基站等电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创新合作模式，探索应用新技术，促进资源节约”。

近年，政府和电信企业发布了多项促进共建共享的措施和方案，部委间、电信企业间为落实

共建共享展开了一系列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以铁塔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最为典型。 

1.2.1 两部委合力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2013 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住宅区和

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知，要求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涉及的通信

管道、楼内光纤、设备间等通信配套设施，应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业共享使用的需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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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

是国标强制条文对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的要求。按照国标，在新建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用户侧光纤线路设施由建筑开发商负责建设，需要保证每个用户至少

有一条光纤线路；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可各自将接入网布设到住宅区，在指定的用户接入点

与用户线路对接，共享用户线路。光纤到户国标解决了光纤接入“最后一公里”难题，推动了

基础设施的共享，鼓励有序竞争，为用户带来了实惠。 

为推动两项国家标准的贯彻实施，从 2014 年开始两部委已连续三年开展了国标贯彻实

施情况监督检查的工作，目前已对全国 24 个省级行政区进行了抽查，抽查项目超过一百个。

从目前检查情况看，各省（区、市）均制定了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相应的政策措施，有效

地促进了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落实；大部分新建住宅能够按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要求建

设，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光纤到户

工作持续推进，光纤所覆盖的住宅小区比例不断上升。 

除光纤到户工作之外，2015 年 9 月，住建部和工信部还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通

信基础设施规划的通知》。《通知》指出将通信光缆、机房、基站、铁塔、管道线路等通信

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是城乡规划法、电信条例的基本要求。通知要求按照“统一规划、合

理布局、远近结合、共建共享”的原则，结合城市规划改革创新，统筹各类通信基础设施规

划，加强通信管线与其他管线的综合规划，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提升通信网

络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促进通信基础设施又好又快发展。 

《通知》中关于通信基础设施与地下综合管廊衔接的规划要求将对基础电信企业利用城

市公共管线资源的模式产生影响，进一步促进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地下综合管廊是指在城市

地下用于集中敷设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水、排水、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公共隧道。

2015 年 0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开始规划

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统筹各类市政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

能够解决反复开挖路面、架空线网密集、管线事故频发等问题。《关于加强城市通信基础设

施规划的通知》要求各地通信和住建主管部门共同编制规划，统筹各类通信管线、宽带网络

建设和建设时序，充分考虑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衔接，合理布局通信光缆、通信局房、基

站等各类通信设施。同时要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时，应同步考虑通信设施建设需要，及

时预留布线空间。2015 年和 2016 年，我国已经分两批选取包括包头、沈阳、哈尔滨、苏州、

厦门等在内的 25 个城市作为地下综合管廊的试点城市，各基础电信企业也积极参加了管廊

的设计和试点工作。通信基础设施利用城市管廊资源，有利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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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市集约高效发展。 

1.2.2 中国铁塔探路共建共享新模式 

2014 年 7 月 15 日，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金 100 亿元人民

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出资 40.0 亿元人民币、30.1 亿元人民币和 29.9 亿

元人民币，各持有 40.0%、30.1%和 29.9%的股权。2014 年 09 月 11 日 “中国通信设施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塔主要经营铁塔的建设、维护

和运营，兼营基站机房、电源、空调等配套设施和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护和运营以及基

站设备的代维。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

与中国铁塔在国资委、工信部联合组织下开展了相关资产清查评估工作。2015 年 10 月 14

日，中国铁塔与三家电信企业签署协议，收购超过 140 万座存量铁塔相关资产，评估值超过

2000 亿元人民币。同时，引入新股东中国国新，中国铁塔股权结构调整为中国移动 38%、

中国联通 28.1%、中国电信 27.9%、中国国新 6%。接收存量铁塔资产后，铁塔公司拥有基

站总数超过 150 万个，约占全球通信铁塔数的三分之一。 

 

a)收购存量铁塔资产交易对价                 b)股权比例 

图 2 中国铁塔公司收购存量铁塔资源交易对价和股权占比 

铁塔公司的成立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降低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最终惠及广大电信用户。铁塔模式无论在推进行业体制改革

方面，还是在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效率方面都具有战略意义，是我国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的一次建设性重要探索。 

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底，中国铁塔共承接铁塔建设需求 58.4 万座，交付铁塔 48.5

万座，新建铁塔共享率大幅提升到 74.4%。2015 年助力运营商建设的总量达到年历史最高

水平，占三家运营商历年建设总和的三分之一，并且比运营商各自独立建设少建了基站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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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节约投资 500 亿元，减少土地占用 1.3 万余亩。除承担铁塔基站建设任务外，中国铁

塔还承接三家运营商有关地铁、机场、交通枢纽、特大型场馆等重大公共场所的室内分布系

统（室内通信覆盖）项目 1.18 万个，其中地铁类项目总长达到 444 公里，高铁类项目总长

达到 1524 公里。 

铁塔资源的集中化使得中国铁塔能够协调统一地管理全国通信铁塔的建设和运维，提高

运行效率。中国铁塔搭建了多个基于互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的统一平台。“中国铁塔在线商务

平台”是中国铁塔搭建的在线物资采购平台，该平台采用了网络购物的模式：获得认证准入

资质的基础设施物资供应商在平台开网店明码标价，铁塔公司的一线员工通过网上比较质量

和价格直接向供应商下单，物资直接配送到一线，由总部一点结算，采购过程实现内外公开

透明。截至 2016 年 7 月，平台运行一年，通过平台采购金额达 248 亿元。“中国铁塔运维监

控系统”是中国铁塔搭建的通信机房运维管理平台，平台与布局在全国各地通信机房的动力

环境监测系统通过其关键设备 FSU（现场监控单元）连接。运维监控系统可以通过 FSU 远

程实现对通信机房的运行状态监控、动力环境状态控制、异常告警信息获取，并可以直接派

发任务给一线运维人员。通过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对全国通信机房的在线运维管理和运行数据

分析，极大地提高运维效率，降低运维成本。目前，中国铁塔拥有的铁塔数量极大，动力环

境监控系统实装率还不高。在超过 150 万个铁塔基站升级部署 FSU 和动力环境监测系统是

当前中国铁塔在通信基础设施改造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之一。 

通过中国铁塔的大胆探索和体制机制创新，初步形成了以“共享竞合”为核心的“铁塔模

式”，获得了国务院、国资委、工信部的充分肯定。“铁塔模式”对我国未来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的共建共享有重要指导意义。 

1.2.3 联通电信开展深度合作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基础电信企业自发地开展了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合

作。2016 年 1 月 13 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北京举行了题为“资源共建共享，客户服务

提质”的深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根据协议，战略合作包括五个方面，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深入推进网络共建共享，加快网络覆盖，提升网络服务能力；在重大灾害、突发事件及

重要保障情况下互相协助业务恢复，提升双方应急通信保障能力。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此

次合作将推动“创新、合作、开放、共享”成为行业新常态。 

协议签署之后，各地电信和联通公司纷纷响应，陆续开通了合作的通道，签订省级公司

间、市级公司间的深度合作协议。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 4G 基站建设方面很快出现了

合作案例。2 月 15 日，陕西联通与陕西电信深度合作的首个基站—铜川市耀州区中原村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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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正式开通并顺利通过双方单站验证；2 月 25 日，广西电信和广西联通在南宁共同开通

了首个独立载波、双传输 4G 基站；2 月 26 日，上海联通与上海电信采用“共享 4G 主设备，

载波独立，承载 VPN 互通”的方式实现了 4G 基站共享，完成了两个共享试点宏站的开通入

网；同日，为配合无线基站共享测试，江苏联通与江苏电信实现了承载网物理层的打通。联

通和电信的深度合作为双方共同提升了竞争力，节省了基础设施投资，为电信企业间通信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拓展了新的方向。 

1.3 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向多元化延伸 

李克强总理在 2016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推动下，全社会对通信能力和普遍化的需求不断提高，对通信服务的多样化也提出了更多

要求。创新正在不断刺激网络需求，带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优化升级，并促进通信基础

设施向多元化发展。当前，我国信息通信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1.3.1“互联网+”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互促进 

2014 年 11 月，李克强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新工具。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定义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

的双引擎之一，并正式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 年 6 月 11 日和 7 月 4 日，国务院先

后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和《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在政策层面分别给予大力的支持。“互联网+”旨在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

相结合，以互联网行业的新技术带动各行各业发展。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互联网+”

相结合，“互联网+”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则为“互

联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快速发展。李总理在 2016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2015 年我国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全年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 21.6%，平均每天新增 1.2 万户。 “互联网+”

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强有力的网络基础保障，给通信基础设施发展带来了新的需求，

引起了基础电信企业的高度重视。2015 年 5 月和 2016 年 5 月，中国电信连续两年发布《“互

联网+”行动白皮书》；2015 年 12 月，中国移动发布《中国移动行业互联网+2020 行动计划》；

中国联通与广东、上海等多省市签署了“互联网+”合作协议。 

1.3.2 两化深度融合推进“中国制造 2025” 



14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

制造 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工

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中国制造 2025”战略目标中要求到 2020 年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

幅提升，到 2025 年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

融合要求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加强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布局，建

设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加快制造业集聚区光纤网、移动通信网和无线局

域网的部署和建设，实现信息网络宽带升级，提高企业宽带接入能力。2016 年 5 月，国务

院印发《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目标包括到 2018 年底制造业重

点行业骨干企业互联网“双创”平台普及率达到 80%，并鼓励基础电信企业加大对“双创”基地

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速降费。宽带网络的接入是建设智能工厂、智

能车间，实现智能制造的基础。随着工业互联网云平台的构建和发展，直接将生产车间、生

产线接入宽带网络将成为未来生产企业的基本需求。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从家庭、办公

接入向生产接入转移，宽带覆盖向工业园区扩展、进入生产企业内部是未来发展趋势之一。 

1.3.3 云计算、大数据为海量信息服务提供支撑 

“云-管-端”当前已经成为信息服务的基本架构，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是提升和创新信息

服务能力的关键技术。“宽带中国”战略将云计算技术列入新技术研发的重点领域。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数据定位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并强

调要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国家大数据战略纳入十四

大战略之一，要求统筹布局建设国家大数据平台、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并将“云计算创新

发展”和“大数据应用”列为信息化重大工程。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实现需要大规模数据中心的

支持，基础电信企业是我国数据中心建设的主力。同时，数据中心与海量用户之间以及异地

数据中心之间的通信都对基础通信网络提出了新的需求。 

1.3.4 从物联网到“万物互联” 

物联网的概念由来已久。国际电信联盟 ITU 将物联网描述为“任何时刻，任何地点，任

意物体之间的互联，无所不在的网络和无所不在的计算”。随着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以

及 Zigbee、Z-Wave、NB-IOT 等通信技术的出现，物联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4 年 9

月，工信部部长苗圩在无锡发表讲话时指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物联网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物联网更好促进生产、走进生活、造福百姓。《“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推进物联网感知设施规划布局，发展物联网开环应用”。物联网的特征

是物的感知和互联，是发展智慧城市、智慧楼宇、智慧家庭的基础，同时也是实现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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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技术。在创新战略的引领下，已经出现了种类丰富的物联网产品，如智能网关、智能

家电、智能门禁、可穿戴设备等。研究报告2指出：接入网络的设备在 2015 年为 25 亿台，

预计至 2020 年达到 500 亿台，年增长率可高达 81.5%。随着物联网的发展，网络将逐渐连

接物、人、数据等方方面面，最终实现“万物互联”。飞速增长的物联网接入需求要求网络接

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通信基础设施的广泛覆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移动在 2016

年 3 月提出了大连接战略，规划为万物互联的普及奠定坚实的网络基础。 

信息通信产业新形势促进通信基础设施多元化发展。在创新发展战略、制造强国战略、

两化深度融合、“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政策方针和技术发展的综合推动下，

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将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首先，通信带宽及传输质量需求更高。“互联

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将产生海量的数据和并行接入需

求，支撑云计算、大数据的大规模数据中心对出口带宽要求急速上升。为了能够满足海量数

据的高效传输，需要通信基础设施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其次，通信网络覆盖需要进一步延伸。

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和物联网的发展都需要将包括各类设备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物”接

入网络，这就要求有线、无线宽带网络的覆盖进一步延伸，由覆盖到人到覆盖到物，由覆盖

到家庭、办公室到覆盖到生产一线，实现万物互联。最后，通信网络接入方式多样化。在创

新的驱动下和智能制造、物联网发展的带动下，接入网络的设备种类和接入方式日新月异。

从家庭电器到工业设备，从随身穿戴到野外环境采集装置，不同的设备具有不同的构造、功

能、使用位置、环境和网络质量需求，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需要针对设备接入方式的

多样性进行网络设计，满足多种多样的接入需求。 

1.4 通信行业落实节能减排，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虽然通信行业能耗总量占

全国能耗总量的比例较低，但是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以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的蓬勃发展，通信网络规模快速扩张，通信业能源消耗占全国能源消耗的比重和对全社会的

影响逐年增加。2013 年 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通信业节能减排工作

的指导意见》要求行业充分认识开展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2016 年 7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信业“十二五”节能减排情况》。报告表明通信

业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2010～2015 年单位电信业务总量综合能耗保持逐年下降的趋势，

由 0.052 万吨标准煤下降到 0.032 万吨标准煤，下降 39.68%，超额完成下降 10%的目标；2015

                                                             
2 数据来源：Berg Insight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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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单位电信业务总量综合能耗较 2014 年下降 14.94%。通信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对绿色通信

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要求。 

1.4.1 采用节能新技术，高耗能老旧电信设备逐渐淘汰 

随着技术的进步，新的节能技术和设备逐渐涌现。为促进节能减排的实现，工业和信息

化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通信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新技

术和设备，推进通信网络结构性和系统性节能创新。新建通信网络应全面引入节能技术和设

备，积极推动老旧设备退网”。2015 年 1 月和 2016 年 8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分别发布了第

一批和第二批《通信行业节能技术指导目录》，列举了基站主设备动态节能技术、高温铅酸

蓄电池技术、新风空调一体机技术等 23 项通信行业的创新节能技术，鼓励电信企业在基础

设施建设中积极采用新技术。工信部还编制了第一批和第二批《高耗能老旧电信设备淘汰指

导目录》，分别在 2014 年 4 月和 2016 年 8 月发布，要求通信企业抓紧落实高耗能老旧设备

的淘汰工作。目录包括 MA5200G 型宽带接入服务器、7806 型汇聚交换机设备、通信用 24V

直流供电系统与整流器等 99 个型号 23 种设备，涉及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交换网络设备、数

据网络设备、IT 设备、通信电源设备、温控设备和铜缆设备。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使

用新型节省技术，用节能设备替代高耗能老旧设备是落实节能减排的重要任务。 

1.4.2 建设绿色基站和绿色数据中心 

近年来，为加强通信网络覆盖、提升信息服务能力，我国建设了大量的通信基站和数据

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通信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将统筹部署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和

加大绿色基站建设力度列为节能减排主要任务。在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方面，要求选址考虑资

源和环境因素，引入新技术，推进资源集约利用，提升节能减排水平；要求出台绿色数据中

心相关标准，优化布局，降低运营成本，确保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电源使用效率）

值达到 1.5 以下，力争使改造后数据中心的 PUE 值下降到 2 以下。在绿色基站建设方面，

要求结合实际采用分布式基站等手段降低基站主设备能耗；推广以自然冷/热源和蓄电池温

控为基础的空调温控技术，合理利用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同时积极采用建筑保温等新技术

对已建基站进行节能改造。2015 年 3 月，工信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能源局印发的《国

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工作方案》中显示，我国数据中心总量已超过 40 万个，年耗电量超过

全社会用电量的 1.5%，其中大多数数据中心的 PUE 仍普遍大于 2.2，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有较大差距，节能潜力巨大。2015 年底，我国移动通信基站数量已达到 470 万个左右。在

通信网络规模不断扩张，能源消耗总量呈较快增长的趋势下，各基础电信企业发挥了积极作

用，单位电信业务综合耗能逐渐下降，促进了行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通信行业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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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采用节能新技术、优化结构设计、利用可再生能源建设绿色基站

和绿色数据中心是当前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升级的方向。 

1.4.3 积极构建行业供应链绿色标准体系 

2016 年 10 月 20 日，在工信部通信发展司、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指导下，以“绿色通信，

创新未来”为主题的“2016 年通信行业节能减排大会暨节能创新成果应用交流会”在北京召

开，大会提出要鼓励构建行业供应链绿色标准体系，加强产品创新，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

从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基础电信企业组成的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出发，注重对

于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把节能减排贯穿于整个供应链中。构建绿色产

业链，可以以产业链合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加快提升全行业节能减排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能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节能减排的技术快速发展。行业供应链绿色标准体系的研究，将带

动通信基础设施全供应链的节能减排，有力推动电信行业和相关制造业的绿色发展。 

二、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发展问题与挑战 

2.1 通信发展存在地域差异，城乡数字鸿沟有待缩小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地域发展不均的情况，在“宽带中国”等战略的推动下，目前我

国东部、中部、西部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较为均衡，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通信产

业起步晚，前期积累不足，目前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也远不如东部发达地区。截至 2016 年

第三季度，我国有三个省级行政单位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3超过80%，分别是浙江省（92.5%），

江苏省（88.5），北京市（86.0%）。但是同期有 5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低于 40%，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云南省仅达到 33.8%4。固定宽带的普及方面，东部沿

海地区整体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3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家庭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数/本地区总户数 
4 数据来源：《中国宽带普及状况报告》宽带发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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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 年第二季度各省级行政区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2011 年到 2013 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均电信运营收入均有所上升，14 和 15 年则

基本平稳。但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早，人均 GDP 较高，其人均电信运营收入也高于

中部和西部。2015 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电信运营收入为 1281.7 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 714.8

元和 831.4 元，同期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均电信固定资产投资额则分别为 382.8 元、272.3

元和 327.8 元。相比人均电信运营收入的差异，三地区的人均电信固定资产投资额差异相对

较小。从 2011 到 2015 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电信固定资产投资额整体涨幅高于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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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1-2015 年东中西部人均电信运营收入与人均 GDP 对比图 

 

图 5 2011-2015 年东中西部人均电信固定资产投资额 

从 2011 到 2015 年各区域电信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电信运营收入的比值变化可以看出，西

部地区虽然电信运营收入较低，但是电信固定资产投资额与电信运营收入的比值较高，2013

年到 2015 年期间更是逐年上升，2015 年达到了 0.39。中部地区虽然整体略低于西部，但是

2013 到 2015 年三年间也快速增长，到 2015 年达到了 0.38。整体来看，中西部地区相对于

运营收入的电信固定资产投资力度高于东部地区。但是，由于中西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起步

晚于东部，前期积累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资建设，均衡地域差异。 

 

图 6 2011-2015 年东中西部电信运营收入和电信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 

同时，我国农村通信接入水平也仍相对滞后。截至 2015 年 8 月底，农村宽带家庭普及

率比城市地区低约 40 个百分点，尚有约 5 万个未通宽带行政村，绝大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



20 
 

区。由于农村及偏远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地理环境复杂、人口居住分散，宽带建设和运

行维护成本高、收益低，在这些区域进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区域

通信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均衡地域发展，缩小数字鸿沟，是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任务，也是进一步扩大网络覆盖的难点。 

在“宽带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农村宽带普及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止 2016 年 5

月底，全国行政村通光缆比例超过 80%，宽带接入能力超过 12M 的行政村比例超过 50%，

农村地区 FTTH 端口占 FTTH 总端口的比例达到 31.6%。“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高了建设目

标，要求“十三五”期间 98%的行政村实现光纤通达，有条件地区提供 100Mbps 以上接入服

务能力，半数以上农村家庭用户带宽实现 50Mbps 以上灵活选择，并且加快无线网络在边远

山区、牧区及岛礁等的网络覆盖。 

在农村和偏远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覆盖。一是需要选择灵活的接入方式。

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灵活选择光纤接入、铜线宽带、无线宽带覆盖等接入方式或通

过多种技术搭配组网，对建设成本过高的边远地区、山区以及岛礁，采用移动、卫星等无线

宽带技术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二是落实补偿机制。2015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

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持续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网络建设和运行维护，推进电信普遍服务工作”。工业和信息

化部、财政部为落实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研究提出了落实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的工

作安排。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改革创新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提出对偏远

和农村地区宽带投资的多元化资金来源和市场化运作机制。三是探索农村和偏远地区信息服

务需求。目前农村信息产业市场相对空白，适应农村生产、生活、学习、商业等的互联网服

务和移动网络应用也均比较匮乏。为了解决目前通信发展的地域差异问题，缩小城乡数字鸿

沟，还需要提供适合农村地区和民族边远地区特点的互联网应用和服务，实施网络扶贫计划，

构建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 

2.2 通信工程建设规模巨大，需要持续强化质量保障 

在当前通信基础设施高速建设的背景下，每年通信工程建设项目数以万计，如何保证工

程施工质量，确保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及后续运行中的生命财产安全是行业和社会关注的重点

问题。  

2016 年 5 月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 年通信建设安全生产工作的

通知》中，明确要求各通信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要遵守安全生产相关



21 
 

规定，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

范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从 2011 年起，工信部开始按季度发布通信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和安全生产情况的通报，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问题、相关企业问题、抽检材料和

设备的问题进行集中通报，并公布上一季度通报问题的整改情况。2013 年第一季度到 2016

年第二季度的通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通信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和安全生产情况表 

时间 申报数 抽查数 竣工验收数 发现问题数 发现问题比例 

2013Q1 16759 298 3871 32 10.74% 

2013Q2 27566 700 7586 45 6.43% 

2013Q3 21239 811 5052 51 6.29% 

2013Q4 22917 795 6776 68 8.55% 

2014Q1 14188 376 3543 24 6.38% 

2014Q2 28402 592 5107 60 10.14% 

2014Q3 22085 696 4099 40 5.75% 

2014Q4 27343 751 6596 71 9.45% 

2015Q1 14485 471 3037 32 6.79% 

2015Q2 18894 804 5198 73 9.08% 

2015Q3 32873 907 6608 53 5.84% 

2015Q4 32949 946 6423 56 5.92% 

2016Q1 37706 1058 10579 24 2.27% 

2016Q2 51790 1363 18513 80 5.87% 

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还主持开通了“通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信息平台”和“通

信行业规划建设管理信息系统”两个平台网站，对通信工程建设招投标和通信建设质量监督

申报进行规范化的在线统一管理。为促进工程建设质量提高，基础电信企业各自制定了工程

质量规范、施工操作规程、工程物资技术标准等内部文件，加强内部监管检查。在基础设施

建设物资采购方面，部分基础电信企业逐步开始将采购方式从 “只关注价格，最低价中标”

向“提高质量分占比，最优价中标”转变，同时加强了物资的质量抽检力度。然而，“最低价

中标”的情况依然比较普遍，可能会给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留下隐患。 

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之下，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和安全保障已经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是，当前通信基础设施保持高速建设，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保障提出了更高

的挑战。要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工程建设质量，需要持续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和工

程物资的质量控制。 

2.3 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偏低，亟待应用创新刺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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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优化升级，目前基础设施利用率相对偏低的问题逐渐

凸显。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4G 基站数已达到 177 万个，覆盖 12 亿以上人口；截至 2016

年第 2 季度，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 6.5 亿个。然而，到 2016 年第 2 季度，我国

移动互联网宽带用户数占全部移动电话用户数的 57.7%，互联网接入用户数占互联网接入端

口数的 42.5%，虽然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占比仍然偏低。从移动电话用户比例看，3G

用户正在迅速向 4G 迁移，而 2G 用户的迁移速度相对缓慢。中国移动 2015 年 4G 网络城市

道路平均下载速率超过 37Mbps，4G 用户 DOU 为 748MB，仍有上升空间。目前，50/100Mbps

光纤宽带已经是电信企业力推的宽带产品，但部分用户的上网需求仍然停留在 10/20Mbps

阶段。可见，在我国基础设施高速建设，用户数量快速提升的同时，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利用

率偏低的情况，限制了通信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和新技术的应用。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是进一步提速降费，另一方面是创新应用，激发用户网络需求。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在 2016 年分别推出了 4K 战略和天翼高清，旨在充分发挥光纤和 LTE

的带宽优势，将业务领域延伸到高清 TV 视频，并准备进一步构建家庭客户全业务应用解决

方案。VR、AR、无人机等技术成为创新的热点，但仍需要核心应用的突破。从当前带宽消

费情况看，4G 已经可以满足目前大多数用户的移动互联网上网需求，5G 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需要清晰的应用定位。此外，针对老年人等目前对网络需求较低的人群开发定制化的应用也

是应用创新的方向。 

 

能源互联网的认识概述 

中国泰尔实验室 王梦迪 

0 前言 

早在 2001 年，美国电力研究所在它的报告“未来展望”中评述道：“分散式能源生产的发

展可能会采取与计算机产业发展极为相似的路线。大型主机电能已经让位于小型化、在地理

上分散分布的台式和笔记本电脑，它们相互连接、充分整合，成为一个极富弹性的网络。 

这可能是能源互联网思维的雏形，因为在那时，化石能源广泛利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等

环境危机已经日益深化，企业也纷纷意识到，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崛起，传统的依赖

不可再生能源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举步维艰。因此，能源行业需要进行一次颠覆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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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建立更加高效、安全与可持续的能源利用模式，才可以为子孙后代创造真正的可持续

发展。 

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到了，“电力输送网络将

会转变成信息能源网络，使得数以百万计自助生产能源的人们能够通过对等网络的方式分享

彼此的剩余能源。”也就是说，其刻画了一种以可再生为主要能量单元，利用互联网技术实

现能量流与信息流实时流动，多种能源供应、传输网络及能源技术、信息技术高度耦合的新

型能源利用体系。 

现如今，互联网式电网已经应用到一些地区，改变了传统输电网的模式。当数以百万计

的建筑实时收集可再生能源，以氢的形式储存剩余能源，并通过智能互联电网将电力与其他

几百万人共享，由此产生的电力使集中式核电与火电站都相形见绌。 

1 能源互联网的概念、特征和架构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的杨方在其论文《能源互联网的价值与实现架构》中明确提出，“从

价值创造的角度看，能源互联网是以智能电网为基础，连接各类发电设施、各类用电终端及

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智能化、互动化的能源网络，并融合互联网理念形成能源电力新型业态。”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能源互联网作为目前的研究重点，具备了以下特征： 

①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一次能源； 

②支持超大规模分布式发电系统与分布式储能系统接入； 

③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广域能源共享； 

④支持交通系统的电气化（即由燃油汽车向电动汽车转变）。 

从特征中可以看出，专家们所倡导的能源互联网的内涵主要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广域

内的电源、储能设备与负荷的协调，最终目的是实现由集中式化石能源利用向分布式可再生

能源利用的转变。 

能源互联网的基本架构与组成如图 1 所示，图中的红色、绿色、蓝色箭头分别表示能量

流、信息流和交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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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能源互联网基本架构及组成元素 

从图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到，能源互联网实际上是由 4 个网络系统，即电力系统、

交通系统、天然气网络和信息网络紧密耦合而成。其中，电力系统是能源互联网和核心部分，

可视为各种能源转化的枢纽，同时和交通系统之间通过充电设备和电动汽车相互产生作用。

同样，这些充电设备的布局以及电动车驾驶和充电等行为对交通网络流量有着很大的影响，

反之交通网络流量也会对车主驾驶和充电产生作用，最终会影响电力系统的运行。 

另外，近年来，天然气的成本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天然气网络的运行也将直接影响电力

系统的运行经济性和可靠性，先进的电转气技术也可以将可再生能源机组产生的多余能量转

化为甲烷，重新注入天然气网络中使用。也就是说，能源互联网中，天然气和电力能源之间

的能量流动由单向转为双向。 

从图中也可以看出，系统内部的各种物理设备，尤其是分布式发电、储能、可控复合以

及电动汽车等等，都需要通过一个完备的信息网络进行协调控制，但是传统的工控网络已经

无法满足，还需要加入互联网等更加开放的网络来进行互联。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能源互联网和之前的智能电网有很多相似之处，属于在智能电

网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扩展硬件设施层和软件网络层，但是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需要区

分： 

①智能电网的硬件实体主要为电力系统，而能源互联网的硬件实体除了电力系统，还包

含交通系统和天然气网络； 

②智能电网中，能量仅仅以电能的形式传输和利用，而在能源互联网中，能量可以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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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可以是化学能、热能等多种能源形式相互转化； 

③目前的研究显示，智能电网对于分布式发电、储能和可控负荷等分布式设备主要采取

局部消纳和控制。而能源互联网中，由于分布式设备数量大，研究的重点将过渡向广域协调； 

④智能电网的信息系统是以传统的工控系统为主题，而功能性更强的能源互联网中，开

放信息的载体---互联网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 

2.1 新能源发电技术 

新能源除了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传统可再生能源，还包括页岩气和小堆核电等新

型能源。新能源发电技术包括各种高效发电技术、运行控制技术和能量转换技术等。 

新能源发电技术方面，包括光伏发电技术和太阳能集热发电技术、变速恒频风力发电系

统和商业化开发，微型燃气轮机分布式电源技术，以及燃料电池功率调节技术、谐波抑制技

术、高精度新能源发电预测技术、新能源电力系统保护技术。同时还包括研究动力与能源转

换设备、资源深度利用技术、智能控制与群控优化技术和综合优化技术。 

2.2 大容量远距离输电技术 

作为大型能源基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外送的支撑手段，现在发展建设以特高压骨干网为基

础，利用高压直流互联可再生能源基地，实现覆盖全国范围的交直流混合超级电网，从而提

高供电的灵活性、互补性、安全性与可靠性。 

大容量远距离输电技术包括：多端直流输电技术、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直流电网技术、

海底电缆技术、运行控制技术等。 

2.3 先进电力电子技术 

包括高电压、大容量或小容量、低损耗电力电子器件技术、控制技术及新型装备技术。 

在控制策略方面，由于数字信号处理器性能的升级，使得系统控制策略灵活多样。多种

非传统控制策略，如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预测控制等技术，可以适应电网暂态过程的

复杂控制策略。 

2.4 先进储能技术 

包括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电池储能、超导储能、超级电容器储能、冰蓄冷热、氢

存储、P2G 等储能技术。从物理形态上讲，包括可用于大电网调峰、调频辅助服务的储能装

备，也包括用于家庭、楼宇、园区级的储能模块。储能装置可以及时地进行能量的存储和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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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保证供电的持续性和可靠性。储能技术及新型节能材料在电力系统中的广泛应用将在发、

输、配、用电的各个环节给传统电力系统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2.5 先进信息技术 

由智能感知、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构成。能源互联网开放平台是利用云计算和大

数据分析技术构建的开放式管理及服务软件平台，实现能源互联网的数据采集、管理、分析

及互动服务功能，支持电能交易、新能源配额交易、分布式电源及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监测与

运维、节能服务、互动用电、需求响应等多种新型业务。 

2.5.1 智能感知技术 

智能感知技术包括数据感知、采集、传输、处理、服务等技术。智能传感器获取能源互

联网中输配电网、电气化交通网、信息通信网、天然气网运行状态数据及用户侧各类联网用

能设备、分布式电源及微电网的运行状态参数，传感器数据经过处理、聚集、分析并提供改

进的控制策略。利用基于 IPV6 的开放式多服务网络体系，支持端到端的业务，实现用户与

电网之间的互动，而且可实现各种智能设备的即插即用，除了智能电能表以外，还支持其他

各种非电表设备的无缝接入。 

2.5.2 云计算技术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是一种能够通过网络随时随地、按需方式、便捷地获取计算资

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和服务等)并提高其可用性的模式，实现随时、随地、随

身的高性能计算。能源互联网将支持 B2B(business to business)、B2C(business to consumer)、

C2C(customer to consumer)等，利用互联网强大的互联互通能力，支持发电商(含分布式电源

与微网经营者)、网络运营商、用户、批发或零售型售电公司等多种市场主体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的交易活动。 

2.5.3 大数据分析技术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提取、管理和处理的

数据集合。能源互联网中管网安全监控、经济运行、能源交易和用户电能计量、燃气计量及

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等新型负荷数据的接入，其数据量将较智能电能表数据量大得多。从

大数据的处理过程来看，大数据关键技术包括：大数据采集、大数据预处理、大数据存储及

管理、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展现和应用(大数据检索、大数据可视化、大数据应用、大数据

安全等)。 

2.6 需求响应技术 



27 
 

需求响应是指用户对电价或其他激励做出响应改变用电方式。通过实施需求响应，既可

减少短时间内的负荷需求，也能调整未来一定时间内的负荷实现移峰填谷。这种技术除需要

相应的技术支撑外，还需要制定相应的电价政策和市场机制。在能源互联网中，多种用户侧

需求响应资源的优化调度将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2.7 微能源网技术 

微能源网是指一个城乡社区或园区、工厂、学校等可与公共能源网络连接，又可独立运

行的微型能源网络。微能源网实现园区内工业、商业、居民用户主要或全部使用可再生清洁

能源发电，灵活便利的充电设施，太阳能、生物质发电或氢能等可再生能源通过能源路由器

接入微能源网。微能源网主体实现了用电、发电、售电等业务的融合。主要技术包括多能源

协调规划、多能源转换、优化协调控制与管理、分布式发电预测等技术。 

2.8 标准化技术 

能源互联网标准体系可由规划设计、建设运行、运维管理、交易服务等标准构成。能源

互联网需要首先构建标准体系，分步骤推进标准体系建设。能源互联网涉及众多设备、系统

和接口，第一位的是能源互联网开放平台标准，包括接口标准。 

3 能源互联网国内外实践概况 

3.1 美国 FREEDM 能源管理系统 

该系统是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所研发，主要针对的是未来可再生电力传输和管理

的系统。该系统是基于智能电网中的 DNP3.0 的信息传输与控制系统，同时将云端大数据信

息处理技术和综合能源优化相结合，基本架构如图 2 所示。该系统目前已具备与云端系统直

接进行信息双向传到的功能，并实现自优化、自反馈过程。 

 

图 2 FREEDM 系统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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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的实现主要依赖 3 项关键技术： 

①具备普适性的能量信息交互接口。接口能够保证分布式储能、光伏以及其他分布式交

流电机的接入，可提供类似 USB 的网络接口，保证即插即用； 

②云端信息传输分析技术。各能源模块的信息流自动上传至云端处理分析系统，并由云

端将计算结果反馈至控制系统的控制和规划模块，实现对规划方案和系统运行方案的循环修

正； 

③能源供需状态动态监测技术。对接入的设备进行状态检测，同时收集能源供需数据。 

3.2 德国 E-Energy 

该系统由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和环境部联合推出技术创新计划(E-Energy)，该计划旨

在打造以 ICT 技术为基础的未来能源体系，框架如图 3 所示。 

 

图 3 E-Energy 系统基本架构 

E-Energy 计划从 ICT 技术与现有整个电力系统融合的角度，提出了的德国能源互联网

的概念，目前 E-Energy 在系统运行方面的技术能够为其他国家的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经验

借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①通过智能 ICT 技术对用户进行负荷优化管理控制,可深入到用户的家用电器层面,不论

是负荷相对较低的照明负荷或是用电量较大的个人泳池、冷冻设备、电动汽车等,都可以自

由选择用电时间。 

②先进的电子测量仪表将密集地采集用户的用电信息大数据,为智能 E-Energy 系统的

网络节点提供所需信息,E-Energy 系统将在网络节点大数据基础上自动分析用户的用电习惯

等数据信息。 

③系统同时还将收集及预测影响区域内能源供应的大数据信息,如光照、风速等,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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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连同用户用电信息、发电信息等一方面发送至能源用户的 ICT 网关,另一方面发送至能

源供应者、输送者、系统运营商的控制系统,并同时对双方提供优化的发电计划及用电计划,

从而实现电力供需的双侧协同和优化。 

3.3 日本数字电网  

东京大学与日本国家仪器公司、日立横滨研究实验室、日本电气公司等成立了日本“数

字电网联盟”。数字电网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利用数字电网路由器,电网中的发电设施、

储能装置、能源转化装置等电网基础设施都可以被分配一个 IP 地址,依据 IP 地址,各电力设

备就如同互联网的设备一样,可以被网络识别和调配，系统框架如图 4 所示。 

 

图 4 日本数字电网基本架构 

日本数字电网目前的研究方向将能源互联网中的信息交互技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使电力本身携带信息进行电力调度和电力系统运行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下 2 个方面: 

1)数字电网网络路由器的研发,主要功能是 实现电网与互联网相连,主要用于系统结算

和电力 交易买卖信息传递。 

2)数字电网能量信息路由器研发,主要功能是将云端能源系统各环节的系统运行优化结

果高速下载至每一个相对应环节的能量信息路由器,每一个路由器将能量信息赋予电力流,由

电力携带信息传导至调度机构,调度机构将根据电力所携带的信息自动完成调度操作,并赋予

新的能量信息,再传导至系统各设备处完成信息交换,设备根据电力携带的信息自动完成用电

行为,并将用电信息大数据通过云技术返回至控制系统。 

3.4 我国能源互联网实践基础 

我国的能源互联网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已经有部分依托智能电网的能源互联网基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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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全球能源互联网、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等。目前国内在能源资源优化规划方面技术

较为突出的是泛能网项目。 

泛能网是基于系统能效技术,将能源生产供应、输送储存、能源梯级利用、废料回收循

环利用 4 个环节的能量流与信息流相互耦合,实现对整个能源开发利用全过程管理,通过综合

用能系统 实现能源供需双侧的协同匹配,达到能源梯级优化利用从而显著提高能源资源利

用效率。泛能网输出的能源是具备自适应、自优化特征的的高效智能能源，具体项目层级如

图 5 所示。 

 

图 5 泛能网建设层级示意 

4 总结 

能源互联网是当今能源可持续发展、网络广域互联以及多系统优化协同的最终产物，但

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不断通过模型仿真、结构优化和实际研究来不断完善。 

 

机遇难得 未来可期——中国铁塔充电桩业务浅析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王东旭 

新能源汽车及充电业务在几年得到迅猛地发展，车企、电企、国企及风投等机构都纷纷

参与进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企业及商业机构不再满足于等待机会的到来，而是以

各种方式抢占资源并创造机会，呈现出“春天未至而百花已开”的格局，本文以国际形势、国

内形势、国家战略和铁塔公司面临的形势对目前铁塔充电桩业务面临的整体环境进行浅析。 

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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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电动汽车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2012 年开始，每年电动汽车上路数量以每年

翻翻的数量递增，截止 2014 年底，全球已上路数量达 40 万量。据奥迪公司的分析报告，奥

迪将在十年内，年度汽车产量中，电动汽车占比将超过 25%。而汽车充电的需求也随着汽

车的发展快速增长，据分析机构的预测，2020年全球充电桩的数量将为 2011年数量的 80-100

倍。根据 2014 年的统计，全球汽车年度总销售量已接近 9000 万辆，按照分析机构及汽车企

业的预计，十年后年度电动汽车新增量将超过 2000 万辆，而中国大陆占据这个新增量的超

过 30%，将接近 700 万辆。 

毫无疑问，电动汽车与充电桩的关系就像鸡与蛋的关系，两者的数量增长一定是相辅相

成的，车多则桩就要多，反之亦然。在电池技术短时间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桩车比将超

过 1,也就是说一辆电动车将有超过 1 个的充电桩，这为充电桩运营企业、设备提供企业将带

来巨大的商机。 

国内形势： 

近日，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黄子河副院长的报告可以看到，2015 年我国电动车产量已超

越美国，预计为 22 万-25 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及销量同比增长 2.7 倍~2.9 倍。 

目前国内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省市电动汽车的增加态势也非常明显，北京市目前充电汽

车数量最多的城市，2015 年初的统计显示，北京电动汽车数量已超过 2 万辆。另以深圳为

例，随着深圳汽车限号，电动汽车每月申请的摇号的人倍增，从开始无人申请电动汽车到现

在，每月已有 1200 人购买电动汽车，据此推测，深圳年度电动汽车增量可达 3 万辆。对于

充电设施的需求将逐渐扩大。 

国家战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许艳华近日总结 2015 年中国汽车市场时谈到，中国从 2009

年开始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汽车产销市场。2015年 1-10月，中国国内汽车总销量达 1927

万辆。中国成为头号汽车大国后，同样面临着其带来的巨大隐忧，环境污染、核心技术、社

会交通资源及石油安全等多方面需要思考及解决的问题。按照许艳华的预计，中国未来将必

然成为第一大新能源汽车产销国，全球新能源汽车将有 40%来自中国。 

从李克强总理的多次谈话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产业问题，更是国家战略需要。

这可以总结概括为三个方面： 

新型产业转型的需要，中国已无法再靠长期高投资、高耗能的传统产业持续增长，必须

有新兴产业的发展，且需要多个具有规模的新兴产业给予支持，新能源汽车无疑满足这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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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我司在传统汽车领域的差距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弥补的，而电动汽车产业，我国则与世界

各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电动汽车包含的电驱、电控和储能三个核心技术，如果我国能利用

电动汽车发展，将极大促进整体产业发展及对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大会演讲说，中国要到 2030 年，将碳排放比 2005 年降低

60%-65%，近几年中国环境问题凸显，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新能源汽车将是有效解决

问题的最为重要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新能源汽车势必成为环境改善、持续经济增长、产业高地占据、国家间竞争

需要多方面因素综合下，我国选定的重要国家战略方向。因此国家持续在新能源领域给予政

策、资金等多方面的积极支持，努力促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铁塔公司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铁塔公司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公司，目前承担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而

无论国家还是铁塔公司本身，都有进一步发展铁塔公司的诉求，业务不断增长，国有资产不

断增值，为国家提供更优质的综合性基础设施，因此马凯副总理明确表示将充电桩业务交由

铁塔公司运营。铁塔公司作为“国家队”进入充电领域，无疑为整个行业注入一剂强心针，铁

塔公司未来如何做好这块业务，铁塔公司面临的优势和挑战又有哪些呢？ 

铁塔公司的优势可以简单概括为三方面： 

1、国内通信市场已经历了激烈的竞争，可以说这个竞争是其他行业的国企所未曾经历

的，三大运营商及铁塔就是在这样的竞争中不断成长起来，其经营能力、市场能力、成本控

制能力都是非常优秀的，这点是行业公认的，同时也很可能是国家领导层看重的。 

2、现有站址的优势，目前中国铁塔拥有遍布中国的 150 余万个通信站点，这是一笔宝

贵的资源财富，尽管 150 万个站点中并不是都适合建设充电站，但这些站点的外延以及与资

源提供者之间结成资源链条，为铁塔公司建设充电站址提供了优于其他公司的先天优势，且

这个优势是全国性的而不仅仅是个别区域的优势。 

3、合作伙伴优势，在过去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铁塔在基础设施领域拥有很多有实

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些企业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市场能力、工程服务能力，很多企业都

是优秀的国际化企业，它们熟悉铁塔的运作模式，能够给铁塔提供有竞争力的方案，在持续

降低 TCO 方面助力铁塔公司相关业务的持续发展。 

当然，有机遇亦有挑战，铁塔公司同样面临三方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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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电业务有三大问题，电、地、车，有没有电，电够不够？有没有地儿建桩？电和

地贵不贵？有没有车来充电？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营问题，还要看铁塔公司能否获得较为特

殊及稳定的国家政策支持。 

2、当下充电市场可谓群雄并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铁塔公司进入该市场虽不算晚，

但也不算早，要想在群雄中拔得头筹，还需要拿出杀手锏。铁塔公司在该领域的核心能力和

优势如何构建值得思考。 

3、如今是“互联网+”的年代，商业运作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充电桩的运营盈利

一定是基于互联网思维的，这样运作是需要运营思路、经营模式、企业运作及人才保证的，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铁塔一种运营模式的挑战，铁塔是否能够很好地面对这样的转变。 

中兴通讯桩站融合方案——BluePillar 和 BlueBox 

中兴通讯推出了 BluePillar 和 BlueBox 智慧充电方案，充分考虑了智慧城市、通信基站

与三个应用领域的结合，在智慧城市的整体建设思路下，建桩配合建站，建站支持建桩；同

时，充分考虑通过移动互联网与智慧能源技术结合，进一步优化电、地、车的资源整合。尤

其适合铁塔公司运营发展需要，是铁塔公司未来的扩展型运营的极佳应用方案。 

BluePillar 方案由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系统、4G iMacro 新概念基站、中兴通讯 Blue Box

智能充电桩、智慧控制盒以及智能型路灯构成，实现了面向多种任务的硬件方案及产品的一

体化融合。充分利用路灯杆资源，融入周围环境，具有很高的隐蔽性，不仅解决了 4G 网络

选址难的问题，同时为政府及运营商进行构建 WIFI 热点、城市环境监控、安防管理、热区

区域人数统计提供了保证，并可以提供定向广告投放，市政信息发布等增值服务。让政府、

运营商、市民、车主等多方受益，运营商的经营领域也有所扩展，由通信运营向城市服务综

合运营转变。 

BluePillar 方案近期被持续关注，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BluePillar 系列方案已先后完成

与北京铁塔、深圳铁塔、广州铁塔、西安铁塔等试点，并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技术创新

试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 3 月德国汉诺威 CeBIT 展的报道中也重点到了中兴通讯该方

案，此方案不仅具有极大的创新与共享融合代表意义，更对未来智慧城市、基站及充电融合

建设有现实指导意义。 

中兴通讯与中国铁塔的成功试点仅仅是一个开始，优秀的解决方案是应该能够切实落地

并带来竞争力与为各层次客户带来切实利益的方案。一方面，这需要方案自身因应需求的变

化，不断地发展、完善与创新；另一方面，也要抓紧难得的宝贵市场机遇，以合适的力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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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持续性推广与落地。 

在当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引导型消费的大潮下，充电桩市场在充电需求尚未兴起的情况

下已从蓝海杀至红海。目前国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各种运营、制造企业众多，我们看到看

好市场的一片叫好声后，目前各企业仍然处在烧钱和抢资源布局的状态，围绕的核心还是要

力促电动汽车买的多些，用的多些，充电及使用方便些，在抛开各种繁华的资本运作，我们

最终需要看到的核心本质依然是：大量的电动汽车使用，才是我们整个产业链能否兴起的根

本。因此，无论资本、方案、技术、资源，最终都会向着壁垒最低的通道走去，这需要我们

在保持着崇高理想及希望全力努力的同时，保持清晰地头脑与行动。真正把握客户的需求，

做好方案与产品的基本功，紧密把握市场脉搏，做好长期发展与运营的思路与实力建力才是

生存与发展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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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园地】 

关于光缆拉伸试验中光纤应变异常的探讨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周道，朱宇杭 

摘  要：近年来，我国光纤通信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光纤光缆的需求量逐年稳定增长，使得

光纤到户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光纤数据下行速度与流量也越来越快，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稳定的信号质量与数据传输与传输线路光缆的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求所使

用的光缆加工制造过程稳定，对保证光纤传输质量有技术保障。本文就光缆拉伸试验时，可

能出现的纤应变结果异常的情况进行探讨。 

关键词：光纤；光缆；拉伸；试验；光纤；纤应变；异常 

1 前言 

光纤光缆作为光纤通信的主要载体，光缆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光信号传输的好坏；

对于光缆产品而言，要求光缆产品务必满足相关的标准及技术规范的要求；考虑到光缆在

施工或者传输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恶劣环境，光缆产品本身必须达到相关标准要求的技术指

标要求，为光纤光缆的正常使用及信号传输提供技术支撑。本文以室外光缆为例进行实例

分析。 

2 常见光缆拉伸纤应变异常现象 

在对室外光缆进行机械性能项目试验时，会遇到光缆的拉伸光纤应变（以下简称纤应

变）明显偏离了设计应变水平，得出明显异常的试验结果。这些异常的试验检测结果，严重

影响了检测的准确性，无法发挥检测的作用，相反还对生产工艺控制造成干扰。根据以往

的检测经验，经常遇到以下两种明显异常的情况，分别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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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负应变纤应变曲线 

图 1 为一盘 GYTS 24B1.3 光缆的拉伸应变曲线，就检测结果看，此盘光缆长期、短期

拉力下，纤应变分别为-0.006%、0.030%，残余纤应变-0.017%。 

 

图 2  残余应变较大的纤应变曲线 

图 2 为一盘 GYTS-4B1.3 型光缆的拉伸应变曲线，图中所示测试曲线的测试结果为长

期、短期纤应变分别为 0.003%、0.012%，残余纤应变为 0.015%。 

而根据产品标准 [1]，图 2 所示的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残余附加衰减大于

0.01%。 

3 纤应变检测原理及结果异常的原因分析 

根据试验标准[2]要求，光缆拉伸试验过程，就是在一根光缆中某一段上，均匀施加规

定的纵向张力，达到规定张力后再卸去所施加的纵向张力，同时在加载、卸载的过程中监

测受试段光缆的纤应变及衰减变化情况。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可分为两个过程，即加载过

程以及卸载过程。在纵向加载过程中光缆逐渐伸长，在达到拉伸窗口后，缆中光纤开始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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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即产生纤应变，应变由“0”开始逐渐递增；在卸载过程中，光缆随着纵向张力的减小而

逐渐回缩，当拉伸窗口小于光缆短期拉力要求时，在光缆回缩的同时，纤应变将逐渐减小

直至为“0”。 

根据拉伸试验输出结果分析，图 1所示曲线图中，除短期纤应变大于 0，长期纤应变、

残余纤应变全部小于 0，即为负。而图 2所示曲线图中，长期、短期以及残余纤应变全部大

于 0，但残余纤应变又大于短期纤应变。在光缆整个试验过程中，从理论上讲纤应变是不

应该出现负值的，但是由于监测设备的测试误差,实际检测中是有可能出现负应变，但负应

变的绝对值应不大于监测设备的最大允许误差。因此图 1、图 2所示的拉伸纤应变曲线明显

异常，测试结果不准确。 

对检测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检测员、检测设备、检测环境完全满足标准要求，那

么只可能是方法上存在问题，但是在采用同样的方法，在有的时候也能测出正常的检测结

果，因此难以说明是在检测方法上出了问题。我们首先对以往的试验检测情况进行汇总统

计分析，可以发现在夏、冬两季节，这种异常情况出现频次相对较多，且图 1 所示的情况

大多发生在夏季，而图 2 所示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冬季。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对这些测试结

果异常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很有可能是因为试样本身的温度不同于检测区域温度，即

样品预处理不满足试验要求，而造成检测结果的异常。 

为了验证我们的推测，我们设计了一套试验方案：选择两盘同种型号的光缆（长度为

3km），将其中一盘作为负载对象，进行正常的拉伸试验，另一盘作为监测对象，接入监测

设备。将作为监测对象的光缆放置在恒温箱中进行两次恒温（用于模拟夏季和冬季两个季

节），两次恒温的温度分别设定为 9℃、32℃，恒温同为 24h，对恒温后光缆分别进行两次

纤应变的监测。 

在这三个试验期间，试验区域的温度都持续维持在（22±2）℃，同时作为负载对象的光

缆一直放置在试验区域。 

试验 1（模拟冬季）： 

将在 9℃温度下恒温后的监测对象光缆，从恒温箱中取出后，及时移入拉伸试验区

域，以正常的试验速度将负载对象安装到光缆拉伸试验机上，将监测对象接入纤应变监测

设备。按标准试验过程，进行光缆拉伸试验，得出如图 3 所示 9℃拉伸曲线。 

此次试验，纤应变结果为：长期拉力时纤应变为 0.009%；短期拉力时纤应变为

0.020%；残余纤应变为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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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9℃拉伸曲线 

试验 2（模拟夏季）： 

将在 32℃温度下恒温后的监测对象光缆从恒温箱中取出后，重复试验 1 的过程，得出

如图 4 所示 32℃拉伸曲线。 

此次试验，纤应变结果为：长期拉力时纤应变为 -0.005%；短期拉力时纤应变为

-0.010%；残余纤应变为-0.015%。 

 

图 4  32℃拉伸曲线 

试验 3： 

将监测对象光缆放置在拉伸试验区域 3 天，保证监测对象光缆达到实验室的恒定温度

后，重复试验 1 的过程，得出如图 5 所示常温拉伸曲线。 

此次实验，纤应变结果为：长期拉力时纤应变为 -0.003%；短期拉力时纤应变为

-0.003%；残余纤应变为-0.003%。测试值完全处于监测设备的允许误差范围内，基本可认

定在模拟试验中光纤应变无变化，纤应变为“0”。表明了受试光缆在检测环境下恒温充分

后，纤应变测试时仅受纵向拉力影响，可以准确反应出光缆拉伸时纤应变的水平。 



39 
 

 

图 5  常温拉伸曲线 

试验 1、试验 2则表明了在光缆不受纵向负载时，缆自身温度与检测环境温度的不同而

引起纤应变差异。当缆自身温度低于检测环境温度，试验过程中随着缆的温度升高，光纤

因热胀效应而伸长，引起纤应变增大；当缆上温度高于检测环境温度，试验中随缆的温度

降低，光纤因冷缩效应而缩短，引起纤应变变化。 

三个试验以同一盘光缆作为负载对象，模拟了拉伸过程，排除了监测对象受纵向负载

的影响，验证了之前的推测，光缆拉伸试验中试样的温度与检测环境温度有差异时会影响

检测结果。即光缆拉伸试验中纤应变测试值的数学模型如公式 1 所示。 

   tF         公式 1， 

式中，ε 为纤应变测试值，ε(F)为纤应变与光缆受纵向负载而引起纤应变变化的函数，

ε(t)为光缆受温度影响而引起纤应变变化的函数。 

4 纤应变检测异常结果解决建议 

如何解决上面所列出的异常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按照试验标准中的要求进行试样预处

理，试验时即可实现试验 3 的效果——排除温度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这样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将得到保证。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在较短的时间内要开展较多的检测，受制于

场地，无法严格按标准要求进行检测；生产周期极短的定单，没有充足时间按标准要求进

行检测等。通过试验，我们提出下面两种方法，可有效降低因未严格进行试样预处理而对

试验结果产生的影响。 

第一种方法：采用较短试样验进行检测，如 150-200m 的试样。 

我们知道石英玻璃的热胀系数为 5.5*10
-7
℃

-1
，而光纤主要成份就是石英玻璃，可以认

为光纤的的热账系数即为 5.5*10
-7
℃

-1
。而热账系数也可以解释为，单位长度的光纤，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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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其应变即增加 0.000055%。这样小的应变貌似对检测的结果的影响不大，但根据检

测结果看，实际影响非常大。 

根据应变的概念： 

L

L
           公式 2， 

式中 L 是变形前的长度，ΔL 是其变形后的伸长量，ε 是线应变。 

用在光缆拉伸试验纤应检测时，L 为光缆受力长度，不等于试样长度，各实验室根据

设备的布置互有差异，我们实验室采用 52.8m；ΔL 为包含受力段在内的整个试样（被监测

光缆全长）的伸长量。 

根据检测原理，假设试样全长为 3000m，那么使用我们实验室的设备进行检测，在试

验过程中，试样每升高 1℃，即 

  





8.52

)105.5(3000 7

T 0.003% 

这个结果将对最终的试验结果造成影响，特别是长期拉力下纤应变及残余纤应变。而

改用成 200m 试样，则 ε(T)≈0.0002%，在温度变化不是非常大时基本不会影响检测结果。 

第二种方法：通过温度-应变函数计算测试结果。 

前文的分析，充分反映出光缆拉伸试验时，纤应变的变化随拉力负载及试验中缆上温

度变化情况决定。其数学模型应为： 

  )(TF           公式 3， 

式中，ε(F)为纤应变与拉力负载的函数，ε(T)纤应变与缆上温度变化的函数，ε 则为测

试值。通过计算得出 ε(T)，从而得出 ε(F)，即光缆拉伸性能（纤应变）的实际值。 

观察下面两个拉伸曲线，光缆拉伸时，在拉伸窗口前的升力阶段、卸力阶段，可以认

为在这两个阶段内，纤应变仅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且这变化是线性变化。采集曲线上检测

数据，可得出纤应变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图 6(a) 负应变纤应变时间曲线        图 6(b) 残余应变较大的纤应变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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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a）与图 1 是反映同一盘光缆的同一个试验，只是图 1 显示纤应变与拉力负载的

变化关系，而图 6（a）则显示纤应变与时间的变化关系。以这盘缆的拉伸试验为例，在图 6

（a）中所示线性区域内采集测试数据，通过拉伸试验的“strain date”栏，采集数据如表 1 所

示。 

 

(ε1,T1) (ε2,T2) 

光通道 采集时间 
纤应变 

% 
光通道 采集时间 

纤应变 

% 

采集 

数据 

2 

12 

(00:02:38) 

-0.001 2 

27 

(00:05:53) 

-0.004 

3 -0.001 3 -0.004 

4 -0.002 4 -0.005 

5 -0.003 5 -0.005 

6 -0.002 6 -0.004 

7 -0.003 7 -0.005 

8 -0.002 8 -0.003 

9 -0.001 9 -0.003 

10 -0.002 10 -0.004 

11 -0.001 11 -0.004 

12 -0.003 12 -0.005 

13 -0.003 13 -0.005 

平均值 - - -0.002 - - -0.00425 

表 1 负应变纤应变曲线数据采集表 

根据线性函数的表达式 f(x)=mx+b 以及表 1 中两次采集的时间及每次采集数据的平均

值，可近似得出 m=-1.15*10
-7
,b=-1.83*10

-6
。则ε(T)的函数关系式为： 

  67 1083.1t1015.1  T       公式 4， 

查测试时的“strain date”，图 1 所示拉伸曲线这盘 GYTS-24B1.3 型光缆的长期、短期以

及残余纤应变的测试时间分别为 06：31、13：27、19：44。根据公式 4，可得： 

长期纤应变 ε(TL)=-0.0047%； 

ε(TS)=-0.0095%； 

ε(TR)=-0.0138%。 

根据公式 2 可得出 ε(F),即光缆拉伸性能的实际纤应变： 

ε(FL)=-0.001%； 

ε(FS)=0.040%； 

ε(FR)=-0.003%。 

同样，图 6（b）与图 2 也是反映同一个试验。表 2 为其数据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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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1,T1) (ε2,T2) 

光通道 采集时间 
纤应变 

% 
光通道 采集时间 

纤应变 

% 

采集 

数据 

2 

180 

(00:15:01) 

0.008 2 

240 

(00:20:01) 

0.015 

3 0.011 3 0.012 

4 0.010 4 0.014 

5 0.010 5 0.012 

平均值 - - 0.00975 - - 0.01325 

表 2 残余应变较大的纤应变曲线数据采集表 

同样地计算推理过程得出 ε(T)的函数关系式： 

  67 1065.7t10167.1  T      公式 5， 

查测试时的“strain date”，图 2所示拉伸曲线这盘GYTS-4B1.3型光缆的长期、短期以及

残余纤应变的测试时间分别为 05：36、13：06、21：31。 

根据公式 5，可得： 

ε(TL)=0.0047%； 

ε(TS)=0.0099%； 

ε(TR)=0.0158%。 

根据公式 2 可得出 ε(F),即光缆拉伸性能的实际纤应变： 

ε(FL)=-0.002%； 

ε(FS)=0.002%； 

ε(FR)=0.000%。 

5 结束语 

根据以上拉伸试验输出结果来分析，不同的环境因素对于受测拉伸光缆的输出结果可

能产生很大的不同，所做出受测光缆的最终评定也有差异，但是试验结果实际上并没有真

正反应出光缆产品的实际性能水平，可能会影响到光缆产品最终试验结果的判定。作为一

个专业化的试验室，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所设定的试验步骤和规范进行操作，不能随意做出

自我判断，也不能轻视细微小变化对产品本身的影响，试验工作本身是一种严肃而认真的

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应该以标准要求的试验方法进行检测，真实地反应出光缆本身的

质量水平。 

参考文献： 

[1] YD/T 901-2009 层绞式通信用室外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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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B/T 7424.2-2008 光缆总规范 第 2 部分：光缆基本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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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骨架式带状光缆的质量控制 

富通住电特种光缆（天津）有限公司  王建军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骨架式带状光缆在生产过程中易产生的质量问题及其对应控制的方

案。旨在与大家共同探讨，稳定、提高骨架式带状光缆的产品质量，发挥骨架式带状光缆

的优势，扩大骨架式带状光缆的应用，让光通信更好的助力“宽带中国”“互联网+”等国家战

略的实施。 

关键词：骨架式带状光缆、质量控制、余长、MAC 

引言 

骨架式带状光缆因其全干式结构、重量轻、外径小、芯数大、抗拉、抗侧压等明显工程

优势，在日本、瑞典、印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被广泛的应用。上世纪 90 年代初，

我国曾使用过少量的骨架式光缆，由于当时国内光缆生产厂家生产骨架式光缆的技术不够成

熟，骨架式光缆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普及和认同。所以一直以来，我国各大电信运营商选用

光缆的时候，大都采用中心管式光缆或松套管层绞式光缆，且优先采用的是松套管层绞式结

构光缆。特别是干线光缆，骨架式结构光缆基本没有被采用。但是，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宽

带中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和持续推进，以及国家领导人对国内网费高、网速慢问题的关注。

我国信息通信网络建设持续大规模投入。近几年，在 4G/5G 以及物联网方面的建设对光纤

需求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宽带建设对光纤的需求将毫无悬念的增加，从而带动光纤市场出现

持续的增长；各大运营商正在加紧实施“光网城市”，“大环网”的建设，促进了大芯数光纤带

光缆需求的增加。FTTx 的发展，光纤到户、光纤到高层建筑、光纤到办公室的应用越来越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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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绞式光缆、中心管式光缆和骨架式光缆都有其各自的优势，但随着城域网、接入网中

要求使用的光纤芯数越来越大，骨架式光纤带光缆凸显出层绞式光缆和中心管式光缆无法取

代的优越性。同时，近几年国内大型光缆供应商在骨架缆种方面的不懈努力，持续的研发投

入收到了较好的成果，骨架式光缆的生产技术日趋成熟。骨架式带状光缆重新成为运营商们

倍加关注的缆种。 

本文以此为契机，基于多年骨架式带缆光缆的生产和质量控制，简要探讨了在骨架式光

缆生产中容易造成的质量问题及其对策，以期与同仁们共同学习，提高骨架式带状光缆的产

品质量，发挥骨架式带状光缆的产品优势，扩大骨架式带状光缆的产品应用，让光通信更好

的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服务。 

1 骨架式带状光缆的生产流程 

骨架式带状光缆在生产中需要经过着色、并带、骨架、骨架成缆、护套五个工序。其具

体生产流程图如下图 1： 

 

 

 

 

 

 

 

 

 

 

 

 

 

 

 

 

图 1 骨架式带状光缆生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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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工序的工艺控制和质量问题对策 

2.1 着色、并带工序 

2.1.1 着色、并带工序工艺控制 

着色工序为本色纤固化着色纤的过程，主要是控制着色纤的固化度情况。 

并带工序是将着色光纤根据需要光固化成不同芯数的并带。骨架式带状光缆中较常用的

为 6 芯领示色谱光纤带。并带工序主要的质量控制点是平整度、剥离性和光纤带表面的固化

情况。 

关于着色纤固化度、并带平整度、剥离性的控制相关文章较多，分析的也很透彻，在此

就不做累述。 

2.1.2 着色、并带工序的质量问题对策 

如上所述，在着色、并带工序中，质量问题多为固化度、平整度、剥离性等，原因和对

策的相关文章较多，就不做累述。但从骨架式带状光缆的角度来看，影响其质量且容易忽略

的一个重要问题点是光纤带表面的固化情况。通俗的说，就是下机的光纤带表面是否有发粘

的情况。若光纤带表面发粘，会导致骨架缆指标增大，甚至会降低骨架式带缆的使用寿命。 

判断光纤带表面固化情况是否合格，常用的有两种方法。一是光纤带下机后，凭手感确

认光纤带表面的光滑性和发粘情况；另一种方法是取 50cm 左右的光纤带，将其完全浸没到

酒精中 12h，观察光纤带表面的树脂脱落情况。 

若光纤带树脂固化不合格，需在并带生产中确认生产线速度、UV 固化炉的光功率以及

固化炉的氧含量等。 

2.2 骨架槽工序 

2.2.1 骨架槽工序工艺控制 

骨架槽工序，其最主要的工艺控制是要保障骨架缆的拉伸性能，在骨架槽工序，骨架槽

所使用的加强件的尺寸选用非常重要。 

根据带状骨架缆的拉伸要求，确认光缆在短暂拉力及长期拉力下，光缆的应变范围。在

短暂拉力下（FST=1500N），光纤附件衰减应不大于 0.15dB 和应变不大于 0.25%；在长期

允许拉力下（FLT=600N），光纤应无明显的附加衰减和应变应不大于 0.05%；在此拉力去

除后，光纤应无明显的残余附加衰减和应变，光缆残余应变不大于 0.08%；护套应无目力可

见开裂（若光缆净重大于 187.5kg 时，FST 的取值为光缆净重的 0.8 倍）。 

为了满足拉伸性能的要求，加强件尺寸应满足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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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9.8

*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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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为施加在光缆上的力值；           B：为拉伸应变值；              

E：为加强件材料所对应的杨氏模量；   r：为加强件半径。 

此外，在骨架槽工序，需要重点控制以下质量控制点： 

（1）加强件与骨架粘着层的拉拔力，至少要满足拉拔力≥300N/25mm，才不会影响加

强件与粘着层间的粘着性； 

（2）骨架槽 U 型槽内侧的粗糙度； 

（3）骨架槽的偏芯情况； 

（4）骨架槽的尺寸大小和外径； 

（5）骨架槽节距的稳定性。 

2.2.2 骨架槽工序的质量问题对策 

针对 2.2.1 项所述的主要质量控制点，若出现异常，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排查解决。 

（1）粘着性不良：①、粘着材料的配比；②、加强件表面的洁净情况；③、线速度。 

（2）U 型槽内的粗糙度：骨架缆外层材料。 

（3）偏芯：模芯直径、下压层外径之间的空隙。 

（4）尺寸和外径：①、外层模具的磨损情况和清洁情况；②、冷却水温情况；③、线

速度。 

（5）骨架节距：①、生产线速度；②、旋转机头的旋转稳定性； 

2.3 骨架成缆工序 

2.3.1 骨架成缆工序工艺控制 

骨架成缆工序即在骨架的槽中收纳光纤带，并在上面绕上扎纱和阻水带。由于骨架槽

呈螺旋状，若直接放出骨架槽，在光纤带进入骨架槽的集合处，槽的位置会发生旋转，光

纤带入槽会非常困难，存在较大的质量隐患。为此，通过使骨架放线和骨架缆芯收线进行

旋转，达到骨架槽在生产线的路径上旋转，在集合点处，骨架槽的位置保持一定，以此来

实现光纤带的收纳。  

在骨架成缆工序，主要的质量控制点有以下几点： 

（1） 骨架槽、光纤带的放线张力； 

（2） 集合模具的完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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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扎纱和包带绕包的情况； 

（4） 光纤带入槽后的余长。 

2.3.2 骨架成缆工序的质量问题对策 

骨架成缆工序是骨架式带状光缆生产中最易出现质量问题的工序，且在该工序发生的

质量问题多为不可逆，损失较大的质量问题。在该工序较为常见的质量问题有断纤、断

带、光纤带指标高等。 

关于断纤、断带质量问题的产生： 

（1） 光纤带、骨架槽排线不良； 

（2） 光纤带路径异常； 

（3） 骨架槽变形、节距异常、外径大； 

（4） 模具磨损或弹簧损伤； 

（5） 光纤带在弹簧处穿带翻带； 

（6） 生产中骨架槽抖动严重。 

针对以上产生断纤、断带的问题点，主要对策如下： 

（1） 生产中加强巡检，及时发现异常并调整； 

（2） 模具每生产 200km 进行确认，弹簧每生产 36km 进行更换； 

（3） 过线处增加定位、限位模具，减缓骨架的抖动； 

（4） 骨架工序增加节距和外径检测装置； 

（5） 弹簧处的翻带需要在开机前确认其穿带情况。 

 关于指标偏高质量问题的产生： 

（1） 光纤带余长过大或过小； 

（2） 光纤 MAC 值偏大； 

（3） 光纤带过线路径附加张力大或粗糙； 

针对以上产生指标偏高的问题点，主要对策如下： 

（1） 根据所测余长及时调整光纤带放带张力及骨架槽放线张力，调整合适的余长； 

（2） 将边纤指标的 MAC 值适当降低； 

（3） 光纤带表面涂覆滑石粉及有磨损的模具及时修复。 

备注：光纤MAC值是控制光纤带矩阵中，四个角边纤指标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所谓

光纤 MAC 值即为光纤模场直径与光纤截止波长的比值，如公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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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MAC 值的选取，对四个角边纤的 MAC 值应控制在 6.9 以下。 

2.4 护套工序工艺控制 

护套工序即在骨架缆芯上纵包金属带、挤制护套料，冷却成型并将光缆收至盘具上，

收线成品的过程。 

护套工序，主要的质量控制点和普缆生产的质量控制点无太多差别，需额外重点关注

的有以下几个质量控制点： 

（1） 若纵包金属带，压紧模的尺寸要较普缆压紧模尺寸大 0.1～0.2mm； 

（2） 在护套料挤出温度允许的范围内，挤出温度尽量低，以 220℃～225℃为佳； 

（3） 生产线速不易过快，易控制在 30m/min 内； 

（4） 骨架缆收线盘具内筒径不易过小。 

3 结束语 

富通住电特种光缆（天津）有限公司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华苑科技园，拥有完整的光纤带

高速生产线、骨架槽生产线、骨架成缆生产线，填补了我国长江以北骨架缆生产能力的空

白。公司自 2010 年进入规模生产至今，已具备各型号骨架缆的设计研发能力。本文简述骨

架式带状光缆的质量控制，旨在与同行共同探讨，以期发挥骨架缆的优势，扩大骨架缆的

应用。 

参考文献： 

[1] YDT 981.1-2009 接入网用光纤带光缆—骨架式 

[2] YDT 908-2000 光缆型号命名方法 

 

对电池热失控的几点分析 

中国泰尔实验室  李阳 付培良 周凡 

摘 要：现在电池行业发展迅速，作者根据实际电池测试中观察到的现象，结合大家讨论的

结果和行业内的相关信息，总结了电池热失控的几点原因，希望对大家发现、防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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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失控有所帮助。 

关键词：关键词：热失控  

一、电池热失控 

是指电池在恒压充电时电流和电池温度发生一种积累性的增强作用并逐步损坏。普通

铅酸电池由于在正负极板间充满了液体无间隙，所以在充电过程中正极产生的氧气不能到

达负极从而负极未去极化较易产生氢气随同氧气逸出电池。而对于阀控式铅酸电池来说，

充电时内部产生的氧气流向负极，氧气在负极板处使活性物质海绵状铅氧化，并有效地补

充了电解而失去的水。 

二、电池热失控的原因 

1 电池失水导致电池热失控 

铅酸蓄电池严重失水后,电池中正负极间隔板会发生收缩变形,导致蓄电池正负极上的活

性物质附着力下降，内阻增大, 导致在充放电过程中电池的发热量就会增大，电池的温度

近而上升，使蓄电池的析气过电位降低，析气量又增大，正极析出的大量氧气通过内部“通

道”在负极表面反应，又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又使电池的温度大量上升，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就是铅酸蓄电池的“热失控”。当 “热失控”的铅酸蓄电池内部温度达到或超过其塑料外壳

材料的软化温度（热变形温度）时蓄电池就会产生“热变形”。在铅酸蓄电池中热容量最大的

是电解液中的水，失水的电池，热容量会大大减小，产生的热量又使铅酸蓄电池的温度上

升加速，进而加速电池的热失控。 

2 单体故障导致电池热失控 

a 电池使用过程中的故障，是指电池充电时先有一个故障单体电压偏低，该单体表现

出电压不上升或上升很缓慢 

b 在充电总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充电时间，必然使好的单体电压偏高，充电电流

增大，电池温度升高 

c 电池活性增强，内阻减小，充电电流继续增大，电池组温度继续升高 

d 下一个单体热失控电压偏低，其余原本正常的单体进一步充电电压升高，充电电流

进一步增大 

e 下一个单体热失控电压偏低，直到充电电流达到设定的充电限流点,此时充电电压等

于浮充电压、充电电流恒定在充电限流点，为了限流，此后浮充电压会逐步降低，但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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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会持续温度升高，如果没有均充时间保护，电池仍然处于浮充状态 

3 一致性不匹配导致电池热失控 

随着电池的老化，各个电池之间的一致性会越来越差，这时过充就更容易发生。这需

要进行整个电池组的均衡，来保持电池组一致性。比如采用“先并后串”这一最常见电池组

组合方法的串联的电池组，在解决单体一致性问题后，最好的情况是设置与最小容量的单

体一样大的容量。有了这个一致性之后，容量回升了，同时也能防止过充。 

4 电池氧循环畅通导致电池热失控 

铅酸蓄电池内部的氧循环气路过于畅通时,正极板析出的氧气直接作用到负极板上,进行

氧循环，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的排出，导致电池热失控。 

5 过热导致热失控 

导致电池过热的原因来自于电池的使用环境过热和散热系统的设计的不合理，或者外

短路导致电池的温度升高、电缆的接头松动等。 

6 内短路导致热失控 

电池制造杂质、金属颗粒、充放电膨胀的收缩、析锂等都有可能造成内短路。这种内

短路是缓慢发生的，时间非常长，而且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热失控。若进行试验，无

法重复验证。目前全世界专家还没有找到能够重复由杂质引起的内短路的过程，都在研究

当中。 

7 机械损伤导致热失控 

碰撞是典型的机械损伤导致热失控的一种方式。如果在实验室模拟碰撞情况，最接近

的是挤压和针刺。通过对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进行挤压和针刺试验，研究热失控过

程，发现磷酸铁锂电池在这个热失控过程中没有三元锂电池放热表现的那么剧烈。实验表

明，不同的材料在机械损伤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反应，磷酸铁锂相对三元锂电池比较安全。 

三、电池热失控的重要性 

根据以上几点热失控原因的分析不难发现，现在热失控这个含义已经超出了原有的定

义，铅酸电池，锂电池，三元电池等都会出现热失控的可能，而且随着成组使用电池数量

的增加，一旦一个电池发生热失控，那么就会发生链式反应，导致成组电池损坏，更加严

重可能引发火灾事故等危害。 

四、电池热失控的维护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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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使用中对电池定期管理和维护，及时发现热失控电池，尽早维护更换损坏电池。 

2 对于成组使用的单体电池进行统一的充放电记录及监控，了解电池组运行情况。 

3 合理选择浮充电压是影响电池寿命至关重要的因素，长期用较高的浮充电压对电池

充电会出现严重的容量下降进而导致热失控，造成电池的外壳鼓包气体泄漏，电池容量完

全失效。为了进一步降低热失控的危险性，浮充电压通常具体视不同的生产者和不同室温

而定。各个电池厂家都会给出电池的浮充电压和温度补偿系数。 

4 充电电流不大于 0.2C10，充电末期恒压充电或智能充电，正常充电时间不长于 12 小

时。 

 

通信电源防雷产品常见问题分析 

信息产业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杨建华 关强华 

摘  要：作者在工作中总结出现有通信电源防雷产品（SPD）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探讨改进

的措施。希望通过本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通信电源防雷产品生产厂商的研发、测试水平，

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能更加有效的保障通信网防雷安全。 

关键词：通信；电源；防雷；问题 

一、引言 

在我国，雷电灾害是通信网面临的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全国通

信网遭受有记录的雷电灾害每年超过 12000 起，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外，还严重威胁通信

网络的正常运行。目前，通信电源防雷产品（SPD）在通信电源系统中已大量应用，取得了

一定的防护效果，但同时还存在部分生产厂商企业规模小，研发、测试能力不足，产品质量

良莠不齐的现象；再加上通信系统雷电防护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要求，生产商往往不能很合理

的制造和推广相应的产品，导致防雷效果受限，严重的甚至影响通信网的正常运行。 

本单位长期从事通信防雷产品测试以及标准制定工作等相关技术工作，是通信防雷产品

标准符合性认定工作所依据的通信行业标准 YD/T 1235.1-2002《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

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的牵头制定单位，YD/T 1235.2-2002《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

用电涌保护器测试方法》的主要制定单位之一。在工作中，作者发现了不少现有通信电源防

雷产品存在的问题，下文将对这些常见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对提高通信电源防雷产品

研发、测试水平具有一定的作用，进而更好的保障通信网防雷安全。 

一 电压保护水平取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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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YD/T 1235.1-2002《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中定义电压

保护水平 UP 为表征 SPD 电涌抑制能力的一个重要参数，制造商应从标准推荐的优选值中选

取。对于绝大多数的一端口 SPD（并联型（SPD），UP 为标称放电电流 In（8/20µs 冲击电流）

冲击时的残压，也就是说制造商标注的 SPD 的 UP值应等于或稍大于 In 冲击时的残压。但

现实的情况是： 

1、标注的 SPD 的 UP值比实际测试值小 

主要原因包括：1）、制造商缺乏有效的测试手段，无必要的模拟雷电发生器和用于记录

残压的设备（如示波器等），根本无法掌握产品实际的大致 UP值，而是通过估算了一个较低

的 UP值。2）、有些产品按照国外的习惯或者我国其他行业的习惯标注的是 3KA 冲击（8/20µs

冲击电流）时的残压值。3）电压保护水平是表征 SPD 电涌抑制能力的重要参数，当 SPD

的其他指标相同时，比较 UP 值的大小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辨别产品研发水平的有效参数，因

此，有的制造商故意标低 UP 值，造成产品水平高的假象。 

2、也有少部分 SPD 标注的 UP值比实际测试值大很多 

同样的，此类制造商缺乏必要的测试手段或者测试时残压选点不正确。下图为一端口电

源 SPD 残压测量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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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端口电源 SPD 残压测量示意图 

二 产品热脱扣问题 

在电源 SPD 的使用中，由于防雷产品性能劣化或者电源波动过大，时有产品发生着火

燃烧的情况，给防雷产品的正常使用带来恶劣的影响。 

在 YD/T 1235.1-2002《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中明确规定

了 SPD 必须具备产品劣化时与电源主回路脱离的分离装置，在通信部门使用的 SPD 必须通

过热稳定性试验，要求所有 SPD 都要能在交流电流通过 L 对 N 或 L 对 PE 之间的防雷保护

模块时不得出现着火或持续性高温状态。试验具体要求是当 SPD 保护模块分别通过 20mA、

80mA、320mA、1000mA、2500mA、5000mA 电流时，必须达到如下要求： 

1、 SPD 保护模块持续通过每一档实验电流等级时，都必须达到热平衡或者分离装置动

作（即由温度控制脱扣，而不是很多厂家理解的电流保险丝，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概念）； 

2、 实验期间，SPD 保护模块的表面温度应始终低于 120 摄氏度；分离装置动作后 5 分

钟内，SPD 保护模块表面应低于 80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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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D 的分离装置动作，则应对避雷器施加 2Uc（UC是最大连续运行电压）的工频电

压，持续一分钟，此时应无超过 0.5 毫安的漏电电流通过避雷器。 

热稳定性实验电路示意图见图 2： 

 

图 2  热稳定性实验电路示意图 

在这个实验中通常采用调高电压源 U 的电压值（通常达到 650V 以上），使之大于 SPD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达到 SPD 漏电流增大的目的，并通过调节可调电阻 R 的阻值控制电流

的大小。 

热稳定试验的要求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严格：允许 SPD 被损坏，但绝对不能着火。

这是作为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来考虑的。有了这道防线，SPD 所带来的着火隐患问题可以得

到根本性解决。只有在这个安全保障前提下，来谈 SPD 的防雷效果问题才有实际意义。 

要符合标准热稳定性实验的要求，一般来说 SPD 应该具有一个当保护电路漏电流增大

发热时，使保护电路与电源回路脱开的分离装置。标准要求使用在 L 对 N 或 L 对 PE 之间

的 SPD 的保护电路都应含有限压器件，目前主要是压敏电阻，当大的漏电流通过压敏电阻

时，压敏电阻大量发热，热量直接通过压敏电阻的金属引脚或者通过元件表面接触以及空气

散热等方式传导至分离装置，分离装置受热升温，达到一定的温度时发生脱扣。而 SPD 的

分离装置一般都是串联在 SPD 保护电路中，一旦发生脱扣，即将 SPD 与电源回路断开，保

证了设备的安全。 

但本单位在进行 SPD 的热稳定性检验时，常常有产品表面温度过高甚至着火燃烧，排

除极少数产品（主要是二端口电源 SPD）无分离装置的因素，主要还是因为分离装置动作

不及时或者脱扣不彻底。 

从分离装置的定义可以看出分离装置按受热方式可分为直热脱扣和旁热脱扣，热量通过

压敏电阻金属引脚传导至分离装置的方式属于直热脱扣，这种方式热量传导快，效率高，脱

扣动作需要的时间比较短。一般来说，只要分离装置的脱扣温度选的合适，一般都能通过热

稳定性实验。 

热量通过空气或其他介质传导至分离装置的方式属于旁热脱扣，这种方式热量传导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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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慢，因此脱扣动作需要的热积累时间比较长。一旦分离装置的脱扣温度选的较高，SPD

就有可能达不到标准中热稳定性实验的要求。 

分离装置除了按受热方式分类外还可按脱扣方式分类，常见的主要有机械脱扣方式和温

断管脱扣方式两种。机械脱扣顾名思义是由机械控制的脱扣，一般由低熔点焊锡配合机械弹

簧或弹簧片组成。机械脱扣方式可能属于直热脱扣也可能属于旁热脱扣。图 3 为机械脱扣方

式脱扣动作的例图。 

 

图 3  防雷模块内部机械脱扣动作示意 

温断管脱扣方式一般为旁热脱扣，分离装置主要由温断管组成，当温断管内部的温度达

到温断管的脱扣温度时，温断管内部电路熔断，SPD 与电源回路断开。 

现在我们可以画出正常情况下 SPD 分离装置动作流程图，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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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PD 分离装置动作流程图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SPD 脱扣的关键在于热量传导和脱扣温度的配合。 

 分离装置脱扣温度的选择。 

 热量能不能有效的传导给分离装置。 

SPD 脱扣失败的原因也不外乎这几点： 

1、 分离装置的脱扣温度太高 

例如：机械脱扣装置中低熔点焊锡的熔点较高或温断管脱扣中温断管动作的温度较高，

导致分离装置在较高的温度才能动作，而这时 SPD 模块表面温度往往已经超过标准要求甚

至着火燃烧了。 

解决办法：可把分离装置的脱扣温度降低或者改进分离装置的受热方式，使之更加容易

接受热量。但要注意的是，脱扣温度也不能选的太低，因为 SPD 还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或者

雷击导通时，内部温度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一旦分离装置的脱扣温度选择的太低，很容

易无故脱扣。 

2、 热量传导的方法不恰当，如下图 5。 

 

图 5  不恰当的热量传导示意 

在图 5 中，热量通过压敏电阻的侧面散发至分离装置，由于侧面面积小，散发的热量也

小很多，分离装置动作所需的热积累时间就更长，因此脱扣动作更慢、更不可靠。 

3、 由于弹簧退火等原因造成的假脱扣 

SPD 保护器件性能劣化时模块内部温度升高，机械弹簧受热量影响处于退火状态，使

得弹簧有效行程太短，造成假脱扣。低熔点焊锡受热熔化后，流到 SPD 模块的其他地方，

造成短路，形成假脱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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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并接了太多的分离装置，造成脱扣的不可靠性增加 

有的 SPD 产品内部不只一个分离装置，只有在所有的分离装置都动作以后 SPD 才能彻

底与电源回路断开，不可靠性大大增加。比较常见的例子是：由于单个温断管通过的雷电流

有限，所以很多采用这种脱扣方式的 SPD 产品都并接了几个，甚至十几个温断管，可由于

温断管在 SPD 内部的物理位置不同，接收的热量也不相同，造成动作时间上的差异，有的

温断管甚至根本就不动作，也不能通过测试。 

三 动作负载试验的问题 

为了考验 SPD 耐受雷电冲击尤其是多次雷电冲击的能力，在 YD/T 1235.1-2002《通信

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中规定了动作负载试验及其预备性试验。预

备性试验规定对 SPD 用 8/20μs 的正极性冲击电流进行 15 次冲击，冲击电流的峰值为 In。

动作负载试验中，对 SPD 施加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供电电源在 Uc 下对 SPD 施加：a) 0.5×

（Ipeak 或 Imax）、 0.75×（Ipeak 或 Imax）、1.0×（Ipeak 或 Imax）电流冲击各一次。 

通过的判据： 

a) 在预备性试验和动作负载试验的每次冲击后，SPD 都应能达到热平衡； 

b) 在试验中产生的任何续流，SPD 都应能自行遮断； 

c) 在试验中 SPD 无击穿、闪络或机械故障发生； 

d) 告警或脱扣装置在试验过程中不应动作； 

e) 试验前后的限制电压和点火电压均应小于 Up。 

由于部分厂商缺乏雷击发生器等测试手段，因而并不了解自身产品的耐受雷电冲击的实

际水平，在进行动作负载试验检测及其预备性试验中，样品时有损坏，主要的现象有： 

1、由于模块散热性不好，低熔点焊锡质量不佳或熔点过低，多次反复冲击导致 SPD 分

离装置动作； 

2、器件选用存在问题，并联的多个压敏动作电压不一致，导致损坏（如下图 6 所示）； 

3、印刷电路板覆铜皮太细被打断导致损坏，建议可以在电路板覆铜皮上打孔，加焊铝

条等，达到分流提高耐雷电冲击的能力。 

4、二端口 SPD 由于第一、二级配合不好，导致第二级损坏（在本文中第六点将详细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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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动作负载试验及其预备性试验中保护器件损坏 

四 空气开关的使用 

目前，有很多厂商在生产防雷箱时，在电源 SPD 模块前端串接一个空气开关；也有的

在工程施工中在电源 SPD 模块前端串接空气开关。空气开关的应用有许多的好处，尤其是

方便工程安装和维护，但如果使用不当，也易带来一定的问题： 

1、 由于选用的空气开关耐受雷电冲击的能力不足，在出现大电流冲击时开关打火、跳

闸，甚至损坏的现象。 

2、 由于空气开关的自身电感，导致雷击时残压升高。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空气开关的选择非常重要。根据实验发现，一般来说，额定工作电

流越大的空气开关，承受雷电冲击的能力就越强，因此，应根据 SPD 的通流容量及应用场

景的雷电强度通过实验来选择合适的空气开关。 

五 二端口 SPD 指标标注问题 

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我们常常讲到雷电流的泄放原则：通信电源系统的多级防护

——在被保护设备前端安装多级电源 SPD。如下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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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多级防护原理图 

多级防护是通过各级电源避雷器（SPD）限制电压值的逐级控制，最终将过电压值限制

在设备允许范围内。可用图 8 表示 SPD 间的电压配合。 

 

图 8  多级防护的电压配合示意图 

但有的时候被保护设备前端并没有足够长的线路来安装多个 SPD，因此，就出现了一

个 SPD 内含有多级保护的产品，通常这种 SPD 都是二端口（串联型）SPD，电路一般如下

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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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端口 SPD 是串联在通信电源主回路中，除了考虑防雷因素外，还应考虑串联在

电源回路中对通信电源产生的影响，主要需要考虑的 SPD 的额定工作电流以及耐受从设备

段电源主回路中的雷电冲击的能力，但制造商往往忽略了这些影响。因此，在 YD/T 

1235.1-2002《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中对二端口 SPD 增加了

负载侧电涌耐受能力和负载侧短路耐受能力的指标技术要求。建议制造商加深对标准的理

解，在研发、测试过程中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和指标，在产品说明书明确标明这些参数。 

六 二端口 SPD 一、二级配合的问题 

在相同电流的冲击下，二端口 SPD 由于内含两级保护，通常具备比一端口 SPD 更低的

残压，可达到类似多级保护的效果。一般来说，二端口 SPD 的第一级保护的雷电通流量远

大于第二级，如果一、二级配合不好，就可能在导致雷点流冲击时 SPD 的第一级保护 没动

作，只有第二级动作，但此时的雷电流能量大于第二级保护器件能够承受的限制，导致 SPD

的损坏，这就是所谓的二端口 SPD 的盲点。如何避免盲点的出现，需要二端口 SPD 生产厂

商做好以下几点： 

1、重视一、二级动作电压的配合，一般来说，第二级保护器件的动作电压应大于或等

于第一级保护器件的动作电压； 

2、注意一、二级保护器件的通流容量的配合； 

3、一、二级保护之间的去耦元件的合理使用，主要是去耦元件的电感量； 

4、最重要的是，厂商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应进行严格的试验。 

在 YD/T 1235.1-2002《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中规定对

SPD 必须进行 0.1×In、0.2×In、0.5×In、In 和 2×In 多个等级的测试，可以有效的考核二端口

用串联阻抗或电感（滤波器）作内部配合的多个级联的 SPD 组合在一起，来构

成一个双端口的 SPD。 

图 9  二端口 SPD 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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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 是否存在盲点问题。 

七 SPD 辅助电路的可靠性 

电源 SPD 的辅助电路包括雷击计数、工作指示等，通常从 SPD 电源进线采样提供工作

电源，工作电压为 220V 甚至更低，在 SPD 试验或使用过程中，当电源回路遭受雷击时，

一部分雷电流分流至 SPD 的辅助电路，如果辅助电路没有雷击保护，可能导致 SPD 辅助电

路遭受雷击损坏。更有的产品由于在设计时没有注意电气间距，辅助电路与保护电路距离太

近，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保护电路与辅助电路之间产生跳火，导致辅助电路损坏。因此，在产

品开发时，应注意辅助电路的保护和可靠性问题。 

八 综述 

防雷产品的设计和生产首先应保证产品自身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次才是防雷的有效

性，二者不可或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通信设备的运行安全；SPD 制造商应具备必

要的检测手段，并在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中依据相应标准进行严格测试，才能有效提高现有

SPD 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SPD 制造商应在产品上正确的标注重

要的技术信息，以有利于电信运营商的选择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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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铅酸蓄电池组是 ICT 负载备电的主要方式，电池组失效是负载掉电的主因。电池组

失效往往由于个别电池单体失效引起，绝大多数单体仍可使用，即时识别失效电池单体并进

行维护，能有效降低负载掉电风险。电池健康度（SOH）表征电池性能，该指标可以被间接

测量。人工方式测量和管理海量电池单体 SOH 并不现实，基于动环监控系统的远程放电测

试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整组蓄电池健康度，在线测量和管理电池单体 SOH 是消除负载掉

电风险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负载掉电、电池健康度、电池 SOH、电导、内阻、在线 SOH 管理 

一、电池性能劣化和失效是 ICT 负载掉电的主因 

人们生活离不开网络，网络由通信网络（CT 领域）和数据中心（IT 领域）等组成，统

称为 ICT 网络，ICT 网络可靠性决定着当代人们的网络生活体验。 

根据某运营商对 2013 年 7~8 月南方九省通信基站中断原因分析，55.7%网络中断与电

池相关，39.4%与应急发电有关。在电池因素中，电池劣化原因占 56.2%。与应急发电有关

的因素中，主要是天气和道路原因不能发电。对于不能应急发电的站点，通过适当增加蓄电

池容量配置可以有效减少断站风险。由此可以看出，电池问题是 CT 负载掉电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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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3 年 7~8 月某运营商南方九省基站通信中断原因分析 

知名机构 Ponemon institute 在一份针对 IT 人员的调查报告中提出，有 80%的被访者知

道数据中心中断的根本原因，其中提到电池问题的占 65%，高于 UPS 超载（53%）、紧急停

机或人为失误（51%）、UPS 本身故障（49%）等因素而居于第一位。根据调查显示，这些

数据中心在一到两年内发生“完全”断电事故的平均次数是 2.48 次，即使是 20,000 平方英尺

以上的数据中心每两年的故障率也高达 1.75 次。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电池问题同样也是

IT 设备掉电的主因，负载完全断电事故并不鲜见。 

二、根据单体健康度维护电池能有效降低负载掉电风险 

电池充满电后可放电容量与额定容量的比值就是电池健康度，英文缩写为 SOH（St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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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SOH 值越高，电池放电性能越好。由电池健康度的定义可知，最直接的健康度测

量方法就是通过放电做电池容量测试。常规的电池放电试验测量结果是电池组容量，而电池

组容量主要由最差的电池单体决定，因此需要能测量电池单体健康度，识别失效电池单体。 

将电池组中的电池单体拆下后，可以进行电池单体放电测试。通信电源系统主要采用由

2V 或 12V 电池单体组成的蓄电池组，一组电池的电池单体数量少则 4 节，多则 24 节。而

对于 UPS 系统来说，一组电池的单体数量动辄几十节（12V/节）甚至可能超过 100 节（2V/

节），分别对各电池单体进行放电测试显然并不现实，只能通过测量电池端电压、内阻或电

导等间接手段判断电池性能。 

某运营商曾对蓄电池电导进行大规模测试研究[1]，得出了三条初步结论，即：电导值下

降小于 15~20%时，电池容量（即健康度）>80%；电导值下降在 20~40%之间，电池容量在

40~80%之间的概率为 90%；电导值下降大于 40%，电池明显落后，在排除连接问题的前提

下，需要更换的概率为 95%。电导与内阻理论上互为倒数，通过测量电池单体内阻也同样

支持这一结论。根据行业惯例，单组出现 6 节（24 节/组）及以上电池老化时，要求更换整

组电池。某运营商对 40 组提前退网的电池进行电导与容量测试分析，88%的电池单体仍具

有利用价值。 

如果能对所有电池单体进行电导或内阻测试，能正确判断电池单体失效的概率超过

90%。结合电池外观、电压、温度、连接条松动情况等常规检查方法，及时更换失效电池单

体，能有效降低负载掉电风险，并比更换整组电池平均节省 80%的设备成本。当检测出单

体电池健康度符合要求，而整组电池表现出容量不足时，一般可判断为电池连接问题。 

三、电池单体 SOH 测量与管理手段比较 

1. 人工方式无法进行海量电池单体 SOH 管理 

电池检查和电导/内阻测量并不复杂，但一般需要两人操作，其中一人测量，一人记录。

每节电池单体外观检查平均耗时 5 秒左右，用力矩板手紧固平均耗时 5 秒左右，三次测量内

阻平均用时 30 秒左右。检查一组 40 节电池的电池组，耗时约 0.5 小时，数据的整理和处理

需要更多时间。对于动辄百组以上电池的通信核心机房或数据中心，实际上一天能完成检查

的电池数量难以超过 10 组，如果一个季度检查一次，平均每组电池检查摊销成本高达千元。 

对于通信网络，无线基站和传输节点分布非常广泛；对于企业网络，经营网点可能遍布

城乡。单个站点（或网点）电池数量并不多，但由于存在维护距离，人工方式测量 SOH 效

率低下。由于需要带钥匙，甚至经常需要请业主开门，在不考虑更换电池的情况下，一个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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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平均一天也只能完成 3 个站点或网点的电池单体 SOH 测量。 

由于操作人员技术水平甚至用力习惯不同，人工方式测量的电池健康度数据存在较大测

量误差，例行记录的手工数据缺乏横向和纵向比较，电池电导/内阻的测量数据有效性大幅

降低，并且基本不会被系统地录入到数据库中用于大数据分析，一个数据只有一次使用价值。 

2. 基于远程放电测试不能有效管理电池 SOH 

部分电源、UPS 等设备支持蓄电池远程测试功能，通过动环监控系统发出电池在线测

试指令，可以记录电池放电曲线。电源维护工程师依据电池放电曲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

断电池 SOH。 

电源维护工程师可以把站点分为多个片区，按半年度分别分析历史监控数据。半年度内，

由于停电原因导致电池放电一段时间（如基站电池放电一小时以上）或电池放电后电压低于

某一设定值的，就认为电池已有可供分析的放电曲线，直接通过监控系统记录的电池放电曲

线进行分析，定性给出电池 SOH。如果半年度内没有可用的放电曲线，则通过监控系统发

出放电测试指令，通过记录的放电曲线进行分析。 

监控系统存储的电池放电数据在数据库中存储，可以重复使用，远程控制方式也比下站

纯手工方式节省了下站时间。然而，由于不同电池或电池不同状态下放电曲线各不相同，无

法通过部分放电曲线分析获得电池真实容量，在缺乏电导/电阻信息条件下判断的 SOH 值存

在很大的误差。 

通过电池放电曲线分析的是整组电池 SOH 情况，当判断整组电池 SOH 不足时，仍需要

专业人员携带专业工具下站测试，分析发生问题的电池单体，决策维护方式。此外，通过远

程控制方式对电池进行放电的过程中，如果突遇站点停电，会影响到负载备电时长，威胁

ICT 网络供电可靠性。因此，基于远程放电测试手段，仍不能达到有效管理电池 SOH 的目

标。 

3. 在线电池单体 SOH 监测是必要的管理手段 

采用传感器可以在线测量电池单体各种参数，包括电压、温度、内阻等，但并不能直接

测量出 SOH 值。部署在线测量系统，将电池厂家提供的老化曲线参数写入，软件根据电池

电导/内阻、端电压、充放电电流、历史环境温度、充放电循环次数与放电深度、使用年限

等信息预测电池单体 SOH，监测有较高的准确度，华为公司在乌兹电信（Uztelecom）部署

了超过一千套这样的系统，用户认为解决了站点电池管理困难，宕站率显著降低，也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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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了电池资产。 

选用准确性高的在线电池单体测量系统，不但可以发现失效电池单体，还能根据趋势发

出 SOH 预警信息。网管收到预警信息后，可安排运维人员批量维护，处理或更换确认的落

后电池，大幅减少因为电池单体损坏或备电时间不足引起的网络中断事故，实现预防性维护，

并避免整组电池更换带来的经济损失。 

以通信核心机房常用的 48V1500Ah 电池组为例，一组电池由 24 节 2V 单体组成，需安

装 24 个传感器和一个信号集中器并连接（如华为公司 iBMS 系统的电池单体信号测量传感

器 iBat、信号集中器 iBox，采用无线联接方式），信号集中器接入电源或监控采集器，就可

以实现对一组电池的 SOH 管理。根据某运营商研究成果，报废电池中电池单体可用率 88%，

通过电池单体 SOH 预警管理，避免整组电池提前报废，相当于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假定

可用的电池仍可再使用一年计算，按每 2Vah 电池采购成本 1.2 元、新电池平均可用 8 年计

算，一组电池全生命周期可减少损失 1.2×1500×24×88%/8=4752 元，而通过电池健康度预警

实现预防性维护的价值更大，相当于免费实现核心机房电池单体 SOH 在线监测。 

iBox

电源/UPS

电池 电池 电池 电池

iBat iBat iBat iBat

 

图 2：电池 SOH 测量系统构成示意图 

基站使用的电池容量小很多，如采用 2 组 150Ah 电池，需要 8 个传感器和 1 个信号集

中器。基站电池寿命按 4 年计算，假定采用单体 SOH 管理系统后电池单体平均可延长一年

寿 命 ， 同 样 按 2VAH 采 购 成 本 1.2 元 计 算 ， 电 池 生 命 周 期 内 可 减 少 损 失

1.2×150×2×24×88%/4=1901 元。投资单体 SOH 管理系统能提升备电可靠性，降低一定比例

的应急发电成本，如果一套系统投资不比 3802 元贵（SOH 管理系统生命周期按 10 年计算），

就有必要成为标准配置。电池单体越多，需要的传感器就越多，相对成本也越高，如 2V 单

体组成的 48V 电池组比 12V 单体组成的 48V 电池组需要多部署 3 倍传感器，会影响一般站

点对 SOH 管理系统的投资决策，而重要的传输节点、超级基站和企业单位的数据中心等仍

有必要部署电池单体 SOH 监测管理系统。 

随着大容量、高密度数据中心蓬勃发展，蓄电池数量急剧增多，特别是超短后备时间（≤15

分钟）被广泛接受，传统的人工维护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必须要找到新的手段，这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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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就是智能化，电池 SOH 管理系统将成为数据中心标配，并促进整个 ICT 行业逐步标配智

能化管理功能。 

四、电池 SOH 管理应从动环监控功能转变为电源标准功能 

在传统的动环监控系统中，可以选配带内阻监测功能的电池测量仪，如果在这样的电池

测量仪中加载 SOH 管理软件，也可以管理 SOH。电池测量仪通过采集器接入动环监控系统，

与通信电源、UPS 等在监控系统中都属于监控模块同一层次，电池测量结果仅在监控系统

中显示和告警，电源和 UPS 不会因为电池状态的变化而产生动作。 

事实上，蓄电池由通信电源、UPS 等电源设备管理，通过控制输出电压控制电池充放

电。在传统维护模式下，当电池存在电压落后情况时，需要手动启动电池均充使电池充满；

如果电池浮充电流出现异常，需要调整浮充电压。优化动环监控系统数据配置，可以使调整

工作得到智能辅助[2]，但仍需要有专家分析并指导维护人员操作。由于传统的动环监控系统

智能功能需要现场配置，不但工作量大，还容易出错，操作也需要人的参与，实际上难以实

现智能管理，由电源本身实现智能化管理是最好的方式，如图 3 所示。 

电源BMS

···

···

动环监控

电池 电池 电池 电池

BMS

···

···

电源/UPS

电池 电池 电池 电池

动环监控

 

图 3：电池 SOH 管理由动环监控系统监控向电源自身管理演进 

当电池单体 SOH 管理系统作为电源的部件时，将电池异常情况下的处理措施直接在电

源系统中通过软件实现，不再依赖现场工程配置，实际执行动作将与研发设计一致，电池维

护效果不受制于维护人员配置情况、技术水平和工作责任心制约，不但使电池使用寿命真正

达到预期，还能通过故障预警保障备电可靠性。业界已经开始将电池单体 SOH 管理系统设

计为电源和 UPS 的部件，相信未来也将成为趋势。 

参考文献： 

[1] 艾兴华 移动基站蓄电池组提前退网的分析与处理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会刊》 2012

年 

[2] 章异辉 基于现有监控系统的蓄电池精确监控与故障预测方法 《通信电源技术》第 25

卷第 2 期 2008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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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广场】 

光缆现场成端技术的演变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郑忠 

信息网络的空前繁荣，光通信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而以光为信息通信载体的光纤、

光缆传输、通信网络的建设发展迅猛，已快速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无论是中心机房还是用户末端，光纤、光缆在布放、调度管理作业时始终无法回避的

问题就是光缆的端接成端问题。纵观电缆通信年代，成熟的模块卡接及水晶插头端接技术

已经完全解决了以电导体模式传输的铜缆端接问题。而以光全反射模式信号传输的光缆成

端问题，因其对光纤轴向高对准度及光纤端面接触的高紧密度的苛刻要求，就比铜缆端接

复杂得多。过去光纤通信还局限于中心局长距离传输，中心机房的外部光缆引入光纤配线

架之后，与之熔接的配线单元尾纤、以及机房光口用来交叉连接、端口调度的不同长度配

线光缆均依靠由配线供应商厂家预制光纤活动连接器形式来形成末端插头。但随着光纤通

信向接入网延伸，特别是近十年以 FTTX 为代表的宽带通信的迅猛发展，促使光纤、光缆

已经延伸到用户的末端。这也就吹响了“光进铜退”的号角。在新的形势下，光缆端接要求

已经不局限于局端的机架成端了，而是随同光缆的布放同样延伸到用户末端去了。这就带

来了大量光缆需要在施工现场进行端接的工程要求。 

常规的光缆成端，即我们所说的标准光纤活动连接器，就是工厂对开剥后的光缆光纤

穿入内孔充满树脂的陶瓷插芯进行热固化、固定，并进行插芯端面研磨、光缆加强件被压

接并散件装配后形成光缆长度固定的插头端接模式。这种常规光纤活动连接器，其光学指

标一致性优良，连接可靠，综合性能长期稳定。但这属于依赖大量车间设备来生产保证的

非现场成端模式，由于其非即时性、灵活性差的特点，在用户末端的光缆施工需要现场成

端时就显得力不从心。光缆若能够实现象铜缆一样可靠、即时的现场端接，始终是多年来

广大光器件工程师努力的一个方向。 

近几年光纤宽带网络建设迅猛发展，光缆敷设已经抵达用户最后一公里甚至直接入

户，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宽带网络经营模式，在光缆现场成端问题上，业界工程师们进行了

许多有效的探索，最为典型的主要总结有下面几种端接模式（见图 1 所示）： 

旋柄 刻上“B“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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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端接模式 

一：冷接型成端形式： 

即通常所说的机械型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形式。追溯历史，冷接技术约在 1997 年

由日本藤仓公司提出并率先投网使用，到 2004-2005 年美国 3M、康宁公司，日本藤仓、住

友的现场机械冷接的快速光纤连接器（以下简称快接插头）投网使用。2008 年南京普天首

次在中国大陆地区推出商用型快接插头产品，随之快接插头产品在内地大范围进行了推

广，生产厂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图 2 光纤接点衰耗形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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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V 形槽工作原理 

冷接端接技术实际上就是根据两根光纤对接后衰耗形成的原理（图 2），制作一个尾部

带有精密 V 形槽的插针体组件，工厂预埋一根裸光纤在前部陶瓷插芯部分中，通过树脂热

固化于插芯内孔中，插芯头部经过正常研磨，后部的预埋光纤安置于插针体组件尾部的 V

形槽内，在 V 形槽上方有一个平直盖板，与 V 形槽形成一个三角形空间。装配成型的快接

插头有一可逆夹紧装置开关，出厂时插针体 V 形槽与盖板处于松弛状态。当现场接续时，

用户光纤切割后穿入插头内部与预埋光纤进行对接，启动夹紧装置，两段光纤被 V 形槽及

盖板构成的三角形三面夹紧（见图 3），优质的插针体选用抗蠕变、高硬度玻纤增强的宽温

范围 40X 系列聚醚酰亚胺树脂（PEI）材质进行制作（也有采用铝合金材质制作的），确保

以其精密、稳定的外形纠正、固定两端光纤的轴向位置，以此来消除光纤轴向的分离、夹

角、错位隐患。（图 3 右下角即为电镜放大后的 V 形槽及所夹持光纤的现实照片）。可见

材质和精度是保证冷接产品品质稳定的关键！ 

 

图 4 冷接型快接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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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折射率匹配液的工作原理 

而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两侧光纤轴向接触后端面间隙问题。 大家知道用户光纤是现

场进行开剥、切割的，其切割端面良莠不齐，出现接触间隙在所难免。而由于间隙内空气

与光纤石英材质折射率不同，光在通过不同折射率介质界面时产生了菲涅尔反射，即光功

率折返现象，导致回波损耗指标不良。为此光纤端面必须进行折射率补偿，折射率匹配液

将发挥关键的作用（图 5）。 

优秀的折射率匹配液就是一种与光纤折射率极其相近的凝胶型物质，其成份由一种硅

基合成液体混合了特殊配方的精微粉末所产生出的触变胶体，其油液分离率不大于 0.2%，

通光率达到 97%以上，光吸收率<0.0005%/um.挥发率<0.2%/ml（85°C 时）相当于每个插头

产生的损耗小于 0.001dB,其外观呈啫喱膏状，目前仍依赖进口，国产鲜有商用型产品广泛

应用，以至于至今都没用关于折射率匹配液的行业标准。故品质优良的折射率匹配液售价

一直居高不下（据测算：匹配液占快接插头单位成本高达 0.45 元/只）。 

工厂在生产快接插头时，在插针体 V 形槽预埋光纤位置预先定量加注了折射率匹配

液。在施工现场光纤接续后，两侧光纤端接点位置及周围均被匹配液填充，这样光纤端面

接触间隙内的空气被挤压排出，而相近的折射率介质最大限度的使光信号在通过该对接点

避免了菲涅尔反射的发生，以改善成端插头的插回损指标。通过上述手段以实现现场光纤

冷接后插头较好的光学性能，并且产品可重复利用。冷接型快接插头一经推出，就因其成

端快速、工具简单，开通率高的特点，特别切合了光纤到户业务放装时面大、点多、位置

散的施工环境。故迅速在国内 FTTH 工程中得到广泛运用，起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然而，经过 2009-2012 年期间的快速发展，快接插头市场也吸引了嗅觉灵敏小资本的

蜂拥而至，为了抢占商机，一些低价中标厂商，为了缩减成本，产品选材上选用了廉价的

非刚性增强的普通工程塑料，其材质软化温度低，成型后V槽表面粗糙，易被光纤切削（图



71 
 

6、7 为优、劣 V 型形槽表面放大 300 倍后的对比影像）；匹配液选用的是硅脂密封胶类或

甘油类物质，这类匹配液虽然便宜，但挥发率高达 2.1%，透光率仅为 79%。这样匹配液易

挥发、易变硬。除材质外，许多必要的生产工序都简化或取消，如光学出厂测试或 3D测试

等。诸如这类劣质产品大量充斥市场，导致用户使用后问题陡增，例如一些地区出现衰耗

偏高业务无法开通，使用一段时间后失效等案例，导致运营商对该项技术的可靠性产生了

怀疑。这种源自海外，被国外特别是日韩主流运营商如 NTT、KT 及 verizon 等广泛认可的

冷接快速光纤成端技术，却在中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尴尬境地。 

 

图 6 优质的 V 形槽表面平滑 

 

图 7 劣质的 V 形槽表面粗糙 

二：熔接型成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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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熔接形现场连接器原理 

 

图 9 韩国日新 F 系列便携式光纤熔接机 

面对业界质疑冷接端接技术的品质稳定性，如冷接插头产生两耦合个接点，并且担忧

长期使用过程中折射率匹配液干涸、流失、变质等问题，造成许多地区用户对冷接型端接

技术产生了抵触。处于减少成端时的光纤耦合接点，彻底消除对折射率匹配液的依赖，韩

国日新公司率先推出了 F 系列便携式光纤熔接机（见图 9），并配套推出了熔接型光纤现场

组装连接器（见图 8）。随着光纤熔接机实现小型化，国内很多厂家也相继推出了各种形式

兼容型熔接式现场连接器产品。其原理不外乎就是：工厂预先在特制陶瓷插针组件里预置

了一根光纤并树脂固化固定，陶瓷插针头部经过正常研磨，尾部涂覆光纤（也有厂家已开剥

出裸纤再套管保护）露出在外，另配有外壳组件及热缩套管（图 10）。在施工现场实施端

接作业时，带有预置光纤的插针组件进行裸纤开剥切割后通过专用夹具置于便携式熔接机

的定位仓内，用户光缆穿入外壳组件、热缩套管后进行光纤开剥切割，同样通过夹具置于

熔接机的另一侧定位仓内，进行熔接作业，熔接点通过热缩套管热缩保护，再扣合插芯与

外壳组件形成一个完整的光纤成端插头。（见图 11）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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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熔接组装前 

 

图 11 熔接组装后 

可以看出，熔接型现场连接插头，就是通过便携化的光纤熔接机现场将用户光纤与插

头插针内预置光纤熔接为一体后进行接点热缩保护，再组装成一个光纤插头。这种现场端

接方式就是利用了光纤熔接衰耗极小，永久连接的优势，减少了耦合接点，彻底摆脱了对

折射率匹配液的依赖。但令人遗憾的是：看似美妙的产品却在市场上不温不火，始终不能

形成气候。甚至面临退市的窘境。纠其原因，笔者分析如下： 

首先，熔接型现场连接插头自然少不了光纤熔接机。虽然经过几年的发展，便携式熔

接机的市场价格逐渐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 1.5-2 万/台的水平，这无疑增加了运营商或工

程公司的设备投资，我国幅员辽阔，在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熔接设备的大量配备还不现

实，另外，即使经济发达地区大量装备了便携式熔接机设备，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维修能

力，设备的维护、维修也严重依赖厂家的支持，往往周期较长，这对工程施工也带来影

响。同时工程施工队伍人员流动性大，对贵重设备的管理也带来了难题。 

其次，撇开熔接机设备本身操作及参数调整的复杂性，熔接型现场操作步骤远比冷接

操作复杂得多，对施工人员的操作技能要求较高。熔接现场操作时涉及：热熔→热缩→散

件固定三大操作步骤，需两侧切纤，其中热熔好的光纤由熔接机内取出套上熔接套管，这

个过程光纤处于极脆弱状态，稍有不慎即刻折断。一旦折断插头就报废，其不具备重复利

用能力，故需要操作者的技能及耐心。而施工现场的恶劣环境往往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场

地狭窄、缺少操作平台、缺电、照明匮乏、环境脏乱均给现场熔接施工带来巨大考验。 

 再次，许多地区虽然配备了便携式熔接机，但碍于热熔型成端插头操作的复杂性、无

重复利用性，施工现场采取：用户光缆熔接一条普通连接器尾纤或预置皮缆尾纤，熔接接

点经过热缩保护后套入熔接保护盒进行整体保护。这种未使用熔接型现场插头同样间接实

现了用户光缆的现场成端。只是需要小心熔接保护盒的安全放置问题（图 12 为南京某老旧

小区光纤入户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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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某地老旧小区光纤入户场景 

综上所述，熔接型现场连接器插头的现场成端技术的推广，必须建立在便携式光纤熔

接机设备普及的前提下。而且熔接型现场连接插头的操作复杂性也大大限制了产品的推

广。 

三：熔端型成端形式： 

 

图 13 熔端型光缆成端连接器 

 

图 14 便携熔端机 

鉴于上述情况，如何在现场光缆成端这个节点上，既不需要依赖昂贵的熔接设备进行

现场接续，同时又能简化操作复杂程度，并且避免光缆冷接成端时增加光纤耦合接点、对

折射率匹配液依赖的情况。熔端型光缆成端模式就应运而生。 

熔接保护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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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熔端型成端模式，就是设计了一种便携熔端机（图 14），其拥有充电、放电功能，

并具备单向光纤端面距离放电电极位置调节功能，及光纤端面放大观察屏幕界面。熔端处

理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上述熔端机，现场对定长切割后的用户光纤端面进行预定功率的放

电处理，使光纤端面在炽热电弧作用下产生局部熔融，并因表面张力的作用形成一个微球

面，同时通过电弧抛光的作用，清理潜在的光纤切割缺陷如劈纤、碎屑等。熔端处理后的

光纤穿入插头，纤头通过定位堵头精确定位，微凸于插针端面，随后插头锁紧装置夹紧光

纤及外皮。当进行缆线耦合时，熔端处理后的现场插头其插芯微球化的光纤中心通光区优

先可靠地接触对端插芯球面相应区域，以大幅降低光学衰耗，同时平顺的光纤微球形端面

也使光纤接点核心区域的空气间隙大幅缩小，缓解了因菲涅尔反射造成的光功率折返现

象，从而提高了回波损耗值（图 15）。 

 

图 15 熔端型光缆成端连接器工作原理 

熔端型现场连接插头可实现插头内部无耦合接点，无须进行工厂光纤预置，彻底摆脱

对折射率匹配液的依赖。这样既减少了衰耗节点，也排除了光纤插头因不良品质匹配液使

用时可能因流失、气泡、温变等因素造成光纤插头光学指标劣化的风险，同时降低了现场

连接器本身制造成本。与熔端型插头配套的熔端机相对于光纤熔接机其功能的简化，使设

备成本仅为熔接机的三分之一，大大减少了对设备装备的投入。而熔端型插头在操作时，

也像冷接型快接操作一样仅需处理用户光纤，熔端机操作比较简单,施工人员上手快，便于

推广，另外熔端型现场连接插头同样具备了重复利用功能。 

目前作为光纤现场成端领域最新的解决方案，熔端型光纤现场成端技术目前正在多地

施工现场试运用，获得良好的初步实用效果。目前光纤熔端机还面临着继续小型化、降低

造价的发展空间，以便在现场光纤成端领域具备更佳的竞争优势！ 

光纤熔端 

微熔处理 

 

放电 

熔端处理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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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馈线接头保护方式探讨 

成都泰瑞通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王民 

摘要：本文介绍了几种常见的移动通信用同轴电缆(俗称馈线)接头保护方式，分析比较了

各种保护方式的优缺点。 

关键词：馈线接头 保护盒 冷缩套管 保护贴 

一、引言 

在移动通信天馈线系统中，经常会用到天馈接头和馈线接头，天馈线系统容易出现问

题的地方就是接头部分。这种接头为金属构件，且安装使用于室外。为了防尘、防水浸入

以及防锈蚀，必须对接头进行保护处理，保护处理要求对接头实施可靠密封，方便施工。

而天馈线连接部分的日常维护更是对整个基站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及通话质量有着重

要的意义。因此，天馈线接头的密封保护必须得到重视。 

同轴电缆接头保护方式有5种，本文介绍了这5种保护方式及要求。分析比较了各自的

优缺点。 

二、胶带胶泥和热缩套管 

最传统的天馈线接头保护方式是使用胶带及胶泥，或者热缩套管[1]。使用胶带及胶泥

保护，首先需要用绝缘胶从馈线的一端开始包封到接头的另一端，以馈线作底层，绝缘胶

的包封起点和终点均要在距离接头后端≥10mm 处的馈线上；然后，用防水胶泥包封在绝缘

胶上，即从馈线的一端开始包封到接头的另一端的馈线上，防水胶泥的包封起点和终点均

要长于第一步中的绝缘胶，使防水胶泥直接与馈线紧密粘贴；最后用防水胶布紧密包封在

防水胶泥上，防水胶布的包封起始和终点均要长于第二步中的防水胶泥，使防水胶布直接

与馈线紧密粘贴，收尾时需要用工具刀切割胶布，如图 1 所示。这种保护方式的缺点是操

作耗时耗力，而且对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此外，胶带胶泥在室外环境势必存在

热胀冷缩现象，由此产生的应力会对天馈线接头部分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且随着系统运

行时间的增加，隐患会逐渐加大。同时，雨水和紫外线将加速胶带及胶泥的老化，减少产

品的使用寿命。因此这种方式基本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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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胶带胶泥对馈线接头的保护 

使用热缩套管保护，需要随身携带热风枪、喷灯之类的加热源。带电上塔或者使用喷

灯等明火作业，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要求特别高。这种保护方式受环境条件

限制，比如大风天气无法使用喷灯作业，北方严寒天气条件时热缩管收缩到位很困难等。

而且 100℃以上的高温加热可能会对线路造成不利影响；后续维修维护特别不方便，热缩

后的剥离强度较大，剥开时容易破坏线路和接头。这种方式虽然可靠性好但使用不方便，

现在很少使用。 

三、天馈线接头保护盒 

1. 保护盒结构组成 

天馈线接头保护盒是针对移动通信基站馈线连接器进行快速密封的防护产品，具有独

特的操作创新性，能将不规则的连接器和波纹电缆完全密封，防止潮气、盐雾、浮尘等污

染物的侵蚀，并保护接头免受机械损伤。2011 年发布实施了 YD/T2285-2011 标准，标准的

发布对产品使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天馈线接头保护盒由外壳、密封材料组成。外壳通常由壳体、铰链和（或）锁紧装置构

成，其中铰链有扣式铰链、平面式铰链，锁紧装置有扣式和插销式。保护盒结构形式为半

壳开启式，可以是一侧为铰链，另一侧为锁紧装置；可以是两侧均为锁紧装置，或者其他

合适的形式。密封方式为机械式密封。 

天馈线保护盒按连接方式可分为直通型和分歧型，分歧型主要用于7/8同轴电缆接头的

保护和接地线的引出；按进缆处的标称孔径（mm）来分，保护盒常用的规格及其适用的电

缆或连接器如表 1 所示[2]。 

表 1 常用规格的保护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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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缆处标称孔径（mm） 适用的电缆或连接器 

42 1-1/4同轴电缆 

30 7/8同轴电缆 

18 普通1/2或超柔1/2同轴电缆、天线连接器 

15 超柔1/2同轴电缆 

12 RG8同轴电缆 

10 接地线 

2.保护盒产品介绍 

常用的馈线保护盒产品有：1/2 跳线与 7/8 馈线接头保护盒，用于 1/2 跳线（13mm 软跳

线，16mm 硬跳线）与 7/8 主馈线连接头处的密封防水保护，如图 2 所示；7/8 馈线接头接

地保护盒，如图 3 所示，用于 7/8 同轴电缆接头的防护和接地线的引出；1/2 跳线与天线接

头保护盒，用于室外天线与 1/2 跳线（13mm 软跳线，16mm 硬跳线）的 D 型或 N 型接头连

接处的防护，如图 4 所示；还有 1/4 集束电缆与 7/8 同轴电缆接头保护盒；1/4 集束电缆与

1/2 跳线接头保护盒等。 

 

图 2 1/2 跳线与 7/8 馈线接头保护盒         图 3 7/8 馈线接头接地保护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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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2 跳线与天线接头保护盒 

3．保护盒产品性能 

（1）常温密封性能[2] 

保护盒可以防止潮气、雨水对馈线接头的侵蚀。一般情况下，保护盒的密封性能都能

满足YD/T 2285-2011的要求：保护盒封装好后沉入 1m深水中，4小时内无水进入。有些厂

商生产的保护盒常温密封性甚至可以满足沉入 2 米深水中，24 小时盒内不进水的要求。 

保护盒经常温密封试验并合格后，反复开启至少 5 次后，依然能满足上述密封性能要

求。 

（2）机械性能[2] 

保护盒可以保护馈线接头免受机械损伤。保护盒封装好后，能承受不小于

800N/100mm的垂直压力至少 1分钟，卸除负荷后，保护盒无明显损伤，并能满足常温密封

性要求。1/2 跳线与天线接头保护盒可承受高度 1 米，质量 0.5kg 的常温与低温冲击；7/8 馈

线接头接地保护盒可承受高度 1 米，质量 1kg 的常温冲击与质量 0.5kg 的低温冲击。在施工

过程中，保护盒从 10 米高铁塔上跌落到水泥地面上，盒体及其构件不会有明显的损伤，仍

能满足常温密封性要求。 

（3）环境性能[2] 

保护盒可以免除高温老化、太阳辐射老化以及低温冷冻对馈线接头的影响，还可以防

止空气中酸碱盐等对馈线接头的腐蚀。保护盒能经受高温 70℃、低温-40℃的环境考验，在

辐射强度为 1.12 kW /m2、辐射总量达 26.88kW·h/m2 太阳辐射后仍可以满足常温密封性要

求。多次试验证明，保护盒在 5%HCl、5%NaOH、5%NaCl 溶液中浸泡 24 小时后，不会出

现溶胀和腐蚀等现象，且经常温密封性检验，盒内无水浸入。 

（4）密封材料性能[2] 

保护盒密封材料与馈线护套材料、馈线接头和接地卡材料相容，对保护盒的密封性能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密封材料具有长期抗老化性能，能够反复开启并密封，其拉伸强度

一般不小于 0.15MPa，断裂伸长率不小于 250%。 

四、馈线接头防水保护冷缩套管 

1. 冷缩套管结构 

冷缩套管主要应用于无线网通信工程馈线设备安装中。冷缩套管是利用弹性体材料（常

用的有硅橡胶和三元乙丙（EPDM）橡胶）在工厂内注射硫化成型，再经扩径、衬以塑料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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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支撑物构成各种电缆馈线附件的部件（如图 5 所示）。现场安装时，将这些预扩张件套在

经过处理后的馈线接头处，抽出内部支撑的塑料螺旋条（支撑物），由于冷缩套管本身具有

回缩到原来尺寸的趋势，即可以提供永久的径向压力，从而形成一个可靠的防水密封体。

因为它是在常温下靠弹性回缩力，而不是像热收缩电缆附件要用火加热收缩，故称之为冷

缩套管。冷缩套管具有体积小、操作方便、迅速、无需专用工具、适用范围宽等优点，安

装省时，而且系统维护时，又能很方便的拆除。这种方式近些年在实际工程有所使用。 

 

 

图 5 冷缩套管结构及产品 

2.冷缩套管产品性能 

（1）安装简易，仅需手工操作，无需加热或使用专用工具，接头处不需热熔胶或胶带

加强密封。 

（2）回弹性强韧、径向回缩力大，永久变形小，即使长期使用对电缆仍保持恒久的径

向压力，密封紧密，防潮、防水、防尘性能优异。 

（3）具有优异的回弹性和“弹性记忆”，可与密封件“同呼吸”，能起到优异的密封效

果，在风吹动摇摆的动态环境下仍能保持非常好的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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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耐盐雾腐蚀、耐酸碱、耐臭氧老化、耐天候老化、耐紫外线老化性能优异。 

（5）机械强度高，柔软性好，具有优异的耐刺扎、耐磨损、耐屈挠、耐疲劳的物理机

械性能。 

（6）对馈线接头有良好的相容性、足够的抱紧力。 

（7）拆除方便，不可重复使用。 

五、馈线保护贴 

1. 概述 

馈线保护贴是最近出现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技术领先、安装快捷、应用广泛、自适应

能力强、防水可靠和耐候持久的防水防潮产品。馈线保护贴可以为户外基站接头、同轴电

缆接头、接地、GPS 机箱防潮等等提供可靠的防水防潮保护。它适用于无线通讯基站和其

他裸露的同轴电缆连接处。其操作简易，只需包裹于需要密封处并捏紧，保护贴通过空气

中的湿气固化，从而形成一个可靠的防水密封体，无需加热，无须特殊工具，安装省时，

而且系统维护时，又能很方便地去除该保护贴，重新安装时无需断开连接处，如图 6 所

示。 

 

图 6 馈线保护贴 

2. 馈线保护贴性能： 

（1）揭掉离型膜后，2 小时内可在室温下固化。将滤纸轻压在保护贴上，然后将其翻

转（滤纸向下），滤纸能自由落下而滤纸纤维不被粘在保护贴上。 

（2）拉伸强度好、延展率高。一般情况下，保护贴断裂拉伸强度大于 0.7MPa， 延展

率大于 150%。 

（3）馈线保护贴按操作程序把接头包裹好后，能满足 IPX8 防水要求。 

（4）耐候性强，在低温-40℃至高温 80℃范围内能对接头起到正常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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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耐酸碱、耐盐雾腐蚀性能优越。多次试验证明，保护贴按规定的操作程序封装完

毕后，浸入 5%HCl,5%NaOH 和 5%NaCl 溶液中浸泡 24 小时后，保护接头的区域不会发生

漏水现象。 

六、天馈线接头几种保护方式比较 

上述天馈线接头几种常见的保护方式各有优点，几种保护方式的比较见表 2。 

表 2 馈线接头保护方式比较 

保护方式 馈线接头保护盒 冷缩套管 
馈线保护

贴 
热缩套管 胶带胶泥 

耐室外环

境性能 
好 较好 好 好 差 

尺寸适应

性 
一般 较好 好 较好 较好 

成本 高 较高 低 低 中 

密封性能 优异的防水性能 

本体提供恒久

的径向压力，

防水性能优异 

优异的防水

性能 

热缩后热熔

胶黏度强，

密封性能优

越 

防水密封性

能良好，但

受气候影响

较大 

安装情况 

简单、无需专用工

具，相对保护贴更

快捷 

无需动火、安

装最快捷、不

受海拔气候影

响 

无需专用工

具、无需加

热、安装省

时 

需要加热工

具，塔上操

作尤其困难 

较困难，缠

裹比较复杂 

重复开启 

可重复开启、无需

工具、开启后还可

使用 

不可重复开

启，开启时需

要用刀片 

不可重复开

启，开启时

需要用刀片 

不可重复开

启，开启时

需要工具 

不可重复开

启，开启时

需要用刀片 

安装所需

空间 

所需空间大、需要

留有保护盒开启

的空间 

小 

大、需要预

留人手包覆

的空间 

小 

较大、需要

预留人工缠

绕的空间 

安装后外

形美观性 
好 一般 较差 一般 较差 

七、结束语 

随着移动 4G、未来 5G 网络的建设，相邻两根馈线或跳线之间的间隔越来越小，如果

采用胶带胶泥绕包或热缩套管方式，不仅施工难度大、速度慢，而且施工质量难以得到保

证，后期维护费用也大大的增加。因此，目前采用馈线保护盒和冷缩套管为主要方式对馈

线接头进行保护。而馈线保护盒和冷缩套管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采购时一定要重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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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也期待有一种操作方便而且又能对接头提供可靠保护的产品，这样对加速 4G、

5G 网络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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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机房节能量评估技术简介 

中国泰尔实验室  陈龙泉 

背景 

随着我国通信产业的发展和通信网络的不断扩大，整个通信行业的耗电量也与日俱

增，其中构成通信网络主体的基站/机房的耗电量更是高达 75%以上，因此解决好基站/机房

的节能降耗问题已经成为践行绿色建网新型理念的必然选择。目前在满足业务发展的前提

下，通过合理的组网技术、配套建设、设备改进等多种方式均能有效实现基站/机房的节能

降耗目标，但针对节能技术方案的实施效果缺少可靠、准确的判决依据，尤其是对于实行

节能改造后基站/机房的应用场景、业务负荷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简单的同期能耗数据比

对已经难以体现出节能项目的实施效果。因此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节能量测量与评估方

法，提供可靠、准确的节能量数据，无论是从节能项目合作方的纠纷解决、协商共赢而

言，还是从运营企业测评、发掘节能潜力出发，均是必然的解决途径。 

节能量定义 

根据 IPMVP（国际节能效果测量和认证规程），如图 1 所示，t0 到 t1 称为基期，作为

节能量对比的基准期间，t1到 t2称为统计报告期，是节能量评估的对象期间，二者时间上可

以不连续。一般我们把虚线部分称为无项目基准能耗，指的是如果没有实施节能项目（无项

目）所需能耗。无项目基准能耗一般不可直接测得，因为项目实施后很难准确“复原”成无项

目状态，主要通过评估获取其数值。而绿色实线部分称为有项目实际能耗，指的是进行节

能改造后的基站实际能耗，可以进行实际测量或评估得到。蓝色实线部分为上一年度的实

际能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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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节能量计算模型 

蓝色虚线与绿色实线之间的差值就是节能量，因此得到节能量的基本计算公式： 

实际节能量 = 无项目基准能耗（Eb）– 有项目实际能耗（Ea） 

节能量评估流程 

由式（1）可知，能耗的测量与评估是基站/机房节能量评估的基础，节能量评估的核心

在于无项目基准能耗的评估，若有项目实际能耗直接测量获取，则可得到节能量的数值，

适用于单个的基站/机房；若有项目实际能耗也通过评估方式获取，则将节能量评估视作完

全的评估过程，适用于大规模的基站/机房集群。下面我们以单个基站为例展开节能量评估

流程的说明： 

1）基站/机房的能耗测量需分项计量 

分项计量是将基站/机房内的各用能设备的能耗进行进一步细分：交换设备、传输设

备、空调设备、新风系统等，通过分项统计将各部分能耗横向比对，可以直观的发现能耗

的来源，组成，便于理清各部分能耗关系，建立合理、可行的能耗数学模型。 

2）针对单个基站/机房构建多参量采集系统 

多参量采集系统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监测和记录内部各用电设备的耗电量，

实现电能的分项和实时计量；另一部分汇聚基站/机房内部、外部的建筑、材料、地理、气

候、业务负荷等多方面可能对节能量评估造成影响的调整参量。多参量采集系统是节能量

评估的 

3）针对单个基站/机房建立可靠的能耗评估模型 

在多参量采集系统获取的基期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分项能耗与调整参量的能耗评估

数学模型，并不断调整和修正模型，验证评估误差，直到满足期望精度。该数学模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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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计算机的多参量函数或者多维矩阵实现。 

4）导入统计报告期调整参量，获取基准能耗 

根据修正完成的评估精度满足需要的数学模型，导入多参量采集系统获取的统计报告

期的调整参量，可以获取该期间的基准能耗。 

5）根据实际测量的统计报告期能耗，获得节能量。 

基站能耗数
据采集系统

基站节能量
评估软件

机房内各类设备的电
压/电流/能耗数据

标杆站点

完整、准确
的站点信息

机房围护结构、周边
环境的温度信息等

站点能耗
统计报表

验证基站能
耗评估模型

调整基站能
耗评估模型

实测结果

评估结果

相对误差

评估

实测

是

否

≤期望精度

 

图 2 基站能耗评估模型的建立与验证过程 

而对于大规模的基站/机房集群，不再需要各个安装多参量采集系统，仅需满足能耗评

估模型所要求的完整的站点信息。而且完全的能耗评估的精度取决于输入模型参数的全面

与否，详尽而准确的站点信息是评估结果可靠性的基础；否则，评估结果的可靠性难以保

证。 

节能量评估的周期 

对于综合性的节能项目，评估周期应不低于一年，以保证各项节能项目的正常稳定运

行；而对于见效快、规模小、影响因素集中的节能项目，可以考虑将评估周期压缩至一个

月直到一季。 

小结 

目前泰尔系统实验室已成功完成了多项对于国内各地的移动通信基站、交换机房的节

能量评估项目，已验证的评估精度控制在 6%以内，目前针对基站机房的节能量评估还编写

了行业标准《基于仿真的基站机房节能量评估方法》作为参与通信行业节能量评估工作的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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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连接器端面干涉测量原理 

西安通和电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信息产业无线通信产品监督检验中心  曹洁 

摘要：光纤连接器的端面几何参数，直接影响到光纤连接及光信号的传输效率，因此端面几

何参数的测量非常必要。光纤连接器端面的测量方法多种多样，优缺点、复杂度各不相同，

本文重点介绍了光纤连接器端面的干涉测量方法，分析了干涉测量的原理，推导了曲率半径

和顶点偏移两个重要参数的计算过程。 

关键词：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干涉法 

1 引言 

光纤连接器是光纤通信系统中最基本的光无源器件，主要用于实现系统中设备间、设

备与仪表间、设备与光纤之间以及光纤与光纤间的非永久性固定连接[1]。光纤的活动连接

都通过连接器实现，为保证光纤连接及光信号的传输效率，必须严格控制光纤连接器的端

面几何参数。 

目前，有多种方法可以测量端面几何尺寸，按照工作原理分成以下 5 类。机械探针式

测量方法，它是开发较早、研究最充分的一种表面轮廓的测量方法, 但易损伤被测表面，

不适合探测光学表面；光学探针式测量方法[2]，这种方法在原理上类似于机械探针式测量

方法，只不过探针是被聚集的光束, 但需要一套高精度的调焦系统，成本较高；干涉测量

方法[3]，利用光波干涉原理测量微细结构表面的轮廓，横向分辨率取决于显微镜数值孔

径，纵向分辨率取决于干涉测量方法，一般可达 nm或 0.1nm量级；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测量方法 [4]，利用聚焦得非常细的电子束作为电子探针来进行测量；扫描探针显微镜

（SPM）测量方法[5]，通过探测样品与探针之间存在的各种相互作用所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特

性来实现测量。但 SEM 和 SPM 对仪器要求很高，成本昂贵[6]。 

本文将主要介绍干涉法的原理，重点推导了光纤连接器端面的曲率半径和顶点偏移这

两个几何参数的计算。 

2 光干涉原理 

干涉测量是基于光波叠加原理，在干涉场中产生增强或相消的干涉条纹（如图 1），通

过分析条纹图案获取被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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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干涉条纹 

当两束光满足频率相同、振动方向相同以及初相位差恒定的条件时，两束光会发生干

涉现象。在干涉场中任一点的合成光强为： 

             （2.1） 

式中，δ 为两束光到达某点的光程差，I1、I2 分别为两束光的光强，λ 为光波长。 

由此可见，干涉条纹是光程差相同点的轨迹，明暗条纹之间的高度差异为半波长。通

过分析处理干涉条纹，可以获取被测物表面的相关信息。 

3 干涉图分析法 

光纤连接器的端面一般研磨成球形,目前多数仪表使用干涉法来测试光纤端面几何尺

寸，测量原理如图 2 所示。当用单色光测量表面时，其光的干涉图样是一组明暗相间的同

心圆环，如图 3 所示。光纤连接器的端面几何参数主要有端面曲率半径和顶点偏移，通过

对干涉图样的分析，可以得到这两个参数值，以下分别推导这两个参数的计算过程。 

       

图 2 干涉测量原理图                     图 3 牛顿环       

3.1 端面曲率半径计算 

设圆环中心条纹级次为 o，第 m、n 级对应的牛顿环的半径分别为 rm、rn，连接器的顶

点曲率为 R，光波长为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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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曲率半径 

则由牛顿环与光程差的关系得到： 

第 m 级牛顿环相对于牛顿环中心的高度为  ； 

第 n 级牛顿环相对于牛顿环中心的高度为  。 

由图 3 的几何关系有： 

               （3.1） 

                （3.2） 

由公式（3.1）和（3.2）展开可得： 

 

简化后得到： 

        （3.3） 

由于（3.3）式的后两项值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曲率半径 R 为： 

                       （3.4） 

3.2 端面顶点偏移计算 

顶点偏移量指从光纤线芯中心到顶点的距离。 

设第 j 条条纹上的点坐标为（xji，yji），一共有 N 个点，则条纹中心的坐标为：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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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环的中心取均值就逼近于实际的条纹中心，则 M 条条纹中心坐标（ ）为： 

 ，           （3.6） 

设纤芯所在区域的点坐标为（xi，yi），一共 L 个点，则纤芯中心坐标（xo，yo）为： 

 ，          （3.7） 

最后，顶点偏移量 d 可以表示为： 

            （3.8）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光干涉原理、干涉图分析法两测量参数的介绍，说明干涉测量方法能够兼

顾成本与精度的双重要求，在检测光纤连接器端面应用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有效性。在实

际测试中，通常使用基于干涉测量原理的干涉仪进行光纤连接器端面几何尺寸的测量。随

着光纤通信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和新算法的应用，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技术也在不断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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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 UPS 电源系统设计浅析 

雷乐士（上海）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张成 

 

摘要：本文通过不同系统架构可用性及经济性的分析，对科学地选择功率模块的容量和数量

进行了探讨，以期构建经济高效的模块化 UPS 电源系统。 

关键词：模块化 UPS、可用性、冗余、故障率、模块数量 

Abstract：By analyzing availability and economy with various system architectures,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find a scientific way to choose proper capacity and quantity of power module, so to build 

a cost-effective modular UPS power system.  

Keywords: modular UPS, availability, redundance, failure rate, number of power module 

一、引言： 

模块化 UPS 系统由功率模块、旁路模块、显示模块、机柜等组件构成。这其中功率模

块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在系统容量确定的情况下，模块化 UPS 系统可由不同容量和数量

的功率模块构成。可以说功率模块的容量或数量的确定是影响系统架构的主要因素 

二、模块数量对系统可用性的影响 

1.系统分析模型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只考虑功率模块数量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故采用如下图所示的

系统模型。系统模型中虽然忽略了控制系统、蓄电池系统、旁路系统等因素，但对系统的

定性分析没有影响。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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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模型 

2.可用性计算 

根据概率统计学相关理论，系统模型的可用性表达式如下： 

（公式一） 

其中： 

A 为系统可用性；A0 为单模块可用性；n 为系统模块总数量；K 为必需模块数量；n-k 

为冗余模块数量。 

依据以上公式，分别计算一个模块化电源系统在各种配置情况下的可用性，假设单个

模块的可用性为 A0 = 0.99。其计算结果分别如下表所示： 

表 1 系统无冗余模块时的可用性 

系统可用性 A 单模块可用性 A0 基本模块数量 K 冗余模块数量 X 

0.99 0.99 1 0 

0.9801 0.99 2 0 

0.970299 0.99 3 0 

0.96059601 0.99 4 0 

0.95099005 0.99 5 0 

0.941480149 0.99 6 0 

0.932065348 0.99 7 0 

0.922744694 0.99 8 0 

0.913517247 0.9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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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382075 0.99 10 0 

0.895338254 0.99 11 0 

0.817906938 0.99 20 0 

0.739700373 0.99 30 0 

0.668971759 0.99 40 0 

表 2 系统冗余 1 个模块时的可用性 

系统可用性 A 单模块可用性 A0 基本模块数量 K 冗余模块数量 X 

0.9999 0.99 1 1 

0.999801 0.99 2 1 

0.99970299 0.99 3 1 

0.99960596 0.99 4 1 

0.9995099 0.99 5 1 

0.999414801 0.99 6 1 

0.999320653 0.99 7 1 

0.999227447 0.99 8 1 

0.999135172 0.99 9 1 

0.999043821 0.99 10 1 

0.998953383 0.99 11 1 

0.998179069 0.99 20 1 

0.997397004 0.99 30 1 

0.996689718 0.99 40 1 

表 3 系统冗余 2 个模块时的可用性 

系统可用性 A 单模块可用性 A0 基本模块数量 K 冗余模块数量 X 

0.999999 0.99 1 2 

0.99999801 0.99 2 2 

0.99999703 0.99 3 2 

0.99999606 0.99 4 2 

0.999995099 0.99 5 2 

0.999994148 0.99 6 2 

0.999993207 0.99 7 2 

0.999992274 0.99 8 2 

0.999991352 0.99 9 2 

0.999990438 0.99 10 2 

0.999989534 0.99 11 2 

0.999981791 0.99 20 2 

0.99997397 0.99 30 2 

0.999966897 0.99 40 2 

表 4 系统冗余 3 个模块时的可用性 

系统可用性 A 单模块可用性 A0 基本模块数量 K 冗余模块数量 X 

0.99999999 0.99 1 3 

0.99999998 0.99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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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999997 0.99 3 3 

0.999999961 0.99 4 3 

0.999999951 0.99 5 3 

0.999999941 0.99 6 3 

0.999999932 0.99 7 3 

0.999999923 0.99 8 3 

0.999999914 0.99 9 3 

0.999999904 0.99 10 3 

0.999999895 0.99 11 3 

0.999999818 0.99 20 3 

0.99999974 0.99 30 3 

0.999999669 0.99 40 3 

3. 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模块化 UPS 系统必须保持至少有一个冗余功率模块（X ≥ 1），否则系统的可用性

将随模块数量增多而大幅下降。如表一所示。 

2、冗余模块的数量 X 对系统的可靠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每增加一个冗余模块，可靠

性呈现数量级增加。如表二、表三、表四所示。 

3、 在冗余模块数量一定的情况下，组成系统的模块数量越多，可用性越低。 

4、从系统可用性考虑，希望系统冗余模块数量 X 越大越好。 

三、模块数量对系统经济性的影响 

模块数量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对系统的经济型产生影响 

1.初期的采购费用 

在同一系统容量下，组成系统的模块数量越多，成本越高。如20个10kVA模块成本要

高于 10 个 20kVA 模块成本。 

2.系统后期运维成本 

模块的数量越多，后期的运维成本越高。这可以由系统故障率反映出来。 

系统故障率的计算如下式所示： 

λ= (K+X) λ0    （公式二） 

式中 λ0–单模块故障率；K–基本功率模块数量；X–冗余功率模块数量 

表 5 系统故障率、单模块故障率与模块数量的关系表 

系统故障率 λ 单模块故障率 λ0 模块数量（K+X） 

0.01 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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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0.01 2 

0.03 0.01 3 

0.04 0.01 4 

0.05 0.01 5 

0.06 0.01 6 

0.07 0.01 7 

0.08 0.01 8 

0.09 0.01 9 

0.1 0.01 10 

0.11 0.01 11 

0.2 0.01 20 

0.3 0.01 30 

0.4 0.01 40 

可见随着模块数量的增加，系统的故障率也成倍上升。而系统故障率直接涉及的是系

统的后期运维费用。这里包括了用户的运维人员的工作量、模块的维修费用等。 

因此，从系统经济性考虑，希望系统的模块数量（X+K）越小越好。 

四、 电源系统容量和冗余模块容量的确定 

依据“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不间断电源系统基本容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E ≥ 1.2P    （公式三） 

式中 E-不间断电源系统的基本容量；P-电子信息设备的计算负荷 

据此，模块化 UPS 系统电源系统的基本容量可以表达为： 

E=（K+X）P0（公式四） 

式中 Po-功率模块容量；K-基本功率模块数；X-冗余功率模块数量 

由公式三和公式四可知： 

系统冗余功率为 E-P = E –( 1/1.2)E ≈ 17%E ≈ XPo 

功率模块的容量、数量和系统容量的关系为： 

P0 ≈ 17%E/X （公式五） 

可见虽然冗余数量 X 越大，系统可用性越高；但功率模块容量 P0越小，系统总模块数

量 K+X 越大，系统经济性越差。为兼顾系统的可用性和经济性，必须在一定的可用性指导

下下，合理选择模块数量。 

表 6 冗余模块数量、功率模块容量与可用性、经济性的关系 

X（冗余模块数量） P0（功率模块容量） 可用性 经济性 

1 17%E 
系统可用性高于单机，低于

1+1 冗余并机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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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5%E 
系统可用性高于 1+1 冗余并

机 
良 

3 5.7%E 超高的可用性 差 

由上表所示，X=2 时，即系统具有 2 个冗余模块时，模块化 UPS 系统即可获得有较好

的综合性能。X>=3 时，可获得不具实际意义的超高的可用性，而且系统的复杂性增加，经

济型性将明显变差。所以，合理的功率模块的容量范围应该是： 

8.5%E< P0<17%E（公式六） 

式中 E-不间断电源系统的基本容量；P0-功率模块容量 

实际应用中，由于运行负荷往往低于计算负荷，系统实际冗余量远大于 17%E。即便按

照 X=1 设计，系统实际运行时，冗余模块的数量也可能等于或大于 2，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可

用性。因此，在确定模块容量时，可以适当向偏大方向进行修正。 

五、结语 

在构建模块化 UPS 电源系统时，功率模块容量的确定至关重要。模块的容量和数量决

定了模块化 UPS 系统的可用性和经济性。模块容量越小（数量越多），越容易获得系统高可

用性；但同时系统故障率越高、经济性越差。功率模块的容量应在 8.5%E<Po<17%E 范围内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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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资讯】 

八字槽漏泄同轴电缆的设计及其性能研究 

珠海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寿皓 张莉 

摘要：根据漏泄同轴电缆设计指标的要求，设计出一款用于铁路通信用三八字槽漏缆，并讨

论了槽孔角度 θ 和槽孔长度 L 对漏缆电气性能的影响。经测试，该漏缆的耦合损耗可达

61.7dB，符合 TB/T 3201 中 WDZ-SLYWY-75-32（46）型漏缆的要求。 

关键词：八字槽；漏泄同轴电缆；耦合损耗；传输衰减 

The Design and Property Research of Leaky Coaxial Cable with 

eight-shaped slots 

Zhuhai Hansen Technology Co., Ltd, Shou Hao, Li Zhang 

Abstract: A kind of leaky coaxial cable with eight-shaped slots was designed, which 

was applied to railway communication. The effects of the angle and the length of 

eight-shaped slots on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After 

testing, the coupling loss of this leaky coaxial cable achieved to 61.7dB, which met to 

the requirement of TB/T 3201. 

Keywords: Eight-shaped slots  Leaky coaxial cable  Coupling loss  Attenuation 

1. 引言 

漏泄同轴电缆（Leaky Coaxial Cable）简称漏缆，是利用外导体上的周期性槽孔向外辐

射或耦合电磁能量而与外部环境进行无线通讯的一种同轴电缆，它实现了信号传输和接收天

线的双重功能，弥补了单纯采用天线通信方式所存在的通信盲区问题，能够满足铁路、公路

隧道、地铁、矿井、地下停车场等闭域或半闭域场所的通信需求[1]。 

使用频带、耦合损耗和传输衰减是漏缆设计的重要指标，决定了漏缆的使用性能。其中，

耦合损耗是漏缆区别于其他射频同轴电缆的唯一参数，它决定了电波的覆盖范围，是漏泄同

轴电缆设计的重要参数。基于漏缆相关理论，本文设计了一款铁路通信用 1-1/4″三八字槽漏

缆，经测试，该漏缆的耦合损耗可达 61.7dB，符合 TB/T 3201 中 WDZ-SLYWY-75-32（46）

型漏缆的要求。此外，文中还讨论了不同开槽角度 θ 和槽孔长度 L 对漏缆电气性能的影响。 

2. 八字槽漏缆的使用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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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八字槽漏缆的使用频带 

    基于电磁场理论，外导体上周期性槽孔所产生的电场可分为垂直极化 Eφ和水平极化 Ez

两部分，如图 1 所示。对于外导体上开有八字槽的漏缆，接收天线主要接受其辐射的轴向极

化波，所以在分析时只需考虑电场的周向分量 Eφ
[2]。八字槽漏缆的高次谐波分量具有一个显

著的特点，就是 Eφ的偶次模式全部为零，因此不存在偶数次高次谐波，仅有-3，-5，-7…等

奇数次高次谐波。 

 

图 1. 八字型槽孔的辐射场 

图 2 为八字槽的空间谐波模式图，当 f ＜f1 时，电磁波仅以表面波的形式存在。当 f ＞

f1 时，-1 次模开始辐射，此时的频率范围可用式（1）表示： 

 

 

其中 c 为真空中的光速（m/s）；εr 为绝缘介质等效介电常数；P 为槽孔的周期长度（m）。 

 

图 2. 八字槽漏缆的空间谐波模式图 

随着频率的增加，-3、-5、-7……高次模辐射开始出现。众所周知，表面波的场强容易

受到电缆周围环境的限制，具有抗干扰能力差，空间传输距离短等缺点；而多模辐射区域的

相互干扰又非常强烈，使得电磁场在此区域会出现较大波动，因此表面波和多模辐射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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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信号的有效传输，只有-1 次单模辐射区域才是八字槽漏缆的最佳使用频带，即 f1
~ 3f1

区域。 

2.2 八字槽漏缆的频带扩展 

为了扩展漏缆的带宽，从而获得更小的耦合损耗，必须要抑制掉-1 次模辐射区域内的

部分或全部高次模空间谐波，目前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在漏缆外导体上开一系列大小、形状

与原槽孔一样的新槽孔来抑制高次谐波[3]。对于八字型槽孔，如果要抑制掉-3 次高次模，则

需要在原槽孔旁 P/6 处再开一系列新槽孔，从而使单模频带宽度扩展为 f1-5f1。同理，在槽

孔旁 P/8 和 P/4 处开设新槽孔，就能抑制掉-5 次高次模，使用频带扩展到 f1-7f1。以此类推，

八字槽漏缆的使用频带得到了扩展。 

3. 耦合损耗 

耦合损耗是表征漏缆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耦合强度的特性参数，是漏缆设计的关键指标

之一，其定义为[4]： 

 

式中，Le为耦合损耗；Pr为距离漏缆 1.5m（或 2m）远的标准半波长偶极子天线所接收

到的功率；Pt为与天线正对处漏缆的传输功率。 

4. 传输衰减 

传输衰减是用来考察漏缆内部所传输的电磁能量损失程度的重要参数，主要包括导体衰

减 ac、介质衰减 ad和辐射衰减 ar，可用式（3）表示： 

a =ac+ad+ar              （3） 

其中，导体衰减 ac 主要取决于导体的阻抗和尺寸，选用具有较高电导率的铜管作为电

缆的内外导体，可有效地降低导体衰减。漏缆的介质衰减与介质的损耗角正切 tgδ 成正比，

为了得到较小的 tgδ，可采用物理发泡聚乙烯作为电缆的绝缘介质。 

5. 三八字槽漏缆结构设计 

5.1 设计参数 

基于相关理论计算和设计经验，开发出一款铁路通信用 WDZ-SLYWY-75-32（46）型漏

缆，特性阻抗为 75Ω，传输频率为 450MHz，内导体采用标称直径为 7.8 mm 的光滑铜管，

绝缘介质采用物理发泡聚乙烯，发泡度为 78%，绝缘标称外径为 32 mm。外导体是将开有

周期性三八字槽的铜带经轧纹后纵包而成，图 3 为三八字槽孔示意图，其中开槽节距 P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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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mm，槽孔长度 L 为 100 mm，槽孔宽度 w 为 80 mm，槽孔角度 θ 为 18°。 

 

图 3. 三八字槽孔示意图 

5.2 电气性能 

按照上述设计参数生产出漏缆样品，截取 50 m，按照 TB/T 3201-2008 中规定的方法进

行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1. 三八字槽漏缆测试结果 

电气性能 实测值 标准值 

特性阻抗 Ω 74.5 75±3 

传输衰减 dB/100mm 2.3 3.6 

耦合损耗（95%） dB 61.7 67.0 

驻波比 1.15 1.30 

从漏缆耦合损耗测试曲线（图 4）可以看出，该三八字槽漏缆的耦合损耗(95%)值达到

61.7 dB，符合 TB/T 3201 中 WDZ-SLYWY-75-32（46）型漏缆的要求。  

 

图 4. 三八字槽漏缆耦合损耗测试曲线 

5.3 槽孔角度的影响 

漏缆的耦合损耗和传输衰减对槽孔角度是比较敏感的，在其他设计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图 5 描述了 95%耦合损耗和传输衰减与槽孔角度 θ 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耦合损耗随着

槽孔角度的增大而变小，传输衰减则随着槽孔角度的增大而增大。在漏缆设计工作中，可以

通过调节槽孔角度来寻求耦合损耗和传输衰减的最佳组合，以满足实际工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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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槽孔角度对漏缆电气性能的影响 

5.4 槽孔长度的影响 

 

图 6. 槽孔长度对漏缆耦合损耗的影响 

我们考察了不同槽孔长度对漏缆耦合损耗的影响，在其他设计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图 6

描述了 95%耦合损耗与槽孔长度 L 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耦合损耗随着槽孔长度的增大

而变小，这是因为随着槽孔长度的增大，被槽孔截断的电流大幅增多，从而导致向外部空间

辐射的电磁能量增多。 

6.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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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八字槽漏缆空间谐波辐射特点，设计出一款三八字槽辐射型漏缆，该漏缆用于

450MHz 铁路无线列调系统时，其耦合损耗可达到 61.7dB，符合 TB/T 3201 中

WDZ-SLYWY-75-32（46）型漏缆的要求。通过改变槽孔角度和槽孔长度，可设计出一系列

满足铁路通信需求的漏泄同轴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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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变频器的铜包稀土铝镁合金软电缆的研制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陈夏裕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变频器的铜包稀土铝镁合金软电缆，阐述了铜包稀土铝镁合金的

导电性能、机械性能、耐腐蚀性能等特性。根据该电缆的使用场合，对电缆的整体结构、导

体结构、屏蔽结构进行了设计，选择材料及工艺试制后得到了该电缆，该电缆具有成本低、

重量轻、弯曲半径小、耐腐蚀性好、屏蔽效果好等特点。 

关键词：铝镁合金；结构设计；变频器；生产工艺 

Development of a copper clad rare-earth aluminum-magnesium alloy 

flexible cable applied to inverter 

Abstract: A copper clad rare-earth aluminum-magnesium alloy flexible cable applied to inverter 

wa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Its conductivity,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were 

elaborated. According to its application occassion, the whole structure, conductor structure and 

shielding structure of the cable were designed. The cable was obtained by choosing material and 

trial manufacture to it, which had the advantages of low cost, light weight, small bending radius, 

good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good shielding effect. 

Key words: copper clad magnesium-aluminum alloy; structure design; transducers; prod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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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 1968 年开始，美国南方电缆公司就开始研制生产合金电力电缆，目前在美国

90%以上的市政民用及工、商业建筑都是采用合金电力电缆，合金电力电缆得到美国

建筑设计师和电气设计师在安全性能和便捷敷设等方面的一致肯定和推荐。  

我国电工行业从 1957 年至 1973 年，铝芯电缆占导体总用量的 60%以上，进入 90 年代

中期，铜芯电缆的推广大有垄断市场之势，而今，铝导体的用量一再下滑，值得深思的是，

我国由于铜矿资源储量不足，已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铜产品进口国[1-2]，造成建筑电气成本

居高不下。但是，目前我国已探明铝矾土储藏量为 37 亿吨，在这样的矿产资源优势下，为

什么不开发现有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质量、高科技含量的铝材被开发出来，加之

全球贫铜富铝的资源现状，铜价目前已是铝价的 3 倍以上，为缓解资源问题并结合市场需求，

我们研制了一种铜包铝镁合金芯电缆。 

铜包稀土铝镁合金线 CCAM-15A 采用包覆焊接拉拔成型工艺，使铜层与稀土铝镁合金

实现完美的冶金结合。铜包稀土铝镁合金线 CCAM-15A 的导电性能、力学性能与铜丝不相

上下，信号传输性能、屏蔽效果优于铜丝。因此，研制一种铜包稀土铝镁合金电缆这对我国

工业建筑等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1 铜包稀土铝镁合金的优点 

（1）导电性能：由于导体的电导率与导体截面积成反比，在相同载流量下，铜包稀土

铝镁合金电缆重量仅为铜电缆的 69%。如果按铜的电导率是 100%计算，铜包稀土铝镁合金

CCAM-15A 的电导率约为 59.60%，铜包稀土铝镁合金 CCAM-15A 的比重为 3.75g/cm3，铜

的比重为 8.9 g/cm3，则（8.9/3.75）×（0.596/1）=1.43，即 1.43kg 铜的电阻与 1kg 铜包稀土

铝镁合金 CCAM-15A 的电阻相当，因此铜包稀土铝镁合金电缆的截面积是铜电缆的 1.65 倍

时，其电气性能相同；又由于合金电缆采用特殊的紧压工艺,经过逐层紧压后，导体的填充

系数达到 95%以上，而铜电缆经过一次紧压成型，填充系数一般仅能达到 80%，所以其外

径仅比铜电缆大 1~3mm，由此可知，铜包稀土铝镁合金电缆在略增大外径的前提下电导率

已经完全达到铜电缆的导电能力。 

（2）机械性能：采用特殊的合金配方与加工工艺，使得铜包稀土铝镁合金电缆的柔韧

性能比铜电缆高 25%，弯曲半径仅为 7 倍外径，反弹性能比铜电缆少 40%；特殊的合金配

方与热处理工艺大大减少了金属在受热和压力下的“蠕变”倾向，使其抗蠕变性能与压紧性能

提高了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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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良好的耐腐蚀性：铝比铜易腐蚀，但由于铜包稀土铝镁合金材料已经完全冶金化，

稀土铝镁合金完全被铜包覆，不会与水、空气接触，完全达到与铜一样的性能。铜包稀土铝

镁合金导体还可以避免电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腐蚀、碰伤或因紧压、锡焊接不好使导体

与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发热引起铜层脱落和铜铝两种金属之间形成电势差，加速电化腐蚀，

造成电缆端部烧毁的隐患。对于铝导体，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大气中盐雾所含有的氯离子会

凝聚在铝的表面，易在铝导体表面有杂质和缺陷的周围引起局部腐蚀，形成孔洞、裂纹和微

电池，加剧铝导体的腐蚀。 

（4）成本低、重量轻：铜包稀土铝镁合金 CCAM-15A 的比重仅为纯铜线的 42%，在

电性能相同的情况下截面积是铜电缆的 1.65 倍，在线径、重量相等的情况下，其长度是纯

铜线的 2.37 倍。按照铜价 5 万元/吨、铜包稀土铝镁合金 4.8 万元/吨计算，在电性能相同时，

铜包稀土铝镁合金导体的价格与纯铜导体的价格比值为：（1.65*3.75*48000）/（1*8.89*50000）

=0.67，即铜包稀土铝镁合金导体的成本仅为纯铜导体的 67%。与相同技术指标的铜芯电缆

相比，铜包稀土铝镁合金导体电缆可节约成本 33%以上。 

2 产品设计 

2.1 使用场合 

随着频率控制传动技术的发展，对频率变速传动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采用快

速切换的 IG BT 半导体现代变频技术，尽管脉冲频率高或更断时间仅毫秒之内，但它们会

对周围环境产生阳性磁场。为保持变频器正常工作，不受电磁场干扰，因此连接变频器与三

相交流电机之间的电缆就要求具有抗干扰性能、较低的有效电容及较低的传输阻抗。 

2.1 电缆结构设计 

在完整的三相系统中，当三相电流平衡时，其接地线芯的电流为零，当高次谐波产生时，

经过多次反射便会出现波峰或波谷叠加的情况，电缆越长这种现象越明显。对于 3+1 型电

缆，高次谐波产生的电流分量为接地分量的数倍，最终使得接地线芯在高频脉冲下很快被击

穿。电缆采用“3+3”结构，即将传统的一根接地线分成三根，主线芯和接地线芯构成隔离式

对称分布，将电位不平衡的因素给予整合，保证电场相位的一致性，电场再次均衡，且电缆

结构稳定、可靠[3]。图 1 为本文推荐的铜包稀土铝镁合金变频软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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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铜包稀土铝镁合金变频软电缆示意图 

1-主导体  2-绝缘  3-接地导体  4-成缆包带  5-内护套  6-铜丝疏绕  7-铜带屏蔽  

8-外护套 

2.2 导体结构设计 

由于变频器电缆多敷设在室内，空间较小，这就要求电缆在性能不变的前提下重量、弯

曲半径尽可能的小，电缆柔软，外观圆整。 

铜包稀土铝镁合金导体在截面积是铜导体的 1.65 倍时，其电气性能和铜相同，重量约

为铜导体的 30%，外径仅比铜导体偏大 1~3mm，因此，该电缆的导体选用铜包稀土铝镁合

金导体。为保证电缆较好的柔软性，采用符合 GB/T3956 规定的第五类导体结构，其绞合方

式为正规同心式股线绞合，此种绞合方式中，每一根单丝的位置均轮流在绞线上部的伸长区

和绞线下部的压缩区，当绞线弯曲时，导体不会发生变形。 

2.3 屏蔽结构设计 

由于屏蔽层引进了新的分布电容，改变了原来的分布电容结构，可以有效减弱受感物的

干扰感应电压；同时，导电的磁屏蔽层处在交变电磁场中将产生感应电流，导致电磁场在该

导电媒质中按照指数规律衰减。因此，电磁屏蔽能有效抑制空间的电磁干扰，变频器输入、

输出电缆的屏蔽结构非常重要。 

传统制造者习惯采用铜丝编织屏蔽，此种方法存在材料消耗大、生产效率低、屏蔽效果

不理想等缺点。铜丝疏绕加铜带绕包复合屏蔽是较为先进的结构，不但形成了全封闭的金属

层，还可达到有效的屏蔽效果，使屏蔽表面积覆盖率达 100%；同时铜丝疏绕以超过铜带截

面导通屏蔽带，使屏蔽阻抗减到最小。 

2.4 材料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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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电缆在使用过程中承受相当大的高频脉冲过电压、过电流，使得电缆绝缘容易老

化、击穿，且输出电缆线越长，电缆中过电压、过电流越严重，发热也越严重。因此，有效

的降低电线电缆的电容，才能够减少绝缘损耗和容性过电流。低电容要求电缆绝缘材料应选

用低介质常数和耐电晕强度较高的材料，以减少电容和共模过电压对电缆绝缘性能的影响。 

交联聚乙烯是利用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使聚乙烯分子由线性分子结构转变为主体网状

分子结构，即热塑性的聚乙烯转变为热固性的交联聚乙烯，从而大大提高它的耐热性和机械

性能，减少了它的收缩性，使其受热以后不再熔化，并保持了优良的电气性能，具有结构简

单、重量轻、耐热性好、负载能力强、不融化、耐化学腐蚀、机械强度高等优异特性。交联

聚乙烯绝缘电缆的长期允许温度可达 90℃，在 130℃以下可保持弹性状态，相对同等截面的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载流量可提高约 25%。 

3 生产工艺控制 

3.1 工艺流程 

根据设计的产品结构，生产工艺流程如下：拉丝→退火→束丝 →绞合→挤绝缘→成缆

→挤包内护套→铜丝疏绕+铜带绕包屏蔽屏蔽→挤包外护套→成品检验 

3.2 关键生产过程 

在电缆的制造过程当中，各工序均须按照规定工艺和要求进行生产，以确保产品质量。

其关键生产过程如下： 

（1）导体：导体采用绞合成型，绞合时采用的模具为钻石涂层纳米模，绞制后导体表

面应光洁、无油污，无损伤屏蔽及绝缘的毛刺、锐边，无凸起或断裂的单线。绞制时采用正

规同心式股线绞合，股线的节径比为 25~30，导体的节径比为 14~16。 

（2）绝缘:选用交联聚乙烯作为绝缘料，其绝缘厚度及最薄点应符合 GB/T 12706 的规

定。由于变频器电缆的特殊性，绝缘层的同心度应控制在 90%以上，挤出方式采用挤压式。 

（3）成缆：成缆时节径比控制在 25~30，绞向为右向。中心及边缘孔隙用聚丙烯网状

填充物填充密实、圆整，缆芯外重叠绕包一层聚酯带，重叠率控制在带宽的 10%~30%，成

缆后电缆的不圆度应小于 10%。 

（4）屏蔽工序：屏蔽时铜丝疏绕方向应与成缆方向相同，铜带采用重叠绕包的方式绕

包，重叠率控制在 15~20%；铜带屏蔽应无漏包、松包、起皱、毛边等现象。 

（5）护套：护套包括内护套和外护套，材料为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其厚度及最薄点

应符合 GB/T 12706 的规定。在生产外护套时，应进行工频火花试验，火花试验电压为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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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称厚度的 6 倍。 

4 结束语 

铜包稀土铝镁合金变频软电缆主要用于变频电源和变频电机之间连接用的电缆以及额

定电压 1kV 及以下的输配电线路中作输送电能用，尤其适用于造纸、冶金、金属加工、矿

山、铁路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具有成本低、重量轻、弯曲半径小、耐腐蚀性好、屏蔽效果好

等特点，产品经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中心检测，其性能指标符合或超过国内外相关产品的

规定，可满足变频器电缆的使用要求，对我国变频器电缆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凌志新,范云鹫.铝合金导体的推广应用与环保节能[J].建筑电气.2012(8):63-66. 

[2] 杜毅威.铝合金电缆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J].建筑电气.2010(5):42-45. 

[3]郭俭旭.硅橡胶绝缘硅橡胶护套变频器电力电缆的研制[J].电线电缆.2011(4):17-19. 

[4] 王春江.电线电缆手册（第一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梯级利用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符策健 

汽车动力电池循环到一定次数后，其容量自然地衰退，无法满足汽车续航里程要求，需

要从汽车上退役。但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仍然存在巨大的剩余价值，其容量和功率仍然可以满

足多种场景需求，如 UPS、通信基站、数据中心、低速电动车、储能电站等应用。因此开

展梯级利用，充分发挥动力电池的剩余价值，是非常有必要的。经过梯级利用后性能衰退到

很低的时候，无法满足任何场景时就要报废，提炼有经济价值的稀有金属资源，对有毒副作

用的化学物质进行无毒化处理，消除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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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汽车动力电池梯级利用过程 

比亚迪退役电池寿命预测 

第一，浮充寿命预测：梯级电池浮充应用场景，容量随时间衰减缓慢。已测试 14 个月

数据，月平均衰减率为 0.15%，可预测当电池剩余容量低于 80%时，可使用 20%÷0.15%≈133

个月，折合年份 11 年，满足通信行业标准《YDT2344.2-2015 磷酸铁锂电池组 第 2 部分 分

立式电池组》中规定的浮充寿命不少于 10 年的要求。 

第二，常温循环寿命预测：常温 25℃，按 0.5C3 充电/0.5C3放电，100%DOD；寿命终止

条件：剩余容量小于初始容量的 80%。已循环测试 360 次，容量衰减率为 4.6%，线性预测

循环寿命约 1565 次；满足通信行业标准《YDT2344.2-2015 磷酸铁锂电池组 第 2 部分 分立

式电池组》中规定的循环寿命不少于 850 次的要求。 

第三，梯级电池高温循环寿命预测：高温 60℃，按 0.5C3 充电/0.5C3 放电，100%DOD；

寿命终止条件：剩余容量小于初始容量的 80%。已循环测试 56 次，容量衰减率为 15.73%，

线性预测循环寿命约 73 次；对比《YDT799-2010 通信用阀控式密封铅酸电池》中规定电池

在高温状态下寿命不小于 8 次，梯次铁锂电池明显优于。 

第四，梯级电池一致性研究  常温 25℃，按 0.33C3 充电/0.33C3 放电，100%DOD；充电

静置 0.5h；静态开路压差与浮充 24h 后压差可在 BMS 的均衡控制策略下降低。符合满足通

信行业标准《YDT2344.2-2015 磷酸铁锂电池组 第 2 部分 分立式电池组》中规定的静态开路

压差<0.2V,浮充 24h 后压差<0.2V 的要求。 

汽车退役 

梯级利用 

报废处理 

不能满足车用条件（容量或功率衰减到

70%~80%），从车上退役 

拆解成模组，容量和剩余寿命检测 

筛选，配对，成组，组成新系统 

进行二次利用，发挥剩余价值 

无储电价值 

壳体拆解 

原材料提炼 

材料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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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动力电池梯级利用的工作重点 

第一，电池拆解   无损拆解：只将电池模组拆解出来，而不破坏模组的结构和连接；

柔性化配置：分段细化拆解流水线，针对不同的电池 pack，在制定拆解操作流程时，尽可

能用现有流水线的工段和工序，以提高作业效率，降低重复投资；信息录入&追溯：合理高

效地处理电池拆解后的分类，标签，存放，信息录入和追溯等相关工作对于产业化非常重要；

安全作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确保电池拆解过程中的安全作业，是梯次利用的一个

重点。  

第二，剩余容量预测    完整记录运行数据：结合电池的出厂数据，可以建立电池模组

的简单寿命模型，能够大致估算出，在特定运行条件下电池模组的剩余寿命。这种方式，可

以节约检测时间和费用。无运行数据记录：需要对每个模组进行测试、均衡、计算，结合出

场时的原始数据，大致估算其剩余寿命。针对这种情况，每一个模组的测试时间，测试费用，

都会影响梯级利用的成本。 

第三，商业模式创新  对于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衍生产品，客户在知情的情况下，会对

产品的性能、寿命、可靠性、安全性等心存疑虑，产品的推广会存在一定的阻碍。在产品的

推广和应用方面，要充分考虑客户的现状和诉求，多种商业运作方式相结合，在充分帮助客

户获利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利益。 

可充分借鉴其他行业的一些成功经验，如分期付款、分时租赁、盈利后结算、托管运营、

甚至免费供货(靠后续增值服务)等，探索梯次利用方面的有效商业模式。 

 

超宽带小型化高品质 4G 天线技术应用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孙善球 

小型化、多频化、有源化和智能化是移动通信网络和天线技术的发展方向，而小型化是

天线多频化、有源化和智能化实现的基础，从根本上解决了体积对移动通信基站天线技术发

展的制约，同时也解决了目前建网阶段存在的选址难、建站难的问题，提升建站效率，降低

建站成本。 

全球天线厂家在持续不断以“在保证天线性能指标不下降前提下的天线小型化技术研

究”，对产品进行升级与优化。在 2014 年，尺寸小、重量轻的新一代 1710~2170MHz 小型化

4G 基站天线研发成功，该产品尺寸与迎风面积更小、重量更轻、运输与安装更方便，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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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全球 4G 网络建设高峰时期小型化 4G 基站天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引领了 4G 基

站天线小型化技术发展的潮流。 

为满足 4G 网络建网中的超宽频段系统覆盖需求，为全球 4G 精品网络建设提供更加完

善的天馈解决方案。经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2016 年，凯瑟琳、京信通信、深圳华为等

厂家已经完成新一代超宽带（1710-2690MHz）超宽带小型化 4G 天线的开发，该产品技术

特点如下： 

1、尺寸小、重量轻，较常规天线尺寸缩减 50%，重量减轻 40%； 

2、产品核心方案采用高度集成、多端口移相器技术； 

3、产品辐射性能指标达到常规产品的水平。 

基于超宽带小型化技术研究成果，街道站、步行街等特殊场景覆盖有了更多、更优的选

择，通过对低增益的超宽带小型化天线进行了隐蔽化的升级设计，采用全新的天线外形和安

装方案，安装于街边路灯杆、监控杆、指示杆等，不占用额外天面及杆塔资源，与周围环境

自然地融为一体。由于产品体积小、安装方式灵活，能够帮助运营商快速解决密集话务区的

弱覆盖和扩容问题，目前国内多个城市已进行部署和应用。 

 

新一代超宽带小型化 4G 天线端盖示意图 

 

新一代超宽频小型化街道站天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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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感知天线系统－后 4G 时代移动通信基站天线热点技术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孙善球 

一直以来，对在网天线实时监控和有效管理都是全球运营商所面临的难题，特别是在站

址分散、天线数量庞大，多个运营商多个系统共用杆塔或天线资源的今天，完全依赖人工不

但耗费大量资源，而且问题定位时间长，网优响应速度慢、效率低，直接影响到运营商网络

的品牌形象。 

2014 年由中国电信研究院牵头对“可感知天线解决方案”进行研究与系列产品的开发，

该方案能存储天线身份信息，感知天线工程参数（天线方位指向、机械下倾角、海拔高度、

经纬度等），存储网优的历史调整记录等，并满足 AISG2.0 标准及其扩展协议，可直接在

后台远程实时监控天线参数信息，同时具备水平及垂直倾角可调功能，帮助运营商快速进行

远程网优调整和后台数据智能管理，大幅提升了网络优化的效率和质量。 

“可感知天线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多个省份完成试点，进入商用阶段，得到了运营商的广

泛认可，有效节省网优人工成本，提升优化效率，实现天线信息智能管理及维护。京信通信

天线感知技术方案已被国际 AISG 组织采纳，将成为 AISG3.0 标准的内容之一。可以预见，

可感知天线系统将成为后 4G 时代移动通信天线的技术热点。 

 

 

混合供电系统在通信供电领域的应用及前景分析 

中国泰尔实验室  李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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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合互补发电系统由太阳能发电板、风力发电机、油机、风光互补发电系统控制器、

蓄电池组和逆变器等几部分组成，发电系统各部分容量的合理配置对保证互补发电系统的

可靠性非常重要。这些电源具有各自不同的成本，对用户供电的可靠性不同,其对环境的适

应性也不同,因此集中在一起相互补偿。其中系统控制器可对系统状态进行监控、控制以及

远程操作。最终在满足系统性能指标的条件下，可获得最经济的发电方案。 

2. 混合供电系统在通信应用上的必要性 

1) 减小环境污染  

如今全球有众多环境污染问题影响这我们的生活质量，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能够帮助我

们减少环境污染，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2) 遏制全球变暖 

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的燃烧增加了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导致全球变暖，影响着生

态环境系统的平衡，而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将减少对石油、煤炭等矿物燃料的依赖，有效

遏制全球变暖。 

3) 加快经济发展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必然促进社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提高我们物质生活的质

量。 

4) 解决偏远无电地区通信供电需求 

我国新疆、云南建设的很多乡村光伏电站就是采用混合供电系统，达到可再生能源的

更好利用。 

5) 具有较高的系统实用性 

天气条件变化和不稳定会导致系统出现供电不能满足负载需求的情况，也就是存在负

载缺电情况，使用混合系统则会大大地降低负载缺电率。达到可再生能源的更好利用。 

我国是能源消耗大国。“十一五”时期，在《可再生能源法》的推动下，我国可再生能

源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快速进步，产业实力明显提升，市场规模的不

断扩大，我国可再生能源已步入全面、快速、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为实现 2015 年和

2020年非化石能源分别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11.4%和 15%的目标，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产业布局及保障措施和实施机制，也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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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依据。随着国家对节能环保的要求，基站供电系统也要进行演变，

向多样性方向发展，在基站供电系统采用新技术和可循环新能源是必然趋势。 

3. 混合供电系统在通信供电领域的应用分析 

基站的耗能设备主要包括信号传输主设备、开关电源、机房空调。其中信号传输主设

备约占系统总耗电的 40%—50%，机房空调占 45%—55%，开关电源占 5%—15%。如果风光资

源条件良好，其中风光互补供电能降低基站总能耗的 80%—90%。 

通信基站供电所需的直流电和交流电都可以由风力发电机或太阳能组件发电储存并供

给负载使用。当风力发电或太阳能发电不能满足负载需求时，可引入市电/油机保证供电要

求。由此表明，采用风、光、市电混合互补供电系统,不仅可以提高系统供电可靠性,还可

以降低蓄电池的配置容量,更好的匹配负载和系统发电，有效降低供电系统的投资。 

 

 

图 1 混合供电拓扑图 

4. 混合供电系统设计考虑因素 

4.1 风能与太阳能的配比 

风力发电的特点是功率密度大,获取容易,成本较低。其缺点主要是供电稳定性极差,需

要配置较大的风机容量和蓄电池容量才能保证系统的供电安全。太阳能供电的特点是比较

稳定,但是供电系统的成本非常高,占地面积比较大,系统功率密度和转换效率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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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与太阳能功率在供电系统中的配比选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对通信基站

当地的风能资源和太阳能资源进行长期的考察,根据风能、太阳能资源状况、系统可靠性要

求、负载使用情况以及投资的限额,确定风电和太阳能的比例关系。其次，太阳能电池组件

和风机另一主要设计原则就是要满足最次天气条件下负载的每日用电需求，保证供电系统

正常运转。 

 

      

图 2 太阳能电池输出特性曲线            图 3 风力发电机输出功率曲线 

4.2 功率调节装置 

功率调节器主要由下列一个或多个部分组成：直流调节器、直流/直流接口、逆变器、

交流/交流接口、部分主控和监视子系统。其主要为获得较高的效率和可靠性，宜采用综合

优化设计的一体机。同时要综合考虑负载的功率、功率因数、用电同时率，及各不平衡系

数。 

4.3 蓄电池 

根据互补供电系统中蓄电池的使用特点,应考虑选用的蓄电池具有如下特性: 

1) 具有深循环放电能力； 

2) 充放电循环寿命长； 

3) 对过充、过放电耐受能力强； 

4) 具有免维护性能； 

5) 低温下也具有良好的充放电特性； 

6) 充放电特性对高温不敏感； 

7) 具有较高的能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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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蓄电池的有效容量比它的额定容量要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蓄电池的

放电深度越大,放电的速度越快，蓄电池的有效容量衰减就越快。蓄电池组容量 C 可以由式

(1)得到 

蓄电池容量 C＝
温度修正因子系统转换效率最大允许放电深度

日耗电量独立运行天数




    (1) 

4.4 远程监控： 

混合互补供电的通信基站一般位于比较偏远的地区,因此远程监控技术非常重要。通过

远程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获取风光互补发电系统以及蓄电池的工作状态。该系统不仅需要检

测各种工作状态和数据,还需要对互补发电系统进行参数设置和控制操作。利用参数设置功

能可以实现远程的系统优化控制。利用控制指令还可以控制系统的起动、停车等操作。这

个功能在极端天气例如风暴来袭之前可以人工将风机制动,能够更加安全地保护系统的正常

运行。 

4.5 安全要求： 

系统应满足基本安全要求： 

——建筑安全：应满足GB 50054-1995第三章第三节的要求。对于放置固定式防酸隔爆

铅酸蓄电池的蓄电池室必须具有强制通风保障；应满足防酸、防爆要求。 

——电气安全：应符合GB 50054-1995相应的规定，系统所有电气设备的带电外露部分

应设有安全提示标志；系统的过电压保护应符合 SJ/T 11127-1997的规定。 

——消防安全：应符合 DL 5027的要求。例如，蓄电池室应配置灭火器。 

5. 混合供电系统在通信领域的应用前景 

据资料统计，每节约 1度电相当于节省 0.5kg煤的能耗和 4L水, 同时节省了 1kg二氧

化碳和 0.03 kg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如果建设 200套风光互补供电系统，全年可以节约电费

400 万余元；可节约标准煤 400 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800 吨。如果正常运行 20 年可

节约电费 8000多万元;节约标准煤 8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6000吨。 

从一个基站运行期间所节约的能源及减少的污染排放数据可知，通信基站风光互补供

电系统的经济节能性还是相当可观的。对于通信运营商而言，使用风光互补供电系统不但

可以节省电费，同时也满足了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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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全高效充电桩产品 助推国家新能源汽车战略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余颖 戴彬传 

2015 年 4 月 26 日下午 6 时许，深圳湾口岸中国普天力能加电站内，一辆已经充电完毕，

停放在加电站的五洲龙大巴车突然起火，该大巴车内的蓄电池组先冒烟，但盖子无法打开，

后来火势蔓延，龙烟滚滚，大巴很快被烧成骨，由于发现及时，未酿成人员伤亡的惨剧…… 

8 月，深圳“4·26”电动大巴起火事件的调查结果公布。调查专家组鉴定，事故直接原因

是：车辆动力电池充满电后，动力电池过充电 72 分钟，过充电量 58kWh，造成多个电池箱

先后发生动力电池热失控、电解液泄漏，引起短路，导致火灾。 

由此可见，安全问题永远是悬在纯电动头上的一把剑，这次事故给新能源汽车行业又一

次敲响警钟，在发展过程中安全问题必须摆在第一位。 

1、高技术标准 

在 2015 年 12 月 28 日，国家关于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的 GB/T18487.1、GB/T 20234.1、

GB/T 20234.2、GB/T 20234.3 系列标准和 GB/T 27930 直流充电通讯协议标准 5 项标准终于

颁布。这一系列的标准重点明确了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的基础性、通用性要求，对“传导充电

互操作性”和“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作出严格规范，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对充电设施的安全性要求进一步明确。 

 《GB/T 20234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系列国家标准严格规定了连接装置的定

义、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明确了交流、直流充电接口的物理尺寸和电气性能，对充

电枪电子锁、温度检测要求都是为用户安全做最充分的保障；对绝缘性能、电器爬电距离、

带载分断、IP 等级、低温高温湿热、泄放时间、下电时限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2、高安全性 

充电桩产品线研发侧在积极消化铁塔需求的同时，迅速切入新国标的技术研究中。苦练

内功，积极学习，与国网电科院、开普、SMQ 等检测机构进行多次技术澄清，确立了全时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rs=1&u=http%3A%2F%2Fwww%2E03964%2Ecom%2Fread%2F247f4d52e250dac51c104925%2Ehtml&p=baidu&c=news&n=10&t=tpclicked3_hc&q=zhit326_cpr&k=%CC%AB%D1%F4%C4%DC%B9%E2%B7%FC&k0=%CC%AB%D1%F4%C4%DC%B9%E2%B7%FC&k1=%B5%E7%D7%E8&k2=%CC%AB%D1%F4%C4%DC%B7%A2%B5%E7&k3=%B9%A6%C2%CA&k4=%B7%C2%D5%E6%C4%A3%D0%CD&k5=%C4%E6%B1%E4%C6%F7&sid=ace032331032c9c8&ch=0&tu=u1681439&jk=e0ec221a000be9c6&cf=29&fv=16&stid=9&urlid=0&luki=4&seller_id=1&di=128
http://www.baidu.com/link?url=UMzZqfR4UjzRdgMop_2-rodhcJW0EJ8pm0td1RofHrhozr2nKGBSdvZ0US2Qf2iLlnQ88v7r2hWRpZYSULPAB6n9YfrY0_l1Rk0frC7YYIm&wd=&eqid=c9925f9f0000219600000004583e87e4
http://country.huanqiu.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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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保障用户人身安全、车辆安全和信息安全的系统方案，严格按照新国标对互操作性和协议

一致等的要求进行 30 多项国标测试，最终形成了我们目前的产品。 

充电设施的安全包括基本安全、自主安全、环境安全、通讯安全四个领域，基本安全是

指充电设备结构化的安全保护措施，自主安全是指充电设备发生故障时的自主保护措施等，

如自诊断、漏电保护；环境安全是指充电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因素，如雷雨、

雷击、内涝等；通讯安全是指充电设备与其他设施之间的访问、信息验证的保护，如桩与后

台的通讯，支付安全等。我们的产品在这四类安全领域中，在充电管理、设备监控、用户操

作等多个方面协同，通过整个系统来构建防控体系，多方面保证了充电基础设施的整体安全。 

针对上述那个典型案例，其系统上的缺陷就是：除了 BMS 缺少主控模块异常保护机制

外，充电设备也缺少主动保护机制，监控系统缺少相应的判断告警机制……那么，我们的系

统碰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充电桩系统跟 BMS 建立通讯后，会跟进其需要

的电池充电电流、电压和 SOC，算出一个最长的充电时间，这样即使在未接受到 BMS 停止

的充电信号，系统也会主动的停止充电，从而保证了充电安全……,系统类似的安全设计比

比皆是：急停保护、短路保护、过压保护、过温保护、过流保护、防雷保护、欠压保护、漏

电保护、阻燃保护等等。 

再比如环境安全，我们产品可以加装 IPCamera 或者 USB Camera，通过告警进行图像

联动抓拍和实时视频监控；自主安全，比如我们的充电桩都可装配水淹和烟雾传感器，在充

电桩探测到水淹和烟雾的时候，能主动切断主回路供电，保证了用户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 

通讯安全，它不仅仅是一个防止病毒、防误码的问题，他需要在整个充电桩与 BMS、

充电桩与充电卡、充电桩与后台整个系统来构建安全体系，我们产品在研发上做到完整的安

全技术构架和实施方案，安全设计、安全编码和安全测试，保证了充电过程中的运行安全、

用户数据安全、车辆隐私安全等等； 

此外，在基本的安全防护上更是不遗余力，针对充电桩直通风系统散热、防潮、防尘、

防盐雾、凝露等突出问题，从元器件选型、材质开始就严格要求，再对结构、制造工艺、材

料、三防涂装等方面严格把关，打造出高可靠性、长寿命的充电桩产品。 

3、高效率 

充电桩模块作为系统功率变换核心部件，目前市场上产品效率大多只有 95%左右，充

电桩模块的工作特点是长期工作在大功率输出状态，提高效率不仅可以节能，同时对模块的

可靠性有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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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充电桩模块是由持续 20 多年有着丰富积累的电源研发团队精心打造而成。产品具

有高效、高可靠性等优势。为获得高效，变换技术上采用高效三相 PFC 技术和多相谐振

DC/DC 功率变换技术，峰值效率大于 96%： 

3.1 三相 PFC 技术 

三相 PFC 变换采用了三相 VIENNNA 拓扑，图 1 是电路图，此拓扑的优点： 

a）功率管的电压应力较低，可以选用 600V 的中压功率管，导通电阻小，功率管的开

关损耗和导通损耗都大大降低； 

b）升压电感上的电流纹波小，可以降低升压电感、功率管和输入滤波器的损耗。 

同时在拓扑和控制上进行了进一步改进，效率进一步提高。 

 

图 1 三相 PFC 电路图 

3.2 DC/DC 功率变换技术 

此部分采用了 LLC 谐振变换技术，图 2 是半桥 LLC 电路图，LLC 谐振变换技术的优点： 

a）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可以全负载范围内实现功率管的零电压开通，输出整流二极管

零电流关断，大大降低开关器件上的损耗； 

b）通过多相串并联技术，完成 PFC 输出的 800V 电压的变换，减少功率管的应力和损

耗，及谐振电路器件的损耗，降低输出纹波，减少输出滤波电路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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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半桥 LLC 电路图 

总结：一切以用户利益出发，致力核心安全技术，打造安全高效的产品。 

 

简单而高效，“冰箱”式一体化站点渐行渐近 

中国铁塔有限公司  高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章异辉 

摘要：站点基础设施部件现场集成模式存在着天然的质量管控劣势，是站点建设工期长、隐

患多、能耗大的主要原因。通过基础设施整体设计、制造、验证和交付，实现主设备和电池

收容功能，设备舱和电池舱分别如同冰箱的冷藏室和冷冻室，成为集成 FSU 机柜电源系统

的一体化“冰箱”站点。采用“冰箱”站点，安装即部署，上电即上线，能有效避免误告警，实

现站点级节能、整体高可靠、运维简单等用户期望，是未来通信网络建站的趋势。 

一、传统建站模式工期长、隐患多、能耗大 

随着 LTE 规模部署，通信网络迎来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基站数量持续增长。为了获

得较低的设备采购成本，当前国内主要采用部件分开采购、现场组装集成模式，部件包括机

柜、电源、FSU（现场监控单元，Field Supervision Unit）、无线通信模块等。由于站点现场

集成，受部件规格、场地条件、工程队伍能力制约，普遍存在部署后的站点集成度低、部件

不匹配、机柜温控能力不满足主设备需求等问题，不但安装调测时间长、误告警多、能耗大，

还影响主设备运行，甚至开门运行才能保证主设备不产生过温告警。同时，多个部件供应商

存在维护责任界面不清淅隐患，在影响维护效率的同时，也是站点中断时长增加的重要因素

之一。根据 2015 年 6 月对全国 23 省现场集成室外站点不完全数据调查，存在隐患的比例超

过 50%，后续通过启动全面整改进行改善。举几个典型建站实例： 

例一，由于部件品牌不同，需要半天时间安装和调试 FSU，调试工作需要现场测试，

由于技术水平、仪器设备和时间等限制，部分问题不能发现，隐患较多，如停电后产生大量

无效告警、工作状态改变时出现错误信息等。 

例二，施工队伍从仓库分别领取空机柜、设备安装支架、嵌入式电源、FSU、蓄电池、

无线通信模块及天线等，空机柜温控方式为 TEC（Thermoelectric Cooler），制冷能力仅满足

电池需求，但被错误地当作设备与电池一体柜使用，结果设备和电池均发生过温告警，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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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运行，将影响网络设备长期运行。 

例三，现场先安装电源系统，后安装主设备。由于电源被安装在位置较低的低温区，主

设备只能在高温区死角安装，导致主设备运行过温。 

例四，两个设备完全相同的站点，由于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同，其中一台温度传感器

安装在设备出风口附近，结果导致实际温度低的站点反而产生了过温告警。 

例五，站点通信模块引出的天线从机柜底部出线后，随意放置，裸露线缆、随时可能落

地的天线毫无可靠性可言。 

此外，基础设施能耗不容忽视，即使采用高效电源和高效温控部件，由于与主设备匹配

度不佳、风道及布局不合理、温控方式单一等，系统耗电量大，站点能效 SIEE[1]低于 80%

的非常普遍，很多空调型站点能效仅 60%左右，显著增加运营成本。以平均实际功率为 3kW

的站点为例，站点能效分别为 60%和 80%两个站点每年总用电量相差 1.1 万度。 

二、集成 FSU 机柜电源一体化，成为“冰箱”站点 

基础设施设计依据是主设备需求，包括电压、最大功率、平均功率、允许温度范围、防

护等级、尺寸、备电时长及管理需要等，解决方案要兼顾运维需要，如易损件标准化、部件

可更换等。当重量超过一般运输要求时，电池应独立出来作为标准可收容部件。据此设计的

基础设施整体就是一个“冰箱”，收容主设备的空间有如冰箱的冷藏室，收容电池的空间有如

冰箱的冷冻室，分别满足主设备和标准化电池收容要求，在极端环境下保障内部环境满足要

求。 

“冰箱”站点包括机柜、电源、温控和 FSU 等功能部件，有室外型“冰箱”和室内型“冰箱”

两种，室内型“冰箱”站点也称为室内微模块。如同家电企业为家庭提供冰箱产品一样，“冰

箱”站点由供应商整体设计、制造、测试，可以整体运输，也可能需要像组合家具一样，在

现场按图纸组装，以适合复杂安装场景，如高山、屋顶站点等，现场组装不同于现场集成，

是不需要现场调试工作的。对于较大功率主设备，“冰箱”站点可能有多柜，需能直接拼装，

成为多门“冰箱”。 

三、“冰箱”站点简单高效，可靠性有保障 

冰箱站点是一个整体系统，部署和维护管理简单，同时具备站点级高效、站点级可靠特

性。 

1.部署和维护管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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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站点是根据站点实际需求设计的，需求来自于主设备，对于供应商来说，需要与

主设备匹配设计、测试和验证，有匹配问题或误告警将不能出厂。由于“冰箱”站点是一体化

产品，安装时只需要外部接线，不存在内部部件之间的连接和调试工作，包括动环监控系统

都是已内置且出厂调试好的，安装及部署；插入 SIM 卡或连接网线后，上电即上线，部署

非常简单。由于现场安装调试工作的大幅简化，工程成本大幅降低，如 FSU 安装成本就不

再是支出项目，单站节省 500 元左右。 

由于一个“冰箱”站点产品对应一个站点，因而具有站点级可靠性，用户只需面向一个供

应商，责任界面清晰，技术支持易到位，故障后不会因为供应商推责产生维护效率低下、管

理成本浪费。对于“冰箱”站点来说，当出现告警时，要么是真有告警，要么就是设备故障，

整体可靠性好，维护管理变得简单，运行质量有保障。 

运营商或塔商在网设备数以百万计，供应商上千，资产管理复杂，对站点设备监控及后

评估带来难度和更多工作量。采用“冰箱”站点，一个站点就是一个网元，大幅减少动环设备

管理数量，提高综合管理效率。 

2.站点级高效 

在传统现场集成模式下，即使全部采用高效部件组装，站点能源效率也不一定高，可能

因为机柜内置设备布局和风道设计不合理、温控不匹配等浪费电能，温度控制单元、电源监

控模块、FSU 等多个控制器本身也浪费电能。采用“冰箱”站点，用户只需关注整站能源效率，

只要对“冰箱”站点提出效率要求，就能实现站点级高效。 

“冰箱”站点可以只需要一个控制器，并根据主设备工作要求，从设备布局、风道设计、

温控匹配等方面将各高效部件进行优化设计，使各部件以最佳组合状态运行，确保站点能效

达到最高，以满足用户招标要求。当站点能效低于基线时，动环监控系统可通过告警方式提

示，作为故障处理，与设备故障处理方式相同，整网能效将得到有效保障。 

用户无需关注供应商是如何实现高效的，只需要比拼和后评估站点能效指标，就能采购

到高效“冰箱”站点。随着太阳能部件价格越来越低、应用越来越广，可以要求“冰箱”站点兼

容太阳能输入，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进一步降低站点能耗，并减少应急发电成本[2]。 

中国铁塔最先与华为合作在多地部署室内和室外一体化机柜电源系统，也就是“冰箱”

站点，如福建 MTS 室外一体化站点负载 2kW 左右，五天连续测试，平均站点能效 90.77%，

比对比站点 63.93%的平均站点能效高近 27 个百分点，5 天省电 118kWh，推算全年可节省

约 8600kWh，节电率 29.8%；广东试点测试的室内微模块一体化站点平均站点能效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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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比站点高 17.6 个百分点，节能也非常显著；山东、新疆等北方站点测试的站点能效更

高，室内站点能效都在 90%以上。从一体化“冰箱”站点部署结果看，站点能效能得到保证。 

3.站点级可靠 

设备的可靠性与产品质量直接相关，可靠性差表现为故障率高。对于通信站点而言，一

方面要求设备故障率低，降低运维成本，另一方面还需要保障主设备运行。站点能保障主设

备可靠运行的能力称为站点级可靠性。“冰箱”站点整体设计和测试，比无法充分优化和测试

的现场集成站点具备天生的可靠性优势，不会有误告警，故障率显著降低。例如，即使电源、

空调质量没有问题，但由于设备匹配问题导致设备或电池过温，就会直接导致站点故障。“冰

箱”站点在研发阶段有充分的测试，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在现场集成模式下，一些设备故障被设备匹配问题所掩盖，质量不佳的设备不被现形淘

汰。“冰箱”站点作为一个单一产品，可统计故障率，通过后评估等手段淘汰高故障率品牌或

型号，能进一步提高站点可靠性。 

四、“冰箱”站点将更紧凑、更高效、更智能、更多创新 

用户追求的是低成本、高保障。低成本并非指最低的采购成本，而是综合成本或总成本，

如更节电、少维护、省租金等，也包括降低其它配套成本。分别采购部件时，由于部件指标

的存在，技术变化被约束，各生产厂家只需要按用户指定的技术指标生产设备，不需要也无

法采用新技术。当“冰箱”站点功能与特性需求明确时，创新性研发将得到显著发展，让“冰

箱”站点更紧凑、更高效、更智能。 

1.更紧凑 

机柜尺寸决定了站点基础设施所用空间。长期以来现场集成模式，机柜需要满足最大尺

寸设备的安装，因此都是标准化的、较大的尺寸。如同样容量和功能的电源系统，有些设计

需要 9U 空间，有些仅需 4U 空间；50Ah 锂电有些需要 5U 空间，有些只需要 3U 空间；配

电一般需要 3U 空间，但也有供应商可提供仅占 1U 空间的产品；动环监控可能需要需要占

用 3U 以上空间用于摆放 FSU 和通信设备等，也有仅需 1U 空间的紧凑型一体化 FSU 设备。

事实上，对于同样的站型，主设备尺寸要求是确定的，其它尺寸应是在满足安装、维护的要

求下越小越好。越小的尺寸，使用的结构件就越少，重量越轻，还可能获得成本竞争优势，

最终“冰箱”站点越来越紧凑。大多数室外“冰箱”站点只需要单柜空间，室内“冰箱”站点也难

超过三柜。紧凑的产品能降低安装条件，为用户节省场地租金与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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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高效 

站点能效是“冰箱”站点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提高效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将得

到更广泛的应用，如相变材料、新隔热工艺、微风道技术等，使站点在极低的温控能耗下达

到设备允许的温度范围，甚至完全去温控系统。如华为公司发布的分布式刀片电源系统就是

一个零温控能耗的典型，站点能效与电源效率相等，远高于普遍站点。 

对于较大功率站点，当前技术虽还达不到去温控效果，只要较高的能效指标要求，供应

商将投入研发力量优化温控系统，采用更节能的制冷和加热方案，如多种温控智能调度，使

空调工作时长最小化，直至去常规空调。 

3.更智能 

由易损件导致的站点故障占 70%以上，易损件包括风扇、电容、防雷器等，也包括蓄

电池。据某运营商对汛期九省站点网络中断故障原因分析，56%与电池直接相关，39%与电

池间接相关。随着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维护频率可能成为“冰箱”站点的一个指标，一方面产

品需要优化设计降低故障率，更重要的是对易损件进行智能管理，预测易损件故障，在故障

发生前进行预防性维护。如准确的电池健康度管理功能，使“冰箱”站点能准确预报电池状况，

提前进行维护，不但能预防停电后来不及应急发电导致的网络中断，还能依据电池健康度调

度应急发电，降低应急发电成本。支持预防性维护的“冰箱”站点对巡检要求降低，常规站点

巡检要求每月一次可以降至每年一次，智能化特性将直接转化为用户价值。 

由于人工成本持续上升趋势，系统设置与控制工作将由人工方式变为远程方式，如人工

下站进行的电池测试工作由电池健康度智能上报代替；更智能的配电系统也将在站点得到普

遍应用，如由于雷击和浪涌引发的设备误跳闸就可远程进行复位，更多的智能功能应用会不

断涌现。 

4.更多创新 

分部件采购模式下，对部件规定越来越细，实际上限制了新技术的应用，每个部件都约

束了技术规格，严重制约了供应商研发基于双方均有利的技术创新，甚至用户支出的总成本

上升。例如，站点普遍存在多个控制器、多套传感器、独立的通信设备、独立的智能电表、

外置的天线等，单个硬件并非用户需要，实际只是需要相应的功能，不但为这些设备支付了

更高的成本，同时也因为现场安装调试带来更多的故障和隐患。 

将“冰箱”站点作为整体研发时，大多数功能可以整合，更多地用软件代替硬件、用硅代

替铜，降低方案成本。采用创新技术整合功能的厂家将取得竞争优势，供应商与用户获得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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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 

五、智能“冰箱”站点渐行渐近 

主设备向室外化、小型化快速发展，小站越来越多，能耗与站点运维成本持续快速增长。

在互联网企业差异化竞争下，网络流量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但运营商收入增长仅为个位

数甚至为负值，向能耗和运维成本要效益成为运营商的方向，塔商也直接承接降本增效压力。

基站能耗占全网能耗的 60%以上，现网站点能效仅为 60%左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海外主要运营商采用整体交付的“冰箱”站点为主，加上短名单对供应商的限制，站点运

维管理的困扰很少，以至于动环监控仍以干接点形式为主流，刚开始向模拟量监控方向演进。

中国铁塔在湖南专门组织试点验证了一体化建站的优势，并在福建、广东、河北、重庆、山

东、新疆等多地部署了室内或室外集成 FSU 的一体化机柜电源系统，节能效果显著，也未

出现误告警等现象。 

站点能效指标是一体化“冰箱”站点关键指标，采用“冰箱”站点模式，站点能效普遍可以

达到 90%以上。以全国站点电耗 270 亿度计，站点能效从 60%提升至 90%，一年电耗有 90

亿度节省空间。一体化“冰箱”站点部署快、节能、维护成本低，将成为建站的主流方案，“冰

箱”站点也将成为一种新的产品类型，成为新建站点的较优选择。 

参考文献： 

[1] 通信网络能效定义及其对全网节能管理的价值，章异辉、孟繁涛，C114 技术，2015.4.13 

[2] 叠光创新，低成本实现基站动力高保障，高健，章异辉，C114 技术，2016.2.19 

 

未来供配电发展趋势—软件定义电源 

中国泰尔实验室  蔡树国 赵宁 

摘要：网络数据在各方面的依赖性正日益增长，成为现代化生活的基础，因此网络服务中断

的风险增大，必需保持基础设施最高的可靠性和最大化的正常运行时间。软件定义电源通过

连接区域内供电系统和用电系统，形成局域性的微电网，来调配能源的流动。通过调配能量

的正向和逆向流动，用电系统也可称为供电系统，实现系统的多重保证，提高可靠性和连续

运行时间。 

关键字：软件定义电源；微电网；可靠性 

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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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网络能源产品及解决方案将呈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大发展趋势。在数字化

趋势方面，“电力电子技术+数字技术”将使得网络能源向着更可靠、更高效方向演进；在网

络化趋势方面，“网络能源+CT”使得网络能源成为灵活简便的能源网络，实现可视、可管、

可优化；在智能化趋势方面，大数据分析的引入将成就专家系统，使得网络能源实现主动维

护、智能分析与报表、网络能源运营。 

在此背景下，软件定义电源（Software Defined Power）理念应运而生。现代生活永久联

网的特性意味着对数据基础设施的需求是非常动态的，在能源方面必须要能够分布式的部

署，形成一个资源池，虚拟化，才能够动态调配来支持云计算的动态资源的使用。 

2、软件定义电源构架 

软件定义电源关键在于能源策略、管理策略以及怎么来做。软件定义电源的目的是形成

一个资源池，能够动态测量和计算系统的可靠性、负载情况，进行调整分配。采用分布式的

部署，可以对其纵向提供负载的资源，可以横向的作为资源池互相调配，支持动态电力的需

求。这样的电力需求不只是提高它的使用效率，同时它保持整个系统运行在一个高可靠度的

状况，也让电源设备本身的效率大大的提升。软件定义电源架构如图 1 所示。 

软件定义
电源

（SDP）

市电

新能源

储能

无备电基站

基站（光伏供电）

基站（油机备电）

48Vdc

220Vac

400Vdc

24Vdc

电动车

 

图 1 软件定义电源构架 

软件定义能源必须要把整个系统分为三层拓扑。第一层，实体的设备，软件定义系统，

电源模块和接口能够识别接入的设备，自动调整输出；第二层，微电网，把控制和运维结合

才能够达到软件定义，在电源系统采用 IT 管理化，实现微电网的智能化；最上层的能源管

理策略作为整个能源管理的中枢，IT 设备跟电力电源的系统变成是一个整合的系统，达到

最高效的运行，而且是支持云计算动态迁移，动态供电的分配，削峰填谷。 

3、软件定义电源特点 

软件定义电源实现的是能源的互惠互通，桥接的供电端和用电端涉及多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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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一种综合性的电源系统，能够解决目前各部分独自运行的缺点。相对于传统的电源系

统，具有以下的特点： 

1）电源功能可定义 

软件定义电源供电侧可以接入市电、新能源，还可以接入电动车这种移动储能设施，将

多余的电量利用起来；用电侧可接入开关电源、UPS 或是逆变器，其输入可以是 220V，也

可以是 380V，还可以是 400V，输出可以是直流的 48V，也可以是 24V，还可以输入是直流，

输出是交流。 

2）支持能源分享 

软件定义电源最大功能就是实现能源的共享。市电、新能源、电动车等是它的供电系统，

同时也能向市电回馈，为电动车充电；用电侧在存在备用电源时，比如光伏、柴油机，可以

在市电掉电情况下，通过系统补给其它无备用电源的用户。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能源在系统

能够流动共享。 

4、总结 

目前解决电源可靠性的问题主要通过采用多路供电、多种备电等方式，成本较高，而且

像基站数据中心等相对比较独立，备份系统不同共用，不能实现资源的共享。软件定义电源

通过能源互联，让电能在供电侧和用电侧之间、用电侧之间流动起来，实现调配和共享。数

据中心是一个最集中，用电量最大，密度最高的一个产业之一，而且又具备大容量储能，可

以作为削峰填谷来支持软性配电，所以能够把软件定义能源跟能源互联网结合存在可能性。

软件定义电源是一个颠覆性的创新理念，也是未来电源发展的一个重点，需要重点关注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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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意见争鸣】 

关于油膏析氢/吸氢测试问题的讨论与研究 

武汉网锐实验室  马淼 

氢气对光纤损耗的影响很大，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发现，当氢气分子侵入光纤时会使光

纤引起可逆性或永久性的损耗增加。对氢损机理的研究，促使人们对光纤掺杂材料以及光纤

涂层的改进，降低氢气对光纤损耗的影响。在光缆结构中，由于金属材料的电化腐蚀以及聚

合物的降解均会产生氢气，聚集在光纤的周围，是光纤产生氢损的潜在威胁。解决析氢是光

缆制造的重要课题。对于光缆填充和涂覆复合物的纤膏和缆膏本身，要求其降低析氢值来保

护光纤。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现了新型的吸氢纤膏，主要应用于 OPGW 光缆和海底光缆不

锈钢套管中填充。因为 OPGW 光缆在运行过程中以及不锈钢管在焊接加工过程中均会产生

氢气，从而引起光纤氢损，影响光纤传输性能。在不锈钢套管中使用的纤膏具有一定的吸氢

功能，有效的吸收不锈钢套管内产生的氢气，避免了氢气扩散到光纤产生氢损，有效的保证

光纤的传输性能。 

目前对于光缆纤膏和缆膏的析氢和吸氢能力的测试方法分别按照 839.1-2015 中的附录

G 和附录 I 规定进行。YD/T 839 标准中对油膏析氢和吸氢的要求如下表所示。 

 

YD/T 839 标准中对油膏析氢和吸氢的要求 

项目名称 纤膏 缆膏 

析氢量，μL/g，80℃24H ≤0.03 ≤0.1 

吸氢量，μL/g，23℃，标准大气压，

24h 
≥0.05 无要求 

 

对于析氢量的测定是采用气象色谱法，通过色谱仪分析处理前后样品中氢的峰面积或峰

高通过公式计算出吸氢量。具体的试验方法是：1、用注射器在规定的条件下向色谱仪注入

2mL 标样，计算氢的平均峰面积或峰高；2、用注射器自经热老化后的试样小口玻璃瓶内抽

取 2mL 气样，通过气体进样阀立即注入色谱仪。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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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如下几点问题，最终导致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不高。 

1、注射器取样的精度和重复性； 

2、在热处理过程中玻璃瓶的密封性； 

3、实验过程需要反复抽取气体存在泄漏和样品污染； 

4、玻璃瓶内（除试样外）的空间体积 V0 无法准确测量； 

5、实验操作过程复杂，人为操作因素对结果影响较多； 

对于吸氢性能的测试是采用附录 I 中规定吸氢性能的试验方法，通过处理前后样品间的

气压值带入公式计算得到。具体的操作步骤：1、对储气间和样品间抽真空 2、将氢气注入

到储气间和样品间，一个大气压 110Kpa。记录气压和温度。3、24 小时后，记录气压和温

度。4、计算 

 

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如下几点问题对测试结果由较大影响： 

1、试验系统管路、容器密封性能直接影响测试结果； 

2、标准中并未给出部分传感器精确度以及容器抽真空所需真空度等级； 

3、样品容器（包含样品）体积 V1 和实验系统的体积 V2 无法准确测量； 

    总的来说，油膏吸氢/析氢性能测试方法操作都比较复杂，都存在部分体积测量不准确

的情况（油膏具有吸水性能且吸水后会膨胀，使用排水法等以水为介质测量体积时会有测量

误差），而且实验过程中人为的影响因素较多，建议改进检测设备，增加自动进气等功能减

少人为误差等因数，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以及稳定性。 

 

浅谈高倍（功）率铅酸蓄电池的设计与检测 

中国泰尔实验室  付培良 李阳 

摘要：高倍率铅酸蓄电池是一个新型的通信后备产品，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笔者结合自己

的经验与实践对高倍率铅酸蓄电池在设计及检测过程中的关键点及解决措施进行了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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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旨在对高倍率电池在设计、生产、检测过程中的同行有所启示。 

关键词：高倍率电池；传输；导流；耐热；电压降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以及互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务的蓬

勃发展，通信网络规模的快速扩张，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数据中心近年来快

速增长，由于节能减排的需要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数据中心备电时间由小时级向分钟级发展，

数据中心备用电池之一的高倍率铅酸蓄电池（见图 1）随之也开始了规模的应用。 

高倍率铅酸蓄电池属于通信行业的新型产品，目前关于数据中心用高倍率铅酸蓄电池的

行业标准尚未正式发布。国内各主要铅酸蓄电池厂家已率先推出了各自的高倍率电池产品，

我们抽选了几组高倍率铅酸蓄电池提前进行了检测技术的储备与演练，发现不同的高倍率电

池在尺寸、性能、连接方式等方面差异较大（见图 2、3），现就自己的经验和检测中发现的

问题，浅谈下自己的看法。 

 

 

 

 

 

 

 

 

 

 

 

 

 

 

一、高倍率铅酸蓄电池与普通通信用电池的差异 

高倍率铅酸蓄电池也称高功率铅酸蓄电池，目前尚无准确的定义，其放电电流基本大于

1C；相较于常规通信用铅酸蓄电池，高倍率铅酸蓄电池通常标称分钟级的功率，而不标容

量；其使用工况为长期浮充，待市电中断油机启动前短时间（分钟级）恒功率放电（见图 4），

待油机启动及市电恢复后转为浮充。其与普通通信备用电池的区别主要如下： 

 

 

 

图 3：铜排尺寸差异 

 
 

图 1：高功（倍）率电池 

 

        图 2：不同的电池间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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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普通通信电池与高倍率电池简要对比 

 

 

图 4：恒功率电池典型放电曲线 

二、高倍率电池带来的技术挑战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高倍率电池在放电电流上远大于普通电池，这对于特性上不适于

高倍率放电的铅酸蓄电池是一个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电解质的传输问题；大电流放电时，由于蓄电池极板较厚，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为贫液式设计，放电时电解液需由隔膜向极板内部传输，内部存在浓差平衡的问题；小电流

放电时耗酸量较少，电解质传输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放电电流较大时传输的速率会对电池放

电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放电时正极活性物质由 PbO2 变为 PbSO4，摩尔体积比增大，迅速

生成的硫酸铅又会堵塞活性物质的的多孔结构，加大电解质的传输难度，从而造成活性物质

表面电解液浓度快速下降，电压快速下降，放电终止。（见图 4 电压与电流曲线，放电瞬间

有一个电压的快速下降即为瞬间大电流放电酸液浓度快速下降造成的，待酸液传输建立动态

平衡后电压又趋于平稳。） 

项目 普通 2V500Ah 2V1250W 普通 12V200Ah 12V700W 

铭牌标识 标明容量 500Ah 
标明对应分钟级

的放电功率 
标明容量 200Ah 

标明对应分钟级

的放电功率 

重量 平均约 30kg 平均约 30kg 平均约 63kg 平均约 64kg 

外观尺寸 

功率型电池一般套用普通型电池壳体，

部分厂家由双极柱改为四极柱，尺寸接

近。 

功率型电池一般借用普通型电池壳

体，尺寸接近。 

放电电流 50A 最大 748.5A 20A 最大 419.2A 

终止电压 1.8V/单格 1.67V/单格 1.8V/单格 1.67V/单格 

放电容量 500Ah 约 188Ah 200Ah 约 105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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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池导流件的耐热能力；由焦耳定律 Q=I2Rt 可知，电流通过时导体产生的热量与电

流的平方成正比，以 2V1250W 电池为例，电流较普通电池增加 15 倍，产生的热量增加 225

倍，对蓄电池的导流件的耐热能力提出了挑战；电池内部焊接不牢，电流过大可将连接处熔

化，极柱胶液及其它塑料件在高温下老化速度加快；胶液与金属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剧烈温

度交替下会加大极柱密封处漏夜的几率。 

3、电压降的损失：蓄电池电压降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电池内阻造成的压降损失及外部连

接件的压降损失。由 U=IR 可知，电池的压降与电池的内阻及电流也成正比；电流大幅度增

加时电压降的损失明显增大，同时金属导体的内阻随温度升高，阻值也会增加，也会加剧电

压降的损失。 

负载两端电压=电池电动势--电池内部压降--外部连接件压降，电流较小时压降较小，电

流加大时，压降明显增加，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因素。 

 三、设计上的解决思路 

1、电解质的传输问题 

针对电解质的传输问题，解决思路如下： 

a、减薄极板厚度，缩短隔膜中电解质向活性物质传输的距离； 

b、适当提高电解液密度，增加浓度差，加快电解液的传输速度； 

c、提高铅膏配方酸含量，同时降低铅膏视密度，提高极板活性物质孔隙率，降低由二

氧化铅转化为硫酸铅时对多孔活性物质的堵塞； 

综合，减薄极板厚度和提高电解液密度会对板栅的腐蚀加速，缩短电池寿命，因此有必

要提高板栅的致密度，提高耐腐蚀能力，建议可采用压铸极板技术或采用纯铅板栅。降低铅

膏视密度可能导致充放电后活性物质的软化脱落，后续的增加装配压力可减缓此现象。 

2、电池导流件的耐热能力 

针对导热件的耐热能力，解决思路如下： 

a、增加板栅极耳的宽度、厚度，增加内部汇流排的厚度； 

b、汇流排焊接建议采用手工烧焊或氩弧焊，保证焊接质量； 

c、极柱加粗，采用铜芯技术减小阻抗，但采用铜芯技术的极柱建议采用压铸，避免产

生过大的接触电阻；同时铜芯、铜排的材质也会对导流能力产生影响（有厂家采用铅黄铜、

紫铜等不同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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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外接铜排加大截面积，同时保证极柱与外接铜排充分接触（采用大铜芯、大螺栓、

大垫片）； 

e、2V 电池根据功率大小考虑是否设计为四极柱设计，采用分流方式缓解电流过大的压

力； 

综合，以上主要为通过减小电池内部及连接件的欧姆内阻及分流方式来降低电池的产热

量。 

3、电压降的损失 

针对电压降的损失，解决思路如下： 

a、增加装配压力，较少电池内部接触电阻； 

b、增加内部汇流排的厚度； 

c、汇流排焊接建议采用手工烧焊或氩弧焊，保证焊接质量； 

d、 极柱加粗，采用铜芯技术减小阻抗，但采用铜芯技术的极柱建议采用压铸，避免产

生过大的接触电阻； 

e、 外接铜排加大截面积，同时保证极柱与外接铜排充分接触（采用大铜芯、大螺栓、

大垫片）； 

四、检测过程中需重点关注项目 

由于高倍率铅酸蓄电池的行业标准尚未出台，我们认为在高倍率铅酸蓄电池的检测上应

关注以下点： 

1、 电池组放电过程中各点的温升，重点在于电池与外部连接件接触点的温升； 

由于放电电流很大，由焦耳定律可知热量呈平方级增加，接触电阻偏大，温升较快，个

别点温度可达 100℃以上，可将链接条的绝缘塑料损坏变形，而端子与铜排连接处是接触电

阻最大的地方，温度最高点一般出现在这里，应重点关注，温度采集点尽可能多取点； 

2、连接条压降； 

由 U=IR 可知，电流增大，连接条压降增大，同时由于发热连接条内阻也会适当增大。 

设备端电压=电池组电动势电压-连接件压降-电池组内部压降 

压降偏大蓄电池放电会提前终止，甚至导致由于压降偏大放电时间不达标；连接条的压

降测试时需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a、测试表针需垂直于极柱根部，待设备显示数据稳定后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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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前后测试的采样点要统一； 

c、铜排表面、螺栓之间及极柱根部之间的压降差别较大，应按 YD/T 799-2010 规定测

量极柱根部； 

d、由于电池放电电流在逐渐增大，各连接点之间的温升都在逐步加大，链接条压降也

是一个动态增大的过程，因此必须明确测量时间，整组电池的测量时间不宜超过 3 分钟（24）

只。 

3、电池的功率衰减； 

类似于普通电池的容量循环，是衡量电池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检验电池是否存

在设计缺陷的重要一环； 

a、充电制度对电池的放电有较大影响，应严格按照委托方、厂家或标准规定的电压、

电流及时间进行充电； 

b、环境温度对电池的充放电效率影响较大，要密切关注对应的充放电环境温度，尽量

保持在恒温状态（25℃） 

c、蓄电池螺栓松动等因素都会造成接触电阻变大，造成电池放电提前终止，测试前应

确保连接件的紧固检查； 

4、电池浮充寿命； 

充寿命是电池实际应用场景的预测，特别是高倍率电池较普通电池设计变更后会出现电

解液浓度变化、进而导致开路电压变化，加上极板厚度变化，可能带来蓄电池寿命的重大改

变，因此需重点关注浮充情况，最主要为浮充电压的选择标准问题要确定。 

五、小结 

本文仅对高倍率电池在设计上及检测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关键点进行了分析，未涉及具

体的设计参数计算，仅为笔者的看法及见解，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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