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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动态】 

2017 年度第 1、2 季度 TLC 各技术工作组工作动态 

一、 配线技术工作组动态 

2017年 7月 14日，配线工作组成员单位的专家，包括运营商、企业、检测机构共计 20

余人，在泰尔认证中心召开了工作会议。本次会议主要是评审工作组的项目“光纤活动连接

器的性能研究”，以及讨论下一步配线认证方案的优化方向。 

首先，泰尔实验室对“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性能研究”作了详尽的项目汇报，向各位专家

解释了本项目的产生背景及研究思路。在此项目研究过程中，项目组考虑在运营商、器件

和设备行业标准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性能指标和测试方法。另一方面，光

配设备的整体检测分解为光配设备框架检测+光纤活动连接器检测的方式。随后，专家们

对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检测实施细则逐条评审。在评审中，专家们高度认同了项目组的技术

思路，但也提出如插入损耗的试验方法是对器件检测还是组件检测的疑惑以及光纤活动连

接器环境试验条件应尽可能“就严就高”的建议。 

随后，泰尔认证中心介绍了为了配合认监委的“放管服”工作，释放改革红利。对配线

认证规则的一些优化思考，如“采信部件认证，减免整机检测”，以及中心对新产品开发的

情况。工作组专家对此持有积极的态度。深圳日海、常州太平和武汉检测机构对于模块化

数据中心这个项目提出了积极参与的意向。 

专家们还对中心的认证工作纷纷建言：一、希望在整机检测报告中注明采信部件的检

测报告号，以方便向运营商展示。二、提供电子化证书。 

二、 线缆技术工作组动态 

TLC 线缆工作组顺利完成了 2016 年度的工作，并在第五次技术委员会召开之际，进行

了 2016 年度工作汇报，初步拟定了 2017 年度工作计划。2017 年工作计划中，需完成新增

产品实施规则编制、编制特定产品的认证方案、标准变更实施规则修订、线缆国际认证和

光缆上游产业链认证方案制定等工作。截止到 2017 年 6 月底，已完成双壁波纹管、实壁

管、A1 类多模光纤 3 个产品的标准变更征求意见工作，发布了圆形光缆、聚四氟乙烯绝缘

皱纹铜管外导体型射频同轴电缆、聚四氟乙烯绝缘微孔绝缘双层外导体型射频同轴电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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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品的实施规则，线缆产业链上游产品认证模式研究已结题，线缆国际认证项目已确定

好试点产品，目前该项目处于前期调研、标准翻译、编制配套文件等前期阶段。 

三、 电源技术工作组动态 

TLC 电源工作组根据 2017 年工作计划，完成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的标准变更工

作、发布了通信用 336V 直流供电系统、通信用 336V 整流器两个产品。离网型通信用风/

光互补供电系统、通信配电系统电能质量补偿设备、通信用嵌入式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通

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审阅技术文件、准备发布。 

四、 蓄电池技术工作组动态 

2017 年 7 月 21 日，泰尔认证中心蓄电池工作组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泰尔实验室、信息产业通信电源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双登集团、江苏理士、哈尔滨光宇、浙江南都、深圳比亚迪、山东

圣阳、信息产业光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泰尔认证中心共计 14 个单位 21 位代表。 

会议设置了四个议题，涵盖了产品认证规则、课题研究、认证制度改革等各方面，体现

了蓄电池工作组“立足认证、放眼信息通信行业”的定位。与会代表在会上热烈讨论，积极献

言献策，形成了以下决议： 

1、铅酸类蓄电池产品认证单元划分，增加极板类型（平板式、卷绕式、管式等）、结

构（内并、外并、无并联）、用途（储能用、备电用）三个单元划分维度。 

2、磷酸铁锂电池组，在现有的依据行业标准认证的基础上，增设磷酸铁锂电池组的高

端产品认证。高端产品认证需在行业标准的检测项目基础上，增加 55℃高温循环充放电 100

次后的安全性能试验，检测合格的方可颁发认证证书。 

3、产品认证制度优化，若监督从运营商仓库抽取样品，建议测试项目设置寿命试验。

如果只是测试常规项目，没有必要从运营商仓库抽取样品。 

4、产品认证工厂检查内容，一致同意增加运营商的厂验要求，建议参考中国电信的厂

验要求。工厂检查的结果，运营商可通过泰尔认证中心官方网站登录后获取。 

会议同时讨论了三个研究课题的可行性，并决定“高功率电池的原理及应用”项目由信息

产业通信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承担，“高温电池的应用及评估”项目需进一步与运营商

协调、“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于通信基站检测标准研究”项目由中国铁塔牵头、工作组各单位全

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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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领域技术工作组动态 

按照 2017 新领域技术工作组工作计划，2017 年上半年，新领域工作组完成了 TD-LTE

智能天线，移动通信系统室内分布无源天线，移动通信系统多频段基站无源天线三个天线

产品的实施规则和配套文件，并完成了模块化数据中心认证技术规范的初稿。  

 

基于“1+N”思路的信息服务项目进展情况 

泰尔认证中心   技术部 

2016 年，质检总局印发《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十三五”规划》，“发挥从业机构作用”，“鼓

励创新发展”，“坚持市场导向”，以改革推动增加现有认证服务中的有效供给，以创新推动

认证认可服务向中高端发展。 

泰尔认证中心产品认证主要的认证模式是“型式试验+工厂质量体系评定+认证后监督”，

认证依据方面行业标准为主体、技术规范为辅助，目前认证的产品种类近 200 个，认证证书

主要被三大电信运营商予以采信。与此同时，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对供应商有一套供应商管理

制度，包括选型检测、供方现场审查、供应商后评估等方式。 

运营商采购的通信基础产品与泰尔认证中心的产品认证业务范围重合度高；电信运营商

基础产品供货企业与产品认证获证企业重合度高；认证模式中的型式试验、工厂质量保障能

力与供应商管理中的选型检测、供应商现场审查性质类似。 

在此基础上，泰尔认证中心提出将采信方需求融入通用“第三方产品认证”的“1+N”认证

方式，在“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以期达到“一次认证、多个结果”的目标，实现“企

业减负、信息共享”。 

目前，泰尔认证中心已经在工厂检查协调方面，着重考虑运营商供应商检查关注的重点，

并以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为例，从“企业基本信息”、“企业管理信息”、“产品信息”三个方面

制定了检查表，总共包含 14 个大项、38 个小项，每个项目均设定“检查内容及要求”、“评

分标准”、“评级结果”、“合格标准”、“分值”、“检查方式”等。 

目前该检查表已初步编制完成，并就各项目的适用性调研了北京动力源等企业。下一步

将依托泰尔认证中心业务系统逐步细化信息获取的方式、内容，检查的方法，信息输出的形

式等，推动检查表各项目的落地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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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动向】 

基于电池梯级利用的研究和经济运营分析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高亮 

摘要：本文针对汽车退役电池应用于移动通信基站电源系统的研究，从退役电池的技术可行

性与经济可行性两方面进行阐述，详细描述了电池梯级利用的安全性、使用寿命、电池一致

性、电池的充放电性能，体现了梯级电池在技术性能上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再通过完全租

赁与部分租赁的运营模式探讨，梯级电池相对与铅酸蓄电池具有较大的盈利空间，能为企业

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汽车退役电池；铁锂电池；梯级利用；租赁模式 

 

Research and Economic Ope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Second-Use Batteries 

GAO Liang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Group Jiangsu Co., Ltd. Nanjing branch,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tired automotive battery used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power system, expounds the technical feasibility of retired battery two aspects and the 

economic feasibility,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battery cascade utilization safety, service lif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battery, the battery charge and discharge performance, reflecting the cascade 

battery has great value in use in technical performance the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complete 

leasing and part of the lease operation mode, cascade battery relatively has larger profit space and 

lead-acid battery, can bring good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enterprise. 

KEY WORDS: Car battery; Iron lithium battery; Iron lithium battery; Second-Use; Leasing mode 

1.引言 

随着电动汽车的大力发展，汽车退役电池的数量也在显著增加，而动力电池在汽车上

退役后，锂电池直接淘汰将造成极大的稀有金属资源浪费，而且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与创造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背道而驰。退役的动力电池仍然潜藏巨大的剩余价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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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和功率仍然可以满足多种储能场合的需求，如 UPS、通信基站、数据中心、电动自行

车、风光发电储能等应用。因此，开展梯级利用技术研究，充分发挥动力电池的剩余价值，

是非常有必要的。近几年我们针对汽车退役电池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测试，例如循环寿命、浮

充寿命、一致性、安全性等方面，测试结果显示退役电池的特性适合在移动通信行业应用，

汽车退役电池的梯级利用也会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2.梯级电池的使用性能研究 

为了了解汽车退役电池在梯级利用时的不同性能要求，通过大量的实验测试对梯级电

池的使用性能进行分析，梯级电池的应用价值十分可观，在不久的将来，梯级电池的应用会

大幅度的增加。 

2.1 梯级电池安全性 

梯级电池在应用于移动通信基站时，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就是安全性，通过对梯级电

池进行针刺、挤压、过充、炉温安全性测试，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根据图 1 到图 4 的显示

以及电动汽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的测试标准，汽车动力电池在退役后，安全性能仍未降低，测

试结果未出现爆炸起火现象，梯级电池在应用于移动通信基站时可以正常使用。 

 

   图 1 针刺测试                          图 2 挤压测试 

 

图 3  过充测试                         图 4 炉温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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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梯级电池使用寿命 

电池使用寿命可分为两大类：浮充寿命与循环寿命，我们分别进行了测试。在某移动

通信基站，通过对梯级电池的浮充寿命进行了持续性的监测，并实时监测电池在基站的使用

状况，监测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已进行了 17 个月，月平均衰减率为 0.15%，以通讯行业

磷酸铁锂电池组分立式电池组的标准要求电池寿命以初始容量的 80%为寿命终止标准，可

预测出电池的浮充寿命为 20%÷0.15%≈133 月，折合年份 11 年，测试数据如图 5 所示。 

 

图 5 浮充寿命测试曲线 

 

对于梯级电池的循环寿命，在常温 25℃条件下的测试数据显示如下图所示。测试数据

可看出梯级电池在常温 25℃的条件下，电池循环寿命性能良好，100%DOD 循环 360 次后，

电池衰减率为 4.6%，以通讯行业标准规定的电池寿命以初始容量的 80%为寿命终止标准，

可预测电池的循环寿命为 20%÷4.6%×360≈1565 次。 

 

图 6 循环寿命实测曲线 

 

2.3 梯级电池一致性分析 

电池一致性的优劣直接决定电池放电性能的好坏，同时也决定电池寿命的长短。由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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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 1 可以看出，电池的静态开路压差与浮充后的压差在 200mV 以下，是可以满足磷酸铁

锂电池组分立式电池组的规定要求，而且电池在 BMS 的均衡控制策略下，电池的一致性差

异会变得更小，梯级电池可正常应用于移动通信基站。 

表 1 静态开路压差和浮充 24h 后压差的测试值与标准对比 

测试项目 测试值（mV） 标准对比（OK/NG） 

静态开路压差 170 200/OK 

浮充 24h 后压差 165 200/OK 

 

图 7 静态开路电压与循环次数关系 

 

2.4 梯级电池容量保持率 

电池容量保持率测试是为检测梯级电池的自放电性能，电池在长时间储存后是否能正

常使用。电池在充满电后，静置 28 天后再进行电池容量检测，测试数据如表 2 示。测试结

果可知，梯级电池的容量保存率为 98.24%，即自放电率为 1.76%，可得，梯级电池在自放

电率小，电池能满足相关通信行业磷酸铁锂电池组分立式电池组的标准要求，电池具备可用

性。 

表 2 电池容量检测对比 

标称容量(Ah) 初始容量(Ah) 静置后容量（Ah） 保存率 

300 305.925 300.537 98.24% 

2.5 梯级电池在不同温度下的充放电性能 

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包括电池的充放电效率，电池放电倍率范围，温度对电池的充放电

稳定性的影响，电池充放电的电压平台与容量的对应关系等。 

2.5.1 电池常温 25℃下的充放电倍率分析 

梯级测试充放电电流倍率范围 0.1C～1C，测试数据如图 8 和图 9 所示。可以看出常温

下梯级电池的充放电电流倍率在 1C 及以下时，电池均可正常使用，电池电压平台稳定，电



9 
 

池可正常充电，可正常提供稳定的电流。 

 

      图 8 电池电压与放电容量曲线       图 9 电池电压与电池容量曲线 

2.5.2 电池充放电效率 

电池的充放电效率反应电池内部活性物质反应程度，同时体现电池在充放电能量转换

时的能量损耗。梯级电池在不同温度下的充放电效率最低也在 92%以上，电池的能量转换

效率高，电池环境适应性好。梯级电池在低温充电时，建议小电流充电，在-10～0℃以下时，

建议充电电流最大不要超过 0.1C，-10℃以下时，建议电池不要进行充电。 

 

图 10 不同温度下不同倍率充放电效率 

2.5.3 电池在不同温度下放电稳定性分析 

此项测试意义在于梯级电池在不同温度下，能否提供正常而又稳定的输出电流，满足

不同温度的应用工况需求，图 11 显示梯级电池在不同温度下，电池提供的电压平台稳定，

能稳定的输出电流，梯级电池能在不同的温度场景下使用，即梯级电池的应用场景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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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放电时不同温度下电池电压与 SOC 曲线 

3.梯级电池与开关电源联调和动环监控的匹配 

3.1 梯级电池与开关电源的联调 

因梯级电池为磷酸铁锂电池，单体电池标称为 3.2V，而在基站开关电源设置的浮充电

压时 53.5V，即单体充电电压为 3.34V，若以此电池进行充电，梯级电池会存在电池充不满

的现象，因此建议设置单体电池充电电压 3.45V，即电池组浮充电压 55.2V。具体参数修改

如表 3 所示。 

表 3 梯级电池参数修改表 

建议修改项 梯级电池要求 开关电源初始设置 

浮充电压 55.2V 53.5V 

均充电压 56.4V 56.4V 

一次下电电压 48V 44V 

二次下电电压 43.2V 43.2V 

充电限流 ≤0.5C 0.1C 

开关电源监控与BMS

通信 

建议开关电源监控与BMS通信进行系统一体化，实现电

池与开关电源的统一管理 

开关电源与BMS无相互

通信 

3.2 梯级电池与动环监控的匹配 

电池 BMS 已对动环监控与开关电源开放通信协议，通信协议为 Modbus，通信接口为

RS485。 

4.梯级电池运营模式分析 

梯级电池的运营模式，采用试点具体实例进行探讨，并以完全租赁和部分租赁的模式

分别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梯级电池在不同运营模式下的不同利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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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南京宏基站实例数据 

利用磷酸铁锂电池的高温性能特性，提高宏基站空调设置温度，减少电费开支，采用

节省用电费用支付租赁费用。基站原先配置按照目前铅酸电池的使用规模每个站配置

48V/500AH 的铅酸电池，2 组电池，浮充备电，空调环境温度设置为 28℃，铅酸电池的使

用寿命为 8 年，每组 48V/500AH 铅酸电池的采购费用 10800 元，安装费用 3000 元。梯级电

池应用后配置采用同规格梯级电池替换，每个站配置 48V/500AH 的梯级电池，2 组电池，

浮充备电，空调环境温度设置为 35℃，电池的使用寿命也为 8 年，每组 48V/500AH 梯级电

池的租赁费用按 1.0 元/Wh 计算，安装费用 3000 元，每组梯级铁锂电池采购费用为：16×3.2 

×500×1=25600 元。南京机房电费调研数据：机房空调温度 28℃与 35℃，一个月电费节省在

1750 元。 

4.2 不同租赁模式经济运营分析 

采用完全或半租赁模式，在基站空调一次性采购成本上，南京地区对新建基站配置 2

台柜机空调，使用梯次电池将在空调投入成本上减少一半，每个基站将节省一半的费用开支，

折算节省一次性采购投入在 6000 元。按南京移动目前的一千个基站，每个基站减少一台空

调的投入计算，可减少一次性总投资达六百万元。此外，采用完全租赁模式，南京移动可以

省去每年铅酸电池替换采购成本，可减少新购铅酸电池成本达五百万元。 

采用完全租赁模式，可完全省去电池投入及维护费用，由年节省电费形式支付电池租

赁费用，厂家可在投资第四年回本，并开始取得一定经济效益。采用铅酸电池外部分租赁，

铅酸电池价格购买替换成梯级电池，电池的差价由年节省的电费形式支付，厂家可在投资第

二年回本，并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租赁模式双方可以根据省电情况就行调整费用及投资回报年限，产生的经

济效益亦可由双方共同分享，达到共赢效果。 

表 4 完全租赁和半租赁模式经济效益对比 

 

铅酸

电池 

梯级磷酸

铁锂电池 

投资计算

（完全租

赁） 

投资计算（铅酸

电池价格之外

部分租赁） 

备注 

运行与维护

费率 
2% 2% 

   

失盗率 1.5% 1.5% 
   

工作温度 2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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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成本 2-3 台 1-2 台 
   

空调月节省

费用（元）   
1750 1750 

 

资金占用年

费率   
6% 6% 

 

年失效率 
  

1% 1% 
 

安装费用 6000 6000 
   

电池采购价

格 
21600 51200 -57200 -35600 电池价格+安装费用 

第 1 年 
  

-41206 -17338 

-初始投入（1+运行与维护费率+失盗

率+资金占用费率+年失效费率)+电

费年收入+租赁模式节省 

第 2 年 
  

-23532.63 2841.51 

-第 1 年剩余投入（1+运行与维护费

率+失盗率+资金占用费率+年失效

费率)+电费年收入+租赁模式节省 

第 3 年 
  

-4003.55 25139.87 

-第 2 年剩余投入（1+运行与维护费

率+失盗率+资金占用费率+年失效

费率)+电费年收入+租赁模式节省 

第 4 年 
  

17576.07 49779.56 

-第 3 年剩余投入（1+运行与维护费

率+失盗率+资金占用费率+年失效

费率)+电费年收入+租赁模式节省 

第 5 年 
  

41421.56 77006.41 

-第 4 年剩余投入（1+运行与维护费

率+失盗率+资金占用费率+年失效

费率)+电费年收入+租赁模式节省 

5.结束语 

本文从梯级电池的使用性能与经济性能方面阐述汽车退役动力电池应用于移动通信基

站电源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1、在技术性能上，梯级电池的安全性、一致性、使用寿命、充放电性能、容量保存率

等方面均能符合相关标准或规定的要求； 

2、梯级电池能与开关电源进行参数匹配，能实现正常的后备电源储能功能，并且电池

BMS 对开关电源与东环监控开放通信协议，能实现远端监控； 

3、通过完全租赁模式与部分租赁模式经济性分析，均可盈利，即梯级电池在移动通信

基站的应用，合作双方能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 



13 
 

参考文献： 

[1]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发布[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2，36(15)：

119． 

[2] 孟祥峰，孙逢春，林程，等．动力电池循环寿命预测方法研究[J]．电源技术，2009，33(11)：

955-969． 

Meng Xiangfeng， Sun Fengchun，Lin Cheng， et al．Cycle life prediction of power 

battery[J]．Chinese Journal of Power，2009，33(11)：955-969(in Chinese)． 

[3] 王泽众，李家辉．电池梯级利用储能装置在电动汽车充换电站中的应用[J]．电气自动化，

2012，34(6)：49-50． 

[4] 李志华，唐志雄. 通信用磷酸铁锂电池的节能减排应用［C］//2011 通信电源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2011：262-269. 

[5] 阮勇，吴罡，滕达. 磷酸铁锂电池及其在通信行业中的应用［J］. 邮电设计技术，2011(3)：

73-76. 

[6] Bloom I，Jansen A N，Abraham D P，et al．Differential voltage analyses of high-power, 

lithium-ion cells 1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J]．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05(139)：295-303． 

[7] 时玮，姜久春，李索宇，等．磷酸铁锂电池 SOC 估算方法研究[J]．电子测量与仪器学

报，2010，24(8)：769-774． 

Shi Wei，Jiang Jiuchun，Li Suoyu，et al．Research on SOC estimation for LiFePO4 Li-ion 

batteries[J]．Journal of Electronic Measurement and Instrument，2010，24(8)：769-774(in 

Chinese)． 

[8] Wang J，Liu P，Hicks-Garner J，et al．Cycle-life model for graphite-LiFePO(4) cells[J]．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11(196)：3942-3948． 

[9] Taylor M J，Alexander A．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plug-in electric vehicle loading on 

distribution system operations[C]//IEEE Power & Energy Society General Meeting．Calgary，

Canada：IEEE，2009：1-6． 

[10] Vyas A，Santini D．Use of national surveys for estimating full PHEV potential for oil use 

reduction[EB/OL]．2008-07-21．http://www. transportation.anl.gov/pdfs/HV/525.pdf． 

作者信息：高亮 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现任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主要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和基站动力维护相关工作。 



14 
 

ODN 行业的转型机遇-分布式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江苏亨通光网科技有限公司   王世伟 

从 2010 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 FTTH 建设，给 ODN 厂商带来一轮增长机遇；通过

几年的规模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 70%～80%的 FTTH 布局，这也意味着 FTTH 建设

已经走过高峰期，即将步入维护期；在高峰建设期诞生的近两百家 ODN 企业，如今都面临

着转型需求。 

以亨通为代表的企业把握运营商网络重构大势，在分布式数据中心领域发力，也为整

个配线行业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运营商网络重构的核心-分布式数据中心 

传统的数据中心多为 IT 大佬主导的集中式大型数据中心，是为了满足各种 APP 为主

的 IT 应用需求，对时延的要求低；这种集中式数据中心的建设模式，会导致运营商在进行

网络重构时难以满足对未来 5G、物联网和视频等新业务的需求；分布式数据中心，将传统

集中数据中心演变为分散、分层、可定义的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分布式云数据中心架构，

具有 QoS 等级保障，可统一接入、统一调度、统一运营，确保大部分数据的就近接入，降

低主干流量和网络时延。 

亨通认为，运营商网络所承载业务重心的变化，是促使传统数据中心走向分布式数据

中心的主要原因所在。 

过去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三大运营商所建设的数据中心，都缺乏对网络质量的有效

管控，而随着垂直行业应用的发展和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通信网络所承载的业务正在从传

统的以语音业务为主，转向以数据业务为主，而且要求数据中心能够对不同的业务进行识别，

运用通过网络切片技术和分级管理，提供不同质量要求的服务。 

例如，对车联网、视频等时延要求相对较高的业务提供高等级的服务，对部分 NB-IoT

接入和部分轮询的工业传感数据等时延要求不高的业务，可适当降低时效性标准。 

亨通认为，上述对网络分级管理的需求和物联网的大力推进，决定了运营商网络重构

迫在眉睫，要求网络具备超低时延、超高带宽、超快响应的“三超”特性。然而传统的大型

数据中心已经不再能够满足这些新业务需求，重建边缘数据中心，尽快响应对时延要求较高

的应用需求，分布式数据中心由此应运而生。 

作为传统的 ODN 提供商，亨通把握运营商网络重构的有利时机，凭着对数据中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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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的深入理解，率先推出了分布式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其方案由“凝聚”、“集聚”

和“汇聚”大中小系列产品组成，涵盖智能管理系统、微模块、架间空调、UPS，以及光模

块、光互联器件和动力环境监控等数据中心全系统产品；亨通提供的一站式 EPC 解决方案，

拥有先进的智能监控管理系统，并搭配持续供电、高效制冷等模块单元，可保证数据中心安

全、稳定和绿色运行。 

亨通做 ODN 第一个“吃螃蟹者” 

亨通推出分布式数据中心，也成为了 ODN 厂商的第一个“吃螃蟹者”。早在几年前，

亨通就未雨绸缪开始了对 ODN 转型方向的思考，对于分布式数据中心的想法也已经酝酿了

几年，如今率先推出产品，也是 ODN 行业中的第一家。 

事实上，就整个分布式数据中心领域而言，亨通也是动作比较超前的。从以程控机房

为核心的传统数据中心，转向以微模块为特征的分布式数据中心，也是近两年才推出的新技

术和新概念，在推出符合网络重构要求的新产品方面，亨通的反应速度丝毫不逊于这些传统

的设备商。 

向分布式数据中心延伸，只是亨通转型的方向之一；亨通根据对光通信行业的多年观

察和理解，对 ODN 企业转型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FTTH 从建设期转向维护期，意味着

前期没有推广开的智能 ODN 将成为一个新方向；第二，向海外市场拓展，将在中国的成功

模式复制到全世界，延长 ODN 行业的生命周期；第三，向包括有源光模块和分布式数据中

心在内的产业链上游拓展。 

弯道超车的机会 

近年来亨通积极部署数据中心领域，投资 20 亿在太湖湖畔构建了大型数据中心，具备

数据交易、整理分析的能力，还建立系统研发中心，深耕软件系统，提升数据智能分析、网

络优化的能力；如今，向分布式数据中心进军，意味着亨通与运营商转型同步，又一次站在

了行业发展的前沿。 

从光器件到数据中心，是一次从光无源到有源系统领域的跨界扩张。光通信企业布局

数据中心业务，可以以光配线、光模块、光互联等资源平台为基础，有了这些基础，切入数

据中心基础设施领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在多年来陪伴运营商网络建设和成长的过程中，亨通也深刻理解了运营商网络历史

和业务演变规律，知道其痛点所在，对其转型方向也有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成为亨通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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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优势。 

传统意义上，提供数据中心的多为 IT 服务商，这些 IT 服务商在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

和运营方面经验丰富，但是其方案仅适合于集中式数据中心。而此轮由运营商主导的边缘、

分布式数据中心，与上一轮数据中心建设狂潮有着完全不同的产业形态，这恰恰是以亨通为

代表的通信厂商的优势所在。 

在新一轮的数据中心建设竞速中， ODN 厂商将迎来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这也是 5G

和物联网带给我们 ODN 行业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 

 

光纤到户用多电信业务经营者共用型配线设施简介 

中国泰尔实验室   刘德强 

光纤到户（Fibre To The Home，FTTH）指仅利用光纤媒质连接通信局端和家庭住宅的

接入方式，引入光纤由单个家庭住宅独享。FTTH 是国际公认的终极接入网解决方案，具有

对称高带宽、高稳定性、高可靠性、抗干扰、环保无污染的优势，代表了当今和未来接入网

建设的发展方向。为促进 FTTH 的发展，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GB 50846-2012《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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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设施工程的设计，必须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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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者的要求”。为配合 GB 50846-2012 的实施，用户接入点处的共用配线设施应能满足多家

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的需求，使资源共享成为可能。 

一、共用型配线设施 

共用型配线设施是指供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共同接入的配线设施，用于光纤到户中多个

电信业务经营者共用配线设施的场合，包含新建住宅建筑区和既有住宅建筑区。共用型配线

设施主要包括光缆交接箱、光纤配线架和光缆分纤箱，箱（架）体内设置一个用户配线区域

和多个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其中用户配线区域用来安装用户侧配线模块，不同的电信

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用来安装不同的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模块。多个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

域满足了“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的要求；用户配线区域和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

之间通过跳纤或尾纤自由跳接，满足了“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 

1、共用型光缆交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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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型光缆交接箱（以下简称光缆交接箱）主要由箱体、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用

户配线区域、光缆固定与接地装置、光纤存储装置、直熔单元（可选）及备附件组成。光缆

交接箱按箱体材料分类，可分为非金属箱体和金属箱体，可以落地、架空、壁挂、挂杆安装，

通常用于室外环境。光缆交接箱产品如图 1 所示。 

 

图 1 共用型光缆交接箱 

 

通常光缆交接箱内包含至少 3 个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和 1 个用户配线区域，以满足

至少 3 家电信业务经营者能够同时接入通信业务。 

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需满足如下要求： 

a) 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用于安装电信业务经营者熔接盘、配线盘、光分路器

等，各区域结构应一致，保证各电信业务经营者能平等接入； 

b) 各区域应配置独立的门，门应具有锁装置，不同电信业务经营者区域的钥匙应不

通用。门锁的启闭应灵活可靠。门的开启角度应不小于 110度，开启方向应合理，

开启时不应影响光缆交接箱正常使用、施工、维护。若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的

门没有设置在箱体内部，门锁应具有良好的抗破坏功能，抗破坏性能应符合 GA/T 

73-2015 中的 B 级要求，门开启后应有可靠的门限位固定保护； 

c) 各区域应便于光分路器的安装； 

d) 各区域应留有走线孔，走线孔大小应能满足最大用户数量的跳纤或尾纤通过。 

用户配线区域应安装 12 芯熔接配线一体化模块，用户配线区内光纤活动连接器类型应

一致，不能混装。 

光缆交接箱中应在各电信业务经营者区域与用户区域间设置相对独立的走线通道，各通

道应有明显的标识加以区分，以方便各电信业务经营者区域与用户区域之间单独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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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用型光纤配线架 

共用型光纤配线架（以下简称光纤配线架）主要由机架、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用

户配线区域、光缆固定与接地装置、光纤存储装置及备附件组成。光纤配线架通常使用金属

材质，室内落地使用。光纤配线架产品如图 2 所示。 

 

图 2 共用型光纤配线架 

 

考虑到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开通业务时的便利性，机架内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和用户

配线区域比较适合安装 19 英寸子框，子框内用于安装各区域的功能模块如配线模块、分光

模块（可选）等。这样各电信业务经营者可根据自身情况在子框内自由布置配线模块、分光

模块（可选）等。子框高度以 U 计，1U 对应高度为 44.45mm，子框深度应能满足熔接配线

一体化模块的安装使用。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和用户配线区域应设置在同一列子框架

上，以方便走线。 

通常光纤配线架内包含至少 3 个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和 1 个用户配线区域，以满足

至少 3 家电信业务经营者能够同时接入通信业务。 

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需满足如下要求： 

a) 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用于安装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模块、分光模块（可选）

等，各电信业务经营者所占配线区域结构尺寸应一致，即在机架上分配有相等的

U 数，保证各电信业务经营者能平等接入；各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容量应和

用户配线区域容量相互匹配； 

b) 各区域应配置独立的门,门应具有锁装置，不同电信业务经营者区域的钥匙应不通

用。门的开启角度应不小于 110°，开启方向应合理，开启时不应影响光纤配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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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使用、施工、维护； 

c) 各区域应留有走线孔，走线孔大小应能满足最大用户数量的跳纤或尾纤通过。 

用户配线区域宜配备高度为 3U 或 4U 的 19 英寸子框。高度为 3U 的子框内应安装 4 个

12 芯熔接配线一体化模块，高度为 4U 的子框内应安装 6 个 12 芯熔接配线一体化模块。用

户配线区内光纤活动连接器类型应一致，不能混装。 

机架内应在各电信业务经营者区域与用户区域间设置相对独立的垂直走线通道，需要时

可设置相对独立的水平走线通道，各通道应有明显的标识加以区分，以方便各电信业务经营

者区域与用户区域之间单独走线。 

3、共用型光缆分纤箱 

共用型光缆分纤箱（以下简称光缆分纤箱）主要由箱体、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用

户配线区域、光缆固定与接地装置、光纤存储装置及备附件组成。光缆分纤箱按箱体材料分

类，可分为非金属箱体和金属箱体，按使用环境分类，可以分为室内型和室外型，可以壁挂、

壁挂、挂杆、嵌墙安装。光缆分纤箱产品如图 3 所示。 

 

图 3 共用型光缆分纤箱 

 

通常光缆分纤箱内包含至少 3 个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和 1 个用户配线区域，以满足

至少 3 家电信业务经营者能够同时接入通信业务。 

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需满足如下要求： 

a) 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用于安装电信业务经营者熔接盘、配线盘、光分路器

等，各区域结构应一致，保证各电信业务经营者能平等接入； 

b) 各区域应配置独立的门，门应具有锁装置，不同电信业务经营者区域的钥匙应不

通用，若各区域的锁外露在箱体外侧，则锁装置应符合 GA/T 73-2015 中的 B 级要

求。门的开启角度应不小于 120度，开启方向应合理，开启时不应影响光缆分纤箱



20 
 

正常使用、施工、维护； 

c) 各区域应有光分路器的安装位置； 

d) 各区域应留有走线孔，走线孔大小应能满足最大用户数量的跳纤或尾纤通过。 

用户配线区域应安装符合容量要求的熔接模块、配线模块。用户配线区内光纤活动连接

器类型应一致，不能混装。 

二、与传统配线设施的区别 

现有通信行业标准 YD/T 988《通信光缆交接箱》、YD/T 778《光纤配线架》和 YD/T 2150

《光缆分纤箱》，其规定的传统配线设施不区分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一般供单个电信

业务经营者单独使用。由于未给不同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分别划分配线区域，当一家电信业务

经营者占用了全部配线区域，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将无法接入，也就无法保证多家电信业务

经营者平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传统配线设施适用于单个电信业

务经营者的网络建设。 

共用型配线设施规定了多个电信业务经营者配线区域，各区域空间大小、容量相同，且

相互对立、互不干扰，从而满足了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

经营者的要求。共用型配线设施用于光纤到户中靠近用户的用户接入点处，一般由建筑开发

商负责建设，多电信业务经营者共用。 

因此，共用型配线设施可以满足 GB 50846-2012 中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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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三、标准化工作 

目前，中国泰尔实验室正在积极推动光纤到户用多电信业务经营者共用型配线设施的标

准化工作，现已完成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委员会（TC6）线

缆组（WG3）的三项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并计划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至 16 日进行三项

国家标准的送审稿审查工作，为统一相关产品技术规范，推动我国 FTTH 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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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园地】 

通信配套设施中的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不合格原因分析 

信息产业光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陈玺 

在所有具有光缆接续或终结的通信配线产品中，均会有高压防护接地装置，如光缆交接

箱、光缆分纤箱、光缆接头盒等。顾名思义，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主要作用是将光缆加强芯、

金属挡潮层、铠装层相连，通过接地导线将较强的感应电流导入到大地，保障操作人员和通

信设备的安全。 

在相关标准和规范中，对于高压防护接地装置的测试主要有三个项目：耐电压水平、绝

缘电阻、盐雾试验，前两个项目主要是电气性能，盐雾试验主要是考察高压防护接地装置的

耐腐蚀性能。 

首先来谈一下高压防护接地装置的电气性能，这个项目因与安全相关，在所有运营商技

术规范中均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否决项。尽管所有标准中均将电气性能作为出厂检验的必检项

目，但近年来还是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产品不合格。经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装配错误型——绝缘垫片漏装或装反 

通常采用上下各一片绝缘垫片通过螺钉将高压防护接地装置固定在中间，高压防护接地

装置与箱体及接地落螺钉保持绝缘，其中上下两片绝缘垫片形态、尺寸存在差异。在实际检

测过程中，发现有的生产厂家出现漏装或两个绝缘垫片位置装反，使得固定镙钉或箱体与高

压防护接地装置连通，从而导致耐电压水平和绝缘电阻不合格。 

2、垫片材料问题型 

1) 材料问题 1——绝缘材料电导率高，吸水性强，耐环境性能不好。 

近年来由于成本原因，部分生产厂家由原来采购专用绝缘垫片改为现阶段自己注塑，由

于使用了价格低廉的材料或大量回收材料，导致塑料的导电率变高或吸水性增强。产品在相

对对湿度大于 70%环境中存储、运输一段时间后时绝缘垫片吸收水分，导致耐电压或绝缘

性能测试时出现大量不合格。这一点是近两年发现的导致电气性能测试不合格的最多的原

因。 

还有一部分生产厂家采用的绝缘垫片材料，在经过湿热、高温或低温后，绝缘电阻和耐

电压性能急剧下降，导致试验结果不合格。建议在绝缘垫片量产前，要进行大量环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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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其稳定可靠。 

2) 材料问题 2——绝缘垫片材料强度过低。 

由于原材料本身（不合格的颗粒料或改性不好的回收料）或加原材料在加工过程中添加

过多的阻燃剂，导致垫片韧性和强度不足，装配时或运输过程中部分绝缘垫片破裂，从而导

致电气性能不合格。 

1、垫片尺寸问题型——绝缘垫片过薄 

出于成本考虑，有一些生产厂家采用用的绝缘垫片过薄，其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过小，

导致在耐电压水平试验时产生飞弧。结合国内相关行业标准，建议绝缘垫片厚度应能保证两

金属件间最小间距不低于 3mm。 

2、产品设计问题型——结构尺寸或连接方式不合理 

由于通信行业分工较细，往往箱体各部件采购自不同厂家，然后组装而成。在测试中曾

经发现这样一些案例：有的生产厂家的某些产品上高压接地防护装置尺寸过大，其两端与箱

体两侧过近，导致产品电气性能不合格；有的生产厂家的将某些产品的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与

柜体本身的接地装置直接连接在一起，这样使得箱体外壳与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上的光缆加强

芯、金属挡潮层、铠装层相连接，失去了高压防护接地装置其本身的保护意义，且可能对设

备造成反击。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盐雾试验，目前通信配线产品标准中的盐雾试验一般是指中性盐雾

试验。配线产品中的高压防护接地装置的主要防护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电镀再钝化处理，其

中电镀锌应用较广泛、电镀镍或铬也有应用；另一种是直接使用防腐蚀性能较好的材料，如

SUS 304 不锈钢等。目前国内通信配线设施主要还是采用电镀锌方式进行防腐防护。根据药

水配方不同，电镀锌目前有镀彩锌、镀蓝锌、镀白锌。其中镀彩锌防腐性能较强，盐雾试验

可达 72 小时、稳定在 48 小时，镀白锌的防腐性能最弱，稳定在 24 小时左右。经大量实验

统计，目前镀环保镀锌比普通镀彩锌(采用 6 价铬钝化)的耐盐雾性能普遍要低，这也是环保

镀锌产业需要努力的地方。目前我们通信配线产品主要还是采用镀彩锌工艺。下面我们主要

谈一下电镀锌产品的盐雾性能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分析： 

1、锌层纯度不够。 

单金属镀锌层的纯度是保障镀层耐盐雾性能的基础。一般在盐雾性能方面，品质纯净的

单金属优于含有杂质的；双元或多元合金镀层优于于单金属镀层。鉴于多元合金的耐蚀性能

优于单金属，建议镀锌加工企业多关注一些新的合金工艺，如锌镍合金、锌铁合金等，这些

电镀工艺产品普遍比普通氯化钾镀锌工艺产品的耐蚀性能有很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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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锌层厚度过小或均匀性不好。 

由于电镀锌是钢铁基体的保护层，是阻止基材锈蚀、延长耐盐雾时间阻挡层，因此锌层

的厚度直接就决定了电镀工件出红锈的时间长短。目前配线产品标准中均未对高压防护接地

装置的镀锌层厚度进行规定，但经验表明，锌层厚度最好在 6μm 以上，且锌层厚度分布均

匀，一般能通过 48 小时盐雾试验，这个指标可以作为产品质量内控的一个标准。 

3、锌钝化膜的稳定度和均匀性不好。 

钝化膜的质量及耐盐雾性能的提高与稳定是决定耐盐雾产生白锈的决定性因素，要提高

镀锌层的耐盐雾性能，把好钝化关至关重要，因此钝化剂的选择包括配位剂与封闭剂等，以

及操作程序是否到位，方法是否适当等都将对钝化膜的质量起决定作用。 

4、基体与镀层的表面附着力不够，镀层容易出现脱落。 

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表面处理的不好，也就是前处理没处理好，前处理很关键，电镀，

说白了就是镀基体表面呢，基体表面处理好了，彻底的除油除锈处理的平平整整光光滑滑才

能得到好的镀层。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电镀工艺的问题，比如电流密度分布不均，电流密

度过大，电镀液中有杂质，电镀液浓度过大，电镀时间过长也都有可能导致镀层附着力不够。 

5、还有一个通用问题，目前盐雾试验腐蚀的主要部位集中在高压防护接地装置的边角

及固定光缆加强芯的自攻螺丝与绝缘排的结合处。 

a) 边角地方容易腐蚀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其一是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碰撞，其二是锌

层和钝化膜不均匀。 

b) 对于结合处处理主要有三方面要注意的地方：其一对于所有螺丝的丝纹一定要全部

镀锌处理，且纹路清晰，避免旋紧时划伤锌层；其二在螺丝的旋紧过程中最好选用带力矩设

定的电动工具，避免固定过紧，划伤锌层；其三锌层厚度和均匀性是关键。 

c)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 GB/T 6461-2002《金属基本体上金属和其它无机覆盖层经试验

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第 5 条检查方法中明确指明距试样边缘 5mm 以内的边缘缺陷可在

报告中注明，但不应影响数字评级。同样地，可忽略接触痕、挂具痕和固定孔等缺陷。且当

覆盖层对基体金属呈阳级性时，从试样边缘发展出的白色腐蚀产物不应认为是覆盖层失效。

所以很多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会忽略边缘和螺孔。但在对应 GB/T 2423.37-2008 《电子

电工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 试验方法 Ka:盐雾》中却没有相应的规定。 

d) 安装和运输阶段防护措施不到位，撞伤或碰伤表面镀锌层。 

另外还有一个常见问题，有部分厂家为了通过盐雾试验，在高压防护接地装置表面加上

了一层涂覆层，比如油漆。标准中虽然未强制规定不允许这样操作，但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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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电流释放装置，本身必须是一个良导体，否则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

义。建议在测试过程中如发现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上有油漆涂层产品直接判断为不合格。  

以上就是通信配线产品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分析，不到之处，还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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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广场】 

用户侧光纤链路验收测试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信息产业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检中心   刘健 陈少贤 

摘要：本文介绍了光纤入户工程的相关标准、用户侧光纤链路的连接方式及传输指标要求。

根据实验室近年来积累的测试经验，详述了在光纤链路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对如何保

证链路质量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光纤到户、验收测试、光纤链路全程衰减 

1  引言 

为加快推进光纤到户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全面提升国家信息化水平，住房城乡建设

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在 2012 年底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GB 50846-2012《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

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和 GB 50847-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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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工业信息化部联合推进，颁布了建

标[2013]36 号文件《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

知》。这两项国标和 36 号文的颁布，确定了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的光纤到户建设模

式。2014~2016 年工信部和住建部均联合对光纤到户国家标准贯彻实施工作开展了监督检查

并将结果进行了通报。 

在 GB 50847-2012 中规定，光纤入户工程与住宅区及住宅建筑同步施工、同时验收。

由于住宅项目建设周期较长，2015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光纤到户工程逐渐完工进入验收阶

段。建标[2013]36 号文规定：光纤到户通信设施未按要求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接入

公用电信网。故住宅建设方需委托检测机构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验收测试。而检测机构必

须获得光纤到户工程验收资质的计量认证或实验室认可资质，方能为光纤到户通信设施的验

收提供公正科学的检测报告。 

接入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的光纤链路传输质量的测试是工程验收的必需环

节，本文重点阐述在这段用户侧光纤链路验收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解决

建议。 

2  用户侧光纤链路的连接方式及传输指标要求 



26 
 

图 1 是较为典型的楼盘光纤到户的示意图：用户接入点是划分工程建设的分工界面，

左侧由电信业务经营者（运营商 1、运营商 2 或运营商 3）负责连接至业务接入点，其路由

包括光传输设备、配线设备及配线光缆；右侧由住宅建设方负责连接至用户，预先铺设入户

光纤链路，其路由包括位于电信间的光纤配线架/光缆交接箱、用户光缆、位于楼道的光缆

分纤箱、入户光缆和位于用户室内的家居配线箱。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运营商，被选择

的运营商将其铺设好的配线光缆在光纤配线架/光缆交接箱上与用户光缆进行相应的跳接即

可。为了降低光纤链路的衰减，减少因施工可能造成的故障，保证接入点用户侧 ODF/OCC

至每一用户 HDB 的光纤链路均可靠，GB50846 中规定这段路由中的接续不应采用活动连接

器，用户光缆接续和成端宜以熔接的方式，在不具备熔接条件时方采用预埋型现场组装式光

纤活动连接器成端。每一条光纤链路都应通过检测，其传输指标具体要求如下： 

1）长度不大于 300m 时，光纤链路全程衰减不应超过 0.4dB； 

2）长度大于 300m 时，光纤链路全程衰减限值可按下式计算： 

jf NL   )2(max  

式中：β—光纤链路的衰减限值（dB）； 

Lmax--光纤链路的最大长度（km）； 

αf—光纤衰减常数（dB/km）； 

N—光纤链路中熔接的接头数量； 

2—光纤链路成端接头数，每端 1 个； 

αj—光纤接头损耗系数，取 0.1 dB/个。 

 

图 1 光纤到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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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纤链路验收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住宅建设方需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按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开展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

设计和施工，但根据近年来验收的情况，光纤到户工程的质量因不同的设计单位或施工单位

而异。检测机构进行现场验收测试时，发现除了有些楼盘未严格按照国标要求设置公共设备

间或独立电信间、用户光缆及配线设备的容量未预留 10%的维修余量，更多的问题集中在

光纤链路衰减不达标、链路不完整无法进行测试。有些地市在组织验收时出现将链路衰减指

标放宽到 0.9dB 甚至 1.5dB 的现象。 

3.1 用户接入点配线设备引起的光纤链路衰减 

由于 GB 50846 和 GB 50847 发布实施之后，配套的具体实施标准比如光纤到户工程所

需配线设备的相关标准还未出台，住宅建设方对如何选用配线设备特别是能满足多家电信业

务经营者共同接入的用户接入点配线设备不明确。个别楼盘出现光纤配线架/光缆交接箱或

光缆分纤箱的箱体尺寸过小，空间不够，施工人员以较小的弯曲半径对光缆进行盘绕，满足

不了 G652 光纤弯曲半径 30mm、G657 光纤弯曲半径 15mm 的基本要求，从而造成光纤链

路衰减增大，一两百米的光纤链路衰减就远远超过 0.4dB,无法通过验收。 

目前光纤到户用配线设备系列的 3 个国家推荐标准（第 1 部分光缆交接箱、第 2 部分

光纤配线架和第 3 部分光缆分纤箱）已经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预计 2017 年能够发布实施。

届时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对于如何选择合格的用户接入点配线设备就有了相关的指导文件。 

3.2 活动连接方式引起的光纤链路衰减 

“当长度不大于 300m 时，光纤链路全程衰减不应超过 0.4dB”这个传输指标的确定本身

就限定了从接入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家居配线箱的这段光纤链路不能采用活动连接的方式，

因为只要链路中间有一个活动连接头（按目前的光纤活动连接器行业标准，插入损耗在 0.35 

dB 以下就是合格产品），0.35dB 加上光缆本身的衰减以及链路两端接头的衰减就已经超出

了 0.4 dB。 

有的设计人员、施工人员未深入领会 GB 50846 关于光纤链路全程衰减的规范要求，在

楼道的光缆分纤箱处不是采用光纤直熔的方式，而是用适配器将用户光缆的端子和入户光缆

的端子进行活动连接。待工程完成之后，住宅建设方委托检测机构进行验收测试时，才发现

光纤链路衰减超标，导致施工队必须对全部分纤箱进行整改后，重新测试。 

表 1 是本实验室检测人员在广东省内某一新建小区进行光纤入户工程验收时的部分测

试数据，表中 A 为用户接入点共用配线箱的端口编号，B 为楼层分纤箱的端口编号，C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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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房号。测试时采用插入损耗的参考跳纤法，先使用与被测光纤线路插头类型一致、插头

质量相近的短段参考跳纤对测试系统进行校准，再用被测光纤线路替代参考跳纤，得到被测

光纤线路的衰减。 

表 1 活动连接方式及直熔方式下的光纤链路衰减 

光纤链路 长度 第一次光纤链路衰减 第二次光纤链路衰减 

A B C (m) (dB) (dB) 

1 1 1 栋 301 198.47 0.36 0.25 

2 2 1 栋 302 192.75 0.63 0.32 

3 3 1 栋 303 204.85 0.55 0.34 

4 4 1 栋 401 199.08 0.39 0.26 

5 5 1 栋 402 201.31 0.59 0.37 

6 6 1 栋 403 199.81 0.67 0.26 

7 7 1 栋 501 203.59 0.59 0.31 

8 8 1 栋 502 207.08 0.58 0.34 

9 9 1 栋 503 202.57 0.51 0.32 

从上表“第一次光纤链路衰减”的数据可以看出，测试到的衰减值基本上都在 0.6dB 左

右，只有极个别链路衰减在 0.4dB 左右。检测人员检查了现场的配线设备连接情况，发现位

于负一层的光缆交接箱和位于用户家的插座盒施工布线都很规范，但在楼道的光缆分纤箱处

采用了活动连接方式，因此初次验收没有通过。施工单位对分纤箱进行了整改，将配线卡座

改为直熔盘采用热熔接方式，并进行了自检之后，实验室检测人员再次进行了验收，测试到

的衰减值如上表“第二次光纤链路衰减”所示，满足了规范的要求。 

3.3 熔接点引起的光纤链路衰减 

用光时域反射仪进行光纤链路长度测量时，热熔点的熔接质量往往能在曲线上直观地

反映出来。在施工现场时，有时会出现施工人员操作不规范，熔接技能不达标，随意剥纤切

纤，不注意光纤端面的清洁，熔接点也未在熔纤盘里进行固定保护，测试时可见该点的衰减

明显增大。 

光纤接续比以往的铜缆接续在施工上对人员的操作技术和经验要求高，光缆开剥、切

割、熔接需要皮缆剥线钳、光纤切割刀、光纤熔接机、光纤清洁套件等专用工具。施工单位

需要对施工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同时给他们配备相应的工具，才能保证施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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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路由标识不清晰，纤序混乱 

施工不规范的楼盘，完工之后未在光纤配线架/光缆交接箱的箱门内侧粘贴光纤到户路

由标识。施工人员布线之后，未对纤序进行标识，未对链路是否正常通光进行自检，未核对

接续对应关系，以至于从配线设备到楼道光缆分纤箱、再到用户家居配线箱的路由对应关系

混乱，给后续的验收测试造成很大的困扰。 

因此，施工人员应加强规范施工的意识，在布放光缆时应注意光缆不能打结、不能过

度拉扯、过度弯曲以免光纤断裂，及时做好清晰明确的路由标识（如图 2）。施工人员在光

纤接续前应核对光缆的端别和纤序，接续完毕用红光笔进行通光测试后应及时盖上防尘帽，

以免灰尘沾污光纤端面造成衰减增大。 

 

图 2 规范的路由标识 

 

3.5 入户光缆未成端 

个别楼盘出现入户光缆未成端，光纤链路不完整的情况。有的只是把入户光缆盘绕在

楼道分纤箱处，有的是入户光缆已经布放到用户家但未成端。如果入户光缆只盘绕在分纤箱

处，那么二次布线时这段入户光缆存在被损伤的可能。国标中规定，光纤链路的测试需采用

插入损耗法，而入户光缆在家居配线箱侧未成端，光纤链路测试时该接头无法连至光表（光

源或光功率计），检测人员也就无从检测光纤链路的全程衰减。 

3.6 其它问题 

光纤链路两端端口连接器类型不一，比如光纤配线架的配线盘采用的是 FC 型光纤适配

器（或者 FC 型与 SC 型交叉使用），而家居配线箱侧一般都是 SC 型连接头。在这种情况下，

光源和光功率计必须配备 FC 型和 SC 型两种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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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地市都根据国标的要求细化了光纤到户工程验收的规定，但实际上有极个别楼

盘的开发商还是提前将钥匙移交业主，业主不配合，无法入户检测，延误了工程的验收。 

住宅建设方与检测机构签订委托测试协议时，通常给予的测试周期很短，而大的楼盘

有时有几千户，每一户的光纤链路衰减都必须进行验收，这样就造成测试机构不得不加派人

员和仪表加班加点进行测试。如果施工单位实力强，楼盘施工规范、布线和熔接质量好，楼

盘初检结果的通过率可以达 90%以上，只有少部分需要进行整改后复测；而施工不太规范

的楼盘有时初检合格率甚至不到 60%，后续整改复测的工作量就很大，有时需要施工人员

整改 2~3 遍才能达到 100%的合格率。表 2 为本实验室在 2016 年下半年承接的检测楼盘初

次测试合格情况。 

表 2 光纤链路衰减初次验收合格率统计表 

楼盘编号 总户数 需复测户数 复测率 初次合格率 

1 665 352 53% 47% 

2 268 140 52% 48% 

3 418 199 48% 52% 

4 114 50 44% 56% 

5 225 88 39% 61% 

6 149 30 20% 80% 

7 354 71 20% 80% 

8 52 10 19% 81% 

9 460 85 18% 82% 

10 606 111 18% 82% 

11 290 49 17% 83% 

12 1084 170 16% 84% 

13 440 63 14% 86% 

14 404 55 14% 86% 

15 849 106 12% 88% 

16 1072 131 12% 88% 

17 198 24 12% 88% 

18 256 26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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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盘编号 总户数 需复测户数 复测率 初次合格率 

19 165 13 8% 92% 

20 726 47 6% 94% 

21 1054 67 6% 94% 

22 132 5 4% 96% 

23 557 15 3% 97% 

4 结束语 

加快宽带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各地市住建办的管理工作逐渐到位，与 GB 50846 和

GB 50847 相配套的光纤到户配线设备系列国家推荐标准、YD/T 3116-2016《光纤到户用户

接入点到家居配线箱光纤线路衰减测试方法》的通信行业标准将陆续发布实施，住宅建设方、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以及检测机构对标准的理解也越来越透彻。只要各方达成共识，密切协

作配合，提高执行力，光纤到户用户侧光纤链路验收存在的问题将得到很好的解决，光纤到

户工作也必将得到更快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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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P 高温弯曲性能测试方法改进   

武汉网锐实验室   马淼 王乔舒 

FRP（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rod）作为光缆的非金属加强元器件具备很多优点，如轻

质高强、耐腐蚀性能良好、电气性能好、热性能好、工艺性优良等；但是 FRP 也有不足之

处，例如长期耐温性差、老化现象、湿强度低、层间剪切强度低等。 

在实际检测中发现有部分 FRP 高温弯曲性能项目不满足标准要求，有的试样甚至刚放

入烘箱中就瞬间弯折，所以高温弯曲性能确实是一个能反应 FRP 特性的重要指标。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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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发现一些问题现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根据YD/T 1181. 1- 2002附录 C中所述的试验方法：间隔 50mm在圈上用软铜丝或铁丝

或者绳子固定如图下（图 1.）所示 

   

（a）                          （b） 

图 1.标准所述 FRP 捆绑方法（a.图示 b.实际操作） 

 

经过的 120 h，100±1℃的 FRP 高温弯曲实验后，弯折均发生在铜丝或绳子固定处，如

下图（图 2.）所示 

   

图 2.FRP 高温弯曲试验后弯折情况 

 

对这部分高温下弯折的样品，我们进行了复测和结果的讨论。分析弯折原因是在初始

状态下固定点处局部受力，加上高温环境导致的样品膨胀发生热变形，局部受力作用加强

（如图 3 所示），因此在固定点处发生弯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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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标准固定法中 FRP 圈受力情况示意图 

 

然而，基于 FRP 在光缆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它的受力是处处均匀的。图 4.所示是 FRP

在光缆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光缆受力弯曲时，其内部的 FRP 实际受力状况。 

  

图 4.FRP 在光缆中的位置及弯曲时受力情况 

 

基于我们的测试结果及讨论分析，为了避免 FRP 在固定点处局部受力过大导致其弯

折，同时为了模拟 FRP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受力情况，真实的反应其高温弯曲性能，先提

出两个改进的试验方案： 

方法一：螺旋缠绕法（如图 5 所示）——选择用绳子（或软铁丝等）均匀螺旋缠绕在试

样上，让试样整体受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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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FRP 螺旋缠绕法 

 

方法二：圆环固定法（如图 6 所示）——模拟 FRP 在光缆中实际受力的模式，即让 FRP

的外弧面全部受力，而不再是局部点受力，具体试验装置如下图所示： 

  

图 6.FRP 圆环固定法 

 

从图 6 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实验装置为同心圆环类似工字轮结构。该装置设有多个同心

环槽道，不同槽道的外环的尺寸匹配不同型号 FRP 的弯曲半径，这样可以保证即使因为受

热发生热变形也不会改变 FRP 的弯曲半径，而且因为槽道外环与 FRP 的外弧面整圈都接

触，也不存在受力不均匀的情况，更加贴近 FRP 在光缆中的实际受力情况，也避免了因为

铜丝局部点固定不当导致弯折的情况。 

对上述两个方法进行比较发现，方法二圆环固定法更加便捷实用。圆环固定法的实验

装置使用简单，只需要将 FRP 往对应尺寸的槽道中插入 3 圈即可，无需捆绑或缠绕固定弯

曲半径，而且在整个高温过程中弯曲半径都不会因为样品受热变形而发生改变。使用该装

置避免了重复捆绑固定的人工操作的同时也消除了人工误差，大大提升了实验的精确度也

提升了测试效率。 

 



35 
 

机房环境温度对能耗的影响研究 

中国泰尔实验室   刘亦珩 于海滨 张虎 赵宁 

摘要：旨在研究机房环境温度对机房能耗的影响。采用对比分析机房环境温度在 28℃和 35℃

状态下设备的能耗情况、并计算机房的 PUE 值的方法，并在机房进行了半年的能耗实验。

在主设备能耗相当的情况下，机房环境温度 35℃比 28℃时能耗下降了 6.7%，机房 PUE 值

降低了 0.13。在室外温度较高、机房未使用其它节能措施的情况下，机房环境温度 35℃比

28℃时能耗降低达 8.4%，机房 PUE 值降低达 0.16。提高环境温度可以带来明显的节能效果。 

关键词：机房、环境温度、能耗、PU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for energy consuming by raise the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of 

sever room 

LIU Yiheng, YU Haibin, ZHANG Hu, ZHAO Ning 

(China Academy of Tele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ina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abs,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The effect for energy consuming by raise the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of sever 

room is researched. There is an experiment lasting half a year that compares the energy consuming 

and PUE between the environments temperature of 35℃ and 28℃.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nergy 

consuming at 35℃ is 6.7% lower than that at 28℃, and the PUE at 35℃ is also 0.13 lower than 

that at 28℃. If the outdoor temperature is high and there is no energy consuming method used, the 

energy consuming at 35℃ is 8.4% lower than that at 28℃, and the PUE at 35℃ is also 0.16 

lower than that at 28℃. The energy consuming will obviously go down when the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goes up.  

KEY WORDS: server room,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energy consuming, PUE 

 

目前国内的通信和数据机房，根据其功能和重要性的不同，运行环境也有所不同。越重

要的机房，其运行时的环境温度通常会越低[1-3]，以减小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但是这些重要

的机房往往都是大型的、耗能巨大的机房；所以，若要维持这些机房在较低的温度下运行，

需要投入大量的制冷设备，同时也会消耗大量的电能。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机房的容量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能耗也越来越集中。现在的机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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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密度相比以前增加了 3～5 倍，发热量也大了很多；而且，机房内的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

性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设备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也没有以前那么苛刻。所以，如果要求机房

维持以前的环境温度，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也没有必要。适当的提升机房的环境温度，可以

在不影响机房正常运行的同时，降低机房的能耗[4]，减少碳排放。与此同时，那些重要性相

对较低的机房(比如通信基站机房)，虽然单个机房的能耗相对较小，但由于其数量的巨大，

总的耗能量也是惊人的。适当的提高这些机房的环境温度，同样可以实现可观的节能减排效

果。 

根统计，在全世界的数据中心中，有 77%的机房运行在 30℃以下的低温环境，而剩下

12%的机房运行在 30℃～35℃的环境，只有 9%的机房运行在 35℃～40℃环境，不到 2%运

行在 40℃以上环境。中国运行在 30℃以上的数据中心，比例比国外更低。这也充分说明，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机房节能的空间是巨大的。 

目前关于机房环境温度的国家标准和通信行业标准都已颁布多年[2-3]。在这期间，互联

网行业飞速发展，每年的新增的数据中心数量巨大；由于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机房运行环境

与以前也了天壤之别。同时，随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 4G 业务的推广，通信基站

的数量也增长迅猛；出于节能的目的，基站使用的各种设备也有了很大变化，能适应更加严

酷的运行环境。在不影响机房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能耗，我们有必

要研究机房环境温度对能耗的影响，设计一个更加适合现代通信和数据机房的运行环境。 

1 机房环境温度实验 

我们选择了某通信运营商的基站机房，分别将其环境温度分别设定为 28℃和 35℃，在

所有设备都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研究其环境温度变化对能耗的影响。 

该机房的电路结构和能耗测试图如图 1 所示。在测试中，总能耗的数值在(1)的位置读

取，电源设备能耗(电源+主设备)的数值在(2)的位置读取，空调和其它制冷设备能耗的数值

在(3)的位置读取。实验采用了基于 PUE 的方法对两个温度状态下的能效进行了计算。 

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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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房电路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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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能源利用效率）[5]为机房总能耗与主设备能耗比值。

其计算公式如下： 

PUE = 机房总能耗/主设备能耗 

本次实验从 7 月 1 日开始，12 月 31 日停止。实验中每月的时间中有半月将机房温度控

制在 28℃，半月将机房温度控制在 35℃，分别记录机房的能耗情况。本次实验在图 1 中的

(1)、(2)、(3)位置分别测量机房的总能耗、电源设备能耗、空调和制冷设备能耗。由于主设

备是直流设备，所以对主设备的能耗测量较难实施，我们采取测量电源设备的能耗再通过电

源设备自身效率进行换算的方法，间接计算得到主设备的能耗。从实验结果数据和机房配置

数据可以看出，电源设备的平均负载率约为 40%左右。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下(环境温度 15℃～

35℃)该型号的电源在该负载率下的效率在 90%以上。在本文所涉及的主设备能耗的换算中，

均使用电源设备能耗×90%的数值作为主设备的能耗。 

2 机房环境温度对能耗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实验，将机房温度控制在 28℃和 35℃两个状态，分别记录机房的能耗情况。

记录的每日能耗平均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机房能耗数据 

 机房环境温度 

平均值(℃) 

室外环境温度 

平均值(℃) 

总能耗 

平均值(kWh) 

电源设备能耗 

平均值(kWh) 

7 月 1～15 日 28.6 32.2 136.1 91.4 

7 月 16～31 日 34.7 31.7 122.2 90.7 

8 月 1～15 日 34.3 30.9 120.8 90.3 

8 月 16～31 日 28.0 29.8 130.9 87.8 

9 月 1～15 日 34.9 27.3 119.0 89.9 

9 月 16～30 日 28.0 26.1 128.1 87.6 

10 月 1～15 日 35.4 18.8 102.0 86.2(不计国庆假期为 87.9) 

10 月 16～31 日 28.8 17.9 108.4 85.8 

11 月 1～15 日 35.3 7.8 97.1 88.5 

11 月 16～30 日 28.7 7.2 97.7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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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5 日 28.9 3.2 95.7 85.2 

12 月 16～31 日 35.4 1.2 88.8 85.6 

由于 10 月 1～7 日为国庆假期，电信业务的使用状态与平时变化较大，也导致能耗状

态与平时差异较大，所以在本实验的计算中，均不计入国庆假期的数据，以避免异常波动对

结果造成的影响。 

将主设备的能耗按照电源设备能耗×90%计算，得到主设备的每日能耗平均值如表 2 所

示。 

表 2 实验机房主设备能耗数据 

 电源设备能耗 

平均值(kWh) 

主设备能耗 

平均值(kWh) 

7 月 1～15 日 91.4 82.3 

7 月 16～31 日 90.7 81.6 

8 月 1～15 日 90.3 81.3 

8 月 16～31 日 87.8 79.0 

9 月 1～15 日 89.9 80.9 

9 月 16～30 日 87.6 78.8 

10 月 1～15 日 87.9(不计国庆假期) 79.1 

10 月 16～31 日 85.8 77.2 

11 月 1～15 日 88.5 79.7 

11 月 16～30 日 85.4 76.9 

12 月 1～15 日 85.2 76.7 

12 月 16～31 日 85.6 77.0 

从表 1 中可以计算出，机房环境温度为 35℃状态下，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108.3kWh，

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8.8kWh；机房环境温度为 28℃状态下，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116.2kWh，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7.2kWh。综合比较，机房环境温度从 28℃升高到

35℃后，在电源设备能耗略有上升的情况下，总能耗却大幅下降了，下降幅度为 6.7%。 

该机房 7 月～9 月是使用的空调制冷，10 月～12 月是使用的热交换方式制冷，即通过

外部的自然冷源来实现制冷，所以在制冷效率和外部温度影响等因数上，有较明显的差异。

7 月 1 日～9 月 30 日期间，机房通过空调制冷，机房环境温度为 35℃状态下，总能耗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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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120.7kWh，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90.3kWh；机房环境温度为 28℃状态下，

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131.7kWh，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8.9kWh。总能耗下降了 8.4%。

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期间，机房通过热交换制冷，机房环境温度为 35℃状态下，总能耗

每日平均值为 96.0kWh，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7.3kWh；机房环境温度为 28℃状态

下，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100.6kWh，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5.5kWh。总能耗下降了

4.6%。表 3 汇总了机房环境温度和制冷方式变化所引起的能耗值变化情况。 

表 3 不同机房环境温度和制冷方式下的能耗值数据汇总 

机房环境温度(℃) 总能耗(空调制冷) 总能耗(热交换制冷) 总能耗(综合) 

28℃ 131.7kW 100.6kW 116.2kW 

35℃ 120.7kW 96.0kW 108.3kW 

节能率 8.4% 4.6% 6.7% 

假设主设备在同一个月中每天的能耗是相同的(国庆假期除外)，由于电源设备的能耗等

于主设备能耗与电源设备自身的能耗之和，所以从表中可以发现，机房环境温度为 35℃时

电源设备自身能耗比机房环境温度为 28℃时电源设备自身能耗略高，高 1%～4%不等。从

主设备和电源设备自身工作的情况来分析，由于环境温度升高，主设备、电源设备内部散热

更加困难，要使设备内部维持在正常的温度，主设备、电源设备内部的风扇必须工作在转速

更高的状态，以给设备内部输送更多的“热”空气来达到降温的效果，所以主设备和电源设备

自身会消耗更多的电能在风扇的运转上。 

3  机房环境温度对 PUE 值的影响 

本实验在计算能耗的同时，也对该机房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的 PUE 值作了计算。根据表

1 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机房环境温度为 35℃状态下，总能耗

每日平均值为 108.3kWh，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8.8kWh，主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79.9kWh；机房环境温度为 28℃状态下，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116.2kWh，电源设备能耗每

日平均值为 87.2kWh，主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78.5kWh。可计算得到，机房环境温度为

35℃时，PUE 为 1.35；机房环境温度为 28℃时，PUE 为 1.48。机房环境温度为 35℃时比 28℃

时 PUE 值有改善，下降了 0.13，机房环境温度升高带来的节能效果明显。 

考虑到 10 月 1 日前制冷设备为空调、10 月 1 日后制冷设备为热交换方式，本实验将不

同制冷方式下的 PUE 分别计算和比较。7 月 1 日～9 月 30 日期间，使用空调制冷，机房环

境温度为 35℃状态下，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120.7kWh，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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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kWh；机房环境温度为 28℃状态下，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131.7kWh，电源设备能耗每

日平均值为 88.9kWh。将电源设备能耗换算到主设备，可得到机房环境温度为 35℃状态下，

主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1.2kWh；机房环境温度为 28℃状态下，主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

为 80.0kWh。此时，机房环境温度为 35℃时，PUE 为 1.48；机房环境温度为 28℃时，PUE

为 1.64。机房环境温度为 35℃时比 28℃时 PUE 值下降了 0.16。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期间，

使用热交换制冷，机房环境温度为 35℃状态下，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96.0kWh，电源设备

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7.3kWh；机房环境温度为 28℃状态下，总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100.6kWh，

电源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85.5kWh。将电源设备能耗换算到主设备，可得到机房环境温度

为 35℃状态下，主设备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78.6kWh；机房环境温度为 28℃状态下，主设备

能耗每日平均值为 76.9kWh。此时，机房环境温度为 35℃时，PUE 为 1.22；机房环境温度

为 28℃时，PUE 为 1.31。机房环境温度为 35℃时比 28℃时 PUE 值下降了 0.09。 

可以看出，使用空调制冷时，机房环境温度 35℃比 28℃的 PUE 降低了 0.16，节能效果

明显；使用热交换制冷时，机房环境温度 35℃比 28℃的 PUE 降低了 0.09，节能效果相对较

差，因为热交换技术本身利用了外部冷源，已经有了一定的节能效果，所以机房环境温度的

提升对其节能效果的影响比空调小。表 4 汇总了机房环境温度和制冷方式的改变所引起的

PUE 变化情况。 

表 4 不同机房环境温度和制冷方式下的 PUE 数据汇总 

机房环境温度 PUE(空调制冷) PUE(热交换制冷) PUE(综合) 

28℃ 1.64 1.31 1.48 

35℃ 1.48 1.22 1.35 

PUE 差值 0.16 0.09 0.13 

4  结论 

本实验选择了某通信运营商的基站机房作为实验对象，分别将机房环境温度设定为

28℃和 35℃，研究其环境温度变化对能耗的影响。 

通过半年的实验，我们发现，在主设备能耗相当的情况下，机房环境温度 35℃比 28℃

时机房的总能耗下降了 6.7%，机房 PUE 值降低了 0.13。其中，使用空调制冷时机房环境温

度 35℃比 28℃的能耗降低了 8.4%，机房 PUE 值降低了 0.16；利用外部冷源制冷时机房环

境温度 35℃比 28℃的能耗下降了 4.6%，机房 PUE 值降低了 0.09。提高环境温度可以带来

明显的节能效果。 



41 
 

需要指出的是，使用空调制冷比利用外部冷源制冷提高机房环境温度产生的节能效果

更明显，是因为利用外部冷源制冷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节能效果。同时，由于机房环境温度的

上升，设备的风扇的散热能力有所下降，主设备、电源设备自身会消耗更多的电能在风扇的

运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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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管道埋深影响因素的研究 

中国泰尔实验室   韩超 

1、研究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日常生活对通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光通信技术向 100G

甚至是 400G 的方向推进以及 4G 无线通信技术的全面推广，在带动整个通信行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对通信光缆的敷设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目前光缆的敷设方式主要分为管道敷

设、架空敷设、直埋敷设和水底敷设四种。管道敷设由于其纤芯扩容方便、光缆成本低、

光缆安全性高等优点，在光缆建设中成为主要的敷设方式。 

地下管线资源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资源之一，在城市建设中地下往往会遍布各种管线。

然而，管线资源是有限的，新建和改造通信管线的建设成本和社会成本高昂。对于地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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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管道而言，在施工时进行合理规划，并在施工完成后保证管道运行的稳定性，对保证通

信网络的正常运行和扩容升级十分重要。 

决定通信地埋管道运行稳定性的因素较多，如管材本身性能、填埋深度、土质结构以

及保护方式等等。其中，填埋深度与管材在土壤中所承受荷载大小、冻土层是否对管材产

生影响以及施工成本的高低等因素有直接关系。另外，目前城区地下同时存在着给排水管

道、燃气管道等多种管道，不同管道在地下难免产生交错，市政路面的施工建设也需要开

土动工，所以，在进行施工规划时，通信地埋管的埋深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可能带来

的影响并进行合理的设计，这对于保障通信系统的正常运行、节省工程施工成本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图 2.1 通信地埋管埋深的影响因素 

2、通信管道埋深影响因素 

影响通信地埋管道埋深的因素可以分为应力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三类，如图 2.1

所示。其中，应力因素是决定地埋管埋深的主要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是需要结合施

工区域的实际情况需要具体考虑的因素。在确定管道埋深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三方面因素

的影响。 

本部分对各因素对管道埋深的影响进行讨论。 

2.1 应力因素 

在对通信管道埋深进行理论设计时，管材在土壤中的应力状态分析是需要考虑的关键

因素。应力状态与管材在一定埋深下所承受荷载以及管材材料、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回填

土种类以及多根管材同时敷设时管材在管道沟中的堆叠方式也会对管材的应力状态产生影

响。如果埋深设计不合理，管材所承受的荷载超过了由其材料和结构所确定的极限，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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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管材过量变形甚至破裂的情况。因此，在对通信管道埋深进行理论设计时，要综合考

虑管材承受的各类荷载、材料、结构，并结合管道的堆叠方式和回填土种类等进行分析。 

2.1.1 荷载 

荷载指的是使管材产生变形的外力及其它因素，分为垂直荷载和水平荷载。垂直荷载

又可以为分静荷载和活荷载两部分，其大小与埋深直接相关，是进行理论计算需要考虑的

主要部分；水平荷载主要来源于管侧土对管壁的挤压，其大小与管材的堆叠方式有关。此

外，管道基础加固和细砂回填等施工工艺的采用对荷载分布有一定影响。 

1）垂直荷载 

a）静荷载 

静荷载包括由管材自重、回填土以及路面可能铺设的道路所带来的荷载，其在地埋管

上产生的垂直压强可以由下式来计算： 

1 + ( )+iW W W W n k H W     路面 回填土 自重 自重           (2.1) 

式中：W1——静荷载产生的垂直压强，N/cm2； 

   G1——静荷载，N/cm； 

   ni——超载系数，根据路面砖石情况而取值； 

   γ——容重系数，N/cm3，根据计算对象而取值； 

   H——计算对象的高度（如回填土至管顶平面高度、路面砖石厚度等），cm； 

    管材自重引起的荷载与回填土或路面相比很小，通常可忽略不计。 

b）活荷载 

活荷载一般指的是物体经过管道上方地表时产生的临时荷载，以汽车等交通工具产生

的荷载为主。以汽车为例，单个车轮在一定的压力分散角(β)下在管顶平面产生的垂直压强

可由下式表示： 

2
( 2Z tan )( 2Z tan )

D cP
W

a b



 


                       （2.2） 

并排两辆汽车在管顶平面产生的垂直压强可由下式表示： 

2

1 2

4

( 2Z tan )( 2 2Z tan )

D cP
W

a b d d



 


     
              （2.3） 

式中：Pc——每个车轮的荷重，N； 

   a——车轮与地面的接触长度，cm； 



44 
 

   b——车轮与地面的接触宽度，cm； 

   Z——地面至管顶的深度，cm； 

   d1——车轮间距，cm； 

   d2——车辆间距，cm； 

   β——压力分散角，根据土质结构确定； 

   μD——车辆荷载的动力系数，反映当回填土深度较浅时车辆速度的变化带来的

冲击力对荷载的影响，根据回填土深度而取值。 

单个车轮荷载在管顶平面的压力分布如图2.2所示，并排两辆汽车在管顶平面产生的压

力分布如图2.3所示。可见，除对管道产生直接的压力作用外，活荷载还会使管道在轴向上

的受到的压力产生不均匀的分布，在埋深过浅时可能使管道发生轴向的弯曲。 

          

(a)轮宽方向                         (b)轮长度方向 

图 2.2 单个车轮压力分布示意图 

 

        
(a)轮宽方向                        (b)轮长度方向 

图 2.3  并排两辆汽车轮压分布示意图 

 

2）水平荷载 

当管材在垂直荷载的作用下发生形变时，管材挤压两侧土壤，土壤会产生水平弹力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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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管材形变，这种弹力称为回弹抗力，是水平荷载产生的原因。水平荷载随管材形变产

生，其对管材的影响也反映在形变量方面。所以，此处不对水平荷载做作单独讨论，在

3.1.1 理论计算环节中对管材形变量进行分析时统一分析。 

当多根管材同时敷设时，每一根管材所受荷载也需要根据其在管道沟中的堆叠方式和

堆叠位置不同具体分析。如图 2.4 中的蜂窝管的堆叠方式有“2×1”、“2×2”、“3×2+2”、

“4×2+2”等，每种方式中每根管材所处位置不同，管顶平面至地表高度、左右之间的挤压状

态也不一样，因而应对每根管材进行单独的应力状态分析。 

 

图 2.4  多根地埋管同时敷设 

 

3）其他影响荷载分布的因素 

在通信管道施工时，如果直接将管道敷设于地基表面并回填原土，有可能发生荷载在

管道周围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导致管道不均匀沉降并引发损坏现象。因而，在管道敷设之

前通常需要在地基上采用细砂或细土（必要时，采用混凝土进行管道基础加固），并在回填

时先在管道周围和顶部回填一定量的细砂。采用这些施工工艺可以让管道周围的荷载分布

均匀，并且管道基础的支撑与细砂的缓冲作用可以防止管道的不均匀沉降，提高通信管道

的稳定性。这些施工工艺因素也是在进行荷载分析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2.1.2 管材材料 

管材材料自身的性质决定管道承载载荷的能力，对管道的埋深有关键影响。目前应用

于通信的塑料地埋管材料主要有硬聚氯乙烯（PVC-U）和聚乙烯（PE）两种。判断埋深是

否合理的重要判据是考察在荷载作用下，管材是否会产生过量形变，以及其强度是否能保

证管材不受损坏。影响材料承载能力的关键性能指标包括： 

1）弹性模量、泊松比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两个指标反映出材料的形变特性。弹性模量越大，表明材料发生单

位形变所承受的力更大，相应的管材在形变更小时可以承受更大的荷载。泊松比是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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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向受力时，横向正应变与轴向正应变的绝对值的比值，其大小反映出材料在发生形变

时的特性。在泊松比一定时，弹性模量越大，表明材料抵抗形变的能力越强。 

2）拉伸强度（或屈服强度）、伸长率 

材料的拉伸强度（或屈服强度）是决定埋深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反映出管材材料在失效

前所能承受的最大荷载。伸长率是管材材料在断裂前可承受的最大变形量。两者可反映出

材料本身在荷载作用下的极限能力。 

3）线性膨胀系数 

线性膨胀系数指的是材料的温度每改变 1℃时，其长度的变化与原长度之比，其大小

反映出材料的温度形变特性。若通信管道敷设在温差较大的地区时，管材材料随温度发生

形变的性能也是决定合理埋深的重要考虑因素。线性膨胀系数越小，材料在温度变化时的

形变越小，可以保证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管材不会因为形变过大而产生内应力或接头脱落的

情况。 

从以上分析可知，材料的性质和其反映出的性能，对于计算在一定荷载下管材的形

变、强度等参数，进而确定合适的埋深十分重要。因而，需要对施工所用管材的材料进行

详细的测试分析，避免因盲目的计算导致设计不合理而使管道受损的情况。 

2.1.3 管材结构类型 

当前应用于通信管道建设的地埋管结构类型主要有硅芯管、实壁管、子管、双壁波纹

管、梅花管、蜂窝管、栅格管、塑合金管和集束管等，各类管材的特点及示意图在表2.1列

出。 

表 2.1 通信管道中主要采用的塑料管类型 

管材类型 说明 示意图 

硅芯管 内壁由硅芯层构成的单孔管，材料通常采用 HDPE 

 

实壁管 实壁型的单孔管，材料通常采用 PVC-U 或 HD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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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管 

孔径较小的单孔管，材料通常采用 PVC-U 或 HDPE，通常

不单独敷设，而是布放在硅芯管、实壁管或双壁波纹管中一

起配套使用。  

双壁波纹管 外表呈波浪形的单孔管，材料通常采用 PVC-U。 

 

梅花管 

梅花形状的多圆孔管，分为 4 孔、5 孔和 7 孔，材料通常采

用 PVC-U 或 HDPE。 

 

蜂窝管 

蜂窝形状的多六边形孔管，分为 3 孔、5 孔、7 孔，材料通

常采用 PVC-U。 

 

栅格管 

包含多个方形孔的矩形或方形多孔管，分为 3 孔、4 孔、6

孔和 9 孔，材料通常采用 PVC-U。 

 

塑合金管 结构为外方内圆的单孔管，材料通常采用 PVC-U。 

 

集束管 

由多根子管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微管束，材料通常采用

PVC-U 或 HDPE 

 

不同类型管材，或同一类型不同规格的管材，其截面形状和尺寸均不相同。在承受外

部荷载时，管材内部的应力会产生不同的分布状态，在一些位置会产生应力的集中。因

而，管材结构类型也是影响埋深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管道在一定深度下的应力状态进行分

析时，对管道的截面形状以及外径、壁厚等结构要素都需要分别加以考虑。 

2.2 自然因素  

在进行管道埋深设计时，除需要进行的应力因素分析外，也需要结合施工具体区域的

特点考虑当地自然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一些自然要素如土质结构、环境温度等会对管道

的受力状态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地形、冻土、地下水等会对通信管道的施工难度和管道

运行安全造成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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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土质结构及地形 

土质结构对管道埋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密度上。一方面，由于土壤的密度与容

重系数成正比关系，根据式(2.1)可知，在一定埋深下，土壤密度越大则回填土产生的垂直

荷载越大。因而，在确定管道的合理埋深时，需要结合具体区域土壤的密度进行计算。另

一方面，土壤密度对地基的稳定性也有一定影响。对于密度较大的坚硬土质，如软石、坚

石类，由于其形态稳定，在浸水等自然条件影响下不易变形，因而作为地基时稳定性好；

而对于密度较小的松软土质，比如湿陷黄土（浸水后结构迅速破坏，如图 2.5(a)）和膨胀土

(自然状态下结构致密坚硬，干燥时体积收缩产生大量裂隙，浸水后体积膨胀，如图

2.5(b))，由于其浸水后形态结构易发生变化，因而作为地基时稳定性差，易导致管道的不

均匀沉降。 

土壤的热性质对于管道的埋深也有一定的影响。土壤热性质是指土壤温度随环境温度

变化而变化的性质，土壤的热容量越小、导热率越高，土壤温度越易受环境温度影响。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管道埋深过浅，当环境温度变化剧烈时，可能会出现管道发生热胀冷缩

使连接处发生损坏的情况。所以，针对热性质较差的土质，需要适当加大埋深以保证管道

周围的温度稳定性。 

    

 (a) 湿陷性黄土                  (b) 膨胀土 

图 2.5 软土质示意图 

如图 2.6 所示，可能进行通信管道施工的地形主要有以下三种： 

a)平原平地。由于在平原平地上地埋管通常是以水平的方式进行敷设，地形带来的影

响较小，在进行埋深设计时可以不额外考虑地形因素； 

b)山地丘陵。在这种地形上进行管道敷设时，一般都是沿着斜坡进行，在斜坡角度角

较大时，一定埋深下地埋管所受荷载的分布与在平原地区有差异，要根据实际的地形进行

计算。 

c)河流。在通信管道需要穿越河流等有地表水的地形时，传统的方法是开挖沟槽埋

设，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目前已基本不予采用。目前常用的方案是采用顶管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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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敷设。顶管技术不需要开挖地面，但是在施工前需要根据河床的土壤结构性质以及河流

深度等信息计算地埋管在地下所受荷载，并综合考虑水位等因素确定合理的顶管深度。同

时，管道在河流两岸与陆地管道连接处存在深度差，需要将地埋管弯曲敷设进行连接。因

此，对于连接部分的埋深和弯曲需要进行单独设计，以保证管道在运行中不会出现过量变

形或破裂。 

            

                     (a) 平原平地                    (b) 山路 

 

(c) 顶管过河 

图 2.6  在不同地形下地埋管的敷设  

 

2.2.2 地下水位 

在确定通信管道合理埋深时需要考虑地下水位的深度。通信管道基础是管道正常运行

的底层保障，而管道基础的设计安全性取决于地基的稳定性。由于地下水会使土层变得松

软、强度下降，如果管道基础以地下水位所在土层为地基时，会产生如下影响： 

a)地基强度变小。当其抗剪强度不足以支撑上部结构的自重及附加荷载时，地基就会

产生局部或整体的剪切破坏； 

b)地基在垂直分布荷载的作用下被压缩，产生不均匀沉降。如果沉降量过大，会导致

管道过量下沉，造成管道本身及接口的破坏； 

c)地下水渗透进管道基础中。地下水可能会对管道造成腐蚀，引起管道破裂并对管内

光缆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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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敷设通信管道前调查区域的地下水位，并据此对管道埋深进行合理优化设

计，对于保证管道稳定运行是十分必要的。通常通信管道的埋深不能深于地下水位。若遇

到施工区域为高地下水位的情况，为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以及完工后通信管道的安全运

行，需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来保证地基的结构稳定性。例如，使用砂砾土等具有一定强

度和密度的土壤来替换管道沟中的松软土壤作为地基以减小沉降、提高稳定性，称为换填

技术。 

2.2.3 冻土层 

冻土层的厚度是在寒冷地区影响管道埋深设计的重要因素。冻土是指在 0℃以下并含

有冰的土壤，一般可分为短时间冻土（数小时至半月）、季节性冻土（半月到数月）和永久

性冻土（数年至万年）。如果敷设的通信管道的深度在冻土层范围内，且没有采用有效的保

护措施，冻土层可能对管道造成如下两方面的破坏： 

a)冻胀破坏。冻土层中水分在结冰时体积的膨胀会使整个冻土层体积增大，这种冻胀

效应会造成敷设在其中的管道发生不规则形变；另外冻土层的强度比非冻土大很多，由此

会对管道造成额外的附加荷载。当形变或荷载超出管材的承受范围时，通信管道就会损

坏。 

b)融沉破坏。冻土层中冰融化时，土层变软会导致其强度下降，由此引发整个冻土层

的不均匀沉降，会使通信管道产生形变甚至损坏。 

对于永久性冻土，其深度随时间变化几乎可以忽略。而对于季节性冻土，其冻土层深

度随季节发生变化，因而在管道施工设计前，需要对冻土层的最大深度以及其土壤性质随

气候的变化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通信管道施工时，为防止地埋管受冻土的影响而损坏，

通常需要将埋深设置在冻土层以下。若考虑到其他因素（冻土层太深、施工成本过高等）管

道不得不敷设在冻土层之内时，需要采取保暖等保护措施，以保证管道特别是管道连接处

不会在冻胀、融沉等作用下发生损坏。 

2.2.4 环境温度 

由于管道材料会随温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管道周围的温度稳定性与管道的运行稳

定性相关。在昼夜温差和四季温差较大的地区，如高原地带、沙漠地区，由于环境温度变

化剧烈，当管材埋深过浅时易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而产生较大的温度变化。一方面，在

热胀冷缩和内应力释放的作用下，管材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形变量，当形变量超过一定的范

围或形变引起的应力累计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引起管道连接处的破损；另一方面，与管

道承载能力有关的性能参数，如弹性模量、强度等均与温度有关，温度的剧烈变化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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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管材的强度变差，在长期运行中出现破裂等损坏现象。 

由以上分析可知，调查施工地区的环境温度分布，结合土壤的热性质来考虑管道埋深

的设计，使管道在运行过程中能工作在稳定的温度范围内，对于通信管道的安全运行是十

分必要的。 

2.3 社会因素 

2.3.1 施工成本 

成本对于通信管道合理埋深的设计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从图 2.7(a)中可以看出，

在管道沟长度 L 和宽度 d 一定的情况下，埋深越大，施工所需挖掘的土方量越大。以普通

土为例，假设所挖沟道的 L 和 d 分别为 100m 和 0.5m，其人力成本与埋深的关系如图 2.7(b)

所示，随着埋深的增大，成本呈倍增长。 

另外，在高地下水位以及冻土层内进行管道敷设时，对管道采取保护措施也会使成本

增加。因而，对于管道埋深的设计，需要在保证通信管道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对整体方

案进行优化，使建设效果和经济效益整体最优。 

  

     (a)管道沟挖掘土方量示意图         (b) 普通土条件下人力成本与埋深的关系 

图 2.7 埋深与成本关系示意图 

2.3.2 其他管线分布 

通信管道工程在规划时往往需要面临地下已经存在其他管线或有其他管线规划的情

况，比如给排水管道、燃气管、电力通信电缆等等，这种情况在城市内施工中尤其常见。

在野外施工时，也会面临与铁路、沟渠交叉的情形。当通信管道与其他管线交叉时，需要

对其他管线的埋深进行调查并对通信管道的埋深进行合理调整，使双方在垂直方向上保持

一定的距离，以防管线之间产生影响。 

2.3.3 其他工程施工和人为影响 

了外加荷载超过地埋管承受能力等原因之外，其他施工工程和人为影响的破坏也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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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管道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损坏不可忽视的原因，比如市政绿化工程、道路施工、其他地下

管线的施工等。如果通信管道埋深设置得过浅，就有可能出现在其他工程施工中被挖断的

情况，如图 2.8 所示。特别是在其他管线进行施工时，比如给排水管道、燃气管道和电缆

等。根据现行的施工规范，这些管线的建议埋深与通信管道建议埋深相近，如果在施工中

不加以注意，就很有可能将已经敷设完成的通信管道破坏。所以在设计通信管道埋深时，

要考虑管道经过区域可能出现的其他管线的布置情况，并与相关部门沟通，允许情况下适

当加大埋深，避免发生人为破坏的情况。 

             

图 2.8  其他工程施工造成通信管道的破坏 

 

3 总结 

结合以上分析，影响管道埋深的各因素与管道埋深之间的关系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影响因素与埋深的关系 

影响因素 与管道埋深关系 

应力因素 

静荷载 埋深越大受到的静荷载越大 

活荷载 埋深越小受到的活荷载越大 

管道材料 需根据具体管道材料对埋深进行分析 

管道结构 需根据具体管道结构对埋深进行分析 

自然因素 

地形及土质结构 需根据实际情况对埋深进行分析 

地下水位 埋深宜高于地下水位高度 

冻土层 埋深宜深于冻土层厚度 

环境温度 埋深越大越不易受环境温度影响 

社会因素 

成本 埋深越大人力成本越高 

其他管线分布 需根据已有管线深度设计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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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施工工程和人为影响 埋深越大越不易受影响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管道埋深的各影响因素中，有的影响因素与埋深正相关，有的影

响因素与埋深负相关，有的影响因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所以在确定通信管道埋深

时，不能单一地考虑应力因素，需要因地制宜地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影响。 

 

 

光分路器插入损耗的分布问题 

武汉网锐试验室   杨春 

中国通信行业对光分路器产开展大规模测试以来，无论是测试机构、运营商，还是制造

企业，对于插入损耗都是十分重视的。当前插损的测试方法有点波长测试法和全带宽扫描测

试方法，前者得到的数据是片面的，局部波长的，后者通过比较密集的波长点抽样测试得到

了全波段范围内插损的“包络”形状，能更准确地反映分路器的插损随波长的分布情况。插损

测试结果的“呈现”方面，有的给出了每个通道的 3 个典型波长点的插入损耗，有的是给出不

同通道不同波段的插入损耗最大值。相对来说，第三方测试机构通常按波段给出插损最大值，

给出 3 个典型波长点插损的方式更受制造商青睐，因为对测试仪表的要求最低，可降低制造

成本。 

这里主要想谈谈通过从全带宽扫描方法获得的测试数据中，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问题。

当前测试报告对于插损的最终的赋值是不同波段的最大值，它反映了该器件每个通道的最坏

结果，以及由此得到的该分路器的插损最坏结果。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了解插入损耗的分

布情况，以便提高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一致性。对于均匀分光的分路器来说（为方便描述，本

文后面所指分路器均指均匀分光的分路器），插入损耗值的允许范围是有上、下限的，上限

是标准规定的最差值，下线基本不考虑，其极限是分路器被 N 等分的理论值。单就插入损

耗相关的参数来说，评判一只分路器的质量优劣，除了考虑最大插入损耗外，还应该考虑通

道均匀性和波长相关性，均匀性表征不同分光通道的插损的一致性，波长相关性表征不同波

长的插损一致性，二者共同决定了整只分路器的插损分布区域及最大值。同样，当前报告都

给出了波长相关损耗和均匀性，但仅仅是一个数值，没有“呈现”导致插损最大值、均匀性、

波长相关损耗的可能原因。 

我们将全带宽扫描测试得到的所有通道的、全部波长点的数据，输入到自行编制的分析

软件中，绘制出多通道叠加在一起的插损 vs 波长曲线图，以及插损分布图，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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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图 2 是对一只分路器不同通道、不同波长的所有插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不同插损

值占所有数据点的比重。从图 1 可明显看出不同通道均匀情况及波长相关损耗情况，不同支

路曲线的离散程度就是均匀性的详细情况，不同曲线的平坦程度就是波长相关损耗的详细情

况；图 2 可显示整只分路器的插损损耗分布范围及所占比重。结合应用及制造要求，我们认

为，一只理想的光分路器，应该有接近 N 等分理论值的插损值、很小的波长相关损耗，同

时也应该有很小的通道均匀性。因此按照我们的分析方法，插损分布应该是分布区域越集中

越好，插损分布区域的“重心”值越小越好。 

以下几组图是几只分路器的实测结果分析实例，并附带了简单的分析。 

实例 1、通道均匀性较大导致的插损分布区域大 

   

图 1                                        图 2 

分析：此组测试数据得到的插损分布结果显示插损值分布在 15.6dB-17.1dB 范围区域，

分布宽度 1.5dB，其中 88%的插损值分布范围在 15.7dB-16.4dB 之间，其余 12%的少数插损

值分布在此区域以外，结合图 1，可以得出结论：该器件的通道均匀性较差。 

  

图 3                                         图 4 

分析：此器件插损分布位于 15.5dB-17.4dB 区间，分布宽度 1.9dB，82.5%的插损值位于

15.8dB-16.6dB,插损值分布比较分散，结合图 3 得出的结论是：该器件通道均匀性很差。 

图 2、图 4 的区别在于：图 2 的“重心”区域分布密度比较高，说明是少数支路的均匀性

或或波长相关损耗不好所致，从图 1 和图 3 可以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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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2、波长相关损耗较大导致的插损分布区域大 

  

图 5                                       图 6 

分析：此组测试数据得到的插损分布结果显示插损值分布在 15.7dB-17.0dB 范围区域，

分布宽度 1.3dB，其中 87%的插损值分布范围在 15.8dB-16.5dB 之间，其余 13%的少数插损

值分布此区域以外，结合图 5，可以得出结论：该器件的波长相关损耗结果一般。 

实例 3、波长相关性和通道均匀性大导致插损分布区域大 

  

图 7                                     图 8 

分析：此组测试数据得到的插损分布结果显示插损值分布在 15.2dB-17.4dB 范围区域，

分布宽度 2.2dB，其中 86%的插损值分布范围在 15.6dB-16.4dB 之间，其余 14%的少数插损

值分布此区域以外，结合图 7，可以得出结论：该器件的波长相关损耗及均匀性结果都较差。 

实例 4、波长相关性和通道均匀性都很好，导致插损分布区域很窄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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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此组数据显示该器件的插损分布区域位于 15.7dB-16.3dB 范围，宽度 0.6dB，其

次，98.5%的插损数据位于 15.7dB-16.2dB 范围，集中程度很高，这说明该器件无论是波长

相关性还是通道均匀性都非常好，从图 9 可以得到印正，多条曲线“紧密”粘在一起的同时，

波长相关损耗也非常小。 

综合前面对几个实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插损分布图综合反映了不同通道的波长相关损

耗、通道均匀性导致的整个分路器的插损分布情况，根据分布密度的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推

断通道间数据的离散程度，结合多通道的插损 vs 波长曲线的叠加图，可以比较清晰地判断

一只分路器的插损分布区域、通道插损的一致性、波长插损的一致性。根据这两张图，制造

商可以大体判断这只分路器制造过程中芯片质量、耦合对准、光纤布放工艺的一致性是否良

好等情况。如果制造商采用这种方式分析的话，借鉴大数据分析工具，也许还可以发现生产、

制造过程中的有关工艺流程的“一致性”问题的缺陷。对于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通过深入统

计、分析测试数据，把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委托方，也算是提升了自身服务的价值，

促进客户满意度的提升。 

 

 

腔体功分器 S 参数的测试方法分析 

成都泰瑞通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肖势川 

摘要：本文介绍了腔体功分器的定义和分类；分析了腔体功分器的工作原理、主要性能指标；

介绍了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原理；最后，在试验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腔体功分器不同测试

方法的差异，并给出了结论。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avity power divider.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main performance of the cavity power divider are analyzed, and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 of the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is introduced. Finally, based on the test, 

the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testing methods of the cavity power splitter is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conclusion is given. 

关键词：腔体功分器、阻抗匹配、对称性、矢量网络分析仪 

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移动数据业务不断增长，而网络覆盖水平成为运营商吸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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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室内覆盖的水平，对运营商移动数据业务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 

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是改善室内移动通信室内覆盖水平的重要途径，功分器作为最常用

的功率分配器件，广泛的应用在各种移动通信制式的室内分配系统中，用于射频信号功率的

分配与合成，对室内分布系统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功分器的定义和分类 

功分器全称功率分配器，英文名 Power divider，是一种将一路输入信号能量分成两路或

多路输出相等或不相等能量的器件，也可反过来将多路信号能量合成一路输出，此时也可称

为合路器。 

功分器从结构上一般分为腔体功分器和微带功分器。腔体功分器插入损耗小，工作频带

宽、功率容量大，但输出端隔离度较差，不适用于功率合成；微带功分器在插入损耗与工作

频带上不能兼顾，要实现较宽的工作频带，需要采用多级结构，将会导致插入损耗增大，同

时微带功分器的功率容量也较小，但输出端隔离度高，可用于功率合成。 

另外还有有源功分器，由放大器组成，它的主要特点是：有增益，隔离度较高，而它的

主要缺点是有噪声，结构相对复杂一些，工作稳定性相对较差。 

目前，在室内分布系统中广泛使用 800~2700MHz 频段的腔体功分器，下文将以腔体二

功分器为例，重点分析其原理和测试方法。 

腔体功分器的原理 

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当信源阻抗与负载阻抗相匹配时，将获得最大的功率传输，反之，

当电路阻抗失配时，不但得不到最大的功率传输，还可能对电路产生损害。腔体功分器本质

上是一种阻抗变换器，其内部是一条直径由细到粗成多个阶梯递增的铜杆构成，通过阻抗变

换实现信源阻抗与负载阻抗之间的匹配，从而实现功率分配的作用。 

 

图 1 腔体二功分器原理图 

A 
B 

C1 

C2 

下行方向： 

上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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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腔体二功分器为例，如图 1 所示，其阻抗变换比为 2：1，即输入端（A 点）阻抗为

50Ω，变换到 B 点阻抗 RBA为 25Ω，输出口 C1、C2分别端接终端 RC1、RC2（如负载、天线

等，阻抗为 50Ω），两个终端并联，正好与 B 点阻抗匹配。但是单个输出端 C1（或 C2）的

阻抗与 B 点是不匹配的，其内阻应等于 RBA与 RC2（或 RC1）的并联，即 16.7Ω50Ω25Ω  ，

即输出端 C1（或 C2）的电压驻波比为 3
16.7

50
VSWR  。 

当信号在下行方向传输时，信号由输入端 A 点传输到 B 点，并在 B 点分路，分别传送

到 C1、C2，虽然单个输出端与终端负载不匹配，但当功分器两个输出端同时端接终端负载

时，整个传输线路是匹配的，因此信号不会被反射到输入端，而是在 C1-B-C2 之间来回反射，

最终达到平衡，下行信号被一分为二，全部传送到两个终端负载。 

当 信 号 在 上 行 方 向 传 输 时 ， 端 口 C1 （ 或 C2 ） 的 电 压 反 射 系 数

0.5
13

13

1VSWR

1VSWR
Γ 









 ，功率反射系数则为 0.250.5Γ 22

 ，也就是说有 25%

的信号功率会被反射回 C1（或 C2），75%的信号功率送达 B 点。由于 RBA与 RC2（或 RC1）

的并联关系，因此到达 A 点与 C2（或 C1）的功率比为 2：1，即分别为 50%和 25%。因此

最终的信号功率分配如下： 

25%的信号功率反射回 C1（或 C2）； 

25%的信号功率到达 C2（或 C1）； 

50%的信号功率到达 A。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腔体功分器是利用阻抗变换、对称性及大驻波比反射原理实现功率

分配的。同时由于在上行方向信号有过大的反射功率，极易损坏信源设备，因此不能用于功

率合成。 

腔体功分器的性能指标 

目前，室内分布用无源器件的相关行业标准以及各运营商的相关技术规范中，对腔体功

分器的性能主要采用下面的指标进行衡量。 

插入损耗（含分配损耗）：指的是信号功率通过功分器后输出的功率和原输入信号相比

所减小的量。（分配损耗：指的是信号功率经过理想功分器后和原输入信号相比所减小的量。

此值是理论值，比如二功分是 3dB，三功分是 4.8dB，四功分是 6dB。） 

带内波动：指的是在整个工作频段内插入损耗（含分配损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

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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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压驻波比：指的是输入端口的匹配情况。（由于腔体功分器的输出端口不是 50Ω，

所以对于腔体功分器没有输出端口的驻波要求。） 

另外还有端口隔离度、幅度平衡度、三阶/五阶互调、功率容量、频带宽度等参数也是

衡量腔体功分器性能的重要指标，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本文重点讨论利用矢量网络分

析仪进行 S 参数的测量。 

腔体功分器 S 参数的测试方法分析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原理[1]
 

腔体功分器 S 参数通常采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测量，如图 2 所示，双端口矢量网络

分析仪有 4 个接收机，每个端口对应 1 个测量接收机和 1 个参考接收机。 

 

图 2  矢量网络分析仪原理图 

测量传输特性时，矢量网络分析仪分别测量 DUT 输入激励信号和输出信号，通过计算

得到测量结果。以测量 S21 参数为例，信号源输出通过双定向耦合器 1 分为两路信号，一

路信号进入参考接收机 1，从而测得 DUT 输入信号；另一路信号通过端口 1 输入至 DUT 并

回到端口 2，再通过双定向耦合器 2 进入测量接收机 2，从而测得 DUT 的输出信号，经过

计算即可得到 S21 的相关结果。 

测量反射特性时，矢量网络分析仪分别测量 DUT 输入激励信号和反射信号，通过计算

得到测量结果。以测量 S11 参数为例，信号源输出通过双定向耦合器 1 分为两路信号，一路

信号进入参考接收机 1，从而测得 DUT 输入信号；另一路信号通过端口 1 输入至 DUT 并产

生反射，反射信号回到端口 1 并通过双定向耦合器 1 进入测量接收机 1，从而测得 DUT 的

反射信号，经过计算即可得到 S11 的相关结果。 

端口 1 

测量接收机 1 

参考接收机 1 

双定向耦合器 1 

测量接收机 2 

参考接收机 2 

双定向耦合器 2 

信号源 

端口 2 

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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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使用任何仪器进行测量时都存在系统测量误差，尽可能减小系统测量误差是

获得精准测量的关键之一。对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系统测量误差原则上可以是非线性误差和

线性误差。 

非线性误差主要考虑测量时的信号电平。测量接收机或参考接收机工作在其功率上限附

近时，将会发生压缩效应，同时由于信噪比随信号电平的降低而降低，接收机的线性范围不

能在任意小信号上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为了获得精准的测量，有必要选择某一电平，在该

电平上即可避免压缩效应又能够保证较高的信噪比。对于无源器件的反射测量及传输测量，

大小为-10dBm 的测试端口输出电平通常是较好的折衷值。 

对于线性误差，主要通过校准过程来减小。在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校准理论中，将仪表分

解为理想网络分析与误差网络两个部分，误差网络由多个误差项构成，校准过程就用于测定

这些误差项。该过程需要逐次测量多个校准标准件，并通过测量结果和校准标准件的特征数

据计算得到各个误差项的值。那么在后续的测量中，就可以使用误差项的值计算得到被测器

件的 S 参数。 

腔体功分器 S 参数的测试方法 

无源器件 S 参数的测量方法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腔体功分器输出端阻抗不是 50 欧姆，

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在对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校准时，采用不同的校准标准件，对测量结

果会有较大的影响。下面以腔体二功分为例，分析不同校准方法的测试情况。 

传输特性的测试 

使用普通校准件 

普通校准件是指的各项参数没有精确值的校准件，其参数均认为与理论值相同。采用该

类型校准件对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 SOLT 校准后，对腔体功分器进行测试，如图 1 所示功分

器，A 端口和 C1 端口，分别与矢量网络分析仪端口 1 和端口 2 连接，C2 端口与 50Ω 标准负

载连接，测量功分器各端口上下行插入损耗及带内波动，测量结果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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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下行测试结果（S21） （b）上行测试结果（S12） 

图 3  传输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 

由图可见，上下行插入损耗差异较大，并且震荡剧烈，下行波动尤其明显。 

在该测试中，由于校准件参数不能完全与理论值一致，导致校准数据有一定偏差，矢量

网络分析仪测量端口特性阻抗与标准负载不一致，这样就破环了功分器 C1、C2 端口的对称

性，导致 C1、C2端口最终输出信号不能达到平衡。仪表在测量时，使用测量接收机 2 和参

考接收机 1 测得的信号进行计算，但是，由于端口失配导致不断反射的信号叠加在测量信号

上，进入测量接收机 2，形成了震荡波形，测量结果具有很大的误差。 

对于上行（S12）来说，仪表是通过测量接收机 1 和参考接收机 2 测得的信号计算出来

的，由于功分器 A 端口与仪表测试端口 1 的匹配性较好，因此在仪表测试端口 1 产生的反

射信号较小，虽然也会导致信号来回反射，但其震荡幅度相比下行（S21）大大减弱。 

在这种测试方法中，由于功分器输出端口阻抗与负载不一致，导致测量结果具有很大的

误差，存在测量缺陷，因此需要改进测量方法。 

使用普通校准件 + 衰减器 

目前，在腔体功分器的测量中，普遍采用在功分器输出端与仪表测试端口间加入衰减器

的方法来减小反射信号的影响。一方面，衰减器的阻抗特性基本与标准负载一致，改善了功

分器输出端口的对称性以及与仪表测试端口之间的匹配性，另一方面，衰减器还起到了对反

射信号的隔离作用。 

在功分器 C1 端口与矢量网络分析仪端口 2 之间插入衰减器，采用与 0 相同的校准件进

行 SOLT 校准后进行测试，在测量中，分别使用了 6dB、10dB 和 20dB 的衰减器，测量结果

如图 4 ~ 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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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下行测试结果（S21） （b）上行测试结果（S12） 

图 4  传输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6dB 衰减器 

 

（a）下行测试结果（S21） （b）上行测试结果（S12） 

图 5  传输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10dB 衰减器 

 

（a）下行测试结果（S21） （b）上行测试结果（S12） 

图 6  传输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20dB 衰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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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下行测试结果（S21） （b）上行测试结果（S12） 

图 7  传输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20dB 衰减器（测试电平为 0dBm） 

由图可见，由于衰减器的加入，下行（S21）测试结果有了明显改善，衰减越大，震荡

幅度越小。但是，当衰减器加到 20dB 时，测试结果曲线（图 6）上出项明显的杂波现象，

说明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的信噪比较低。此时增大测试信号幅度到 0dBm，杂波现象得到明

显改善（图 7）。 

在这种测试方法中，衰减器的阻抗特性十分重要，同时，衰减值的大小需要与测试信号

电平和仪表接收机性能综合考虑。 

使用高精度校准件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校准件中还有高精度校准件，这种校准件具有精确的参数，使用该类

型校准件进行校准，仪表测试端口特性阻抗基本等同于标准负载。对于腔体功分器来说，其

输出端口的对称性以及仪表测试端口之间的匹配性更好，因此能得到更接近被测件真实性能

的测试结果。图 8 显示了使用该类型校准件校准后对腔体功分器的测试结果。 

 

（a）下行测试结果（S21） （b）上行测试结果（S12） 

图 8  传输特性测试结果——使用高精度校准件校准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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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校准方法传输特性测试结果 

校准方法 下行（S21） 上行（S12） 

校准件 衰减器 
测试电平

（dBm） 

插入损耗

（dB） 

带内波动

（dB） 

插入损耗

（dB） 

带内波动

（dB） 

普通校准件 

— 

-10 

3.4346 0.8036 3.0631 0.1121 

6dB 3.2864 0.3796 3.0989 0.1268 

10dB 3.2343 0.2957 3.0917 0.1249 

20dB 

3.2459 0.2957 3.1340 0.2480 

0 3.2233 0.2577 3.0837 0.1370 

高精度校准件 — -10 3.1241 0.0561 3.1033 0.0522 

表 1 统计了采用不同校准方法对腔体二功分进行传输特性测试的结果。从前面的分析和

测试结果来看，要测得腔体功分器准确的传输特性参数，需要使用高精度校准件进行校准后

测试。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普通校准件加衰减器的方法，但此时对衰减

的选择十分重要，要综合考虑其阻抗特性、衰减值以及仪表测试电平、接收机性能等相关问

题。 

反射特性的测试 

在 0 传输特性测试的同时测试了功分器 A 端口和 C1端口的反射特性，测试结果如图 9 ~

图 14 所示，表 2 统计了采用不同校准方法对腔体二功分进行反射特性测试的结果。可以看

出不同校准方法测得的 A 端口反射特性基本一致，而对于 C1端口，同样由于反射信号的存

在，加入衰减器或采用高精度校准件进行校准，对测试结果也有相应改善。 

表 2  不同校准方法传输特性测试结果 

校准方法 A 端口 C1端口 

校准件 衰减器 
测试电平

（dBm） 
驻波比 驻波比 

普通校准件 

— 

-10 

1.161 3.176 

6dB 1.161 3.137 

10dB 1.157 3.135 

20dB 

1.163 3.330 

0 1.160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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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校准件 — -10 1.162 3.136 

 

 

（a）端口 A 测试结果（S11） （b）端口 C1 测试结果（S22） 

图 9  反射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 

 

（a）端口 A 测试结果（S11） （b）端口 C1 测试结果（S22） 

图 10  反射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6dB 衰减器 

 

（a）端口 A 测试结果（S11） （b）端口 C1 测试结果（S22） 

图 11  反射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10dB 衰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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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端口 A 测试结果（S11） （b）端口 C1 测试结果（S22） 

图 12  反射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20dB 衰减器 

 

（a）端口 A 测试结果（S11） （b）端口 C1 测试结果（S22） 

图 13  反射特性测试结果——使用普通校准件校准+20dB 衰减器（测试电平为 0dBm） 

 

（a）端口 A 测试结果（S11） （b）端口 C1 测试结果（S22） 

图 14  反射特性测试结果——使用高精度校准件校准 

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腔体功分器输出端口的阻抗不是 50 欧姆，在使用矢量网络分析

仪对其 S 参数进行测试时，对仪表测试端口的阻抗特性要求十分严格，端口匹配越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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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性越理想，则测试结果越精确。 

在本文分析的几种校准方法中，仅采用普通校准件对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校准并测量功

分器传输特性的方法是不正确的，但可用于测量其输入端反射特性；在增加衰减器后，可以

提高测试精度，但仍有一定误差；而采用高精度校准件对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 SOLT 校准，

是精确测量腔体功分器 S 参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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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系数分析仪校准方法及不确定度分析 

西安通和电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李云峰 

摘要：本文介绍了噪声系数分析仪的校准参数及校准方法，分析了校准不确定度的来源，

给出了不确定度的评定实例。 

关键词：超噪比、噪声系数、Y 系数、Y 系数法 

 

The Analysis of th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the Measurenment Uncertainty for The Noise 

Figure Analyzer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oise figure analyzer’s calibration parameters and 

calibration method, analysis of the calibration uncertainty sources and the uncertainty assessment 

method 

KEY WORDS:Excess noise ratio、Noise coefficient、Y coefficient 、Y coefficient method 

1 引言 

随着通信、雷达和导航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元器件、子系统以及整机系统的噪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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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越来越高。在军事领域，接受系统的精确制导、雷达、电子对抗等军事应用，都需要

进行噪声系数测量，这直接关系到武器系统的作用距离、探测灵敏度等重要指标。因此，对

噪声系数进行快速准确的测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噪声系数分析仪的广泛应用，对噪声系数分析仪的校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作

者结合实际应用就噪声系数分析仪校准方法和不确定度分析作主要阐述。 

2 噪声系数测量方法 

目前噪声系数测量方法从测量方法上可总结出很多种，但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 Y 系数

法。但是在具体的测试中，按 Y 的取值不同可分为直接比较法（任意倍功率法）、等功率指

示法（衰减器法）、3dB 法（Y =2）等方法。 

噪声系数的测量方法随应用的不同而不同，比如有些应用具有高增益和低噪声系数（低

噪声放大器），有些则具有低增益和高噪声系数（混频器），因此必须仔细选择相应的测试方

法。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超噪比（Excess noise ratio） 

噪声发生器输出噪声温度T 与标准噪声温度 0T 之差除以标准噪声温度 0T ，常用分贝表

示，如公式（1）所示。 

ENR = 10
0

0lg
T

TT 
                        （1） 

式中： 

ENR ——超噪比，dB； 

T ——噪声发生器输出噪声温度，K； 0T ——标准噪声温度， 0T =290 K。 

3.2  噪声系数（noise coefficient） 

网络输入信噪比与输出信噪比的比值或网络输出的噪声功率与输入噪声功率之比，常

用分贝表示。 

out

in

NS

NS
NF

)/(

)/(
lg10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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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 ——超噪比，dB； 

inNS )/( ——输入信噪比； outNS )/( ——输出信噪比。 

3.3 Y 系数（Y coefficient） 

当在二端口网络输入端依次输入两个资用噪声功率时，网络输出端得到的两个相应资

用噪声功率之比，称为 Y 系数。 

c

h

Y

Y
Y                                （3） 

式中： 

Y ——Y 系数； 

hY ——第一次输入资用噪声功率时的输出相资用噪声功率； 

cY ——第二次输入资用噪声功率时的输出相资用噪声功率。 

3.4  Y 系数法（Y coefficient method） 

通过测量 Y 系数来确定别测网络的噪声系数或等效输入噪声温度的测量方法。 

)1lg(10  YENRNF                    (4) 

式中： 

NF ——网络的噪声系数，dB； 

ENR ——噪声源的超噪比，dB； 

Y ——Y 系数。 

4 噪声系数分析仪校准 

4.1 噪声系数校准 

 

图 1 噪声系数校准框图 

1）按图 1 连接设备； 

噪声源 衰减器 LNA 同轴开关 

噪声系数分析仪 

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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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衰减器衰减量调节为 0dB； 

3）同轴开关接通噪声系数分析仪，设置噪声系数分析仪测量结果显示方式为相对噪声

功率测量，单位为（dB），设置平均次数 16 次，设置频率 1GHz, 在噪声源为关状态时，测

量相对噪声功率记为 cN （dB）；当噪声源为开状态时，测量相对噪声功率为 hN （dB），按

式（3）计算得出 uY ，再按式（4）计算得出 uNF （dB）；  

4）同轴开关接通接收机，设置接收机调谐频率为 1GHz，在噪声源为关状态时，接收

机测量电平为 cN （dB）；当噪声源为开状态时，接收机测量电平为 hN （dB），按式（3）

计算得出 sY ，再按式（4）计算得出 sNF （dB）； 

5）噪声系数分析仪噪声系数测量误差 NF （dB）按式（5）计算： 

su NFNFNF                        （5） 

6）每步进调节衰减器（0dB～11dB）一次后重复 3）～5）。 

4.2  增益校准 

 

 

图 2 增益校准框图 

1）按图 2 连接设备； 

2）设置噪声系数分析仪测量频率为 1GHz； 

3）衰减器设置为 40dB，执行噪声系数分析仪自校准功能，设置测量结果显示方式为

增益； 

4）衰减器从 60dB 到 0dB 以 10dB 步长变化，相应的 sG =-20dB，-10dB，0dB，10dB，

20dB，30dB，40dB，记录相应噪声系数分析仪分析仪增益测量值 uG ； 

5）增益测量误差 G 按式（6）计算。 

su GGG                        （6） 

4.3 电压驻波比（VSWR）校准 

 

标准噪声源 LNA 衰减器 噪声系数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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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压驻波比（VSWR）校准框图 

按图 3 连接设备； 

2）根据噪声系数分析仪频率范围设置网络分析仪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设置测量模式

为 VSWR 模式，输出功率小于-30dBm； 

3）在端口 1 处依次进行开路、短路、负载校准； 

4）连接噪声系数分析仪至网络分析仪端口 1，记录 10MHz、100MHz、1GHz（1GHz

以上 1GHz 步进）……各频点电压驻波比 VSWR。 

5 校准不确定度分析 

5.1 噪声系数校准不确定度 

5.1.1 数学模型 

' 4.343 4.343
1 1

o x

o x

dY dY
NF

Y Y
    

 
                        （B.1） 

式中： xY ——噪声系数分析仪测量计算的 Y 系数(线性)； 

oY ——接收机测量计算的 Y 系数(线性)。 

5.1.2 不确定度来源 

（1）噪声系数仪接收通道漂移引入的不确定度； 

（2）噪声源输出不稳定引入的不确定度； 

（3）接收机测量功率不准引入的不确定度； 

（4）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5.1.3 不确定度评定 

（1）噪声系数分析仪接收通道漂移引入的不确定度 u1； 

噪声系数分析仪的接收通道含有上变频器和下变频器，由于本振频率漂移而引起接收

通道漂移导致相对功率测量发生变化，其数值小于 0.003dB，线性值：0.00069。由此引入的

不确定度 B 类评定，取 3k （均匀分布），则： 

网络分析仪 

短路 负载 开路 

端口 1 

噪声系数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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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03/00069.01 u  

（2）噪声源输出不稳定引入的不确定度 u2； 

由于校准方案采用接收机同时测量，由此引入的不确定度可以忽略。 

（3）接收机测量功率不准引入的不确定度 u3 

接收机具有非线性特性。在 15dB 的动态范围内，其检波非线性优于 0.5％，由此引入

的不确定度 B 类评定，取 3k （均匀分布），则： 

0029.03/005.03 u  

（4）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4；  

校准噪声系数分析仪测量 Y 系数为 5dB（比值约为 3.16227）的误差，重复测量 6 次。

测量数据如下： 

次数 x1 x2 x3 x4 x5 x6 X  (x)sn  )x(sn  

Y 

系数 

5.01 5.03 5.00 4.99 5.01 5.00 5.01 0.014 0.0057 

9.98 9.97 9.96 9.95 9.94 9.93 9.955 0.0187 0.0076 

14.76 14.73 14.70 14.78 14.78 14.75 14.75 0.0310 0.0126 

 

2

1
2

( )

( ) ( ) ( ) 0.0057
1

n

i

i
X n

x x

u Y u D s x
n n





   



dB=0.0013 

5.1.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则功率计法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

4

2

3

2

2

2

1 uuuuuc
0.0032 

5.1.5 扩展不确定度 U 

0064.00032.02  cp kuU  

5.2 增益校准不确定度 

5.2.1 数学模型 

增益测量不确定度的数学模型： 

)( 1 AMGENRGG ar          （B.2） 

式中： ENR ——噪声源超噪比稳定性引入不确定度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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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放大器增益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1M ——衰减器失配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A ——衰减器衰减校准不确定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5.2.2 不确定度来源 

（1）噪声源超噪比稳定性引入不确定度； 

（2）放大器增益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3）衰减器失配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 

（4）衰减器衰减校准不确定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5）测量重复性引入不确定度。 

5.2.3 不确定度评定 

（1）噪声源超噪比稳定性引入不确定度 1u
； 

从仪器说明书上可知，噪声源超噪比与环境温度变化关系为 0.01dB/℃，即 0.0023/℃。

在完成一个测量周期的过程中，环境温度变换小于1℃，由此引入分量按B类评定，取 3k

（均匀分布），则： 

1 0.0023/ 3 0.0013u    

（2）放大器增益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2u
； 

放大器的增益会因温度发生漂移，在完成一个测量周期的过程中增益变化小于

0.004dB，即 0.0009。由此引入的不确定度 B 类评定，取 3k （均匀分布），则： 

2 1 0.0009/ 3 0.0005u     

（3）衰减器失配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 3u
； 

在 1GHz 频率点上衰减器输入输出端的电压驻波比小于等于 1.10，由此推出失配误差

极限约为 0.038dB,即 0.0086，取 2k （反正弦分布），则某一端口不确定度分量为： 

3 0.0086/ 2 0.006u    

（4）衰减器衰减校准不确定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4u
 

衰减器校准证书给出的测量不确定度小于等于 0.05dB，即 0.0115，由此引入的不确定

度分量按 B 类评定，取 2k  （正态分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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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115/ 2 0.00576u  ＝  

（5）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5u
 

噪声系数分析仪测量约 20dB 增益,重复测量 6 次，测量数据及计算数据如下： 

次数 
1x  

2x  3x  
4x  5x  6x  x  ( )nS x  

G(dB) 19.76 19.75 19.76 19.78 19.77 19.76 19.763 0.0103 

由重复性 A 类评定，计算得： 

2

1
5

( )

( ) ( ) 0.0103dB 0.0024
1

n

i

i
n

x x

u u D s x
n





   



＝

 

5.2.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2 2 2 2 2

1 2 3 4 5cu u u u u u     ＝0.0106＝0.046dB  

5.2.5 扩展不确定度 

dBkuU cp 092.0046.02   

5.3 电压驻波比校准不确定度 

5.3.1 数学模型 

A BVSWR u u                                （B.3） 

式中： Bu ——为测量仪器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Au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

量。 

5.3.2 不确定度来源 

（1） 网络分析仪测量不准引入的不确定度  （2）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5.3.3 不确定度评定 

（1）网络分析仪测量不准引入的不确定度 

由网络分析仪的检定证书得知，电压驻波比测量的不确定度 

U =2.0 % (k=2)， 01.02/02.0 Bu  

（2）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用网络分析仪测量该噪声系数分析仪输入端的电压驻波比，测试频率 1GHz，10 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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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数据结果如下表： 

第 n 次 测量值 ix  

1 1.301 

2 1.304 

3 1.309 

4 1.304 

5 1.301 

6 1.309 

7 1.304 

8 1.309 

9 1.307 

10 1.307 

平均值 x  1.3055 

Au  0.00099 

由重复性的测量值 A 类评定噪声系数的不确定度，计算得： 

 uA=

)1(

)(
1

2






nn

xx
n

i

i
=0.00099 

5.3.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各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 2

c A Bu u u   = 0.01 

5.3.5 扩展不确定度为： 

02.001.02  cp kuU  

6 结束语 

上述介绍噪声系数分析仪校准项目及校准方法因其系统配置要求低、方法简单、适用

范围广，可用于二级计量部门进行量值传递、噪声系数分析仪生产厂家校准以及部门内部校

准等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1］《数字通信测量仪器》.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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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资讯】 

能源互联网为通信能源带来的发展机遇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张长岭 

摘要：化石能源绝对比重超 70%的现状，让通信能源的发展面临成本和环境保护的挑战。

同时，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能源互联网为通信能源发展带来机遇。本文分析了能源互联网的核

心特性，探讨通信能源在能源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选择，并分享中兴通讯在绿色能源方案创新

和能源互联网跨界业务创新所做的积极探索和成果。最后展望能源互联网技术未来的发展趋

势。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 通信能源 绿色能源 方案创新 机遇 

 

1 通信能源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由于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通信业务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同比增长，而通信能源

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的现状（电力中70~80%来自于化石能源），使得通信能源的发展面临如

下的挑战： 

 高运营价格（IEA预测2020年油价将重回80美元/桶
【1】） 

 环境污染压力 

 可利用土地资源受限 

 负载波动和供电波动导致方案升级成本上升 

2040 年时全球能源消费会增加三分之一（IEA
【1】），传统能源供给更具挑战。同时大

能源视角下，很多积极因素也在成长：潜能巨大的绿色能源增长快速、储能方案日益成熟、

微网建设日益普及和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这些因素将进一步推动绿色能源的供给增加、能

源低成本流动和整体能源成本下降。如何降低绿色能源的发电成本和传输成本是绿色能源发

展的重大方向。 

能源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滴滴打车、谷歌搜索、饿了吗，AirBNB，利用互

联网技术让我们以极低的成本享受生活，正从衣食住行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这就是典型的

分享经济，其核心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资源共享，降低边际成本。 

能源互联网
【2】正是分享经济模式在能源领域的落地方案，将会推动绿色能源以更经济

的模式发电和传输，将引发能源领域的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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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互联网的特性与通信能源发展机遇  

能源互联网在于构造一种能源体系使得能源能像Internet中的信息一样，任何合法主体

都能够自由的接入和分享。从控制角度看，在于通过信息和能源融合，实现信息主导、精准

控制的能源体系。——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公共平台与技术部主任曹军威。 

能源互联网模型： 

1）美国的智能控制为中心的 FREEDM 系统 

针对可再生能源的日益普及, FREEDM 系统的理念是在电力电子、高速数字通信和分

布控制技术的支撑下, 建立具有智慧功能的革命性电网构架吸纳大量分布式能源. 通过综合

控制能源的生产、传输和消费各环节, 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对可再生能源的兼容。 

2）智能电力电子技术驱动的日本数字电网 

日本数字电网完全建立在信息互联网之上, 用互联网技术为其提供信息支撑, 通过逐

步重组国家电力系统, 逐渐把同步电网细分成异步自主、但相互连接的子电网, 给发电机、

电源转换器、风力发电场、存储系统、屋顶太阳能电池以及其他电网基础结构等分配 IP 地

址. 电力路由器与现有电网及能源局域网相连, 可以根据相当于互联网地址的“IP 地址”识

别电源及基地, 旨在通过电力路由器完成能源分配。 

3）注重 ICT 创新的 E-Energy 

E-Energy 是由德国提出，在欧盟落地实践，完全数字化互联以及计算机监控支持的能

源互联系统。 

综合来讲，能源互联网包括如下架构。 

 

图 1 能源互联网典型架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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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框架： 直流微网发电+能源网络。 

能源环节：发电、输电、存储、用电、网络管理。 

五个层次：物理层、硬件层、协议、应用、商务。 

核心技术：能源路由器、网络能源管理系统、储能技术和微网技术。 

能源互联网启航 

2016年3月30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韩国电力公社、日本软银集团、俄罗斯电网公司

在北京签署了《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这标志着全球能源互联网将率先在东北亚开

花结果。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也在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该组

织是以“推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为宗旨，由国家电

网独家发起成立，是中国在能源领域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组织，也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首个

合作、协调组织。 

能源互联网不再是梦想，已正式起航。 

电信能源发展机遇 

能源互联网的能源提供有四种来源： 

传统能源电力企业——挖掘已有的资产潜能，转型为集中式能源服务供应商； 

新兴能源企业——大力开拓新兴能源技术和能源管理市场； 

使能企业——提供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支持能源互联网价值创造； 

生态跨界企业——技术驱动混业经营，借机跨入能源市场，寻求非常规的发展机会。 

电信企业在能源互联网中存在先发优势： 

 ICT技术积淀 

 已具有智能化的站点能源硬件设备
【4】

 

 能源管理系统（Energy Management System，EMS） 

现有的电信企业及其能源方案供应商，可以作为生态跨界企业进行混业经营： 

 作为电力供应为主的能源服务商——可与电动车充电、照明、政府服务相融

合； 

 作为虚拟电力供应商——依托先进的能源管理系统和整合区域的绿色能源供

需，为客户提供电力服务。 

3 中兴通讯的能源互联网业务探索与实践 

能源互联网是共享经济的体现。中兴通讯积累了20多年能源研发经验与成果，拥有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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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能源和基建设施专利技术，利用其在ICT技术的领先优势，从单站、共享站、跨界方案

和网络能源四个层级对绿色能源提供和虚拟能源管理做了积极探索。 

 

图 2 四个层级的能源共享 

 

能源大师解决方案
【5】

 

以能源大师PowerMaster系列方案为核心的绿色能源方案可以满足单站、共享站的绿色

能源应用需求。 

能源大师具有四个特点：统一监控、高度集成、强大的能源管理和柔性升级。 

该方案支持包括太阳能的多种能源的混合应用，通过多样化的储能方案、控制逻辑优化，

实现高效、节能、柔性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 

 

图 3 中兴通讯能源大师解决方案 

 

BluePillar混业经营方案 

BluePillar系列方案，是中心通讯为中国铁塔公司提供的能源跨界方案。可以集成无线

通信、街道照明、市政信息、电动车充电桩等多方面业务。目前已在多地完成实验站建设，

推动绿色大能源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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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luePillar 方案 

 

iEnergy网络能源管理 

iEnergy 网络能源管理方案是网络级的能源管理方案，在通信能源管理已有超过数千站

点的应用实践，正在逐步完善。其核心功能将包括： 

 多种能源接入（支持单节点的发电和用电双向应用） 

 主动维护和网络诊断功能 

 预留新业务接口 

 大数据分析与性能优化 

该系统将能接入和管理多种微电网，为能源互联助力。 

中兴通讯将从大能源视角，为通信运营商、基建运营商和其他企业客户提供共享能源方

案。以直流微网为主干，覆盖电动车充电、照明等其他能源需求。 

中兴通讯同时致力于能源优化服务。依托其在绿色能源系统建设中的运维经验，可以为

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主要集中在：能源设备租赁服务；节能、能效提升服务；能源系统

设计、安装、运维服务。中兴通讯在能源领域的实践和探索，将为绿色能源提供和虚拟电力

运营提供宝贵的经验。 

4 电信能源发展结论与能源互联网未来展望 

结论：通信能源在能源互联网时代大有可为，应重点在绿色能源应用、基础设施共享和

网络能源管理方面实现突破。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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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管理系统必须能够应对分布式能源快速增长的趋势。 

 绿色能源高效发电、更快更低成本的储能技术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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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炭技术在 AGM 起停电池中的应用 

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   楼志强 魏晗 杨宝峰 孙中五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行业也飞速发展，在给大家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

系列问题，比如能源匮乏和环境问题。其中汽车尾气排放的 PM2.5 占 PM2.5 排放总量的 20%

以上，在城市交通拥堵情况下，汽车怠速造成了燃油浪费和尾气污染。微混合动力汽车作为

一种新的节能减排手段，装有起停系统的汽车可以大大减少汽车怠速期间燃油的消耗。2017

年到 2020 年国内汽车配备率将由 15%增加至 50%以上，汽车起停系统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起停电池正是起停系统的关键部件，传统起动用电池无法满足需求，亟需开发先进的起停用

铅酸蓄电池。 

1 起停电池概况 

1.1起停系统技术要求 

新一代起停能量回收系统，回收车辆在制动或惯性滑行中释放出的多余能量，相比 12V

系统，48V 系统可大幅提升能量回收效率，其中包括将起停功能上升为驾驶模式，实现高效

的制动能回收。另外，48V 电源还为车载电源提供支持，并确保所有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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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对发动机的依赖。起停系统的工作模式如图 1 所示：当汽车需要临时停止时，发动机停

止运转（非传统的怠速模式）；踩下刹车直到车辆静止，制动能量回收，为电池充电，此时

起停电池对车内的用电设备正常供电；需要再次前进时，抬起脚刹踏板，起停系统将快速起

动发动机，车辆正常起步。 

所以车辆实际运行时，起停用与传统起动用铅酸蓄电池的充放电特征差异很大。传统起

动用电池在汽车启动后一直处于充电状态（100%满充后继续充电），而起停用电池需频繁的

再起动、刹车时对车内用电设备的电力供给、以及刹车减速的回馈式短时大电流充电。 

 

图 1 汽车起停过程示意图 

 

因此起停用铅酸蓄电池的主要性能要求如下：能承受频繁的大电流放电，支持发动机频

繁快速重起；有优良的低温（-18℃、-29℃或更低）起动能力；可以频繁地充放电，具备良

好的充电接受能力和循环性能；有更好的热稳定性，可以在发动机室和炎热气候中长时间工

作；电解液损耗低（微水损耗）。 

1.2 起停蓄电池种类 

目前广泛应用的起停电池主要分为增强型富液式铅酸蓄电池 (EFB) 和吸附式玻璃纤维

隔板（AGM）铅酸蓄电池两种。增强型富液式铅酸蓄电池与富液式铅酸蓄电池基本相同，

主要在极板等方面作了改进。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铅酸蓄电池也即阀控式铅酸（VRLA）蓄

电池，电解液都吸附在玻璃纤维隔板上，密封设计用于减少气体的排放，促进氧复合。 

1.3 AGM起停蓄电池面临的问题 

AGM 铅酸蓄电池相比富液式电池，使用寿命更长，使用过程免维护，成本低，但作为

起停用电池面临 HRPSoC 循环易硫酸盐化、大功率输出性能差、充电接受能力较低等问题。

而近年来兴起的铅炭电池技术可解决这一不足。 

2 铅炭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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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炭技术是近年来研究的新技术，铅炭电池将炭材料与传统负极材料铅混合形成复合负

极。因此铅炭电池综合了超级电容器与铅酸电池的优点，使电池具有高功率放电、快速充电、

长循环寿命的特点，在作为微混合动力汽车电池上，具有其他类型电池不可比拟的优势。 

2.3 炭材料的研究 

炭材料种类繁多，而且每种材料在微观结构和性能上差异很大。图 2 是炭黑与石墨的微

观形貌。 

 

图 2 两种炭材料的 SEM 图 

（a） 炭黑;（b）石墨 

 

图 2 中炭黑颗粒较小，会附着在铅颗粒表面，所以适当的添加量可以提升相邻颗粒间的

导电性，同时会提升负极板的比表面积；石墨粒径较大，负极活性物质泡沫铅可以附着在其

表面，如图 3 中图（c）所示。未添加石墨的负极硫酸铅颗粒较大，硫酸盐化严重，添加石

墨后提升负极板的孔隙率。 

研究表明，负极活性物质中加入适量的炭材料，可以明显地提高电池的充电接受性能、

倍率性能和部分荷电循环性能。复合炭材料的应用，大大缓解 HRPSoC 循环的硫酸盐化问

题，提高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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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石墨在负极上应用后的 SEM 图 

(a) 未添加石墨的负极; (b)石墨; (c)添加石墨的负极 

 

不同炭材料不仅结构性能差别大，而且添加量对铅炭电池性能影响较大，且各个指标又

存在着一定制约的关系，如何筛选出最优的类型及配比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通过与国内知名炭材料研究院所合作，共计开发 15 余种炭材料，通过对炭黑、石墨、

活性炭、石墨烯、炭纳米管等各类炭材料研究，研究包括炭材料的微观形态与电池性能之间

的关系以及炭材料表面官能团与电性能提升的机理，并开发出适合起停电池的炭材料。研究

了不同炭材料的比表面积、粒径分布、电容特性、析氢行为；研究了不同炭材料对电池容量、

倍率性能、充电接受能力、峰值功率等性能的影响。 

3 铅炭 AGM 与传统 AGM 起停电池性能对比 

根据对炭材料的研究结果，选出合适的炭材料和添加量，并将铅炭技术应用于起停电池，

开发了铅炭平板 AGM 起停电池和铅炭卷绕 AGM 起停电池。并参照 VDA Lastenheft AGM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 AGM 起停电池要求规范》进行测试。主要性能：起停测试循环寿命达

到 18.72 万次，65℃17.5%DoD 测试达到 1870 次，满足项目要求。 

3.1 冷起动能力 

冷起动能力是考核起停电池在低温条件下的起动能力。测试方法：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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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放置 20h-24h，然后以 ICCA 放电 10s，静置 10s，再以 0.6ICCA 放电至电压 6V，记录

ICCA 放电 10s 时电池电压≥7.5V，以及 0.6ICCA 放电 20s 时电池电压≥9.0V，以及放电至 6V

时的时间≥90s。表 1 为传统 AGM 起停电池与铅炭 AGM 起停电池冷起动性能对比。 

表 1 传统 AGM 与铅炭 AGM 起停电池冷起动性能对比 

电池类型 -18℃ CCA(A) U10s(V) U0.6Icc,20s(V) t6v(s) 

传统 AGM 起停电池 720 7.63 9.113 126 

铅炭 AGM 起停电池 720 8.054 9.328 158 

由表 1 可以看出，ICCA 放电 10s 的 U10s、0.6ICCA 放电 20s 时的电压 U0.6Icc,20s、放

电至 6V 时的时间，铅炭 AGM 起停电池均优于传统 AGM 起停电池，所以铅炭 AGM 起停

电池低温起动性能优于传统 AGM 起停电池。 

3.2起停循环寿命 

起停测试考核了起停用铅酸蓄电池在发动机频繁、连续起动工况下的寿命耐久能力。测

试方法：完全充满电的蓄电池放置在 25℃的恒温水浴槽进行以下放电、充电循环：（1）45A

放电 59s；（2）300A 放电 1s；（3）充电：恒压 14.0V 限流 100A 充电 60s；以上(1)-(3)步骤

为 1 次循环，测记步骤（2）放电端电压，当端电压低于 7.2V 终止。放充循环每 3600 次为

一循环单元，然后静置 40-48h；然后再次开始 3600 次循环。图 4 为铅炭电池和常规电池的

测试结果。 

 

图 4 高倍率循环寿命对比 

 

图 4 中，常规电池起停循环不超过 6 万次，铅炭电池循环次数在 18 万次以上，铅炭电

池起停循环性能明显优于常规电池。 

3.3 17.5%DoD循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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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DoD（25℃）循环耐久项目是考核起停用铅酸蓄电池在部分荷电和深循环状态下，

提供能量的能力。测试方法：（1）用 4I20 放电 2.5h，判断断开准则：蓄电池电压≤10V；（2）

恒压 14.4V，限流 7I20 充电 40min，7I20 放电 30min，判断断开准则：蓄电池电压≤11.5V，

循环 85 次；（3）恒压 14.8V 限流 2I20 充电 18h；（4）循环步骤（1）-（3）至少 18 次（共

1530 次）。图 5 为 25℃下 17.5%循环测试结果。 

 

图 5 25℃下 17.5%放电深度的循环对比 

 

图 5 中，普通电池循环 1000 次以内，AGM 起停电池循环 3000 次左右，而铅炭起停电

池循环 6500 次。 

3.4 17.5%DoD循环（65℃） 

17.5%放电深度的循环（65℃）项目考核起停用铅酸蓄电池高温条件下在部分荷电和深

循环状态下，提供能量的能力。测试方法：将电池放置在 65℃±2℃的水域槽中：（1）用 4I20

放电 2.5h，判断断开准则，蓄电池电压≤10V；（2）恒压 14.4V，限流 7I20 充电 40min，7I20

放电 30min，判断断开准则：蓄电池电压≤10V，循环 85 次；（3）恒压 14.8V 限流 2I20 充电

18h；（4）然后进行 Ce 容量测试，再以恒压 14.8V 限流 5I20 充电 24h；（5）循环步骤（1）

-（4）。图 6 为铅炭电池和常规电池 17.5% DoD 循环（65℃）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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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铅炭电池与常规电池 65℃17.5%DOD 循环对比 

 

由图 6 中循环次数可以看出，常规电池 65℃，17.5%放电深度的循环次数在 1000 次以

内，铅炭电池循环次数在 1700 次以上，铅炭电池在 65℃17.5% DoD 循环性能优异。 

铅炭电池具有高功率放电、快速充电、长循环寿命的特点。而由以上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铅炭电池在冷起动能力、起停循环寿命、部分荷电和深放电性能都比常规 AGM 起停电池优

异。目前，微混合动力节能汽车作为一种成本低而且易于推广的节能减排手段发展迅速，在

我国发展潜力巨大，而铅炭电池作为理想的起停系统电源，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无线局域网接入设备安全问题及检测方案简介 

中国泰尔实验室   桂丽 

背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无线局域网（WLAN）以其开放式、部署方便、使

用灵活等特点迅速在市场上得到普及和应用。在享受 WLAN 提供便利性的同时，其安全问

题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对于 WLAN 接入设备安全问题及其检测方案进行介绍，WLAN

安全能力的检测能有效提高其安全防护能力，防范各种安全威胁，使终端用户安全性得以保

证，使移动互联网的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WLAN 成为移动互联网无线宽带接入中最为重要且成熟的技术之一，近年来，恶意病

毒植入、拒绝服务攻击、通信监听以及密码破解等安全事件频发，由于 WLAN 接入设备在

网络中处于设备接入和数据汇聚的位置，安全问题直接导致大量用户终端的数据信息面临威

胁，接入设备安全性无法保证，进而直接影响到移动互联网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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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 接入设备指向下基于 WLAN 接口为移动通信终端提供无线接入，向上具有接入

到互联网的路由交换功能，并具备可靠性、安全性和可管理性的设备，其网络拓扑如图 1

所示。 

互联网
接
入
网

XDSL

Ethernet

3G/4G

移动通信终端 WLAN接入设备

︙ 

︙ 

 

图 1 WLAN 接入侧网络拓扑图 

WLAN 接入设备安全问题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WLAN 接入设备软硬件漏洞或后门。近年来，多款主流网络设备被曝存在漏洞或后

门，攻击者利用其可远程对设备进行控制、监控用户上网行为、窃取用户敏感信息、进行

DoS 攻击； 

2、WLAN 设备智能化引入安全风险。WLAN 设备朝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然而由此也

引发了安全隐患，如用户下载恶意插件造成用户数据被收集或修改、设备信息内容被非法入

侵发布非法内容等； 

3、WLAN 设备数据安全存在风险。WLAN 设备是用户数据的中转点，部分 WLAN 设

备亦可收集用户数据，如果缺乏完善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会导致用户隐私信息泄露的风险。 

WLAN 设备上述安全风险和隐患暴露出我们对于移动互联网接入关键设备安全能力保

障方面存在不足。因此需要通过必要的检测手段对 WLAN 的安全能力进行检测，全方位保

护 WLAN 接入设备的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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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WLAN 接入设备安全能力框架图 

 

WLAN 接入设备安全能力框架图如图 2 所示。主要包含七个部分，分别为硬件，接口、

接入控制，操作系统、应用层、数据保护以及无线入侵防御安全能力要求，接口安全能力主

要涉及操作系统层面、接入控制层面以及硬件层面，数据保护安全能力涉及硬件层、接入控

制层、操作系统层以及应用层，无线入侵防御能力涉及设备的每个层面，从另一个维度来考

察设备的安全性能。下面分别介绍各部分检测技术： 

 硬件安全：硬件芯片层面保证设备内部信息不被篡改或非法获取，保证通信过程相

关的程序和系统参数不被获取或修改。 

 接入控制安全：在接入控制方面应具备全面性和多样性。主要包括对基于 MAC 地

址、IP 地址以及时间的接入控制能力检测。 

 操作系统安全：接入设备资源使用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包括对通信类功能、

本地敏感功能、操作系统更新及内核安全能力检测。 

 接口安全：接口安全目标是确保用户对接口的连接和数据传输可知、可控。主要针

对蓝牙、USB、以太网以及光纤接口的相关能力进行检测。 

 应用层安全：保证接入设备用户认证的安全性、用户流量受控、应用端口受控，同

时对设备的网管功能、日志审计功能以及软件插件的升级权限提示功能做出要求，

使设备的可控可管性更强，有利于安全策略的部署。 

 数据保护安全：保证存储数据以及用户隐私数据的安全存储，确保上述数据不被非

法访问、获取或篡改。 

 无线入侵防御：保证设备对于主流的网络攻击形式具有攻击探测和防御能力，探测

到攻击时能有效追溯攻击的因果，受到攻击时具有有效的反制手段保证设备的正常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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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泰尔系统实验室已成功完成了多项对于 WLAN 接入设备的检测项目，目前针对

WLAN 接入设备安全能力检测编写了行业标准《为移动通信终端提供互联网接入的设备安

全能力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作为相关工作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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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意见争鸣】 

线缆材料 pH 值、电导率测试操作安全问题与对策 

成都泰瑞通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李英志 宋志佗 鹿中晖 夏永生 

摘 要：本文分析了通信光电缆材料燃烧气体腐蚀性检测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在自

身实践经验和对比研究检测标准的基础上，就如何防止在操作过程中受到高温烫伤、“回吹”

灼伤等危险情况的发生归纳了相应的对策，并建议国标的下次修订应完善并突出相关安全生

产的警示内容以体现对检测人员的保护。 

关键词：线缆材料；检测；pH 值和电导率；安全生产 

1 概述 

随着通信网络的日益普及和人类生产生活对通信业务需求的急剧增长，光缆、电缆大量

在有人类活动的建筑空间内部如办公室、厂房、地铁、矿井等场所应用，满足消防安全成为

一项必备的要求。对具有防火或阻燃功能的光电缆，除了它们能否在火灾中经受住火焰的考

验，人们还关注其燃烧产生的烟雾是否具有腐蚀性、会不会对与其处于同一空间的电气、电

子设备造成损害[1,2,3,]，考察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检测这些线缆的材料燃烧后释出气体的 pH

值和电导率。 

2 测试方法简介 

目前检测通常采用的方法标准有两个，使用较多的为国家标准 GB/T 17650.2-1998，有

时根据客户需求也使用国际标准 IEC 60754-2:2011，其中国标等同采用了旧版的国际标准

IEC 60754-2:1991 Amendment 1:1997。 

主要的操作步骤为：将 1g 重的试样碎片用瓷舟盛装，放入管型炉内石英玻璃管正中，

在不低于 935℃的温度下加热 30min，期间用空气流将样品燃烧后产生的气体带入两个装有

蒸馏水的玻璃洗瓶中进行充分的吸收、溶解，最后用专门的仪器测试吸收液的 pH 值和电导

率。 

图 1 示出了一种检测标准中提供给检测人员选择使用的燃烧装置结构。试样在高温下加

热 30min 后，会被完全分解至仅残留一些无机填料的灰分。为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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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的空气流应将燃烧产生的气体全部带入洗瓶进行吸收，故整个管路除了第二个洗瓶最终

的废气出口（图 1 中 C 处）外应保持气密无泄漏。为了达到气密效果，石英玻璃管的两端

与玻璃盖结合处的磨砂接口（图 1 中 A、B 处）以及洗瓶与瓶盖结合处的磨砂接口应保证配

合良好无缝隙，小直径的玻璃管口之间应采用软质橡胶管连接。 

图 1 样品燃烧与气体收集装置示例 

 

3 操作安全问题分析与对策  

一方面，空气进入气密管路后在洗瓶中遇到水的阻力，在石英玻璃管中形成一定的气压；

另一方面管形炉近千度的加热会使石英玻璃管内气体膨胀、压力变大，因此整个设备的管路

系统的中后段在测试过程中是处于高温、加压的状态，操作中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3.1 高温引发的安全问题及对策 

高温带来的隐患是容易引起烫伤。 

笔者用将普通水银温度计的水银包直接接触被测部位的方式测得，当石英玻璃管中心温

度达到 935℃时，管形炉的金属外壳、露出炉体两端的石英玻璃管及与其连接的玻璃盖的温

度均可达到 85℃以上，而这只是采用点接触方式、水银包未被被测物完全包裹的情况下测

得的值，实际温度会更高。对于人体而言，70℃的温度只需作用 1 秒钟，就足以使皮肤表面

细胞发生凝固性坏死[4]，因此检测过程中应避免裸露的皮肤直接接触上述部位，须佩戴隔热

石棉手套、着长袖衣服才能进行操作。 

连续测试多个试样时，当一个试样测试完毕后，需将石英玻璃管入口（图 1 中 A 处）

的玻璃盖打开，将瓷舟取出，再放入下一个瓷舟。刚从炉体深出拖出的瓷舟通体发红，温度

非常高，此时不要急于取下，可以将其暂时搁置于石英玻璃管入口处，在外部环境空气中冷

却数十秒至红光消退后，再用坩埚钳将其夹出、取下。根据笔者的经验，在放入新的瓷舟时，

因为需要精细操作以防止瓷舟在石英玻璃管内倾倒而把试样洒落出来，这时戴着外形宽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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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手套会感觉不够灵便，可改为将两只较厚的棉线手套嵌套在一起佩戴来进行保护。 

令人遗憾的是，国标和国际标准中都没有明确指出对高温烫伤的防护警告。 

3.2 气压引发的安全问题及对策 

3.2.1 主要问题 

管路气压变化会带来另外一种潜在的危险——“回吹（Blow back）”
[1,2]。 

回吹通常表现为检测中一些燃烧过快的材料在很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气体，瞬间在石英

玻璃管内形成高压并寻求向管路前后两个方向进行释放，其中一个方向冲开石英玻璃管入口

处未被锁紧的玻璃盖。 

石英玻璃管出口（图 1 中 B 处）下游的管路堵塞也会引起类似于回吹的现象。管路堵

塞是检测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故障。缆的护套材料燃烧后会产生一些略带粘性的黑色薄片状漂

浮物，遍布于石英玻璃管管壁内，还会随着气流飘到石英玻璃管出口处玻璃盖的管嘴及其下

游的玻璃管路和橡胶连接软管内，时间长了便会堆积并与测试中产生的少量油状冷凝物混合

在一起呈黏稠沥青状，堵塞管路导致气体无法通过。如果在管路堵塞的情况下测试那些燃烧

过快的材料，回吹现象便会加剧。 

回吹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高温热气随着密闭系统的突然开放而在瞬间

喷出石英管外，严重的还可能伴有明火喷出，灼伤操作人员的皮肤甚至眼睛；另一方面随着

气体高压在瞬间释放之后，石英玻璃管内会暂时出现气压的相对下降，导致洗瓶里的水被吸

入到石英玻璃管内，高温状态的玻璃遇到室温的水，会因局部温度骤降而收缩不均衡产生内

应力，石英玻璃管质量如果不过硬就有炸裂的可能性。 

为此，国标 GB/T 17650.2-1998 和与之等同的旧版国际标准 IEC 60754-2:1991 

Amendment 1:1997 都在其注释中建议操作人员穿防护服加以防范。而关于对眼睛的保护，

国标 GB/T 17650.2-1998 并未着笔，但同属一个大标题下的国标 GB/T 17650.1-1998 则有所

提及[5]。 

3.2.2 实践与案例 

检测实践中，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传统习惯，对于防火、阻燃的光电缆，各检测机构

在检测其 pH 和电导率指标时往往简化为只测试由阻燃材料制作的外护套，而这类材料通常

都不属于燃烧过快的材料，一般不容易发生回吹的现象。但严格按照国标 GB/T 17650.2-1998

中条目 8 的规定，线缆组件的每一种非金属材料都应该先单独进行测试，同时测出单位长度

上每种非金属材料的重量，然后按照一定公式分别求出所有受试的非金属材料的 pH 值及电

导率的重量加权值，才是检测的最终结果。因此，受试材料的种类应该是多样化的，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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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发生回吹的可能性。 

笔者近期在检测工作中就发生一起案例，测试的对象为某阻燃光缆的 PBT 松套管。当

时笔者将装有样品的瓷舟放置于石英玻璃管入口处，合上入口处的玻璃盖后很快就观察到瓷

舟内的样品变黑，有即将引燃的迹象。为了防止样品在石英玻璃管入口处燃烧起来，笔者没

有来得及锁闭石英玻璃管入口与玻璃盖连接处的铝质抱箍，就直接将瓷舟推入了炉体深处，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伴随着沉闷的气体冲出密封容器的爆破音，石英玻璃管入口处的玻璃盖

被冲开，管内飘出明火，几乎在同一时间，洗瓶里的水被倒吸入高温下的石英玻璃管，水在

高温下迅速汽化，发出“嗞嗞”的声音，白色蒸气从石英玻璃管内冒出。笔者迅速将瓷舟拖出，

熄灭明火，并及时关掉了设备电源。险情最终没有造成人员和设备受损，但给了我们很大的

警示。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石英管内气压急速升高，石英玻璃管入口处与玻璃盖之

间的密封被冲开，从而发生“回吹”。 

3.2.3 对策 

为防止回吹带来的危险后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防范： 

（1）打破只测外护套材料的惯性思维，正确认识检测对象的多样性，在检测之前先了

解被测物的燃烧速度特性。 

（2）测试前做好全面的个人防护。 

（3）保持管路畅通：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在每次测试结束后，及时清理整个石英玻璃

管及其出口端的玻璃盖，需在 950℃下煅烧至内壁无残留物；在测试开始之前先检查气体通

路是否堵塞，如有堵塞，应及时疏通。判断堵塞与否的方法为：在升温前将整个管路按照气

密要求连接到位后，打开气体阀门，如果洗瓶内不冒泡且流量计示值极低，在排除流量计之

前的管路漏气的前提下即判定为气路堵塞。可从最后一个洗瓶开始，用上述方法逐段拆卸、

逐段判断，从而找到堵点进行处置。 

（4）在图 1 中 A、B 处，应使用金属抱箍将石英玻璃管与两端玻璃盖连接处进行锁闭

以防止内部气压过大时冲开盖子（一般设备制造厂商已考虑到这一点）；在确保气路畅通的

前提下，把装有被测样品的瓷舟放入石英玻璃管的入口后，应先锁闭抱箍再将瓷舟推入炉体

中部。 

（5）确保采用优质的高温玻璃制作加热管。 

（6）可以在石英玻璃管出口端的玻璃盖和第一个洗瓶之间，再加入一个同样规格的空

洗瓶作为缓冲地带，这样即便发生水的倒灌，也只会倒灌入空洗瓶中，而不会进入高温下的

石英玻璃管。最新版的国际标准 IEC 60754-2:2011 中条目 5.1 的 NOTE 2 已提出了该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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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样会延长燃烧释出的气体被蒸馏水吸收之前的路径，与国标以及新旧两版国际标准中

“管子和第一个洗瓶及第一个洗瓶和第二个洗瓶之间的连接尽可能短”的要求相左，而且因为

增加了一个瓶身和瓶塞之间的活动连接，就增加了气体泄漏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可能会降低

测试的准确性，但与操作安全相较，后者更为重要。 

通过笔者后来的试验观察，对于类似笔者遇到的那起案例中那些燃烧过快的材料，只要

保证设备管路畅通、从将瓷舟放入石英玻璃管到锁紧石英玻璃管出口处的抱箍到将瓷舟推入

炉体中心的一系列动作的时间间隔尽量短，就可以有效避免回吹冲开玻璃盖的现象，材料快

速燃烧瞬间产生的大量气体会被迫经过洗瓶从废气出口排出释放压力，但这种情况下要小心

避免装置过压[5]。 

4 结语 

安全生产一直以来都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检测机构而言也不例外。现行的国家

标准 GB/T 17650.2-1998 已经实施近 20 年了，由于各种原因，当年编写标准时对于测试中

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的警示还不够完备，建议在下次修订国标时加以完善并用醒目的形式标

识出来，从而促进检测人员提高安全防护意识，减少和避免工伤事故，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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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胶体电池浮充电压一致性的探讨 

中国泰尔实验室   付培良、李长雷、李阳 

摘要：胶体电池浮充电压的一致性是一个困扰各生产厂家的一个难题，通过对浮充电压的理

论分析、实验调整，我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调酸、倒酸注胶、及负极添加剂的混合问题是影

响电池电压一致性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同时电池电压的一致性还与电池的配组、设备

及用户的使用情况有关。 

关键词：浮充电压、内阻、极化、再化合效率、一致性。 

Abstrac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gel batteries′ floating charge voltage is a hard problem that 

bothered each manufacture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adjustment test，wo think that 

acid-adjusting 、acid-pouring and gel-injecting and negative additive mixing are the most 

importment and direc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istency of battery voltage in production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istency of battery voltage also h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battery 

distribution unit、equipment and operation .  

Keywords: float charge voltage 、 resistance、  polarization 、 recombination efficiency、

uconsistency 

 

铅酸蓄电池作为稳定的直流电源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它的诞生、发展及完善已历经百余

年，而代表铅酸电池先进水平的胶体电池从诞生到现在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双登集团作为

国内最早从事胶体电池的厂家之一，独特的胶体电池技术一直走在全国行业的前列；胶体电

池因其特有的电解液固化技术，集中了 AGM 电池及普通防酸隔爆（富液）电池的优点，在

防止电解液分层、电池的热失控、及电池的循环寿命、再充电性能及长时率方面具有独特的

优势，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和认可，胶体电池近年在国内也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胶体电池

的压差一致性问题也一直是困扰世界范围内各生产厂家的一个难题。 

1 电化学原理 

所谓电池的浮充，主要基于以下原理： 

a．弥补蓄电池自放电引起的容量损失。正极活性物质 PbO2 和负极活性物质 Pb 在硫酸

溶液中会发生化学反应或电化学反应生成硫酸铅，使电池容量下降；为保持电池容量，必须

使蓄电池中有浮充电流流过，对其充电，使硫酸铅转变为二氧化铅和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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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抵消氧循环消耗的铅。蓄电池正极上析出的氧到达负极生成氧化铅，后者立即与硫

酸作用生成硫酸铅。这部分硫酸铅依靠浮充电流而重新转变为铅。也即通过小电流充电，弥

补电池自放电带来的容量损失。 

电压一致性差给用户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果电池单体之间浮充压差过大，特别是

当浮充电压过高时，会促使气体析出量增大，如来不及复合则会使安全阀开启频繁，从而使

电池失水，加快正极板的腐蚀，会大大缩短电池组的寿命，电压的一致性就成为影响电池寿

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通过理论分析来看电池的端电压 U，充电过程中 

U=E+η++η-+IR 

这里的 U 即为电池充放电循环过程中,可直接测量到的端电压，E 即为电池的电动势[1]， 

其中 E=Eθ-0.059 ㏒[α（H2O）/α（H2SO4）]，标准电极电势 Eθ 可根据电池反应和全部

反应物质活度为 1 时的热力学数据进行计算。即 

OHPbSOHSOHPbOPb 2442 2222 


 

△G= [2△Gθ（PbSO4）+2△Gθ（H2O）]-[ △Gθ(Pb)+ △Gθ（PbO2）+2△Gθ(HSO4-)] 

     =[2(-813.2)+2(-237.18)] 

     =-371.02kJ/mol 

Eθ=-△Gθ/zF=1.923， 

由 E=Eθ-0.059 ㏒[α（H2O）/α（H2SO4）]可得，E 主要由 0.059 ㏒[α（H2O）/α（H2SO4）]

决定，也即电解液硫酸的活度决定； 

最终由公式 U=E+η++η-+IR 可知，整个电池的端电压 U 也即由 A、硫酸活度；B、正负

极的极化电位；C、电池的内阻与浮充电流的积决定。那么对电池电压所造成的影响，主要

是直接或间接的对此几个因素造成的影响所造成的。 

我们针对此三方面的因素再分别进行分析： 

1、硫酸活度：硫酸活度对电池端电压的一致性的影响主要反映在生产过程中对电池酸

密度所造成的影响因素上，生产过程中，涉及到酸的过程主要为和膏、注酸、两次调酸及电

池的倒酸注胶。 

2、正负极的极化问题；通过我们对极化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查阅及通过自己的验证，浮

充过程中电池的极化主要发生在电池的负极，对此业内很多工作者都对此进行了验证[2]，

我们也进行了初步的验证（见表 1）。通过对电池的镉压测量,我们发现,通常电压随电流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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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主要发生在负极,正极基本不随浮充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电池的极化问题也就集中在

负极的极化上。   

表 1 镉压波动情况 

总波动电压（V） 负极波动电压（镉压）（V） 正极波动电压（镉压）（V） 

2.425-2.438 0.110-0.124 2.314 基本不变 

2.196-2.199 （-0.08）—（-0.082） 2.278-2.279 

2.273-2.281 -0.015 到-0.023 2.303 基本不变 

2.235-2.243 -0.05 到-0.058 2.294 基本不变 

由上表可以看出，浮充过程中的电位漂移现象主要发生在电池的负极。对负极的极化来

讲，主要有两点： 

1）负极添加剂的分散性问题，我们知道负极的有机添加剂会降低负极的极化电位；如

木素及腐质酸等可提高电池的析氢过电位，使电极电位负向飘移，如在和膏过程中添加剂分

散不匀，会造成不同电池之间负向电位的差别； 

2）氧气的再化合效率，正极产生的氧气在负极复合可降低析氢电位，使电位正向飘移，

故电池间的复合效率不同，浮充电压也有差异；曾有作者认为[3]，电池安全阀打开后，由

于氧气的进入，电池的气体再化合效率会提高，此时电池的浮充电压会有一个下降趋势，我

们通过验证，电池电压的下降趋势很微小，约几毫伏，随着时间的延长浮充电压偏高电池还

会有一个电压上升的过程，而浮充电压偏低或正常电池电压则基本不变。同时有一个现象为

内部气体较多的电池电压下降的相对较多，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关键为电压偏高与电压偏低电

池内部的产气量不同,也即表示内压不同,吸附在极板表面的小气泡在安全阀打开后由于电池

内部压力减小，小气泡发生了脱附现象，使电池的内阻减小从而电池的电压减小,同时电压

偏高电池由于内部气体析出,内压减小,氧气的再化合效率降低使电压升高,我们所看到的先

减小然后上升也即这二者因素的综合反应。 

3、电池的内阻；通过我们对浮充电池静态以及动态的内阻测量发现（见表 2、表 3），

浮充电压偏高及浮充电压偏低电池的内阻基本相同，同时我们针对胶体电池的内阻问题专门

对焊接工艺进行了实验，选用 24 只电池采用乙炔气焊接(高温焊接，使焊接点熔合一致性提

高，从而降低电池内阻。)，与普通液化气焊接的电池进行浮充对比，实验结果不太明了，

也即无法明显区分出此两类电池的浮充一致性的优劣。具体测试结果表 4 所示：理论分析我

门也可以看出，电池的内阻为毫欧级别，浮充过程中电池的电流也非常小（一般小于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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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着的乘积相对来讲对电池的电压影响不大，电池内阻与浮充电流的积引起的压差问题我们

可以忽略。 

 

表 2 胶体 600Ah 电池浮充期间电压与内阻一缆表 

电池编号 HR0349 HR0360 HR0006 HR0348 HR0381 HR0379 HR0226 HR0359 HR0199 

浮 充 电 压

（V） 

2.422 2.230 2.198 2.268 2.248 2.268 2.232 2.261 2.260 

内阻（mΩ） 0.44 0.45 0.47 0.45 0.45 0.47 0.45 0.45 0.45 

 

表 3 胶体 800Ah 电池静态内阻 

开路电压 (V)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在线浮充电压(V) 2.24 2.25 2.23 2.24 2.32 2.30 2.26 2.34 2.25 

内阻 (mΩ) 0.43 0.43 0.44 0.42 0.43 0.44 0.44 0.44 0.44 

 

表 4 乙炔焊与液化气焊接电池浮充情况对比 

项目 
试验前在线

浮充电压 

直接浮充 48

小时电压 

第一次放电后浮充

48 小时电压 

第二次放电

后浮充 

24 小时电压 

第三次放电后浮充

24 小时电压 

正常电池CP值 0.26 0.93 0.26 0.18 0.26 

浮充压差（mv） 290 59 211 243 227 

试验电池CP值 0.14 0.57 0.31 0.26 0.29 

浮充压差(mv) 290 218 124 204 212 

注：表 4 中 CP 值为过程能力指数，可以直接反映满足要求的程度；CP 值越大表示数

据分布越密集，CP 值越小表示数据分布超分散；浮充压差为同组中浮充电压最大值与最小

值的差值；由上表可以看出，乙炔焊电池在电池组放电后在浮充的运行过程中，电压一致性

稍好于正常电池，但差别不大。 

2 生产调整： 

通过对以上因素分析,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硫酸的活度及电极的极化两个主要因素

上，我们进行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对电池生产过程中酸密度一致性的控制，主要为各型号电池注酸量的控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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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密度一致性的控制；加强对倒酸注胶一致性的控制。主要为倒酸质量及注胶量的控制，具

体措施为加强对注酸量的抽查频次，二次调酸密度的一致性控制，特别对倒酸注胶进行了工

艺方面的变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延长并严格控制倒酸时间，针对 2V 胶体电池加强

了倒酸机的摇摆频次，并设计了针对性的倒酸套，进一步减小了酸倒不净的隐患，对注胶由

原来的靠眼界定胶液面改为定量的抽胶工具，使电池的注胶量一致性有较大提高。在实验过

程中我们发现，浮充电压偏高电池存在一个共有现象:电池下线时浮充电压正常电池表面胶

液已经固化，而浮充电压偏高电池表面仍有部分胶液未固化或表面偏湿。也即浮充电压偏高

电池与胶体的电解质状态存在一个必然的联系。而且此类电池更趋向于集中在某一化成槽怀

疑与电池的倒酸质量有关。(电池经深放电后电解液的密度差异，温度差异，和粘度差异，

使电池内不同位置含吸液不能全部倒出的可能存在） 

2、对极化的控制我们主要针对胶体电池负极添加剂的混合方式上来改进，措施一：分

别实验添加剂干混及湿混对浮充性能的影响；二：适当延长对负极加添加剂后的干混时间；

通过以上调整使添加剂的混合更加均匀，减小了由于添加剂混合不均匀而造成的无机添加剂

对胶体电池极化不同从而对铅酸蓄电池极化电位的影响；（湿和指碳黑、乙炔黑、木素等在

干混前用专有容器搅拌均匀，在干混前在将其与短纤维一起加入料锅中。这样造成短纤维与

铅粉凝聚成团从而搅拌不匀。）由下图可以看出，干和的电池浮充电压一致性要好于湿和的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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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干和与湿和电池浮充电压情况 

 

3、以前电池化成在线浮充电压的设定以充放电机的屏幕显示值为准，经常有偏差，现

在我们设定浮充电压以实际测量的电池两端总电压为准。 

通过以上调整所取得的成效，数据对比浮充前后端电压偏高个数。整路电池端电压均匀

性有了较大的提高。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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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端电压调整前后电池情况对比 

调整后电池浮充情况 调整前电池浮充情况 

上线时间

月/日 
≥2.3V个数 

电池总

数 

偏高占总

数百分比 

上线时间 

月/日 
≥2.3V个数 

电池总

数 

偏高占总数

百分比 

12.5 7 132 5.30% 4.12 1 128 0.78% 

12.1 0 132 0.00% 3.28 0 96 0 

11.19 0 98 0 3.28 11 118 9.30% 

11.24 0 104 0 3.31 1 132 0.75% 

11.23 0 132 0 4.3 0 128 0.00% 

11.22 0 132 0 4.6 0 128 0.00% 

11.21 0 132 0 4.7 13 128 10.10% 

11.22 0 135 0 4.7 0 128 0.00% 

11.25 5 128 3.90% 4.8 16 128 12.50% 

12.2 0 132 0 4.8 0 128 0.00% 

11.29 0 122 0 4.9 8 128 6.25% 

11.18 4 128 3.10% 4.9 8 128 6.25% 

11.17 0 132 0 4.10 6 128 4.60% 

12.1 12 132 9.10% 4.11 4 128 3.10% 

11.17 0 132 0 4.13 14 128 10.90% 

11.16 1 135 0.70% 1.13 1 132 0.75% 

11.15 0 132 0 1.12 0 132 0.00% 

11.15 1 114 0.80% 1.11 0 132 0.00% 

11.13 6 132 4.50% 1.9 18 96 18.75% 

11.14 0 132 0.00% 12.19 24 132 18.10% 

调整后总体平均偏高百分比 1.37% 调整前总体平均偏高百分比 5.11% 

4、除了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对电池一致性的控制之外，我们还在生产文件中要求每路电

池中电压偏离规定值的电池按电压偏高、偏低、正常三类区分，电池配组发货时按以下优先

原则： 

A、同天同路下线浮充电压标识一致的电池； 

B、同天不同路浮充电压标识一致的电池； 

C、下线时间间隔在 1-4 天内的浮充电压标识一致的电池。 

以上调整是我们针对铅酸蓄电池出厂前的生产过程中展开的，但是由于胶体电池同

GFM 电池不同的制造工艺，胶体电池在浮充电压方面不同于 GFM 电池，胶体电池有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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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特点。 

3 胶体电池在浮充方面的独有特点[4][5]： 

新胶体电池刚使用时，如果浮充压差较大。一般是由于新电池内部胶量较多，大部分电

池的胶体电解液还没有失水、龟裂形成氧复合通道，氧循环体系并未建立起来。此时，正极

产生的氧气从正极高浓度区域扩散至负极低浓度区域时，还原为水的氧极少，并且当负极析

氢时，这一反应就阻断，结果造成负极电位漂移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一般浮充使用六个月

以后，所有电池内部的胶体龟裂才形成，氧复合通道才能打通，这时电池的浮充电压才趋于

一致、平衡，所以新胶体电池浮充压差大一般不需要处理。 

对此我们从胶体电池的企业标准和 YD／T1360－2005 标准上就可以看出来，普通 GFM

电池浮充标准要求在电池 C10 容量合格后就可以进行密封反应效率实验，而胶体电池需经

过 C10 容量和耐过充电试验后合格的样品才能进行密封反应效率实验，主要原因便是使用

初期的胶体电池胶液未开裂，需通过过充电产生气体（实际上也就是失水过程），促进胶液

开裂，形成氧复合的通道。关于胶体电池的这一说法也可通过胶体电池的失水量来得到验证,

通常胶体电池在运行前期重量波动较大，后期随着氧循环体系的建立，重量趋于稳定 

但需要指出的是胶体电池的浮充电压问题不仅仅同这几点有关，用户的使用情况，设备、

以及区域性都对电池的浮充压差有一定的影响； 

1、蓄电池进行充电的设备电压输出的精度对蓄电池的浮充电压均一性也具有一定影响。

当前通信领域普遍采用模块输出，电压输出比较稳定，（开关电源与电池组在同一地点，且

直流输出导线距离短，压降损失小）而电力部门更多采用直流屏，直流屏设计稳压精度为

±1％，也即电池的设定电压本身有一个控制偏差（蓄电池组设在独立的电池间，与直流屏或

开关电源系统相隔距离较远，使输出导线距离长，压降损失增加），拿 48V 系统来讲，设置

允许的偏差为 0~0.96V，即 960mv，分配到 24 个电池，即有 40mv 的差值，根据不同，电

池的充电接受能力不同，电压偏差值会更大，此现象也是造成电池浮充压差大的现象之一。 

2、现场环境条件的影响：电池在浮充运行中要根据环境温度来调节电池的浮充电压，

但很多用户处没有恒温设备，环境温度变化较大，也会加剧电池之间的不均衡性，使浮充压

差增大。 

3、用户在安装过程中，将出厂时已经配组的电池组拆开包装后不能安装在同一组，而

同其它组混装，造成在同一组中出现不同批次或不同生产时间的电池混装，造成先天缺陷，

使电池组在长时间的浮充使用过程中电池间电压差始终偏大，差距难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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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方面 

虽然电池的浮充电压有大小差别，但我们实验过程中发现，胶体电池的浮充压差随着浮

充时间的延长而逐渐趋于一致，但当电池在放电后重新进行浮充后会发现不平衡 

24只2V胶体600Ah电池浮充电压标准差在放电前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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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4 只胶体 600Ah 电池浮充状况一览表 

上图为 24 只胶体 600Ah 成品电池在上线连续浮充 350Ah 后，一组电池的浮充电压标准

差（即浮充电压的离散程度）随时间变化趋势，中间曲线断开处为放电 80%后重新充足电

转浮充后的标准差变化，从上图可以看出，浮充电压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趋于一致，但放电

后离散程度即电压的不一致性迅速增大，而后又逐渐趋于一致。 

此外我们还对不同的合金成分对胶体电池一致性进行了实验验证（主要对比铅钙合金与

铅锑合金），在两种类型合金组装电池同路化成情况下，电解液密度基本一致，但当恒压浮

充时，铅锑合金组装电池电压普遍低于铅钙合金电池，在电池倒酸注胶结束后的浮充阶段，

铅锑合金同铅钙合金一样浮充压差较小，但当放电后，我们选取 30%深度放电，此时铅钙

和铅锑合金组装电池的浮充电压均增大，但铅锑合金电池的波动幅度较小且相对稳定，铅钙

合金则有较大的波动范围。 

结束语： 

综合分析，对电池电压一致性的影响因素，硫酸电解液的活度一致性主要反应在电池的

二次调酸及电池的倒酸注胶上，而正负极的极化电位，主要反应在添加剂的混合以及密封反

应效率中氧气的再化合问题，以上提及的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与胶体电池浮充电压一致性直接

相关的因素，但电压的一致性不仅仅限于此方面，容量的一致性、板栅合金的一致性、化成

时间段、化成工艺的一致性（电池化成的环境条件的一致性）等其它影响到电池负极极化及

电解液密度都直接或间接的与电池电压的一致性相关，可以讲,电池的一致性涉及到生产的

各个环节，同时与客户的使用情况密切相关，要保持浮充电压的一致性需厂家和用户共同协

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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