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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动态】 

2018 年上半年技术工作组工作动态 

线缆技术工作组依据第 6 届技术委员会的会议决议，为规范线缆产业的健康发展，由

泰尔实验室、武汉网锐实验室联合编制了光缆原材料产品认证规则，共涉及 21 个产品，并

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公开发布，具体内容可见泰尔认证中心网站-文档文件-产品认证公开性

文件-线缆原材料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为更好的推动原材料产品认证工作，切实有效的发挥

产品认证在规范原材料市场中的作用，泰尔认证中心于 2018年 7月 20日在第四届科普达技

术论坛上做了《推动原材料产品认证工作 规范线缆产业链健康发展》的报告，并在 7 月底

走访了亨通、通鼎等光缆企业，了解光缆企业在原材料供应商的管理要求，希望通过开展

本项工作能够切实帮助原材料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减少光缆企业的质量控制成本开支，降

低原材料问题带来的市场风险，帮助光电缆使用单位从根本上管控产品质量，提高线路质

量和寿命。自开展认证以来，目前我中心已受理 2 家企业的原材料产品认证工作。 

新领域工作组联合泰尔实验室、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等机构

编制了无线 AP 认证技术规范，开发了无线 AP 认证业务。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的

RG-AP720-I型无线AP产品获得了泰尔认证中心的首张无线AP产品认证证书。此外，新领

域工作组发布了通信户外机房用安全门、通信机房用馈线窗、10G EPON 光收发合一模

块、无线射频拉远但愿用光纤活动连接器、内置 OTDR 功能的光收发合一模块、内置

OTDR PON OLT 单纤多向光组件、4×10Gbit/s 强度调制可插拔光模块、10×10Gbit/s 强度

调制可插拔光模块、通信用增强型 SFP 光模块、通信用智能小型化热插拔（Smart SFP）光

收发合一模块、CPRI 光收发合一模块、粗波分复用光模块、光纤放大器等产品的实施规

则，完成了“移动通信系统基站天线”、“光密集波分（DWDM）复用器/去复用器”产品

的标准变更工作。 

电源工作组协助发布并实施了《不间断电源设备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并在技术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向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颁发了绿色产品

证书 

 

http://tlc.com.cn/FileSysPri/BaseFile/%E5%AE%9E%E6%96%BD%E8%A7%84%E5%88%99/20180330061023/TLC-GZ-P016-1%20%E4%B8%8D%E9%97%B4%E6%96%AD%E7%94%B5%E6%BA%90%E8%AE%BE%E5%A4%87%E7%BB%BF%E8%89%B2%E4%BA%A7%E5%93%81%E8%AE%A4%E8%AF%81%E5%AE%9E%E6%96%BD%E8%A7%84%E5%88%99VA.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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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新闻速递】 

中国信通院积极开展绿色制造体系示范评价，助力工业和通信业

绿色发展 

泰尔认证中心   凌大兵 

绿色制造是 “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战略性任务，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理念，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助

力中国制造向高端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创建

百家绿色工业园区、千家绿色示范工厂，推广万种绿色产品”的目标。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以企业为建

设主体，以公开透明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和标准体系为基础，保障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规范和统一，绿

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是绿色制造体系的主要内容。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通院”）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支撑和配合工信部节能司开

展绿色制造等方面的工作。为了增强绿色服务能力，中国信通院申请并获得了工信部工业节能与绿色

发展评价中心资质。中国信通院依托该评价中心，推动企业实施节能与绿色化改造，开展绿色制造体

系第三方评价业务。在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方面，中国信通院积极与各地展开深入的业务交流，派

出绿色评价专家组分赴石化、电子、汽车等行业的多家企业进行现场评价，在对现场评价活动进行充

分策划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收集文件资料、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交流、走访生产现场等形式对绿色水

平进行有效评价，引导企业建立集资源、能源、环境、安全、职业卫生为一体的绿色管理体系，并按

要求出具了第三方评价报告，评价活动受到了相关方的高度肯定。在绿色产品方面，积极支撑工信部

节能司绿色产品评价工作，并在 CCSA 牵头制定了一批涉及终端、通信行业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

范行业标准，向企业宣传推广绿色发展的理念，为企业申报工信部绿色产品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

准备自评价报告。 

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制造的实施主体，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元，侧

重于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绿色工厂评价从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

境排放、绩效等方面入手，按照“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的原则，建立了绿色工厂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绿色工厂评价的通用要求。 

绿色产品是以绿色制造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体现，侧重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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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产品评价要求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

用、回收、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致力于实现产品对能源资源消耗最低化、生态环

境影响最小化、可再生率最大化。 

绿色园区是突出绿色理念和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基础设施集聚的平台，侧重于园区内工厂之间的统

筹管理和协同链接。推动园区绿色化，要在园区规划、空间布局、产业链设计、能源利用、资源利用、

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运行管理等方面贯彻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理念，从而实现具备布局集聚化、结

构绿色化、链接生态化等特色的绿色园区。 

绿色供应链是绿色制造理论与供应链管理技术结合的产物，侧重于供应链节点上企业的协调与协

作。打造绿色供应链，需要企业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收及物流

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绩效，达到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

化，链上企业绿色化的目标。 

下一步，中国信通院仍将积极跟进并推动绿色制造体系评价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在绿色制造相关

领域的专业优势和服务优势，助力相关行业企业及园区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促进互联网与绿色制

造融合发展，提升工业和通信业绿色制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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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认证中心颁发首张无线 AP 产品认证证书 

泰尔认证中心   薛刚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类场景下的网络接入需求大大增加，无线网络的建设也日益重要，无

线 AP 作为增强无线网络信号覆盖能力的主要基础设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无线 AP 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公共场所和企业等需要广泛覆盖无线网络信号的地区。一方面需要考

虑无线信号的强度、稳定性和覆盖度等基本的功能和指标，另一方面要考虑管理功能和信息安全等较

高的功能和要求。以企业应用为例，企业级无线网络的架构通常是 AC（控制器）+AP（无线接入点），

企业需要部署无线网络的范围区域广阔，使用环境非常复杂，每个员工的网络行为都不尽相同，这就

需要厂商为用户提供区分接入设备、进行上网认证、自动调整网络流量、上网行为管理等深度管理功

能，并且要充分考虑信息安全的问题，避免企业的重要信息泄露或被入侵，攻击等。 

目前无线 AP 的厂商较多，产品质量和性能层次不齐，业内缺乏统一的标准，已有的标准主要是

企业标准，且主要集中在物理层、MAC 层和接口等方面，安全标准较为缺乏。网络安全法颁布之后，

网络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很多厂家在安全方面依然重视不够，急需加以规范。 

基于以上情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认证中心联合泰尔实验室、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新

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等机构编制了无线 AP 认证技术规范，开发了无线 AP 认证业务。与以往传统产品

认证不同的是，无线 AP 的认证技术规范中加入了安全指标要求，认证实施规则中加入了安全保证能

力要求，并且优化了认证模式，从检测和检查两个方面增加了对产品和企业的安全要求。认证业务正

式公布后，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参加试点，其公司的 RG-AP720-I 型无线 AP 产品获得了泰尔

认证中心的首张无线 AP 产品认证证书。 

下一步，泰尔认证中心将加大对网络类产品认证业务的开发力度，根据市场需求和产品特点、持

续创新和优化认证方案，提升认证有效性，为行业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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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领域跟踪】 

智能制造发展态势跟踪——产业篇 

泰尔认证中心   凌大兵 

关于智能制造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人工智能在制造领域中的应用，

智能制造概念正式提出，发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智能制造技术、智能制造系统的提出成熟于 21 世纪

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智能制造(Smart Manufacturing)”。  

我国在《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对智能制造也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智能制造是

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

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推动智能制造，能

够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源能源消耗，并促进基于互

联网的众创、众包、众筹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孕育发展。智能制造具有以智能工厂为载体，以关键制

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以网络互联为支撑等特征，这实际上指出了智能制造

的核心技术、管理要求、主要功能和经济目标，体现了智能制造对于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和国民经济持

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智能制造的特征在于实时感知、优化决策、动态执行等三个方面： 一是数据的实时感知。智能

制造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通过利用高效、标准的方法实时进行信息采集、自动识别，并将信息传输

到分析决策系统;二是优化决策。通过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海量异构信息的挖掘提炼、计算分析、

推理预测，形成优化制造过程的决策指令。三是动态执行。根据决策指令，通过执行系统控制制造过

程的状态，实现稳定、安全的运行和动态调整。 

智能制造系统架构通过生命周期、系统层级和智能功能三个维度构建完成，主要解决智能制造标

准体系结构和框架的建模研究。 



7 
 

 

1 国内产业发展动态 

我国目前智能制造整体布局基本成型。为有效引导中国智能制造发展，近年来，国务院及其相关

部门陆续出台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关

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曾倩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形成了以《中国制造 2025》为统领、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及其相关产业规划为方向、智能制造工程为抓手的智能制造顶层设计。 

《中国制造 2025》实施以来，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

程和高端装备制造创新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实施。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国家统筹引导、地

方和行业主动对接、多方联动的协同推进体系。 

我国智能制造基础条件的建设也开始起步。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全面开启，编制和发布了《国

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5 年版)》。工业软件在其中的支撑作用愈加凸显。虽然我国工业软

件发展迅速，但在世界市场中影响不足。除此之外，工业互联网也在快速发展中，2016 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信息化与大数据构建智能制造云端核心。通过构

建基于精准、实时、高效的数据采集的工业互联体系，制造业可以进行资源配置优化并实现智能化升

级。 ―智能‖的核心在于信息化基础上的互联以及大数据技术上的智能应用，在此背景下，包括工业

软件、管理软件在内的企业数字化建设将得到显著拉动；同时在工业互联平台技术上，工业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将充分为制造业赋能。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取得进展，重点领域智能制造推广应用成效显现，发展所需技术及装

备开发取得初步突破。各地纷纷出台推进智能制造政策措施，项目数量、覆盖区域范围、行业范围等

都处于增长态势。试点示范和专项项目的关键技术、装备、软件创新突破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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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能制造国际合作与交流日渐活跃。政府间合作与交流机制日臻成熟，合作与交流配套措施

不断完善，企业间投资与合作蓬勃开展。 

2 国外产业发展动态 

当前，新兴产业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工业体系、发展模式及竞争格局均发生重大变革，因

此除了中国外，智能制造也成为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主攻方向，许多国家陆续出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

制造业发展战略——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 4.0、英国制造 2050 以及日本

的“工业价值链”。 

美国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后, 为了提振经济市场, 政府提出了以重振制造业为主的

“再工业化”战略, 通用电气作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企业响应号召并于 2012 年发布《工业互联网:突破

智慧和机器的界限》白皮书, 意在实现人类和机器间的智能连接, 通过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来提高工业

化效率。工业互联网的精髓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智能机器、高级分析和工作人员。为加快实现智能制

造，2014 年, GE、思科、IBM、AT&T、英特尔等 80 多家企业成立了工业互联网联盟(IIC)，帮助制造

业企业开发工业互联网应用, 进一步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制造技术发展，“工业互联网”着重发扬其互

联网和软件领域长期积累的优势，希望借助网络和数据的力量提升整个工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2013 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推出“工业 4.0 国家战略(德国工业 4.0)”。工业 4.0 立足于

自己优秀的制造理念和强大的质量基础及教育水准，其目标是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

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将实体物理世界与虚拟网络世界

融合、产品全生命周期、全制造流程数字化以及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模块集成，形成一种高度灵活、

个性化、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新生产模式。 

2016 年 3 月，工业 4.0 平台和工业互联网联盟双方代表开始探讨合作事宜。双方就各自推出的参

考架构 RAMI4.0 和 IIRA 的互补性达成共识，形成了初始映射图，以显示两种模型元素之间的直接关

系；制定了未来确保互操作性的一个清晰路线图，其他还包括：在 IIC 试验台和工业 4.0 试验设施方

面的合作，以及工业互联网中标准化、架构和业务成果方面的合作。 

2013 年，英国政府科技办公室提出了“面向 2050 年的未来制造 业战略研究(英国工业 2050 战

略)”。研究提出科技改变生产，信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科技将在未来与产品和生产网络相融合，极

大改变产品的设计、制造、提供甚至使用方式。报告认为，未来制造业的主要趋势是个性化的低成本

产品需求增大、生产重新分配和制造价值链的数字化。这将对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制造地点、

供应链、人才甚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2015 年 6 月，日本科技工业联盟公布了《2015 年版制造业白皮 书》，将 3D 打印、人工智能和智

能 ICT 作为专项升级的关键部分。 通过加快发展协同式机器人、无人化工厂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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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016 年 12 月，日本智能制造参考框架 IVRA（工业价值链参考架构）的正式发布，标志着日本

智能制造策略，正式完成里程碑的落地。为了应对德国工业 4.0 为代表的全球制造业升级战略，日本

采取了三个层次的实施行动。一是推动工业价值链计划 IVI 的发展，从而建立日本制造的联合体王国，

二是通过机器人革命计划协议会，以工业机械、中小企业为突破口，探索领域协调及企业合作的方式，

三是利用战略物联网 IoT 推进实验室，加大与其他领域合作的新型业务的创出。日本工业价值链参考

架构带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突出精益制造管理，突出现场执行力，突出现场人员，令人印象深刻。2017

年日本在 3D 打印领域成果多样，例如医疗、建筑、家居装饰等领域均有收获。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国家都在智能制造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2014 年 6 月，韩国正式推出了被

誉为韩国版“工业 4.0”的《制造业创新 3.0 战略》；2015 年 3 月，韩国政府又公布了经过进一步补充

和完善后的《制造业创新 3.0 战略实施方案》，韩国“制造业创新 3.0”在整体上参考了德国“工业 4.0”

战略的基本理念，其方案完整，内容具体，更有不少独特的看点。法国、挪威、芬兰以及荷兰等国家

都在虚拟现实、无人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有所突破。 

3 产业体量及规模 

2017 年 12 月 7 日，国家工信部在世界智能制造合作发展高峰论坛公布《中国智能制造―十三五‖

规划》，为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五年确定两大时间节点和十个重要任务国家智能制造―十三

五‖发展规划为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在 2025 年前，中国将推进智能制造实施

―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 2020 年，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

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第二步，到 2025 年，

中国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 

2010-2016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增速越发趋于平缓。在我国制造

行业逐渐呈现出稳定发展趋势的同时，智能制造行业成为了驱动我国制造行业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

《中国智能制造―十三五‖规划》体现出，在今后，我国智能制造在制造业中所起到的地位将会越来越

重要，对于智能制造行业在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例将会占据更大的份额。2010-2016 年，我国智

能制造行业保持着较为快速的增长速度，年增长率达到 22%以上，到 2016 年，我国智能制造行业的

产值规模为 12233 亿元，跨入万亿门槛，预计 2017 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产值将达到 1.5 万亿。 

从细分领域看，首先，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年销量连续三年位居世界首位，

并超越整个欧洲市场销量总和。国内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开始取得突破并不断追赶，这为工业机器

人的成本下降释放了潜力，受益于产业升级与制造智能化需求，未来有望在本体与零部件领域脱颖而

出一批优质企业。国产机器人发展形势良好，2010 年至 2016 年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年均复合增

长率超过 30%，2016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 9 万余台，同比增长 31%。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一直



10 
 

是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16 年全年销量约占全球的 32%。得益于汽车领域，3C 领域快速增长

的需求、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倒闭传统企业节流增效，工业机器人产销规模快速增长并全面高于去

年同期。根据 IFR 统计，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有望继续增长，预计 2019 年销量将达到 41.4 万台，届

时，中国工业机器人体量将达到全球的 4 成左右。 

其次，随下游行业对高精密设备需求的不断提升，我国伺服系统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仅通用交

流伺服产品市场规模在 2008-2017 年就经历了从 24 亿到 87 亿元的快速增长，2008-2017 年 CAGR 为

15%。伴随下游精密控制设备在电子制造、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食品包装、医疗设备等行业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我们预计未来几年伺服市场(包括交流伺服、直流伺服、编码器、CNC 控制器等

产品)将实现 30-40%左右增速，到 2020 年我国伺服系统累计市场规模有望超过 800 亿元。工业传感

器应用领域逐渐扩大，2016 年我国工业传感器市场规模达到 181 亿元。随着智能工业的进一步实现，

工业传感器的应用将逐步加大，预计到 2020 年，全国工业传感器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308 亿元。 

第三，工业以太网市场份额已然超越现场总线，无线通信渗透率也逐渐提升。工业通信场景复杂

多样，对实时性与可靠性要求显著高于公众通信网络。目前三 类主流工业通信技术中，工业以太网

市场份额今年首次超过现场总线，同时无线通信增速最快，渗透率逐渐提升。工业以太网的发展将带

来接入电缆/光缆、工业网关、集线器/交换机等设备、以及网络设计、整体解决方案等相关各环节的

高景气；而长期来看，随着 NB-IoT 等 LPWA 技术发展以及未来 5G 在 uRLLC 场景商用落地，工业无

线通信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智能制造背景下，工业软件市场规模有望快速增长。根据 Gartner 报告数据，2014 年全球

企业级软件市场规模为 31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从 2011 年以来，全球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以每年

6%的速度增长。工业软件构成中主要以生产管理为主，占比超过 50%，生产控制类及嵌入式软件占

比 25%，其中研发设计类软件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增速更快。同时，MES 是连接管理层和执行层的

重要软件，随着 MES 软件的普及率提升，生产层面与管理层面的数据交互频次和深度有望提升，进

一步打开工业软件市场规模空间。据工控网数据显示：2014 年全球 MES 行业市场规模约为 67 亿美

元，过去 5 年保持年均 21.65%的高速增长，到 2020 年，MES 行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50 亿美元，

未来保持年均 18%的复合增速。 

4 产业生态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是智能制造的重要特征。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驱动着产品智能化、生产过程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智能化在制造业的实现，并支

撑制造业转型和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新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也催生着新的产

业模式，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网络精准营销、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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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产业链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已日趋成熟，产业链上游为感知层，主要包含制造行业的

零部件，以及与信息采集、传感感知相关的产品；产业链中游为网络层，主要包含云计算、大数据、

智能芯片等产品；产业链下游为执行层和应用层，主要包含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床、自动化装备、 3D 

打印构成的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工厂。 

我国智能制造重点任务之一就是，逐步形成以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为核心、各领域领先企业联合

推进、一大批定位于细分领域的“专精特”企业深度参与的智能制造发展生态体系。预计到 2020 年，

培育 40 个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 亿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智能制造人才队

伍基本建立。构建智能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十分重要，这会引起未来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竞争模式

等发生重大变化，迫切需要遵循新的战略路径来实现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系统与装备的发展涉及芯片器件、硬件、网络、软件、应用系统、服务开发等多个环节, 

是一套复杂的产业链与生态系统, 需要研究生态构建体制与保障系统, 构建和谐共生的创新生态环

境。 

物理基础 关键产品 技术链 运营商 

应用层 自动化生产线、智能

工厂 

系统集成及自动化

生产解决方案 

智能工厂系统集成商和工业智

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执行层 机器人、智能机床、

自动化装备、3D打印 

机器人方案、智能装

备方案及 3D 打印技

术等 

装备及零部件生产商 

网络层 云计算、大数据、

SCADA、工业互联网

技术、智能芯片 

信息处理技术、网络

传输技术 

数据硬件开发、云计算软件企

业；工业以太网、总线技术、

无线传输技术生产企业 

感知层 传感器、RFID、机器

视觉 

传感感知技术、信息

采集技术 

传感器、二维码、红外设备、

射频生产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云-网-端‖架构是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核心架构；在当前政策红利持续加码、

产业各方持续布局的背景下，从―云-网-端‖三大领域挖掘智能制造快速落地所带来的业务边际增量以

及产业价值的提升。 

在智能制造的云端层面，信息化基础上的―数据互联‖以及大数据技术上的―智能应用‖是智能制造

云端的核心；云端构建则包括基础的工业软件、工业互联云平台以及上层的工业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应

用平台。网络层面，工业以太网将逐渐替代现场总线，设备层面的接入电缆/光缆、工业网关、集线

器/交换机等、以及网络设计、整体解决方案等都将做相应的调整。从相对长期来看，随着短距离无

线通信技术的进一步演进、低功耗广覆盖技术 NB-IoT/eMTC 等成规模商用落地，以及未来 5G 在面

向工业实时控制等超高可靠低时延(uRLLC)场景的应用，最终工业无线通信将逐渐从辅助角色过渡到

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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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的层面，国内系统集成厂商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及对中国工业体系更加完整的认识，已成

功在多项细分领域完成渗透，尤其以汽车与 3C 领域最为突出。同时，在一些技术研发实力强大的企

业的努力下，我国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开始取得突破并不断追赶，这为我国工业机器人的成本下降

释放了潜力。 

5 相关技术的产业应用 

3D 打印 

3D 打印主要是依靠层层叠加的打印方式，利用计算机数字化模型和计算机控制，来进行材料的

逐层累加从而实现三维复杂结构实体零部件制造。3D 打印技术在智能制造产业中，能创造出巨大价

值，同各种新兴的高科技一起，打造出个性化制造的智能工厂，为客户提供基于 3D 打印生态系统的

分布式制造产业模式。目前的 3D 打印已广泛应用到各大行业领域，从航空航天制造、汽车零部件设

计生产、医疗产品个性化定制到时尚创意设计领域都有所涉及。 

云计算 

两化融合开展的步伐逐渐加快，资源共享和透明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

云计算应运而生。例如，三一重工为实现转型升级和效益提升，组建了树根互联公司，打造了根云工

业互联网平台。根云是首个由中国本地化工业互联网企业打造的中国本土、自主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基于对中国制造业的深刻理解而生，更加符合中国制造企业的需求，性价比优势更高，尤其能够

解决中小企业在物联网信息化建设中遭遇的资金不足、技术匮乏等痛点。且接入更方便，能够给客户

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效益。根云平台目前已接入近 30 万台各类机器设备，实时采集数千种参数，为十

余家企业提供技术验证和示范性服务。 

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也是推进两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技术，作为融合发展的“桥梁”，互联网基于中国制造

延伸出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多项创新模式。例如，烽火科技通过打造光电产业云共享支撑平台，

优化资源配置，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商业模式和服务业态。目前，平台注册用户已达 3283 家，

合作伙伴近 200 家；孵化新产品、新技术 110 余项；开展创业创新培训近 2000 人次。线下实体空间

已吸纳 54 家企业入驻，孵化团队 81 个，签约 13 家银行，入驻企业获得近 3 亿元投资。 

物联网 

制造物联网技术通过构建物联网络优化调度制造业全流程，实现制造物理过程与信息系统的深度

融合，从而催生先进的制造业生产模式，增加产品附加值、加速转型升级、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能源

消耗，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物联网应用于制造过程及供应链各环节，实现准确、实时、自动的信息

传递，柔性生产，提升产能。华为于 2017 年年初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商用 NB-IoT 芯片，并引入多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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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厂商合作，加快 NB-IoT 商业化落地。例如，深圳电信联合深圳水务集团与华为，发力 NB-IoT 智

能抄表业务，并将抄表业务平台迁移到天翼云 3.0 深圳节点上，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智慧水务构建提供

精准的决策信息。又如上海联通、千方科技和华为一起合作部署了基于 NB-IoT 的智能停车系统。 

大数据 

大数据分析应用是物联网的基础上，通过将企业内部全流程运营数据和外部移动互联端、社交媒

体端、社会化物联网端，以及延伸到消费者的智慧化物联网数据，纳入到完整的―洞察-响应-提升‖闭

环式精益管理中，帮助企业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的辅助决策作用。大数据促进了海尔的产品端和用户

端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型，随后，海尔根据地域的区别，开展了差异化建设，并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

性化生产制造，制造数据还与智慧城市、智慧电网相结合，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智能制造空间。目前大

数据支撑的智能应用主要涉及四大方面：1)生产过程优化、2)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3)企业管理决策

优化、4)资源匹配协同；未来平台应用将随着―制造全流程数据互联‖向深层次演进，将在设备物联与

业务系统互联全面打通的基础上实现复杂的分析优化，从而推动企业管理流程、组织模式以及商业模

式的创新。我国智能制造潜力巨大，大数据智能应用也将成为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力量。 

机器人 

机器人在工业的应用比较早，我国最早是喷涂机器人，漆对人体有伤害。第一条生产线在十堰东

风，之后做焊接工作，现在机器人用的最多的还是焊接车间，需要速度很快。现在最新的发展是机械

加工，用机器人打磨，前段时间上海有一个企业发生粉尘爆炸，用机器人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人

工打磨对人体伤害很大，而且效率很低，机器人打磨可以提高效率和精度。国产机器人应用主要集中

在搬运、码垛、上下料等中低端市场，附加值偏低，部分机器人企业处于亏损或者微利状态。不过工

业机器人核心部件获得了阶段性突破。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国有自主品牌的市场竞争力一直在增强。 

减速机 

内资企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在减速机领域不断突破。以南通振康为代表的 RV 减速机企业，

公司 2015 年产量是 200 多台，产品已被多家机器人厂商试用，包括国外的 ABB、KUKA、发那科以

及国内的埃夫特、埃斯顿等企业等。其中，埃夫特已经通过试用后购买了几百台 RV 减速器 产品。

目前公司累计已销售 1 万余台 RV 减速机。同时以绿的谐波为代表的的国产谐波减速机也已快速崛起，

在轻负载领域已逐步实现了进口替代。达等国内著名机器人生产商。根据公司官网信息，2016 年苏

州绿的销售谐波减速器超过 6 万台，在国内机器人谐波减速器市场的渗透率超过 80%，市场占有率超

过 50%，已拥有较好的品牌知名度和口碑，产品得到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国内的领先企业正快

速追赶并投入大量资金积极采购采购国外成熟专用机床，快速实现量产并 积极扩建。由于减速机技

术壁垒较高，成本结构失衡，内资企业在采购过程中受到价格歧视，这也将倒逼内资厂商与减速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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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紧密合作、相互扶持，产业集群有望铸成。 

伺服系统 

伺服系统是智能制造的核心环节。伺服系统按照末端执行机构种类划分，伺服系统可以分为液压、

气动和电气三类。随着电气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交流同步伺服已经成为高精度伺服系统的主流产品。

伺服系统作为工业自动化最重要的控制和执行机构之一，在机床工具、纺织机械、印刷机械和包装机

械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同时随近几年工业机器人、电子制造设备等产业的迅速扩张，伺服系统在新

兴产业的应用规模增长迅速。发展智能制造在设备端离不开高精密装备，伺服系统是其核心构成。中

国制造 2025 力度空前，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是工控领域下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对数控机

床和机器人渗透率的指标要求还是对核心应用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是快速打破进

口依赖，推动技术普及的有效途径。 

数控机床 

机床是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的工作母机，没有机床的智能化，就无法实现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制造。

目前，我国数控机床的智能化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现阶段生产的绝大部分数控机床还不具备智

能化功能。近年来，经过行业科研攻关，某些智能化技术开始试验和应用，并取得积极成果。具有一

定智能功能的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示范应用效果明显，2013 年 8 月，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交付

的 2 台不同规格的高速高精度五轴立式加工中心，已经完成了多个批次、多个品种的航发关键零部件

的加工，支持了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的军工生产任务。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先后与哈尔滨东安

发动机、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湖南株洲南方动力等军工企业签订合同，进一步扩大专项成果在航空

航天中的应用示范。 

服务机器人 

随着技术的进步，服务机器人已从实验室环境走入市场。深圳欧铠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制造

的―美女一号‖送餐机器人 2015 年推向市场的时候，销量是 500 多台。此外，还有一种集人脸识别、

语音交互、业务办理等功能为一体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出现在机场、银行、政务服务大厅等特定场景。

事实上，服务机器人也走入了医疗康复、家庭娱乐等领域，为人们带来便利。工信部 2016 年 4 月发

布的《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指出，目前，我国服务机器人在科学考察、医疗康复、

教育娱乐、家庭服务等领域已经研制出一系列代表性产品并实现应用。 

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云平台产业发展涉及诸多层次、不同领域的主体；云平台产业生态自下而上可以分为

三层:数据采集与集成的基础使能厂商、平台厂商、智能应用厂商；其中平台厂商通过资源整合及工

业大数据、人工智能核心能力，实现工业互联及分析平台的构建，是产业链的核心；上游的通用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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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主要通过―被集成‖方式参与平台构建，成为平台的重要支撑；下游智能应用厂商以平台为载体、

基于细分领域工业知识、模型构建拓展应用创新，实现平台价值在细分领域的变现。 

机器视觉 

机器视觉是指利用相机、摄像机等传感器，配合机器视觉算法赋予智能设备人眼的功能，从而进

行物体的识别、检测、测量等功能。机器视觉可以分为工业视觉、计算机视觉两类。作为一种给机器

人带来视觉功能的关键技术，机器视觉应用广泛。从工业视觉到计算机视觉，从人机交互到自动驾驶，

从虚拟现实到物体自动识别，机器视觉都能担当着重要角色。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机器视觉下游市场主

要是半导体及电子制造、汽车、食品与包装和制药行业，其他如烟草、农业、机械零部件等也是机器

视觉应用的重要行业。另外，机器视觉在服务机器人及无人驾驶领域也有重要应用。 

传感器 

形形色色的传感器早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每秒采集到的海量数据构成了智能物联的基础。

作为所有智能设备的感官，传感器可对物理层面进行信息采集，主要包括湿度、温度、压力等多方面

的感知。对于高端电机、视觉、力觉等高附加值的传感器，我国现在还无法大规模生产，只能依赖进

口。在应用上，许多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工厂在机器人上安装了视觉传感器、力觉传感器、接近传感

器、超声波传感器和听觉传感器等，大大改善了机器人工作状况，使其能够更充分地完成复杂任务，

甚至使与人共事成为可能。在我国传统机械行业，以数据采集和分析为基础的数值化革命已经发生。

以三一重工，徐工机械为首的中国传统高端制造企业已基本建成数据化系统和框架。三一和徐工通过

其产品在市场上的超高占有率，通过定位系统和传感器等模块将数十万设备的运行状况上传至云端。

工程机械的每挥一铲，没动一步都将形成数据痕迹，挖机指数就此形成并成为把握经济动向的重要参

考指标。截至 2015 年，三一重工便形成了 5000 多个维度，每天 2 亿条，超过 40TB 的大数据资源。

以三一和徐工为首传统机械企业已经站上数据时代的风口，有望成为传统行业的价值重塑者。 

RFID 技术 

RFID 是非劫持式的自动知识技术，可读可写，而且可以批量进行。RFID 技术有很多功能，第一

可识别，第二可定位，第三可感知，第四可联网。RFID 技术应用在各个方面，比如车间、物流等等。

RFID 在智能制造中有很多应用，可以提升产品智能化形象，提高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售后、维

修全程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在数字化车间中，RFID 也有几方面的应用，包括

辅具管控、智能维护和混流制造。混流就是希望生产线上的每一个产品都不一样。上海通用五菱、美

的家用空调产线上都有采用到 RFID 技术。在物流方面，RFID 的使用面也非常广泛，像三一重工车

间物流，物流以前是被动的，RFID 可以由被动向主动感知。在家电产品智能化方面也有应用，例如

美科智能冷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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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以太网 

工业以太网作为一种高效的局域网络，从诞生之初，就担负着传感器数据传输、生产设备控制等

功能，是现代工业自动化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厂信息化的基础。它的构建也就成为智能工

厂建设的核心。近些年来，工业以太网经过不断发展，其实用性、易用性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应

用范围也逐渐得到了扩展。时至今日，受到不同厂商支持的各种工业以太网纷纷搭建了自己的舞台。

尽管工业以太网主要在 21世纪初才开始在工业场景逐渐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发展速度迅猛，根据HMS

最新统计数据，其市场份额首次超过现场总线技术，达到 52%，并且年增速 22%也远高于现场总线。

工业通信网络持续由现场总线向工业以太网转移，但同样面临多种协议并存的局面，目前从全球范围

来看，主流的工业以太网协议就多达五种，每一种协议背后都有各自的厂家支持，其中 EtherNet/IP

排在首位，占全部工业通信市场份额 15%和全部工业以太网市场份额 29%。我国制定的工业测量与控

制系统 EPA 于 2005 年 3 月成为自动化领域第一个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和发布的标准，适用于多种

工业应用场景的通信需求。随着工业以太网的快速渗透，工业以太网接入相关的电缆/光缆、工业网

关、集线器/交换机等硬件设备、以及网络方案设计等相关各方将显著受益。 

无线技术 

仅需要一台无线信号发射器，相比有线网络具备移动性、组网快速灵活、覆盖面积广和拓展能力

强等优点，不仅适用于监控恶劣环境或振动、高速旋转对象，而且便于升级更换，减少接插件故障，

能显著降低安装和运维成本。目前，工业无线连接优势明显，增长速度显著高于现场总线以及工业以

太网。在 HMS 统计数据中，工业无线市场份额已经从 2015 年 4%增长到 2017 年 6%，尽管目前占比

尚远远小于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但 32%的年增速显著更高。不过，当前工业无线技术尚无法满足

实时工业控制场景需求，更多用于设备及产品信息数据的采集、非实时控制及工厂内部信息化等场景。

未来 5G 的成熟和商用将给工业控制领域的通信技术选择带来近乎革命性的变化和机遇。 

工业软件 

数字化的工业软件将为企业的研发设计、经营决策、组织管理提供新的工具，也为产业链上下游

协同提供新的基础。目前，中国高端工业软件市场 80%被国外垄断，如 MES、ERP、PLM 等主流工

业软件，中低端市场的自主率也不超过 50%，多集中于 OA、CRM 等门槛较低的软件类型。首先，

管理类软件的格局相对稳定，国外 SAP 和 Oracle 拔得头筹，国内用友网络和金蝶国际等 ERP 厂商处

于领先地位；其次，研发设计类软件以国外龙头为主，CAD 产业的主导者是 Autodesk 和达索系统；

仿真设计等产品的参与者包括 Autodesk、西门子等公司。国内公司有一定市场份额，但稳定性和专业

性有待提升；最后，生产控制类软件如 MES 软件带有很强的行业属性，定制化程度高，行业差异大。

所以 MES 软件行业形成了参与者众多，市场分散的格局。国内 ERP 软件实施服务商如汉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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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意信息等公司均进入 MES 软件及实施服务领域。国产工业软件多为标准化通用型产品，对产品定

制和二次开发积累不足，导致难以满足特定场景的需求。产业链缺少高技术附加值的增值服务供应商。

由于高端工业软件价格昂贵，大多中小企业难以承受，必然导致跟不上工业革命的步伐，而少数示范

企业构不成真正的工业 4.0 社会。从应用软件云化到工业互联网平台，PaaS 能力是关键。随着工业

软件从以前的管理层逐步向生产执行层深入，行业特性逐步凸显，标准化的软件模块对于行业需求无

法全面覆盖，建设工业 PaaS 平台有助于知识经验复用与开发者集聚：将细分领域的工业技术、知识、

经验、模型等工业原理封装成服务功能模块，有助于海量的细分领域工业 APP 的开发，与工业用户

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双向迭代的生态体系。ERP 软件厂商具备海量用户，叠加 PaaS 技术能力，将有

望吸引开发者聚集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生态体系。 

6 小结 

《中国制造 2025》发挥的作用持续显现，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大幅提振，这也为我国

在相关领域借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契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必将持续受到内外部各方面的关

注。在推进智能制造相关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及地方政府持续发力，政策密集且有连续性，政策出台

随着产业不断深化发展迭代更新，政产学研用的结合将会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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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领域产品探索 

泰尔认证中心   薛刚 

引言：本文通过介绍工业互联网的基本概念和运行体系，识别工业互联网领域所覆盖的各类产品，为

检测认证行业提供参考。 

一、工业互联网的基本概念 

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系统全方位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产业和应用生态，是

工业智能化发展的关键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其本质是以机器、原材料、控制系统、信息系统、产品以

及人之间的网络互联为基础，通过对工业数据的全面深度感知、实时传输交换、快速计算处理和高级

建模分析，实现智能控制、运营优化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 

 

图 1 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 

工业互联网包括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其中，网络体系是基础。工业互联网将连接对象延

伸到工业全系统、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可实现人、物品、机器、车间、企业等全要素，以及设计、

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各环节的泛在深度互联。平台体系是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工业智能

化发展的核心载体，实现海量异构数据汇聚与建模分析、工业制造能力标准化与服务化、工业经验知

识软件化与模块化、以及各类创新应用开发与运行，支撑生产智能决策、业务模式创新、资源优化配

置和产业生态培育。安全体系是保障。建设满足工业需求的安全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增强设备、网

络、控制、应用和数据的安全保障能力，识别和抵御安全威胁，化解各种安全风险，构建工业智能化

发展的安全可信环境。 

二、工业互联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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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涵盖产品众多，本文通过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架构来识别工业互联网领域应涵

盖的产品。 

2.1 网络体系 

工业互联网网络主要实现设备接入、协议转换和边缘数据处理三大功能。 

设备接入：通过各类通信手段接入不同设备、系统和产品，采集海量数据； 

协议转换：依托协议转换技术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归一化和边缘集成； 

边缘处理：利用边缘计算设备实现底层数据的汇聚处理，并实现数据向云端平台的集成。边缘层

通过大范围、深层次的数据采集，以及异构数据的协议转换与边缘处理，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

基础。 

 

图 2 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 

工业互联网网络的本质是要实现工业数据的传输和处理并将工厂内网络和工厂外网络打通。工厂

内部网络用于连接在制品、智能机器、工业控制系统、人等主体，包含工厂 IT 网络和工厂 OT（工业

生产与控制）网络。工厂外部网络用于连接企业上下游、企业与智能产品、企业与用户等主体。工厂

内和工厂外通信网络的一体化导通是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的发展趋势。工厂内部 IT 网络和工业 OT 

网络之间标准不同，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另外，工厂的静态配置网络和刚性组织方式难以满足用户定

制和柔性生产的需要，扁平化、IP 化、无线化将是工业互联网时代工厂内部网络发展方向。大量的

工业企业外部网络已经实现产品销售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外部联通，在工业互联网时代将实现个性化

定制、远程监控、智能产品服务等全新制造和服务模式。 

在工厂内部管理扁平化的趋势下，工厂内两大系统―IT 和 OT 将实现深度融合。企业管理系统 

IT 人员可实现对现场的掌控，现场 OT 专业人员能很迅速获得对来自企业管理层的指示。融合打通

企业管理和工业控制层的信息孤岛，促进企业透明化运作。 

  网络接入、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构成工业互联网―神经末梢‖，是实现工业互联网各项功能的基



20 
 

础。网络扁平化、IP 化和无线化将成为工业互联网时代网络体系的发展趋势。工厂内部 IT 与 OT 网

络的深度融合，以及工厂外部网络与内部网络的导通也将在工业互联网时代快速实现。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和工业无线是目前工业通信领域的三大主流技术。现场总线的开放性和互

操作性难以统一，工业以太网技术既满足工业现场的需要又兼容传统以太网，为多种的编程语言所支

持，软硬件资源丰富，易于与 Internet 连接，实现办公自动化网络与工业控制网络的无缝连接。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是构成工业通信网络的核心设备，以工业以太网为架构的工业控制通信系统包

含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业集线器、工业传输转换模块和工业连接器、光缆和电缆等。一条完整的自

动化生产线通常由 PLC、系统控制软件、工业机器人等构成，并通过工业以太网连接成统一整体。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是可以满足工业现场需要，技术上与商业以太网交换机兼容，而实时通讯、可靠性、

稳定性、安全性、环境适应性等各方面要求高于商业以太网交换机的一种以太网设备。相对一般以太

网而言，工业数据传递的实时性要求很高。工业以太网有 QoS（服务质量协议），它能够支持优先级，

识别优先发送级别，最终实现实时、可靠的数据传输。 

    随着工业通信领域的发展，现场总线由于开放性和互操作性难以统一而逐渐被工业以太网技术取

代。工业以太网技术有望在智能制造和万物互联的时代获得广泛应用，工业自动化控制网络将在以太

网技术下实现―e 网到底‖。 

    随着抗扰性、延迟、吞吐容量和范围的改善，在不利用以太网供电的前提下，更多非关键的工业

系统和传感器可采用无线控制。无线技术将成为工业以太网的有效补充，WiFi、Zigbee、2G/3G/LTE 等

技术已经在工厂内获得部分使用。随着 NB-IoT 的规模化商用，低功耗、广覆盖和大连接的信息采集

和控制场景将逐步实现，进一步促进工业以太网市场的发展。 

与有线网络相比，工业无线方案在某些工业场景的灵活性和成本等方面优势明显。例如在智能电

网设备监测系统中，无线方案将全方位辅助电力维护部门解决变电站远程监控、统一管理、全效维护

等问题。在数字化油田建设方面，无线方案能够针对集油阀组间，抽油机井，螺杆泵井，提捞井，注

水井等安全问题进行实时高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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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业场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对比 

工业场景无线技术方案众多，以往主要以蓝牙、WIFI、RFID 和 Zigbee 等有限场景无线技术

连接，网络呈现碎片化特征，而且可靠性不高。5G 和 NB-IoT 在覆盖能力和信号强度等方面优势凸

显，未来有望广泛应用于工业场景中。 

智能制造是 5G 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利用 5G 网络将生产设备无缝连接，并进一步与设

计、采购、仓储、物流等环节打通，将使生产更加扁平化、定制化、智能化，是工业互联网重要发力

方向。2017 世界移动大会期间，爱立信携手中移动利用 5G 核心网技术——网络切片联合开发并演

示 5G 智能工厂原型，显示了 5G 网络切片技术、本地流量分流及分布式云计算等在未来工业制造

领域的巨大潜力，后续有望在各大工业场景实现快速部署。另外，NB-IoT 具有广覆盖、低功耗和大

连接等特性，能在同样的频段上实现现有技术 100 倍的覆盖面积和高于现网 50-100 倍的连接数。

NB-IoT 技术在工业场景主要应用于智能表计、设备管理和智能物流等方面，具有成本低，易于部署

等特点，有望快速实现工业场景部署。与此同时，华为推出 eLTE-IoT 专门为行业物联市场开发的

基于 3GPP 标准的窄带物联解决方案。eLTE-IoT 基于 1GHz 以下的免授权频谱，采用灵活易部署的

轻量化设备，并提供标准协议与企业现有应用平台进行对接，为企业自建物联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

作为 NB-IoT 窄带物联网的一种变通方式，eLTE-IoT 由于拥有低廉的成本，故而率先进入工业领域，

未来有望替代 RFID、设备联网等技术，成为智能制造的物联网的重要实现方式。 

综上，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下产品主要有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服务器、工业集线器、工业传输转

换模块、工业连接器、光缆、电缆、蓝牙（模块）、WIFI 设备（路由器、AC、AP）、RFID（模块、

终端）、Zigbee（模块、终端）、NB-IoT（模块、终端）、eLTE-IoT （模块、终端）5G 设备（有源天

线、高速光模块）。 

2.2 平台体系 

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需从整个应用体系来看待其所处的位置，完整的工业互联网应用由上至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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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层、工控系统层、生产执行层，如图 4 所示： 

 

 

图 4 工业互联网应用体系 

平台层包括公共云平台，专用云平台，工厂云平台三大类型。下面以航天云网（INDICS）为例

识别工业互联网平台层的产品。 

INDICS 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正式全球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以工

业大数据为驱动，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可以实现产品、机

器、数据、人的全面互联互通和综合集成。逐层分析 INDICS 的内容，可识别出以下产品。 

工业应用 APP 层：C-PDM、CRP、C-CRM 等涉及资源管理、客户管理、服务和研发等各类应用

的软件产品。 

云平台层： 

PaaS：开发工具、公共服务组件等产品 

DaaS：数据存储和管理 

IaaS：资源管理 

平台接入层：MES、SCDMA 等生产制造与数据采集系统 

工业物联网层：工业以太网、有线通信网、无线通信网 

综上，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向上为用户提供服务，向下可以直接连接工控系统的综合解决方案，非

标准化的产品，与传统的认证方式相比，以评估评测的方式进行第三方评价更为合适，目前，工业互

联网产业联盟已经推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信服务评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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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NDICS 平台架构 

2.3 安全体系 

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需求可从工业和互联网两个视角分析。从工业视角看，安全的重点是保障智能

化生产的连续性、可靠性，关注智能设备、工业控制设备及系统的安全；从互联网视角看，安全主要

保障个性化定制、网络和协同以及服务化延伸等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安全运行以提供持续的服务能力，

防止重要数据的泄露，重点关注工业应用安全、网络安全、工业数据安全以及智能产品的服务安全。

因此，从构建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考虑，工业互联网安全体系框架主要包括五大重点，设备安全、

网络安全、控制安全、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 

设备安全：设备级的安全主要依赖具体的设备自身进行安全防护，如智能传感器的安全能力，工

业机器人的安全能力等。 

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可以通过专用的安全产品和服务来进行安全防护，如网络防护墙、网闸，入

侵检测服务，安全审计服务，脆弱性扫描服务等。 

控制安全：控制层的安全通过工控系统自身产品的安全和安全产品或服务共同进行，如 PLC、

DCS 自身的安全能力，工业防火墙、工控监控产品、工业网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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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安全：应用安全主要通过安全产品或服务来进行，如 Web 应用审计、移动应用安全加固、

移动应用安全检测，敏感数据加固防护，实时数据同步系统等。 

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和应用安全类似，主要通过安全产品和服务来进行，如数据库审计与防护、

文档加密、电子签章、数据库动态脱敏等。 

综上，在工业互联网安全体系下，设备层和控制层的硬件产品，通过自身具备的安全能力进行安

全防护，比较适合进行产品（安全）认证，如各类智能终端，PLC 等。数据层、网络层和应用层的

产品和服务，工业防护墙，安全网关等产品较为合适进行产品（安全）认证、其余服务类的安全保障

行无检测认证的必要。 

 

图 4 工业互联网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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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工智能法律政策及产业动态 

泰尔认证中心   常琳 

一、人工智能基本概念 

1.1 人工智能概念 

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

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1。 

人工智能目标在于模仿、延伸、拓展人的智慧与能力，使信息系统或机器胜任一些以往需要人类

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 

1.2 人工智能特征 

1）由人类设计，为人类服务，本质为计算，基础为数据 

其本质体现为计算，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分析和挖掘，形成有价值的信息流和知识

模型，来为人类提供延伸人类能力的服务，来实现对人类期望的一些―智能行为‖的模拟。 

2）能感知环境，能产生反应，能与人交互，能与人互补 

人工智能系统应能借助传感器等器件产生对外界环境（包括人类）进行感知的能力，可以像人一

样通过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接收来自环境的各种信息，对外界输入产生文字、语音、表情、动

作（控制执行机构）等必要的反应。 

3）有适应特性，有学习能力，有演化迭代，有连接扩展 

人工智能系统在理想情况下应具有一定的自适应特性和学习能力，即具有一定的随环境、数据或

任务变化而自适应调节参数或更新优化模型的能力；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与云、端、人、物越

来越广泛深入数字化连接扩展，实现机器客体乃至人类主体的演化迭代，以使系统具有适应性、鲁棒

性、灵活性、扩展性，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从而使人工智能系统在各行各业产生丰富的应用。 

1.3 人工智能分类 

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是指不能真正实现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目前研究集中在弱人工智能，并取得

了显著进步，如语音识别、图像处理和物体分割、机器翻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甚至可以接近或

超越人类水平。 

                                                             
1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 



26 
 

强人工智能是指真正能思维的智能机器，并且认为这样的机器是有知觉的和自我意识的。强人工

智能当前鲜有进展，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难以实现。 

 

二、人工智能产业研究 

2.1 国际产业链发展及趋势 

2.1.1 国际产业市场规模 

2015 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 1270 亿美元，2018 年将超过 2000 亿美元，预计到 2019 年，全

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 2700 亿元2，另据 BBC 预测，2020 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约 183 亿美元，

年均增长 20%。 

2.1.2 新增企业数量及融资情况 

2012-2016 年，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新增 5154 家，是此前 12 年的 1.75 倍3。 

 

2013 年人工智能领域投资 196 笔，总金额 7.57 亿美元，2014-15 年投资笔数达到 307、397 笔，

总金额达到 21 亿、23 亿美元，呈现爆发式增长4。2016 年，全球人工智能融资规模达 224 亿美元，

占 2000-2016 年累积融资规模的 77.8%。仅 2016 年的融资规模就达到 92.2 亿美元，是 2012 年的 5.87

倍，与 2000 年-2013 年累积融资规模相当5。 

2.1.3 专利情况 

1998 年以前，全球涉及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相关专利申请已经上千件，特别是 2011 年之后，

                                                             
2
 乌镇智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 

3
乌镇智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 

4
 CB insights 

5
乌镇智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 



27 
 

截止到 2017 年 8 月底，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 10 万件，合并同族后为 6.5 万个专利族。 

2.1.4 全球企业布局情况 

总体布局图谱如下： 

 

AI产业链基础领域涉及核心芯片、传感器、网络、云计算等。AI产业链终端领域涉及智能硬件、

智能装备、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 

 核心芯片领域以 IBM、intel、AMD、ARM 为代表 

 传感器领域以 BOSCH、InvenSense、NXP 等为代表 

 网络领域以 CISCO、Juniper 等为代表 

 云计算领域以 Google、ORACLE、SAP 等为代表。 

 智能硬件领域以 Apple、SAMSUNG、PHILIPS 等为代表 

 智能装备领域以 ABB、SIEMENS、BOSCH、Panasonic、HITACHI 等为代表 

 无人机领域以 Parrot、ASCENDING 等为代表 

 智能驾驶领域以 Google、TESLA、TOYOTA、百度等为代表 

 智能机器人领域以 ABB、KUKA、Boston Dynamics、新松等为代表 

 智能家居领域以 HomeKit、roost、nest、LIFX 等为代表 

互联网企业广泛布局人工智能，成为各领域发展的主力军。谷歌全面布局发展AI，各方面均处于

领先地位，调整公司架构，投资、收购十多家人工智能企业，DeepMind，BostonDynamics，Nest等企

业，推出众多有影响力的产品。Facebook依托社交网络，长远布局AI，开发智能助力，提升社交应用

智能水平，围绕Oculus布局VR生态，并购多家人机交互公司。 

IT巨头借助人工智能加速业务拓展。IBM基于AI推动智能化服务，围绕认知计算平台Watson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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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部门，推动商业化应用，提升企业和社会的智能化水平，重在系统和服务；人脑模拟芯片

SyNAPSE最新成果TrueNorth，已达量产级别，而且低功耗。苹果围绕硬件生态加速布局，过去的一

年中收购4家AI初创企业，整合进iPhone的软件和Siri中（包括自然语言理解和人脸识别等功能）；发

力无人驾驶，收购地图公司，研发Carplay操作系统。微软借助AI发力互联网转型，残差神经网络152

层ImageNet夺冠，赋能windows、office，发展AR技术（HoloLens已销售）；重金收购LinkedIn构建社

交图谱。 

2.2 国内产业链发展及趋势 

2.2.1 国内产业市场规模 

预计到 2019 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 344 亿元。 

2.2.2 企业数量及融资情况 

2000-2016 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累积增长 1477 家，融资规模累积达 27.6 亿美元。其中，

2014-2016 年三年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在这三年里新增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累积

总数的 55.38%，融资规模占总数的 93.59%
6。 

从省市发展的情况上看，无论是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或是融资规模，北京均领跑于全国，其融资

规模于全国比重超过 50%
7。 

 

                                                             
6
乌镇智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 

7
乌镇智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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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融资金额达 1618.29 亿人民币，融资笔数达 208 起。融资主要集中在种子天使轮、A 轮

及 B 轮，且种子天使轮融资占比近年有所下降趋势，而 A、B 轮和战略投资比重逐年增加。 

 

2.2.3 专利情况 

中国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呈现快速增长，总体数量达到全球总量 33%，成为申请数

量最多的国家8。 

 

据艾媒咨询数据，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从 2011 年开始持续增长，于 2014 年达到 19197

项，2015 年 28022 项，2016 年，29023 项，预测 2017、2018 年专利申请数将持续增长。 

 

2.2.4 国内企业布局情况 

                                                             
8
 院 A1 人工智能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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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AI基础领域发展良好，端领域初创企业布局广泛，传统企业布局较少较慢。 

 核心芯片领域以华为、兆芯、飞腾、中科院计算所等为代表 

 传感器领域以Goertek、Senodia、敏芯微电子、MEMSIC等为代表 

 网络领域以华为、中兴、大唐电信等为代表 

 云计算领域以华为、腾讯、用友、金蝶等为代表 

 智能硬件领域以百度、腾讯、阿里、京东、小米、华为等为代表 

 智能装备领域以新松、均胜电子等为代表 

 无人机领域以腾讯、极翼、易瓦特等为代表 

 无人车领域以百度、北汽集团、比亚迪、等为代表 

 智能机器人领域以新松、Rokid、UBTECH等为代表 

 智能家居领域以Haier、安居宝、小米、格力、iKair、360等为代表 

2.3 国际产业链 VS 国内产业链比较 

2000-2016年，中美欧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占全球总数的近75%；中欧人工智能企业数占全球总数

的比重相当9。 

无论是从人工智能融资规模，或是投资频次上看，美国相较于中国、欧洲的优势相当明显。以

2014-2016年为例，中欧人工智能的融资规模之和，仅占全球当年融资规模总和的17.33%、23.10%与

25.51%，美国则分别达到73.11%、63.1%和64.49%
10。 

                                                             
9
乌镇智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 

10
乌镇智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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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专利数上，中美两国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最近五年，中国专利数平均每年增速为

43%；美国增速为21.7%，其中2016年达 

到近五年最高水平，增幅达32%。 

 

三、人工智能法律政策研究 

3.1 国际政策梳理 

近几年，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各国纷纷出台产业政策，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所伴

随的挑战和机遇。 

美国：2016 年 10 月白宫发布《为人工智安全可靠、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

战略计划》，重点阐述了人工智能在应用、监管、研发与人才培养、人类与 AI 协作、伦理法律和社会

影响等方面的发展战略。12 月美国白宫总统执行办公室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三

份报告从技术产业、应用安全、经济社会、法律伦理等方面对人工智能进行系统布局。2017 年 1 月

美国计算机协会下属美国公共政策委员会发布《算法透明性和可问责性声明》，提出了基于算法的七

大原则，包括了意识、获取和救济、责任制、解释、数据来源、可审查性以及验证和测试等七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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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2016 年 7 月下议院发布《机器和人工智能》，重点阐述了 AI 在就业/教育/技能等方面的经

济社会影响、安全/控制/治理等方面的伦理和法律影响。2016 年 9 月英国下议院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报告，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监管带来的潜在的伦理道德

与法律挑战，政府应当通过建立持续的监管制度来应对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的使用所带来的问

题。2016 年 11 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布了《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和影响》，阐述了人工智能

的未来发展对英国社会和政府的影响。 

加拿大：2017 年 4 月加拿大在政府预算中，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产业列入―新经济‖

六大支柱之一，政府将投资 1.25 亿加元（约 6.5 亿人民币），用于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人才战

略。 

日本：2015 年 1 月发布《机器人新战略》、2017 年 3 月制定人工智能发展线路图，重点阐述了机

器人创新基地/世界第一的机器人应用/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代等机器人新战略、AI 在制造业/物流/

医疗/护理行业应用的发展线路图。 

3.2 国内政策梳理 

201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发改高技[2016]1078

号，提出到2018年打造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创新平台，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创新服务体系、标准化体

系基本建立。 

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分三步走：2020年（部分领

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初步建立）、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

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

范和政策体系）。 

2017年，人工智能写入十九大报告，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部分讲到：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

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

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

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

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 

3.3 国际立法动向 

美国：1）2016 年 10 月白宫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

划》中提出当前需要研究以了解人工智能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改进公平性、透明度和设计责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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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设计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架构对自动驾驶车辆与无人机测试法律问题进行

详细分析。2）2016 年 10 月下议院发布的《机器和人工智能》、科学办公室发布的《人工智能对未来

决策的机会和影响》中提出了安全、控制和治理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个人信息与机器学习结合可能对

个人数据安全带来的影响，呼吁建立明确的规则确保人工智能机器决策的透明和可归责性。 

德国：2017 年 5 月，德国议会两院通过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法》，允许高度或全自动驾驶系统代

替人类自主驾驶，给予其和驾驶人同等的法律地位。 

联合国：2016 年 8 月关于机器人伦理的初步草案报告中提出了自动化机器人的使用带来的挑战、

机器人技术与机械伦理学、新的责任分担机制、决策可追溯的重要性等方面。 

欧盟：2016 年 10 月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JURI）发布研究成果《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

对―自动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概念进行区分，探讨机器人作为一种新型责任承担主体，承担―代理责

任‖。 

3.4 国内立法动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到：明确重点法律法规研究内容：在组织领导环节明确推动人

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开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信息

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重点围绕自动驾驶、服务机器人等应用基础较好的细分领域，加快研究制

定相关安全管理法规；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证据收集、案例分析、法律文件阅读与分析等领域的应用。 

3.5 立法热点问题 

由于人工智能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该领域的责任体系、隐私保护、安全伦理、决策无歧视等值

得关注。 

首先，人工智能并不完全适用于当前以人类行为者为中心的侵权责任和以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为

中心的产品责任体系。侵权法以及产品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不充足性和局限性将逐渐显现，对新的法

律规则的需求也将变得越来越迫切。 

其次，数据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而数据在流动的过程中的侵犯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问题

也日益凸显。例如，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有诸多参与主体，这些主体均具备访问、上传、共享、修改

以及使用用户提供的个人信息的能力，主体在进行数据挖掘和收集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未经授权获取

数据行为以及超过授权范围使用用户数据的行为。如何合法合规地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是智能应用产

业链上的每个主体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短板限制，需要法律进一步制

定制度框架予以规范 

再者，算法需要数据进行训练，如果输入的数据存在偏见，那么结果必然不客观，不仅如此，有

些时候算法的歧视并非人为产品，而是在自我学习以及交互过程产生的副产品，是算法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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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的属性。这其中的风险和无歧视透明性的算法不仅是技术上面的问题，而且应该是法律法规所

给予关注的重要内容。 

最后，人工智能安全是个较为复杂且重要的问题，不仅是网络安全，而且需要关注伦理范畴与技

术标准的领域，如探索设计机器的道德准则（如不伤害人类）并以有效方式将这些道德准则植入人工

智能算法与系统的可行性，以及制定相关的机械安全技术标准与规范；法律治理则更多聚焦于造成人

身损害后的责任如何分担，如操作系统服务商、汽车生产厂商与乘客谁会为损害承担责任，采用无过

错侵权责任还是设计相应的责任豁免规则等问题的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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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车联网产业发展概况 

泰尔认证中心   武小芳 

1、基本概念  

1.1 车联网基本概念 

车联网是以车内网、车际网和车载移动互联网为基础，按照约定的通信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在

车-X（X：车、路、行人及互联网等）之间，进行无线通信和信息交换的大系统网络，是能够实现智

能化交通管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和车辆智能化控制的一体化网络。通俗一点讲，就是车不再是一个

单独存在的个体，而是和其它外界相互联系的一个组织成员，即智能网联汽车。 

图 1-1  车联网概念示意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于智能网联汽车的定义：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

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 V2X（车与 X：人、车、路、后台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

杂的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和执行等功能，可实现安全、舒适、节能、高效行驶，并最终可

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称之为 ICV（Internet of Vehicles）。目标是通过车、路、人等数据

的高效感知、智能分析，实现安全共享。 

1.2 车联网体系架构 

从网络的角度看，车联网系统是一个“端管云”三层体系： 

第一层（端系统）：端系统是汽车的智能传感器，负责采集与获取车辆的智能信息，感知行车状

态与环境；是具有车内通信、车间通信、车网通信的泛在通信终端；同时还是让汽车具备 IOV寻址和

网络可信标识等能力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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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管系统）：解决车与车（V2V）、车与路（V2R）、车与网（V2I）、车与人（V2H）等的互联

互通，实现车辆自组网及多种异构网络之间的通信与漫游，在功能和性能上保障实时性、可服务性与

网络泛在性，同时它是公网与专网的统一体。 

第三层（云系统）：车联网是一个云架构的车辆运行信息平台，它的生态链包含了 ITS、物流、

客货运、危特车辆、汽修汽配、汽车租赁、企事业车辆管理、汽车制造商、4S 店、车管、保险、紧

急救援、移动互联网等，是多源海量信息的汇聚，因此需要虚拟化、安全认证、实时交互、海量存储

等云计算功能，其应用系统也是围绕车辆的数据汇聚、计算、调度、监控、管理与应用的复合体系。 

 

图 1-2 车联网网络通信结构 

1.3 车联网关键技术 

车辆关键技术包括环境感知、控制决策与智能执行。环境感知由雷达、摄像头等车载传感器完成，

控制决策是汽车人工智能的控制策略，智能执行主要是取代人进行控制执行操作； 

信息交互关键技术包括 V2X 通信、云平台与大数据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其中 V2X 的 X 包

含车、人、道路交通设施（V2I）、以及云端。云端会有大数据，比如高精度地图数据量大且实时动态

更新，因此必然放在云端，在云端通过信息收集、智能搜索才能完成信息处理并融合到地图之中，地

图将成为非常好的信息载体，然后才推送到汽车里； 

此外，包括高精度地图、高精度定位等在内的基础支撑技术也必不可少。 

2 产业现状 

2.1 产业链组成 

车联网产业链主要包括车载硬件、操作系统，通信运营商、服务提供商，以及基础支撑技术与产

业。其中，硬件设备包含终端传感器、OBD/T-BOX、通信及处理芯片和模组、车载交互设备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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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终端车载硬件将先发展和受益。 

 
 

图 2-1  终端车载电子产品（硬件产品） 

一般来说，车载硬件产品包含传感器、芯片及模组、车载终端、OBD、以及 T-Box。其中： 

传感器是将汽车行进过程中的各类信息采集到汽车系统的重要装置，是汽车系统对信息传递、分

析、控制的基础。传感器采集的信息，从来源看，主要是车况信息与车外信息。前者包括车速、介质

温度、部件运转状况、油耗、胎压等，也包括驾驶员状态。传感器通过对车身健康状况及运行信息采

集后转化为电信号传输至计算机系统，辅助判断汽车状况，以便保持发动机等的良好状态以及对车身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出提示。车外信息包括路面状况，涉及到路况、障碍物、天气等多方面信息，

并随着车联网发展范围越来越广，通信基站、同行车辆、路标等也逐渐包括在内，传感器通过车外信

息的收集对复杂的外界情况进行捕捉，将信息采集传输至车载智能系统，以便汽车及时对外界状况做

出反应。 

OBD 即“车载自动诊断系统”，主要工作是记录车辆故障代码。由传感器、ECU、OBD接口、故障

灯、指示器等组成，通过监测、氧传感器、催化器、排放控制系统等，将信息联接到电控单元（ECU），

由 ECU 检测和分析与排放相关故障，通过故障灯发出警告，并对故障信息和代码进行存储。 

BOX 即 Telematics BOX 的简称，车载 T-BOX 主要用于和后台系统/手机 APP 通信，实现手机 APP 

的车辆信息显示与控制。T-BOX 与 CAN 总线直接通信，获取到车况信息后传输到 TSP 后台。而当用

户通过手机端 APP 发送控制命令后，TSP 后台会发出监控请求指令到车载 T-box，车辆在获取到控制

命令后，通过 CAN 总线发送控制报文并实现对车辆的控制，最后反馈操作结果到用户的手机 APP 上，

这个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远程启动车辆、打开空调、调整座椅至合适位置等等。 

芯片和模组使汽车在与通信网络的连接中处理更多信息并且能承载不断发展的通信技术， 是实

现车网通信的关键硬件。应用于车联网终端产品的芯片，除了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外，还需要能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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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无线通信、卫星导航、文字处理、语音交互等功能。不仅是实现信息传输与处理的基础，其更新升

级也是智能网联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重要保障。作为车联网核心的 V2X 技术便是各大芯片厂商关注的

焦点，一些主流汽车厂商已经宣布将会在未来的车型上安装 V2X 模组。 

车载终端是车联网车端与汽车驾驶人员及乘坐人员联系最近的部分，承载客户需求，接受、传达

指令，并实时反馈结果。车载终端是车主获得用户体验和感受智能化和网联最直接的部分，因此也是

产业链中最接近消费者的一端。借鉴智能手机发展的趋势，厂商逐渐意识到车载终端用户体验的重要

性，国际主流汽车厂商纷纷开始以人机交互的理念设计汽车应用配置，车机厂商也更加注重交互思维，

将语音、手势、按键、触摸等多种方式集中到一起。 

2.2 产业发展现状 

车联网产业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是全球创新热

点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在通信芯片研制方面，目前国内芯片企业主要包括大唐、华为。大唐电信已发布 PC5 Mode 4 模

式的 LTE-V2X 测试芯片模组；华为也已发布了支持包括 LTE-V2X 在内的多模 4.5G LTE 调制解调芯片

Balong 765。国际芯片企业包括高通、英特尔、三星也发布了各自的芯片提供计划。其中高通预计将

于 2018年下半年商用出样 9150 C-V2X芯片组，该芯片支持 C-V2X直接通信、GNSS，支持无 SIM卡运

行，工作于 ITS 5.9GHz 频段。在通信模组方面，大唐、华为等芯片企业都将提供基于各自芯片的通

信模组；国内通信厂商中兴通讯也计划于 2018 年发布基于高通芯片的 LTE-V2X 测试模组；上海移远

通信也发布了与高通的合作计划，计划推出基于高通 9150 芯片的通信模组。 

在终端与设备方面，当前国内企业包括大唐、华为、东软、星云互联、千方科技、车网互联、万

集科技等均可提供支持 LTE-V2X的 OBU和 RSU通信终端产品；东软提供包括硬件开发套件、面向量产

V2X-ECU、网络协议栈、SDK、应用示例；千方科技提供感知与控制交通设施数据的路侧协同控制机、

管理服务平台。 

在通信基站方面，华为已推出测试用 LTE-V2X 基站，2018 年还将提供完整的核心网设备升级方

案。中兴将于 2018年提供测试用 LTE-V2X基站。上海诺基亚贝尔也将提供 LTE＋MEC 的基站产品，支

持 V2I类应用。 

在运营与服务方面，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大力推进车联网业务验证示范。中国移动实现了基于

LTE-V2X的车车网联和车路协同应用，包括紧急刹车、超车告警、路口防碰撞、红绿灯车速引导、路

口信息推送到车等；中国联通展示了多场景融合的蜂窝车联网（C-V2X）应用解决方案，包括面向驾

驶安全的 See through，车-人防碰撞、车-车防碰撞预警，面向交通效率的绿波带通行、自适应车队

等业务；中国电信则重点开发了公交优先应用及停车导引应用。 



39 
 

在整车应用开发方面，中国一汽、上汽、江淮汽车、众泰汽车、长城汽车等实现了 LTE-V2V、V2I、

V2P应用，并与东软、大唐、ALPS、大陆等合作进行了示范演示；众泰新能源汽车正在建设融合了 LTEV2X

应用和 ADAS技术的小镇无人驾驶解决方案；江淮汽车还搭建了车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实时采集 V2X

数据，为智能辅助驾驶提供决策支持；深圳元征科技可以提供安全应用和后台服务应用的整体解决方

案。 

在基础支撑技术方面，中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定位导航系统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包括和芯星

通、华大北斗等国内厂商纷纷推出了自主设计的北斗定位芯片，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推出了基于北

斗卫星和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此外，在高精度地图服务领域，国内主要地图商如阿里高德、百度、

四维图新等均致力于高精度地图的制作，为行业提供高精度地图服务。 

综上，终端车载硬件将率先随车联网产业的发展受益，而车载终端设备将成为人与车交互的枢纽，

是实现智能化的重要标志，已在产业链布局并逐步提升交互能力的车机厂商将先受益于车载终端交互

设备未来的广泛应用。未来随着市场发展，车联网产业链将由硬件向应用逐步传导，将在多个应用领

域催生巨大价值。 

3、我国车联网产业顶层设计 

3.1 拟定技术发展总体路线 

2016年，在工信部牵头下制定了《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技术路线图里面对于智能网

联汽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2016—2020 年，又称起步期，希望初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跨产业协同发展。2021—2025 年是发展期，希望能够基本建成面向乘用车与商用车的自

主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到 2030 年称之为成熟期，希望能够建成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与智能

交通体系，包括相关的标准、市场应用以及社会效应等等清晰的规定。 

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出的发展路线图，要实现的目标需要全社会包括企业、官产学研等从

技术上突破，实现技术路线发展的技术架构图。发展路线图所提出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是指交通基础设

施，还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车辆本身的技术，以及信息交互技术。 

3.2 建立顶层协调机制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 20 个部门，在国家

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机制下，成立了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车联网发展规划、

政策和措施，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召集人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专项委员会办公室

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专项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积极开展部际协调和会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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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动产业发展。要充分听取产业意见，建立融合汽车、信息通信、道路设施等内容的综合标准体系，

加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促进多领域协同创新。要加大关键产品研发攻关力度，完善测试验证、技术

评价、质量认证等公共服务平台，促进 LTE-V2X 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等新技术的部署和应用，推动

5G 与车联网融合发展。要强化安全管理，保障关键环节的信息和网络安全。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吸收先进技术与创新资源，促进国内外产业合作。 

2017 年 9 月，专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充分听取产业意见，建立融合汽

车、信息通信、道路设施等内容的综合标准体系，加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促进多领域协同创新。要

加大关键产品研发攻关力度，完善测试验证、技术评价、质量认证等公共服务平台，促进 LTE-V2X车

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等新技术的部署和应用，推动 5G与车联网融合发展。 

4、标准建设 

为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引领规范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组织制定了《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系列文件，根据标准化主体对

象和行业属性分为总体要求、智能网联汽车、信息通信、电子产品与服务等部分。 

 

 

图 4-1 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结构图 

2017 年 12 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工信部联科〔2017〕332 号），成立“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智能网联汽车分技术委员会”。 

2018年 6月 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信息通信）》和《国家车联网产业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电子产品与服务）》系列文件（工信部联科〔2018〕109 号）。 

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发挥好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 20 个

部门和单位组成的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作用，合力推动解决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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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加强对产业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环境，着力突破先进

传感器、车载操作系统及中间件、车载智能处理平台、汽车级芯片等关键技术，加强 LTE-V2X无线通

信技术的覆盖和应用，加快信号灯、交通标识等道路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和接口改造，加快建立车联网

产业体系，促进自动驾驶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此外，国内各行业协会和标准化组织高度重视我国车联网标准的推进工作，包括中国通信标准化

协会（CCSA）、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ITS）、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C-ITS）、车

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IAA）、中国汽车工程学会(SAE-China)及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CAICV)等都已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及标准化工作，基本覆盖了应用定义及需求、总体技术要求、关键

技术、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但是，大部分标准是分散在不同的团体组织或行业标准化委员会内来开

展研究制定，仍然需要相互之间的统筹协同，加快推进形成体系完整的统一国家标准。 

5 测试评估体系建设 

5.1 测试验证能力建设情况 

在测试验证方面，中国信通院具备完备的无线通信测试验证环境，已支持开展 C-V2X终端设备的

功能、性能和协议一致性测试。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研发并提供基于 C-V2X的 SDR 仿真验证算法；

中国汽研可提供城市场景测试环境和开放道路场景测试环境设计、C-V2X应用功能测试规范设计，后

续还将推出 C-V2X开放道路测试规范、C-V2X平行仿真测试系统，并研究 C-V2X大规模试验的技术方

法和数据规范；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可以提供研发验证及测试评价服务，并支持整

车环境下车载终端在蜂窝移动通信频段、全球卫星导航频段和车间通信频段的测试检测。根据已有资

料，尚未有机构可提供认证级的系统测试方案。 

5.2 依靠联盟认证，推动产业发展 

根据我国车联网产业发展的特点，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会同工信部、国家标准委共同对我

国汽车联网产品认证体系建设进行统筹规划与管理。国家认监委支持联盟加强汽车联网产品认证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汽车联网产品、特别是芯片等核心元器件的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的国际互通互

认，提升中国汽车联网产品检测认证体系的国际认可度。 

2016 年 12 月 26 日，在中国汽车联网产品认证联盟主办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工信部、认监

委、国标委、安监总局通过联盟认证的形式，推动北斗汽车应用终端的普及，以带动网联汽车信息服

务平台建设，支持汽车信息服务和道路交通管理。 

认证联盟创始成员包括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http://auto.sina.com.cn/
http://auto.sina.com.cn/
http://auto.sina.com.cn/
http://auto.sina.com.cn/
http://auto.sina.com.cn/jishu/index.d.html
http://auto.sina.com.cn/jishu/index.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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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等 8家权威科研检测认证机构。也包括长安、长城、东风、上汽、北

汽、广汽、江淮等自主整车企业，还包括千寻位置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人保财险等位置、通信、

保险领域的代表性企业。 

结合国家汽车联网服务团体标准试点工作，认证联盟将协同联盟成员开展基于北斗的汽车联网救

援救助平台、公安交管移动视频采信平台、前后装终端云端平台、保险/后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通过在重点城市投放终端，试点云端服务，为全面开展汽车联网产品检测认证工作、普及汽车联网奠

定基础。 

参考资料： 

[1]《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IMT-2020(5G)推进组《C-V2X 白皮书》 

[3]工信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IAA）、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SAE-China)及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CAICV)等机构网站 

 

 

http://db.auto.sina.com.cn/tags/651
http://db.auto.sina.com.cn/45/
http://db.auto.sina.com.cn/tags/693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qiye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qiye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http://auto.sina.com.cn/video/index.d.html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houshichang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http://db.auto.sina.com.cn/tags/biaoqian/chelian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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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园地】 

ODN 光无源器件关键原材料质量管控 

广州艾特实验室   刘健  

摘要：本文对光纤活动连接器、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光分路器、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光缆

接头盒和光缆分光分纤箱等 ODN 光无源器件的结构及关键原材料进行分析，从原材料到货检验和与

原材料质量相关的成品检测两方面提出了产品质量保证与管控的建议。 

关键词：ODN；光无源器件；原材料；检测  

1  引言 

ODN（Optical Distribution Network ,光分配网络）是位于 OLT（Optical Line Terminal，光线路终端）

和 ONU（Optical Network Unit，光网络分配单元）之间所有网络元素的总称。随着近年来 ODN 光无源

器件在光纤到户(FTTH，Fiber To The Home)工程中的大量应用，相关产品所采用的关键原材料对产品

本身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关注。 

本文介绍了现网上使用最多的六类 ODN 光无源器件产品——光纤活动连接器、现场组装光纤活

动连接器(机械型和热熔型)、光分路器、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光缆接头盒和光缆分光分纤盒的结

构，对其关键原材料进行了分析，并且从关键原材料的进货检验、与关键原材料相关的成品性能检测

两个维度对 ODN 光无源器件质量的保证和管控提出了建议。 

2  ODN 光无源器件关键原材料质量管控 

2.1  光纤活动连接器 

光纤活动连接器是把两个光纤端面结合一起，以实现光纤与光纤之间的光耦合，并可拆卸连接

的器件。它是光纤通信最基础的连接器件。  

两根光纤是以两个插针通过适配器套管的精密对接来实现光信号的连接传输，影响光纤活动连

接器损耗的主要因素有套管和插针材料、插针端面尺寸和光纤自身因素。因此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核心

原材料为套管、插针和光纤，这三个关键部件的尺寸精度和使用稳定性尤为重要。  

http://baike.ofweek.com/299.html
http://www.ofweek.com/topic/ft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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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工精度、耐磨性能、老化性能、环境适应性以及材料成本各方面综合考虑，插芯材料的发

展经历了不锈钢→氧化铝→玻璃→镍基→氧化锆各个阶段。目前普遍采用的氧化锆（ZrO2）陶瓷，其

线膨胀系数和 SiO2 相近，连接器温度特性好，在-40oC～+85oC，插入损耗变化为 0.1dB。 ZrO2 陶瓷

硬度大，耐磨性好，插拔超过 10000 次，插入损耗的变化范围为±0.1dB。 

插针端面的形状和研磨质量的好坏影响到光纤端面的对接，关系到连接器的插入损耗和回波损

耗指标。光纤接头的端面缺陷包括划痕、裂纹、缺口、纤芯月牙、凹陷、污损和固定颗粒等，这些缺

陷对连接器的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有直接劣化的影响。3D 端面几何尺寸包括曲率半径、顶点偏移和

纤芯高度。从大量的测试数据来看，只有当顶点偏移超差比较多时，对回波损耗的影响才显现出来。

一般情况下 3D 端面尺寸与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的数值没有明显的直接对应关系，也就是说 3D 端面

尺寸合格的连接器，其插、回损不一定合格；插、回损合格的连接器，其 3D 端面尺寸也存在不合格。

但是从微观上分析，3D 端面尺寸对连接器性能的长期稳定性有影响。曲率半径的不同将造成光纤承

受压强的不同，在时效作用下会逐渐改变光纤中心匹配的间距，造成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慢慢变化。

纤芯高度关系到光纤与光纤对接的间隙，纤芯凹陷太多会形成光纤接触间的空气间隔，增大插入损耗

和反射；纤芯凸出太多会增大光纤之间对接时的受力，从而损坏对接的光纤端面。 

从光纤自身的因素来看，纤芯尺寸失配、数值孔径失配、纤芯/包层同心度失配以及纤芯/包层折

射率失配都对连接器的损耗有直接影响。 

套管/插针、光纤/光缆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光纤活动连接器的光学性能、环境性能和机械性能指标。

原材料进货检验和成品检测建议侧重于表 1 和表 2 的项目。产品的常态光学性能（插入损耗和回波损

耗）、3D 端面几何尺寸应在出厂前 100%检测。产品的温度特性和机械性能验证时间长，且具有一定

的破坏性，质检部门应进行抽样检测。  

 

表 1 光纤活动连接器关键原材料进货检验 

关键原材料 原材料检测指标 检测仪器仪表 

套管/插针 

插芯尺寸（长度、倒角、外径、内孔） 

同心度、真圆度 

卡尺 千分尺 塞规 

同心度测试仪 

3D 端面几何尺寸 3D 干涉仪 

光纤/光缆 
数值孔径、模场直径 光纤综合测试仪 

温度性能 环境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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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性能 万能材料试验机 

 

表 2 光纤活动连接器成品检测 

检测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仪器仪表 

插芯端面几何尺寸 曲率半径 光纤凹陷  顶点偏移 3D 干涉仪 

光学性能 插入损耗 回波损耗 光源 光功率计 光回损测试仪 

环境性能 高温 低温 湿热 温度循环 环境试验箱 

 振动 电动振动台 

机械性能 机械耐久性 机械耐久性试验机 

 弯曲 扭转 拉伸 弯曲、扭转、尾部拉伸试验机 

 

2.2  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 

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是一种可在施 工现场在

光纤或光缆的护套上直接组装而成的光纤活 动连接器，

按接续方式可分为机械型（又分预置型、直通型）和热熔型。 

预置型现场快速连接器在陶瓷插芯前段预埋了裸纤，光纤端面经过精密的研磨处理，皮缆中的

光纤与预埋光纤在 V 型槽中通过匹配液接续。直通型现场快速连接器直接将现场切割的光纤插入陶瓷

插芯，光纤端面未经过研磨，皮缆中的光纤在 V 型槽中全程贯穿无匹配液。热熔型现场快速连接器在

陶瓷插芯前段预埋了裸纤，光纤端面经过精密的研磨处理，皮缆中的光纤与预埋光纤通过热熔接方式

接续。 

除了与光纤活动连接器相同的套管、插针、光纤这三个关键部件的尺寸精度和使用稳定性，现

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的关键原材料还包括 V 型槽和匹配液。 

 

 

V 型槽内预先灌注匹配液，可弥补光纤切割缺陷引起的损耗过大，有效降低菲涅尔反射，优化接

续性能。 匹配液折射率精度要求严格，同时还应有良好的抗氧化性、难挥发性和温度特性。V 型槽

要求确保同心度匹配、端面接触紧密以及匹配液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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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光纤活动连接器一样，套管/插针、光纤的质量也直接影响到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的光学

性能、环境性能和机械性能。而由于机械式接续是通过 V 型槽使两根光纤对接起来，并通过外径定位

的办法使光纤芯径对接。光纤芯径对接的好坏和光纤接续时位置固定的好坏，也都直接影响到接头的

损耗。匹配液的质量不仅影响产品的插回损指标，也关系到产品质量的长期稳定性。因此，原材料进

货检验和成品检测建议侧重于表 3 和表 4 的项目。  

       表 3 现场快速连接器关键原材料进货检验 

关键原材料 原材料检测指标 检测仪器仪表 

匹配液 有效期 折射率 光性能 
查验合格证/第三方检测报告 光回损

仪 

V 型槽 外观尺寸 光洁度 投影仪 千分尺 

 

表 4 现场快速连接器成品检测 

检测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仪器仪表 

插芯端面几何尺寸 曲率半径 光纤凹陷  顶点偏移 3D 干涉仪 

光学性能 插入损耗 回波损耗 组装成功率 光源 光功率计 光回损测试仪 

环境性能 高温 低温 湿热 温度循环 环境试验箱 

 振动 电动振动台 

机械性能 机械耐久性 机械耐久性试验机 

 弯曲 扭转 拉伸 弯曲、扭转、尾部拉伸试验机 

 

2.3  光分路器 

光分路器是ODN中最重要的无源器件之一，通常具有一个或多个输入端和多个输出端，一般M×N

来表示一个分路器有 M 个输入端和 N 个输出端。光分路器应用于 ODN 网络中主要起到分支和连接的

作用。根据应用的场景不同，光分路器可被定制成多种封装类型，常见的类型有盒式、插片式、微型、

机架式和托盘式等。 

光分路器主要由核心 PLC 分光器件和封装盒体组成。其中核心 PLC 分光器件由芯片、入端光纤和

出端光纤阵列（FA）三部件组成。经过精密的调芯对光工艺和检测手段，三大部件实现光路精密对接，

再采用优质的胶水和卓越的封装工艺，形成核心 PLC 器件。按照不同的应用环境，将器件进行二次封

装，并制作光纤活动连接器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光分路器。所以，除了光纤活动连接器部分所需要控

制的套管、插针、光纤这三个关键部件的尺寸精度和使用稳定性外，光分路器的关键原材料还包括芯

片、胶水和光纤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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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光纤阵列、光纤活动连接器的质量直接影响光分路器的光学性能指标。胶水的折射率影

响到光分路器的回波损耗指标，胶水的高低温性能、粘接力可通过光分路器的环境性能和机械性能试

验来验证。因此，原材料进货检验和成品检测建议侧重于表 5 和表 6 的项目。 

表 5 光分路器关键原材料进货检验 

关键原材料 原材料检测指标 检测仪器仪表 

光纤阵列 尺寸 外观 V 槽尺寸及光纤状态 显微镜 通光分析仪 投影仪 

胶水 透光率 膨胀系数 Tg 温度 硬度 查验合格证/第三方检测报告 

 

表 6 光分路器成品检测 

检测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仪器仪表 

光学性能 插入损耗 回波损耗 全波段光测试系统 

 高温 低温 湿热 温度循环 环境试验箱 

环境性能 高温高湿高压 高加速寿命试验装置/hast 试验仪 

 盐雾 盐雾试验机 

 振动 电动振动台 

机械性能 抗拉 扭转 拉力、扭转试验机 

 跌落 跌落试验台 

 

2.4  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 

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接头，比现场连接器具有更高的性能稳定性及更长的使用寿命，同时，

工厂预制成端的方式，大大简化了蝶形缆的入户施工过程，因此在 FTTH 中得到广泛应用。预成端通

常是在蝶形缆的端头上，通过铆压或卡接的方法固定可活动的陶瓷插芯，并在工厂内制作好光纤端面

及连接器的组装，最终形成稳定可靠的光纤活动连接头。根据应用的场景不同，产品可被定制成多种

长度、多种接头方式。长度一般从 1m~500m 不等，接头类型最常见的有 SC/UPC 和 SC/APC，也会有

FC 类型的。对于预成端连接器部分，采用与常规跳线类似的散件和插芯，根据不同的成端工艺，散

件的结构会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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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产品主要由蝶形引入光缆和预制成端两部分组成。在工厂预制成端的连

接头与光纤活动连接器一样，其关键原材料也是套管和插针，同时蝶形光缆本身的质量对产品性能有

较大影响。套管、插针和蝶形光缆的质量直接影响到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的光学性能、环境性能和

机械性能指标。其原材料进货检验和成品检测建议侧重于表 7 和表 8 的项目。 

表 7 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关键原材料进货检验 

关键原材料 原材料检测指标 检测仪器仪表 

套管/插针 
插芯尺寸（长度、倒角、外径、内孔） 

同心度、真圆度 

卡尺 千分尺 塞规 

同心度测试仪 

 3D 端面几何尺寸 3D 干涉仪 

 数值孔径、模场直径 光纤综合测试仪 

蝶形光缆 温度性能 环境试验箱 

 机械性能 万能材料试验机 

 

表 8 预制成端蝶形引入光缆成品检测 

检测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仪器仪表 

插芯端面几何尺寸 曲率半径 光纤凹陷  顶点偏移 3D 干涉仪 

光学性能 插入损耗 回波损耗 光源 光功率计 光回损测试仪 

环境性能 高温 低温 湿热 温度循环 环境试验箱 

 振动 电动振动台 

机械性能 机械耐久性 机械耐久性试验机 

 弯曲 扭转 拉伸 弯曲、扭转、尾部拉伸试验机 

 

2.5  光缆接头盒 

光缆接头盒是将两根或多根光缆连接在一起时，为光缆间提供光学、密封和机械强度连续性的

接续保护装置。从结构上分为帽式光缆接头盒和哈呋式光缆接头盒（卧式光缆接头盒），由外壳、内

部构件、密封元件和光纤接头保护件组成。 

光纤接头经过接头盒保护后，应能免遭潮气的侵蚀，不应增加保护前的光纤接头衰减，而接头

盒的使用环境一般比较恶劣。因此接头盒的外壳材料、密封材料、紧固件这三项是直接影响接头盒质

量的关键原材料。密封材料应采用优质自粘型或者固定型硅橡胶，进出缆的孔口处可采用热收缩管或

者自粘橡胶密封。紧固件包括外壳紧固件和光缆固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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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材料、密封材料和紧固件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光缆接头盒的密封性能、机械性能和环境性能。

其原材料进货检验和成品检测建议侧重于表 9 和表 10 的项目。 

表 9 光缆接头盒关键原材料进货检验 

关键原材料 原材料检测指标 检测仪器仪表 

密封材料 温度特性 环境试验箱 

紧固件 抗锈蚀性 磁铁 盐雾试验机 

 

表 10 光缆接头盒成品检测 

检测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仪器仪表 

 跌落 跌落试验台 

外壳材料 冲击 冲击试验装置 

 压扁 万能材料试验机 

密封材料 
高温 低温 湿热 温度循环 环境试验箱 

浸水 水箱 气压表 

 振动 电动振动台 

紧固件 拉伸 拉力试验机 

 弯曲 扭转 弯曲、扭转试验机 

 

2.6  光缆分光分纤盒 

光缆分光分纤盒是是用于室外、楼道内或室内连接主干光缆与配线光缆的接口设备，由盒体、

内部结构件、光纤活动连接器/光分路器和备附件组成。 

光缆分光分纤盒的安装使用环境没有接头盒那么严酷，因此关键原材料主要考核其盒体材料，

分金属盒体（钢材）和非金属盒体（复合材料、SMC）。金属盒体多应用于室内环境，室外型分纤盒

宜采用非金属盒体。盒体所配备的光纤活动连接器、光分路器应如上文 2.1、2.3 所述进行原材料质量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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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现网中使用的分光分纤盒对于盒体厚度的具体要求如下：金属盒体厚度≥1.2mm；SMC 盒

体壁厚≥5mm；复合材料箱门内壁加强筋厚度≥2mm。盒体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光缆分光分纤盒的承

压性能，其原材料进货检验和成品检测建议侧重于表 11 和表 12 的项目。 

表 11 光缆分光分纤盒关键原材料进货检验 

关键原材料 原材料检测指标 检测仪器仪表 

钢材 牌号验证 
核对供货厂家提供的钢材牌号检测证

书 

 

表 12 光缆分光分纤盒成品检测 

检测类型 检测项目 检测仪器仪表 

盒体材料 
盒体壁厚/内部加强筋厚度 卡尺 千分尺 

承压试验 砝码 万能材料试验机 

3  结束语 

生产企业对关键原材料的进货检验严格把关，真正做到关键原材料质量的有效管控，是保证产

品质量的前提。关键原材料质量的优劣还能从成品的部分检测指标中反映出来，所以生产企业对这些

相关的检测项目应予以重视。 

总之，有了关键原材料的质量基础，加上企业对工艺流程的规范控制，再辅以必要的检测仪表

设备，才能提高光无源器件质检的合格率，保证产品性能的稳定，为通信网络的可靠传输提供保障。  



51 
 

电极加湿器在精密空调中的应用与问题分析 

中国泰尔实验室   徐良 

【摘要】：本文总结提出了电极式加湿器应用在精密空调中的优势，以及在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注意事项，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出一个实测的例子说明如何改善电极式加湿器在机组内部

的布置和管路走向。 

【关键词】：电极式加湿器 凝结水 冷凝 蒸汽 空调 管路布置 

【术语解释】： 

凝露：湿空气在遇到低于其露点温度物体时，在物体表面凝结小水珠。 

一、来源 

本应用总结来源于空调机组测试优化过程中遇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收获。 

二、使用范围 

本总结适用于在小空间使用电极式加湿器的情况。 

三、电极式加湿器应用介绍 

迄今在精密空调产品中配备的加湿器主要有两种：电极式加湿器和红外线加湿器。红外线加湿虽

然加湿速度快、动作灵敏、易控制且不会有细菌滋生，但是关键部件红外灯管价格昂贵、使用寿命短

且能耗高，只在少数进口空调机组中有配备。电极式加湿器由于制作简单，控制方便，体积小，安装

简单而得到广泛应用，电极式加湿器通过在水中插入电极，水自身发热产生蒸汽加湿，通过水位高低

调节蒸汽加湿量，缺点就是容易结垢，需定期清洗维护。 

四、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电极式加湿有它的方便之处，也有许多要注意的事项，否则出现问题会造成加湿的失效，甚至是

整台空调的故障。 

1、空调凝水： 

在精密空调中，湿度的控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在空调房间湿度下降到设定值以下时，加湿

器开启，排出饱和湿蒸汽。湿度 100%的湿空气的干球温度和露点温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蒸汽接触

到比它温度低的物体时就会凝露，而且这部分空气还夹杂了大量小水珠，遇到阻挡物就会析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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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处理好这两部分水，水就会积聚在空调机组内造成隐患。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使排出的蒸汽中夹杂的水分尽量少，蒸汽的分布尽量分散而均匀。使用一个

长连管（多为软管）把加湿桶出口的蒸汽传送到需要的位置，再转接一个蒸汽分配器均匀的排出蒸汽。

经过长管之后特别是其中弯头的地方，大部分夹杂的水珠在管中被析出（这个就相当于干蒸汽加湿里

面的折板把水珠分离出来一个道理），流回加湿桶或者用一根小凝结水管排出。需要注意的是，连管

的长度也不能太长否则管里面凝结的水太多会造成加湿量达不到设计的标准。卡乐加湿器要求不能超

过 4m，建议在 1-2m 就可以了。经过蒸汽分配管出来的比较干的蒸汽应该不经过任何部件直接被风机

吸走，避免凝露，另外，加大风量也是避免凝露的一种方法。 

 2、蒸汽连管凝水： 

如上所述，这种电极式加湿器中，连管内部的凝水是一种正常现象。凝结水一般有两个去向，加

湿桶或者凝水排水管。连管的布置走向决定了凝结水的流向，凝结水如果积聚或排放不顺畅会阻碍加

湿蒸汽的排出，甚至喷水。连管的布置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加湿桶出口比蒸汽分配管（风机）的

位置低时，采用图 1 的连管方式。采用这种方式蒸汽一直往上，排蒸汽比较顺畅，为了保证凝结水能

正常流回加湿桶，水平走向的管需要一个向上的倾角。如果管路较长，加湿量较小，可不设置凝结水

排水管，倾角不小于 10°；如果管路较短，加湿量较大，应在蒸汽分配管最低处设置凝结水排水管，

倾角不小于 5°。在空调机组内，由于高度的限制或者遮挡物的存在（如接水盘）不能用一根直管连接

加湿桶和蒸汽分配管的话，可以采用先下再上转换，此时在最低处必须加凝结排水管，布置方式见图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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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另一种是加湿桶出口比蒸汽分配管（风机）的位置高时，则采用图 3 的连管方式。 

 

图 3 

对于采用这种布置方式，必须加凝结排水管。水平管都应该向凝水管位置下倾 10°以上的角度以保证

凝结水的排放。 

3、蒸汽分配管问题： 

蒸汽分配管的出气孔，可以采用直接开孔，适用于到达分配管的蒸汽夹杂水珠少的情况；也可以

采用嵌入式开孔（如图 4），适用于到达分配管的蒸汽夹杂水珠较多的情况，小挡板析出水珠，排出

较干的蒸汽。 

出气孔的朝向要注意两点： 

⑴出气方向为水平线以上（朝向水平线以下会滴水）； 

⑵出气孔不能正对着风吹的方向（建议 45°夹角），避免蒸汽排放不顺。 

⑶蒸汽分配管所在的机组中，静压不应过大（125Pa 以下为宜），避免蒸汽压力不够，不能顺利

排放。 

⑷当加湿量比较大的时候，可以考虑采用几根蒸汽分配管并联排放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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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细节问题： 

在加湿桶与分配管之间除了凝结水排水处是最低点外，不能再有低处存水；管路不能有明显的弯

折、翘曲阻碍蒸汽的排放；连管转向时要有一个半径大于 300mm 弧度；转接的地方紧固装置必须紧

固好，否则管热了之后胀大导致连接脱落造成危险。 

五、案例分析 

 某厂家 25kw 下送风恒温恒湿机组，采用卡乐电极式加湿器，加湿量 5-8kg/h,布置方式如图 5 所

示。改进前气流经蒸发器吹过蒸汽分配管，掠过后门，转到风机密封板进入风机吹出机组。在这种布

置方式下，开启机组加湿，风量约 7000m3/h，加湿量约 5-8kg/h，运行半小时，结果在图 5 中①②③

处发生积水。①处的积水主要为细小的凝结水珠，长时间后凝结成大水滴往下滴；②处的积水主要为

极少的细小凝结水珠，长时间后凝结成水滴沿后门流下；③处的积水主要是①处和蒸汽分配管滴下来

的大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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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图中箭头所指位置为出现凝水部分） 

假设把蒸汽分配管移动一个位置使得蒸汽不经过①处的蒸发器回气管，回气管不会凝水，并加大

蒸汽分配管倾斜角度到 15°，分配管不会滴水。则风机密封板③处不会有上面滴下来的大水珠。改进

后如图 6。 

 在这种布置方式下，开启机组加湿，风量约 7000m3/h，加湿量约 5-8kg/h，运行半小时，结果在

图 6 中①②处发生积水。①处的积水主要为细小的凝结水珠，长时间后凝结成大水滴沿门板往下流；

②处的积水主要为细小的凝结水珠，长时间后凝结成一滩积水，但是没有从上面滴下来的大水珠，说

明蒸汽分配管倾角的加大改善了蒸汽分配管滴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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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图中箭头所指位置为出现凝水部分） 

既然蒸汽管放在较高处时，气流带着蒸汽经过其他物体表面再到风机都会有凝结水出现，如果把

蒸汽分配管放在风机入口处，蒸汽直接经过风机吹出机组，则不会凝水。改进后如图 7。 

 在这种布置方式下，开启机组加湿，风量约 7000m3/h，加湿量约 5-8kg/h，运行半小时，结果在

图 7 中只①处风机过滤网上有极少量凝水，对机组不产生影响，其他地方并无凝水。连管和蒸汽分配

管管内的凝结水都汇聚到蒸汽分配管的最低处，通过凝结水排水管排到机组外。因此，在 MT025D

机组中，电极式加湿器按此种布置方式，凝水的情况就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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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附 实测加湿量测试报告 

 

图 8 

如图 8 所示，把水从盛水容器 1 加入加水容器 2 中，水沿进水管进入加湿桶，排水阀排出的水进

入排水容器 3 中，加湿过程中，凝结水流入凝水容器 4 中，称出加湿一小时前后各容器的重量便求的

加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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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相关信息：水的电导率为 350-450us/cm,电流为 6-8A。 

表 1 实际加湿量数据表 

加湿前容器

重 kg 

盛水容器 1 13 

加湿后容器

重 kg 

盛水容器 1 1.346 

加水容器 2 3.862 加水容器 2 5.062 

排水容器 3 3.682 排水容器 3 7.734 

凝水容器 4 0.368 凝水容器 4 1.006 

实际加湿量 kg/h 5.99  

结论：电流在 6-8A 时，加湿量理论上是在 5.54-7.39kg/h,实际加湿量与理论加湿量基本符合。凝

结水的存在会致使加湿量下降，凝结水越多，加湿量下降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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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广场】 

国产连熔套管的拉丝应用及研究 

梁伟 蒋锡华 何炳 满小忠 朱坤  

（江苏通鼎光棒有限公司 江苏 吴江 215233） 

摘要：国产连熔套管由于其连续熔融拉管的工艺特性，可以提高预制棒的产能。本文通过―VAD+OVD‖

两步法制备匹配连熔套管用的芯棒，通过优化芯棒 D/d 值解决连熔套管内径大常规芯棒无法直径匹配

的问题，同时有效阻挡了连熔套管中羟基向芯层的扩散，拉制的光纤各项参数均满足 G.652.D 标准，

光纤 1383nm 衰耗达到 0.27dB/km。 

关键词：连熔法; 套管; 光纤预制棒; RIC 拉丝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受―宽带中国战略和 5G 政策‖的影响，光纤光缆作为信息传输的载体迎来了飞速的发

展。2016 年中国光纤光缆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世界总量的 47%，预制棒作为拉制光纤的原材料，需求

量达到了 9000 吨，其中仍有 3500 吨需要依靠国外进口，对外依存度仍然很高。光棒反倾销的实施，

给中国光纤预制棒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各家光纤厂商纷纷启动了预制棒项目，且随着技术的

不断突破，制棒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越。 

对于预制棒而言，芯棒决定了光纤的性能，而包层决定了预制棒的成本，约占 80%，因此包层

制造技术是预制棒成本控制的决定性因素。外包层技术主要有火焰水解法、套管法、等离子喷涂法等

[1]。其中，套管法（RIC）由于其制棒工艺简单，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预制棒产能，同时实现大尺寸

预制棒的产业化。国内套管的需求量已突破 3000 吨，几乎都是从国外进口。 

2. 套管制备技术 

由于石英套管在光纤预制棒拉丝过程中直接成为光纤的组成部分，因此对石英套管的尺寸、纯

度和质量有严格的要求。目前石英套管的制备技术主要有：外部汽相沉积（OVD）、高频等离子喷涂

法（APVD）、连续熔制工艺（连熔法）以及溶胶-凝胶工艺。现在主流的技术是 OVD 工艺和 APVD

工艺，德国Heraeus公司采用OVD工艺制备套管，年产量达到了 4000吨，其套管产品外径达到 220mm，

长度 3m，可拉制光纤 7000 公里以上，国内绝大多数套管均是由 Heareus 提供。 国内久智光电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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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技有限公司采用 APVD 工艺成功地制备出直径 150mm，长度 1500-1800mm 的套管，其年产量已

突破 300 吨。 

连熔直接拉管工艺如图 1 所示，其制备的套管中的缺陷、杂质、羟基很难控制，进而影响了光

纤的衰耗和强度，因此很少用于单模光纤领域[2]。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由于其连续熔融石英的工艺特性，套管产能是极其可观的。 

 

图 1.连熔直接拉管工艺原理图 

3. 国产连熔套管拉丝应用 

3.1 国产连熔套管的纯度 

国产连熔套管采用天然石英砂作为原料，通过连续熔融拉管制备套管，表 1 是连熔套管原料、厂

家 A、厂家 B 的杂质含量对比表。其中厂家 A 是采用等离子喷涂制备的套管，厂家 B 是用 OVD 工艺

制备的套管。 

表 1 不同套管类型的杂质含量对比 

套管类型 连熔套管（ppm） 厂家 A（ppm） 厂家 B（ppb） 

OH 5.5 1.5 ＜10 

Al 7.37 10.5 ＜10 

Ca 0.59 0.2 ＜10 

Cr <0.01 0.03 ＜1 

Cu <0.01 0.01 ＜3 

Fe 0.1 0.2 ＜5 

K 0.06 0.05 ＜10 

Li 0.13 0.2 ＜0.5 

Mg 0.04 0 ＜5 

Mn <0.01 0.01 ＜2 

Na 0.11 0.1 ＜10 

Ni / 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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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1.3 1.2 ＜5 

V / / ＜0.5 

Zr 1.29 / ＜3 

* "/"表示未测试该金属杂质含量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厂家 B 的套管由于采用火焰水解法，其合成石英中的杂质含量都是 ppb 级别，

而连熔套管和厂家 A 套管均采用天然石英砂作为原料制备，石英砂本身杂质含量较高，因此加工后的

套管杂质含量均是 ppm 级别。从杂质含量来看，连熔套管的杂质含量和厂家 A 的套管水平相当，但

羟基含量较高。由于等离子喷涂法工艺，其电离经过纯化后的空气不会产生羟基，因此羟基含量较低

[3]。而连熔套管是将加工好的套管放入真空脱羟炉脱羟，套管内外表面的羟基很容易脱除，越靠近套

管壁厚的中间位置，羟基最难脱除,往往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才能达到 10ppm 以内。 

 

 

 

 

 

 

 

 

图 2 连熔套管径向羟基含量分布 

图 2 是连熔套管不同位置的羟基含量分布图，套管外径 150mm，内径 64mm，套管的内外表面羟

基含量低于 4ppm，在套管径向中点 57.5 达到最大值 5.5ppm。 

3.2 芯棒匹配设计 

国产连熔套管为了达到较低的羟基含量，相应地扩大了内孔的尺寸，减小套管壁的厚度。和其他

工艺制备的套管相比，国产连熔套管的内径要大一些，这就给芯棒设计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现有的

VAD 芯棒制造技术，由于采取双灯结构，分别用于沉积芯棒的芯层和包层，因此对于芯棒包层直径

（D）与芯层直径（d）的比值 D/d 有所限制，无法直接制备较大 D/d 值的芯棒。图 3 是按照连熔套管

和其他厂家提供套管的几何尺寸设计匹配的芯棒的直径及 D/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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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设计匹配的芯棒直径及 D/d 值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根据设计匹配的连熔套管的芯棒 D/d 值要达到 6.6，而厂家 A/B 套管由于其

内径较小，其匹配的芯棒 D/d 仅 4.43，现有的 VAD 芯棒制备技术满足 D/d＜5.0，因此无法直接制备

匹配连熔套管的芯棒。 

为了进一步增加芯棒的包层直径，采用 OVD 工艺在原有芯棒的外表面再沉积一层外包层，使得

最终芯棒的 D/d 达到 6.6。同时，芯棒外包层加厚，可以有效阻挡连熔套管中羟基向芯层的扩散，从

而确保光纤的水峰不会增加。图 4 是 VAD 芯棒外包后用 PK2600 测试折射率的剖面示意图。 

 

图４ VAD 芯棒外包后的折射率剖面示意图 

VAD 芯棒的直径 D1=41mm，包层直径和芯层直径的比值 D/d 值 4.20。采用 OVD 外包后直径

D2=64mm，D/d 值增大到 6.41。原芯棒的包层由于掺杂了氟元素，因而包层折射率较低从而形成下陷，

可以改善拉丝后光纤的弯曲性能。 

 

3.3 连熔套管 RIC 拉丝 

采用先进的―Online RIC 技术‖，将设计的芯棒匹配连熔套管在线拉丝，生产工艺流程图如图 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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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VAD core rod

OVD clading Continuous melting Cylinder

RIC Preform assembly

Online drawing

 
图 5 Online RIC 工艺流程图 

3.4 连熔套管光纤参数 

根据对匹配芯棒的设计，制备了连熔套管预制棒，拉制光纤的相关性能测试数据如下，如图 6 所

示。图 6（a）、（b）、（c）分别表示连熔套管光纤在 1310nm、1550nm、1383nm 波长处的衰耗直方图。 

图 6（a）1310nm 衰耗                                          图 6（b）1550nm 衰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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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c）1383nm 衰耗 

图 6 连熔套管光纤 1310nm、1550nm、1383nm 衰耗直方图 

连熔套管拉制的光纤各波段的衰耗值均满足 G.652.D 的水平，部分光纤的衰耗水平达到了低损耗

的水平。1383nm 衰耗的水平达到了 0.27dB/km，远低于常规 G.652.D 的水平，说明连熔套管自身羟基

较低，同时匹配的芯棒外包层增加后有效阻挡了羟基的扩散。 

3.5 连熔套管光纤的性能测试 

表 2 连熔套管光纤的性能测试结果 

项目 条件 典型值 国标要求 

抗拉强度（GPa） 标距 1m，威布尔概率水平为 50% 4．58 ≥3.72 

动态疲劳参数 Nd 两点弯曲法 21.53 ≥20 

TCT（dB/km） 1550nm 附加值 ±0.006 ≤0.05 

从表 2 所示光纤的性能结果来看，各项测试结果均满足国家标准要求，说明连熔套管预制棒拉制

的光纤性能符合 G.652.D 标准。 

4.小结 

本文通过―VAD＋OVD‖两步法工艺设计匹配连熔套管的芯棒，工艺路线相对成熟，，通过 OVD

工艺外包后增加了芯棒的 D/d 值，有效阻挡了连熔套管中羟基向芯层的扩散，所拉制的光纤的各项参

数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连熔套管由于其连续熔融拉管的工艺，能够极大的提高预制棒产能，能够打破国外套管供应商的

垄断， 开发出了光纤外包层的新型基础材料及新的工艺路线，推动国内套管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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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用于通信系统户外机柜的自动控制加热装置 

武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李文 

一、背景介绍 

通信系统户外机柜的保温隔热性能，根据户外机柜的综合传热系数来评定。通信系统户外机柜

进行综合传热系数测试时，将户外机柜放置于试验箱内部，将加热源和若干温度传感器均匀放置于密

封环境的户外机柜内部；将若干温度传感器放置于试验箱内，同时单独外接电功率计来采集功耗，开

启试验箱的降温功能，在测试中，人工观察户外机柜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温度超时（低于或者高于）指

定温度时，通过通断电的方式调节加热源，使户外机柜内部的温度至指定温度，根据人工记录（每隔

15 分钟记录一次，共四次）。加热源的功耗和各个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通过人工计算出户外机柜

的传热系数。 

但是，现有的测试通信系统户外机柜进行综合传热系数测试的方式存在以下缺陷： 

1）上述加热源一般为电阻丝，仅具备加热功能，在密封环境的户外机柜内，由于空气无法流动，

因此加热源无法控制户外机柜内部的温度均匀性，造成不易判断热平衡成立的条件，进而降低温度传

感器采集温度数值的可靠性；与此同时，用裸露的电阻丝对主要为金属构件户外机柜进行加热时，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漏电、烫伤等）。 

2）与此同时，当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超时（低于或者高于）指定温度时，需要人工通断电的

方式调节加热源的加热温度。导致温度不可控，时有低于或者高于指定温度现象，导致测试数值的不

可靠。  

3）另外测试需要温度巡检仪、功率分析仪等仪表，每次测试都需重新搭建环境，比较繁琐。测

试过程中，需要人工长期观察及确认热平衡成立时机，达到符合测试条件后，还需人工值守来操作仪

表、记录数据，最后根据记录数据来计算结果。 

二、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我们需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在测量通信系统户外机柜测试综合传

热系数时，通过合理气流组织设计，保证户外机柜内的空气温度均匀；对带电、发热器件和机柜的部

件进行隔离，避免测试过程中的安全事故；采用 PID（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比例积分

微分）控制器对加热器进行精确控制，确保温度稳定可控，采用 PLC 编程对相关仪表进行控制和数据

自动化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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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以上目的，用于通信系统户外机柜的自动控制加热装置，设计包括加热源、空气流动加

热箱和加热控制器。 

1）空气流动加热箱包括壳体，壳体上开有若干空气循环孔壳体的内底设置有加热源固定器，加

热源固定于加热源固定器上；壳体内部还设置有至少 1 个风机组件，风机组件包括安装座、电机、叶

轮和叶轮网罩，安装座的顶部开有电机输出口，电机与平板固定，电机的输出端穿过平板与叶轮连接，

叶轮网罩设置于叶轮的外部；壳体的内壁上还设置有供电接头，供电接头的输出端与加热源、以及所

有电机电连接，输入端与一个电源电连接；电源设置于壳体上或加热控制器上； 

2）加热控制器包括控制柜，控制柜内部设置有 PLC，控制柜的上面设置有 PLC 触摸屏控制器和

加热控制开关；PLC 触摸屏控制器、加热控制开关和所有电机，均与 PLC 电连接。 

附图说明 

 

图 1 空气流动加热箱的爆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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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热控制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壳体，2-风机组件，201-叶轮网罩，202-叶轮，203-安装座，203a-平板，203b-侧板，204-

电机，3-加热源，301-加热源固定器，4-空气循环孔，5-脚垫，6-加热控制开关，7-PLC 触摸屏控制器，

8-控制柜，9-PLC，10-PID 控制器，11-万向轮。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装置的优点在于： 

1）空气流动加热箱中设置有风机组件，空气流动加热箱内的加热源和风机组件通过加热控制器

的 PLC 控制。因此，与现有技术中在密封环境的户外机柜中人工调节加热源相比，不仅能够通过 PLC

调节加热源的温度，根据温度对空气密度的影响，通过合适的气流组织设计，让沉积在机柜底部的冷

空气通过循环加热的方式，并通过风机组件促使机柜内空气充分对流，进而保证户外机柜内部的温度

均匀，显著提高了传热系数的测量精度。测试参数设定好后不需人工介入，能自动完成测试并计算输

出结果。 

2）加热源位于壳体中心，风机组件沿加热源的中心对称设置，进而在加热源均匀发热的同时，

2 个等距离设置的风机组件均匀散热；与此同时，壳体的前后左右侧壁均开有若干空气循环孔，空气

从四个方向进，从风机叶轮网罩出，进而最大化保证户外机柜内部的空气均匀流动，进一步保证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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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机柜内部的温度均匀。 

3）设置有漏电、短路、超温、电机过热、过电流保护、声光告警等装置，避免操作人员受到伤

害或试验箱受到损坏；接口采用航空快速接头，安装简单；提供可视化图形界面，操作方便简单。 

三、具体实施方案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用于通信系统户外机柜的自动控制加热装置，包括空气流动加热箱和加热控制器；工作时，空

气流动加热箱位于户外机柜的内部，加热控制器在试验箱的外部控制空气流动加热箱工作。 

参见图 1 所示，空气流动加热箱包括壳体 1，壳体 1 呈长方体，壳体 1 的侧壁、顶壁和/或底壁

上开有若干空气循环孔 4，本实施例中壳体 1 的前、后、左和右侧壁上各开有若干空气循环孔 4，空

气能够从四个方向进，从叶轮网罩 201 出，进而最大化保证户外机柜内部的空气温度均匀。 

参见图 1 所示，壳体 1 的内底中心设置有加热源固定器 301，加热源固定器 301 上设置有具备加

热功能的加热源 3，壳体 1 内部还设置有至少 1 个风机组件 2，本实施例中选用 2 个沿加热源 3 中心

对称设置的风机组件 2，分别放置壳体 1 内部的左部和右部，以便更好的促进空气流动。 

参见图 1 所示，每个风机组件 2 包括安装座 203、电机 204、叶轮 202 和叶轮网罩 201，安装座

203 包括平板 203a，平板 203a 的左右两侧各竖直设置有 1 块侧板 203b，每块侧板 203b 均与壳体 1

的内底固定，平板 203a 的中心开有电机输出口，电机 204 与平板 203a 固定，电机 204 的输出端穿过

平板 203a 与叶轮 202 连接，叶轮网罩 201 设置于叶轮 202 的外部。 

参见图 1 所示，壳体 1 的内壁上还设置有供电接头（本实施例中选用航空接头，航空接头设置

于侧壁上），供电接头的输出端与加热源 3、以及所有电机 204 电连接，输入端与一个电源电连接，

电源可设置于壳体 1 上（内部外部均可）或加热控制器上（内部外部均可），电源优选为交直流稳压

可调电源。 

为了便于空气流动加热箱的移动和放置，壳体 1 的底部还设置有脚垫 5，脚垫 5 优选为橡胶脚垫，

数量为 4 个，分别位于壳体 1 底部的四角处。 

参见图 2 所示，加热控制器包括控制柜 8，控制柜 8 呈长方体，控制柜 8 内部设置有 PLC9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和 PID 控制器 10，控制柜 8 的上面设置有 PLC

触摸屏控制器 7 和加热控制开关 6；PLC 触摸屏控制器 7 和加热控制开关 6，均与 PLC9 电连接，加热

源 3、PLC 触摸屏控制器 7 和所有电机 204，均与 PID 控制器 10 电连接。 

为了便于加热控制器的移动和放置，控制柜 8 的底部还设置有万向轮 11，数量为 4 个，分别位

于控制柜 8 底部的四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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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的自动控制加热装置还包括 1 个数字功率计和至少 8 支型号为 PT100 的温度传感器，

工作时，加热源 3 通过数字功率计与 PLC9 电连接，每个温度传感器均与 PLC9 电连接，还另外设置有

漏电、短路、超温、电机过热、过电流保护等装置。 

本实施例中的自动控制加热装置测试通信系统户外机柜的传热系数时，包括以下步骤： 

1、将户外机柜放入试验箱内，户外机柜外表面距离试验箱的内壁距离不小于 600mm，户外机柜

内部均匀放置 5 支温度传感器，所述 5 支温度传感器均距离户外机柜的空调进出风口 200mm 以上；

在试验箱内部放置 3 支温度传感器，转到步骤 2。 

2、将空气流动加热箱放置于不通电的户外机柜内，关闭户外机柜的所有空口（例如电源线、光

缆进出口等）后，关好柜门，转到步骤 3。 

3、开启试验箱的降温功能，以 1℃/min 的速率降温；同时通过加热控制开关 6 开启加热控制器，

通过 PLC 触摸屏控制器 7 控制 PLC9，使得空气流动加热箱内的加热源 3 和所有风机组件 2 运行（加热

源 3 的温度通过 PID 控制器 10 调节）；户外机柜内的空气从空气循环孔 4 内流入空气流动加热箱，加

热源 3 产生的热量在风机组件 2 的吹动下，流入户外机柜的内部空间，进而促使户外机柜内部形成空

气循环，以保证温度达到均衡，转到步骤 4。 

4、当测试温度满足采集条件时，稳定持续 30 分钟后，每 15 分钟采集一次数字功率计测得的加

热源 3 总功耗、以及所有温度传感器的采集温度，总共采集 4 次，即记录 4 组数据，转到步骤 5。 

采集条件为： 

（1）试验箱的内部温度达到（-30±2）℃； 

（2）户外机柜的内部温度达到（25±2）℃； 

（3）户外机柜的内外平均温差达到（55±4）℃。 

5、加热控制器的 PLC9，根据加热源 3 总功耗、所有温度传感器的采集温度及输入的机柜内表面

积。自动计算传热系数 K（也可通过 U 盘导出数据）。 

四、小结 

通信行业标准 YD/T 1537-2015《通信系统用户外机柜》中新增加了保温隔热性能试验，本方案提

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通过合理气流组织设计，保证户外机柜内的空气温度均匀，不仅操作

过程比较简单、安全可靠、节省人力，而且显著提高了综合传热系数的测量精度，只有通过大量的试

验，才能进行正确的质量分析，为产品设计改进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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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光储发电系统的三端口变换器控制策略研究 

赵海舟 俞鑫春 李睿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直流供电解决方案部，深圳 518055）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风力发电研究中心，上海 200240） 

摘要：本文研究了一种用于光储发电系统的三端口变换器，在电路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能量流动角

度分析了电网正常和电网故障状态下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和工作模式，通过投切可控负载维持电网故障

时电池过充和电池过放状态下能量的平衡，搭建了光储发电系统仿真模型，构建了额定容量 50kW 的

全数字控制实验样机，仿真和实验结果验证了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关键词：三端口变换器；光储发电系统；能量流动 

 

Control Strategy of a Three-port converter for Photovoltaic-Battery Energy System 

Application 

Zhao Haizhou，YU Xinchun，LI Rui 

(Vertiv Tech Co., Ltd., Shenzhen 518055, China) 

(Wind Power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 on a three-port converter which is suit for photovoltaic-battery energy system 

application. Based on topology analysis, a system-level control strategy and operating mode for the 

converter during normal and abnormal grid condition have been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flow. By controlling the adjustable load through grid faults in case of battery overcharging or excessive 

discharging, then the energy of the system is balanced. The simulation model is built and a 50kW digital 

control prototype is also built to do the verification. 

Keywords：three-port converter; photovoltaic-battery energy system; energy flow 

0 引言 

    随着化石能源的减少和全球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1]。由于光伏发电受光照强度和环境温度等因素影响，大型光伏电站的接入容易影响电网稳定性。

目前，分布式电源的“分散接入、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在提高电网运行可靠性和灵活性方面具

有较大潜力[2, 3]。将光伏、储能装置、负荷和变换器有机结合组成的微电网，是未来智能电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4, 5]。 

本文研究了一种用于光储发电系统的三端口变换器，在电路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系统控制策略，

从能量流动角度分析变换器工作模式并通过投切可控负载维持系统能量平衡，可以满足光储系统在并

网和孤岛工况下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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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结构 

三端口变换器结构如图 1 所示，变换器含光伏端口，电池端口和交流端口：光伏组件通过 Boost

变换器接入变换器直流母线；蓄电池通过双向 DC/DC 变换器也接在直流母线上；变换器的交流端口可

以接电网，也能为三相负载供电，逆变器采用三相四线制结构，直流母线分裂电容的电压均衡由均压

桥臂（S11，S12）平衡[6]。 

图 1 中，标示了电流的正方向，除光伏输出电流 ipv为单向流动，蓄电池电流 ibat、均压桥臂平衡

电感电流 ibal 和逆变器输出电流 iabc（行向量）均为双向流动。负载接口分为重要负载接口和可控负载

接口，电网故障时，在能量过剩和能量不足的状态下，调节可控负载可提高能量利用率，确保系统维

持对重要负载的供电，实现能量的平衡自治。 

Boost变换器 逆变器

双向DC/DC变换器

光
伏
电

池
电
网
接

口

 

 

 

   

均压桥臂

蓄
电

池

光伏端口

电池端口

交流端口

重要负载接口

   

可控负载接口

 

图 1 三端口变换器电路拓扑 

 

2 控制策略 

2.1 Boost 变换器控制策略 

在光伏端口侧，Boost 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如图 2，在电网正常时，Boost 变换器始终工作在最大功

率跟踪模式（MPPT），以最大限度提高光伏能量利用率，本文采用扰动观察法[1]实现 MPPT；当电网

故障并且蓄电池达到过充时，Boost 变换器工作在恒压控制[7]模式（CV），通过维持直流母线电压恒定

来保持系统能量平衡。 

MPPT PI

PWM

+

PI

+ +

PI

电网正常

电网故障且蓄电池过充

控制模式选择

 

图 2 Boost 变换器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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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中，upv和 ipv 分别是光伏端口侧电压和电流，udc 为直流母线电压，D2是开关管 S2 的占空比。 

 

2.2 双向 DC/DC 变换器控制策略 

在电池端口侧，双向 DC/DC 变换器的控制策略如图 3，在电网正常时，双向 DC/DC 变换器采用功

率外环、电流内环控制[8]，功率外环为光伏功率与逆变器输出功率之差，电感电流内环提高系统动态

性能；当电网故障时且蓄电池未达到过充时，双向 DC/DC 变换器采用直流母线电压外环、电流内环控

制[9]，通过维持直流母线电压稳定使系统稳定运行。在电网故障状态时且蓄电池已达到过放，为了延

长蓄电池寿命，双向 DC/DC 变换器停止运行，等待电网正常后运行。 

PI

PI

控制模式选择

PWM

+

+

+

P

电网正常

电网故障且蓄电池未达到过充

 

图 3 双向 DC/DC 变换器控制策略 

图 3 中，Ppv、Pinv 分别是光伏输出功率和逆变器输出功率，ubat、ibat 分别是蓄电池端电压和电流，

udc 为直流母线电压，D3、D4 分别是开关管 S3 和 S4 的占空比，本文采用互补导通方式[9]，故 D3=1-D4。 

 

2.3 逆变器控制策略 

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若忽略线路阻抗，此逆变器在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电压电流解耦方程为

[1]： 

*

*

( )( )

( )( )

Ld pi ii d d Gd q

Lq pi ii q q Gq d

u k k s i i u Li

u k k s i i u Li





    


    
  (1) 

    式（1）中，uLd和 id、uLq和 iq分别为逆变器输出电压和电流的 d轴和 q 轴分量，

uGd和 uGq为电网电压 d 轴和 q 轴分量，作为电压前馈量，电网正常时 uGd=ed，电网故

障时 uGd=0，ω为 dq 坐标系的旋转角速度，kpi和 kii分别为电流环 PI 控制器的比例和积

分系数。 

电网正常时，根据瞬时功率理论，基于电网电压定向的同步旋转坐标系中，系统的瞬时有功功率

p、无功功率 q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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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2

d d

d q

p e i

q e i





 


  (2) 

若不考虑逆变器损耗，根据能量平衡原理可知：  

3

2
d d dc dc

p e i u i    (3) 

    式（2）中，ed为 d 轴电网电压分量，id和 iq为 d 轴和 q 轴电流分量。式（3）

中，udc和 idc为直流母线电压和电流。在电网正常时，如果电网电压不变，则通过控制 id

和 iq就可以控制逆变器并网时能量的四象限流动。由于直流母线电压 udc与并网电流 d

轴分量 id成正比，故通过对 id的控制可实现 udc的控制[1]。 

电网故障即孤岛运行时，逆变器提供电压和频率支撑[10]，给定电压外环 d 轴值 u* 
d 和 q 轴值 u* 

q ，

减去电压 d 轴反馈量 ud和 q 轴反馈量 uq，经过电压环 PI 控制器作为电流 d 轴和 q 轴量给定： 

* *

* *

( )( )

( )( )

d pv iv d d

q pv iv q q

i k k s u u

i k k s u u

  


  
  (4) 

    式（4）中，kpv和 kiv分别为电压环 PI 控制器的比例和积分系数。 

逆变器的控制策略如图 4，在电网正常时，逆变器采用直流母线电压外环、电感电

流外环，控制直流母线电压稳定，经过软件锁相环确定同步相位 θ，直流母线电压环输

出为 d 轴电流给定 i
* 

d
，q 轴电流 i

* 

q
设为 0，对 dq 坐标系下的 d、q 轴分量解耦控制，并加

入电网电压前馈，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 

当电网故障时，逆变器切换到恒压恒频模式（V/f），同步旋转角速度 θ 由系统 f*=50Hz 提供，给

定电压外环 d 轴分量 u* 
d =311V，q 轴电压 u* 

q =0V，电流内环也采用对 dq 坐标系下的 d、q 轴分量解耦

控制。 

+

PI
PI

+ + +
++

PI
电网正常

电网故障

电网正常

电网故障

控制模式选择

 

图 4 逆变器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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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udq、idq、uabc、uGabc、uGdq、uLdq、uLabc 等都是行向量，如 udq 为逆变器输出电压的 d 轴

和 q 轴分量的值，D5~D10 为逆变器 S5~S10 开关管占空比。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电网故障状态可理解为系统工作在离网即孤岛状态，对于系统从电网正常

到电网故障的暂态过程，本文不作讨论。 

 

2.4 均压桥臂控制策略 

本文中的三相四线逆变器中线上存在零序电流通路，零序电流又会产生直流侧上下电容的均压问

题[6]。尤其是在电网故障下，带三相不平衡负载时，中线上较大的零序电流会使直流侧上下电容不均

压，如果上下电容电压低于相电压峰值时，直接影响输出电压质量，严重时导致系统故障保护。 

利用均压桥臂能调节直流母线侧上下电容电压差    ，其控制策略如图 5，直流侧上下电容电压

差经过电压调节器后输出信号作为平衡电感电流基准 i* 
bal，经过平衡电感电流内环，输出 PWM 互补驱

动信号。 

+

+

PI PI PWM

 

图 5 均压桥臂控制策略 

图 5 中，ibal 为平衡电感电流，D11 和 D12 为均压桥臂开关管 S11 和 S12 的占空比。 

 

2.5 可控负载控制策略 

电网故障时，系统能量处于自平衡状态。当蓄电池电量正常时，由双向 DC/DC 变换器控制直流母

线电压，Boost 变换器工作在 MPPT 模式。当系统能量过剩，即蓄电池处于过充时，Boost 变换器改为

恒压控制模式以维持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双向 DC/DC 变换器对蓄电池进行恒压浮充，其实质是限制光

伏输出功率以达到能量供需平衡。然而，这样的控制方式造成了能量的浪费，此时投入可控负载以提

高能源利用率，这里的可控负载为洗衣机、扬水系统和电动汽车电池等。 

但当系统能量不足时，即蓄电池处于过放，蓄电池和光伏所提供能量不足以供给负载时，此时只

能牺牲用户体验切掉部分可控负载，如空调、扬水系统和电动汽车电池等负载，以保证如对照明、计

算机等重要负载持续供电。 

图 6 标示了电网故障时蓄电池过充和过放状态下的能量流动，Pload_1 和 Pload_2 分别为重要负载和

可控负载功率，Ppv+Pbat = Pload = Pload_1+ Pload_2，其中，蓄电池过放时，Pbat=0，Pload_2=0。 

dc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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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电网故障时蓄电池过充和过放状态能量流动 

 

3 能量流动分析 

电力电子变换器的本质是完成端口之间的能量传输及其控制[11]。本文的分析建立在共直流母线

上，通过对能量传输路径分析变换器工作模式，以更便捷的实现单个光储发电系统的能量自治管理。 

能量流动图如图 7，这里只讨论蓄电池电量在正常范围内的能量流。电网正常时，逆变器控制直

流母线电压，其控制可通过有功功率即 d 轴电流分量来实现，Boost 变换工作在 MPPT 模式，晚上光

伏不发电时，其输出功率 Ppv=0，双向 DC/DC 变换器将逆变器输出功率和光伏输出功率之差作为控制

量用来平衡系统能量差。电网故障时，由双向 DC/DC 变换器控制直流母线电压，Boost 变换器工作在

MPPT 模式，逆变器工作在恒压恒频模式，在容量配置合理的条件下，此孤岛状态光储发电系统能作

为不间断电源给负载供电。 

电网故障并且蓄电池过充和过放状态下变换器控制模式及能量流动在上节已经分析，这里不再赘

述。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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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蓄电池电量正常时能量流动 

图 7 中，Pg为并网功率，Pload 为负载功率（重要负载与可控负载功率之和），Pinv 为逆变器输出功

率，故 Pinv = Pg + Pload。电网正常时，逆变器的能量流动是双向的，而电网故障时，逆变器交流侧没有

源，此时逆变器能量只能从直流侧流向交流侧。 

 

4 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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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所提光储发电系统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利用 Matlab/Simulink 搭建了简化的仿真模型。直

流侧母线电压为 700V，逆变器容量 50kW，光伏阵列最大功率点电压 500V，最大功率点电流 100A，

储能电池额定电压 400V，额定容量 100Ah。 

 
(a)功率平抑 

 

（b）并网相电压和相电流 

 

(c)直流母线电压 

图 8 电网正常时功率平抑 

在电网正常时，储能装置的作用主要是平抑光伏的功率波动。图 8 是仿真波形，Pinv、Ppv 和 Pbat

分别是逆变器、光伏阵列和储能电池的输出功率，ua 和 ia 分别是并网相电压和相电流，udc 为公共直

流母线电压。如图 8（a），在 t=2.2s 和 t=3.2s 时，光伏输出功率突然增大和减小，储能电池通过吸收

和释放部分能量，平抑了逆变器输出的功率。图 8（b）表明，在 t=2.2s 到 t=2.4s 内，功率波动并未

影响相电流的波形质量。图 8（c）可以看出，直流母线电压在功率波动期间始终控制在 700V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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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蓄电池充电切换至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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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直流母线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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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孤岛相电压相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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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直流母线上下电容电压 

图 9 电网故障时光储协调运行 

电网故障时，储能装置的作用主要是配合光伏提供给负载持续、稳定的电能。一方面，当负载所

需能量小于光伏发出能量时，蓄电池工作在充电状态吸收多余能量以提高能量利用率；另一方面，当

负载所需能量大于光伏发出能量时，蓄电池工作在放电状态补充系统能量不足部分。如图 9（a），在

t=0.26s 时，负载突然增大，光伏发出能量不足以满足负载，蓄电池从充电状态切换至放电状态。图 9

（b）可以看出，在 t=0.26s 时，直流母线电压出现短暂的跌落，经过 20ms 的调整又稳定在 700V 左

右。图 9（c）表明，负载供电质量基本未受影响。图 9（d）是带单相 13kW 启动时直流母线上下电

容电压波形，udc_1 和 udc_2 分别是上电容和下电容电压，经过均压桥臂的调节，直流母线上下电压波

动在±2V 内，保证了系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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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蓄电池过充时投入可控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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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蓄电池过放时切除可控负载 

图 10 电网故障时投切可控负载 

    图 10（a）中，t=1.5s 时蓄电池达到过充状态，此时 Boost 变换器从 MPPT 模式切换到 CV 模式，

t=2.5s 时，投入可控负载，最大化减小能量损失。图 10（b）中，t=1.5s 时蓄电池处于过放状态，此

时切除可控负载，双向 DC/DC 变换器停止工作以保护蓄电池。 

 

4．2 实验验证 

搭建了额定容量为 50kW 实验样机，其中，逆变器容量 50kW，Boost 变换器容量 40kW，双向 DC/DC

变换器容量 20kW。样机采用 TMS320F28335 型 DSP 控制，由直流电源与可变电阻的串联组合来模拟

光伏阵列。实验样机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样机参数 

参数 值 参数 值 

光伏端口电压      320-600V Boost 变换器电感 4mH 

电池端口电压 300-450V 双向 DC/DC 变换器电感 2mH 

直流母线电压 700V 逆变器滤波电感 1.5mH 

直流母线电容 6600uF 均压桥臂电感 0.4mH 

LC 滤波电容 10uF LC 阻尼电阻 0.1Ω 

开关频率 12kHz 逆变器端口相电压 220V 

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实验主要验证蓄电池正常时光储发电系统联合运行在电网正常时的稳态运

行特性和电网故障状态下的暂态运行特性。图 11（a）光储协调并网运行的稳态波形，可见，蓄电池

能够联合光伏阵列，调节逆变器并网输出功率。图 11（b）为电网故障即孤岛运行时负载突变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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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负载功率突然变大时，蓄电池能快速补充光伏功率不足的部分。 

 

(a)电网正常时光储协调运行 

   

(b)电网故障时光储协调运行 

图 11 实验波形 

5 结论 

针对光储发电系统，研究了一种三端口变换器，以电网正常和电网故障为切入点，设定变换器的

控制策略和工作模式，从能量流动角度分析变换器工作模式，提出利用投切可控负载调节电网故障时

电池过充和过放状态下的能量平衡。通过理论分析、仿真和实验验证，得出以下结论： 

1）该光储发电系统能够稳定工作在电网正常和电网故障状态，具有较好的能量自平衡能力。 

2）储能装置在电网正常时主要作用为对光伏波动功率的平抑，在电网故障时主要作用为联合光伏

共同为负载供电。 

   3）将负载分为重要负载和可控负载，投切可控负载可提高在电网故障时的能量利用率，保证对重

要负载不间断供电。 

   本文下一步的研究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研究系统从电网正常到电网故障的暂态过程中变换器的协

调控制，以实现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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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成端光缆组件插入损耗测试方法探讨 

中国泰尔实验室   卢海萌 

一、引言 

随着光纤到户的进行以及消费者对于光宽带需求的日益提高，大量的引入网光纤产品已经投入市

场应用。而针对如何提高光纤入户这最后一公里的传输性能，市场中出现了各类产品，从最开始通过

熔接的技术在光缆的末端熔接尾纤到现场组装式光纤活动连接器，前者在操作、技术、空间上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而后者则是具有传输性能不稳定，极易增大损耗甚至发生不通光的情况。而近几年，运

营商开始使用预制成端光缆组件（以下简称组件），即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将插头安装到光缆

末端，类似于光纤活动连接器，其优点是即减小了施工的难度，又增强了整个链路的稳定性及可靠性。 

为了规范组件产品的质量要求，提高产品的通用性，2015 年颁布了通信行业标准 YD/T 

1997.3-2015《通信引入光缆 第 3 部分：预制成端光缆组件》，此后泰尔认证中心也将其列入产品认

证项目。然而在实际测试中我们发现，一些类型的产品的插入损耗无法按照标准中规定方法进行测试，

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二、组件类型及标准中插入损耗测试方法的介绍 

1、组件的类型[1]
 

组件按照光缆结构可分为蝶形光缆和圆形光缆；按照插头分为 SC 型、FC 型和 LC 型；按照插头

插针体端面类型分为 PC 型、UPC 型和 APC 型；按照组件结构可分为双端组件和单端组件。在实际生

产中按照使用需求会对各种类型进行排列组合，如双端蝶形 SC/UPC-FC/UPC,双端圆形

SC/APC-FC/UPC，单端蝶形 FC/UPC型等。 

2、标准中组件的插入损耗及其测试方法 

插入损耗是指被试样品（DUT）接入到一段光缆后导致的有用功率的减少，以 dB 表示。插入损耗

的测试方法以光功率计法为基准法，以 OTDR 法作为替代法，其中光功率计法又细分为截断法、替换

法和插入法
[2]
。标准 YD/T 1997.3-2015中规定组件的插入损耗采用光功率计法中的插入法进行测试。

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1)如图 1，通过 2条标准纤及 1个标准适配器连接光源及接受光功率计，对系统进行校准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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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如图 2，插入被测组件，待测试系统稳定后，读取插入损耗。 

 

图 2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测得整个组件的插入损耗。 

三、双端组件插入损耗测试中的问题 

1、问题描述 

按照插入损耗的测试方法，我们可以测得大部分类型组件的插入损耗，即使是 SC-FC型，我们也

可以利用转接适配器进行匹配测试，但是当插针体端面类型不一致时，特别是一端为 UPC型、一端为

APC型时，将无法用上述方法进行测试。以 SC/UPC-FC/APC为列，利用图 1所示进行系统校准清零时，

由于待测组件一端为 UPC，另一端为 APC，故选用的两条标准纤一端应为 UPC型,一端为 APC型，但是

由于 APC端面角度为 8°，无法将两端进行连接（如图 3），因此无法对系统损耗进行校准清零。 

 

图 3 

针对上述问题，标准以及实施规则中未明确写出具体的测试方法。在实际测试中，我们需采用其

他测试方法进行测试。对于插入损耗常用的测试方法包括：插入法、替换法、OTDR 法等。下面我们

将通过比较这三类方法选出更为合适的测试方法，比较时仍以 SC/UPC-FC/APC型双端组件为例。 

2、测试方法介绍 

（1）插入法，测试步骤如下： 

①选取与待测件匹配的标准纤及标准适配器：FC/APC-SC/UPC型标准纤 2条，SC型适配器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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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连接光源和功率计，待系统稳定后，对系统进行校准清零。 

 

      注：图中 A端为 FC/APC端，B端为 SC/UPC端。 

图 4 

②翻转标准纤 2，调换其插头顺序，增加 1 个 FC 适配器，插入待测组件（DUT），待系统稳定后

读取插入损耗，如图 5所示。 

 

      注：图中 A端为 FC/APC端，B端为 SC/UPC端。 

图 5 

（2）替换法，测试步骤如下： 

①选取与待测件匹配的标准纤及标准适配器：FC/APC-SC/UPC 型标准纤 3 条，SC 型、FC 型适配

器各 1个，如图 6所示，连接光源和功率计，待系统稳定后，对系统进行校准清零。 

 

      注：图中 A端为 FC/APC端，B端为 SC/UPC端。 

图 6 

②用 DUT替换图 6中的替换跳纤，待系统稳定后读取插入损耗，如图 7所示。 

 

注：图中 A端为 FC/APC端，B端为 SC/UPC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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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3）OTDR法，测试步骤如下： 

将 DUT接入测试系统，读取插入损耗，如图 8 

 

图 8 

3、三种方法测试数据分析 

采用上面说到的 3种测试方法，分别测得 10组数据，取平均值后得到测试数据如下表： 

SC/UPC-FC/APC型双端组件插入损耗测试结果（单位 dB） 

     测试波长 

测试方法 
1310nm 1550nm 

插入法 0.372 0.337 

替换法 0.329 0.256 

OTDR法 0.367 0.315 

根据表中数据作如下分析： 

（1）插入法由于在插入 DUT时调换了插头的方向，势必也会引入一定的误差。 

（1）替换法测得插入损耗相对插入法较小。通过以往测试经验，我们同样可以得到上述结论。

其原因可以通过对功率计法测试原理的分析发现，具体分析如下：光功率计法是利用光功率计测得的

P0和 P1按公式（1）计算插入损耗值： 

 dB        (1) 

式中： 

P1—DUT接入测试系统时测得的光功率； 

P2—DUT未接入测试系统时测得的光功率。 

当采用替换法时，测得 P0包括替换跳纤的损耗，所以在计算插入损耗时，替换法的 P0小于插入

法测得的 P0，从而导致替换法测得的插入损耗一般小于插入法测得的插入损耗。 

（2）OTDR法作为光功率计法测试的代替法,其测得的插入损耗准确度相对于光功率计法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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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OTDR法对 DUT的长度有要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待测件长度较短时，如本文测试中测试产

品仅有 30米，OTDR方法测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值。 

从其测试原理分析 OTDR法是在激光器中加脉冲调制，经过可以分离反射光与接收光的耦合器，

将测试光送往测量对象的光传输线路。由于瑞利散射的作用，从光纤的各部分（如光纤的不均匀性、

接头或者故障点等）返回的后向散射光经过耦合器分离接收，在仪表上显示出连续的信号，其强度与

各点光传输功率成比例，从而可以观察整个光纤线路上传输光功率的变化状态，因此其测试精度与调

制脉冲的宽度密切相关，脉冲宽度越窄测试准确度才会更高。 

4、建议采用的测试方法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采用插入法更为合理，原因如下：（1）相对替换法和 OTDR法，插入法

引入的变化量最小，没有更换跳纤或者长度、调制脉冲宽度等因素的限制；（2）在 IEC 61300-3-4标

准中，对于组件类产品测试方法的基准法即插入法，其他方法如截断法对此产品不适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采用插入法更为合理。 

三、结束语 

对于不同插针体端面类型的组件，标准未明确写出其具体的测试方法，从而各实验室的测试方法

也会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建议将调换标准纤 2插头方向的插入法补充到产品实施规则中，使此产品的

测试更为完善。 

【参考文献】 

[1]YD/T 1997.3-2015《通信引入光缆 第 3部分：预制成端光缆组件》 

[2]IEC 61300-3-4:2012 Fibre optic interconnecting devices and passive components -Basic 

test and measurement procedures -Part 3-4:Examinationgs and measurement –Atte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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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软电缆中 PVC 材料的耐老化分析 

广州艾特实验室   汤小林 

摘  要：通过分析阻燃软电缆中 PVC材料老化后热失重、断裂伸长率变化率指标不合格的原因，阐述

影响其质量的主要因素，为电力公司、通信运营商等单位采购阻燃软电缆提供指导、参考意见。         

关键字：阻燃软电缆、聚氯乙烯 PVC、老化、增塑剂 

1  引言 

电线电缆产品自从问世后给人类的生活、工作和科学事业，均带来了方便和优异条件，对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阻燃软电缆主要用于电力、通讯以及消防设施等，电缆给人

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通信电源用阻燃软电缆（如图 1所示）适用于通信局(站)及高层

建筑等电源的输、配电系统，可用于架空、管道、室内电缆沟、地下直埋。 

 

图 1 

2  阻燃软电缆特性 

阻燃性：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试样被燃烧，在撤去火源后，余焰在试样蔓延范围在规定范围

内且自行熄灭。阻燃软电缆的绝缘主材料 PVC 树脂，其主要成份为聚氯乙烯，聚氯乙烯（PVC）单链

由于存在氯的原因使得分子链成锯齿弯曲型，且单链较粗，燃烧过程会夺去一部分 H 生成 HCl，HCl

极易与燃烧过程中生成的水组合形成盐酸，从而起到一定的阻燃效果。 

柔软性：阻燃软电缆应具有很好的柔软性，弯曲半径小，可以很大角度的弯曲，具有很大的移

动自由度，可以减少敷设时的难度，尤其是在室内和小面积场合以及部位施工时对柔软些的要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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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耐气候性：为适应各地温度，气候环境不同的场合下施工与使用，阻燃软电缆应能够在各种恶

劣的环境下正常使用。 

3   阻燃软电缆 PVC 老化常见问题 

电缆类别为ZA-RVV的阻燃软电缆，其绝缘材料、护套材料均为PVC，由于PVC具有难燃、耐油、

耐电晕、耐化学腐蚀和良好的耐水性能，因而广泛用作电缆的护层材料。 

近年来，本实验室承接了大量的阻燃软电缆检测任务，发现检测结果不合格主要集中在 PVC 材

料老化后热失重、断裂伸长率变化率这两个指标。以下表 1是 2016年和 2017年该产品检测相关的不

合格指标统计情况。 

表 1 2016 年和 2017年阻燃软电缆检测相关的不合格指标统计情况 

年份 总检测组数 

PVC 材料不合格项目 

热失重 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组数 占比 组数 占比 

2016 150 61 40.7% 32 21.3% 

2017 138 45 32.6% 12 8.7% 

从表中可以看出，2016年和 2017年热失重的不合格率分别达到了 40.7%、32.6%；断裂伸长率的

变化率不合格率分别为 21.3%、8.7%。热失重和断裂伸长率变化率是衡量阻燃软电缆 PVC材料耐老化

性能的重要指标，这么高的不合格率反映出生产企业对于 PVC 材料的质量管控不到位或严重不关

注。 

通信行业标准 YD/T 1173-2016 规定对阻燃软电缆进行热失重、拉伸试验项目的试样老化温度为

（100±2）℃，时间 168小时，在如此严酷的试验环境条件下，对阻燃软电缆 PVC材料的质量要求是

非常高的。劣质 PVC 材料通过老化环境试验后不仅热失重不达标，还可能断裂伸长率的变化率过大

而不符合要求，甚至连断裂伸长率都达不到行业指标要求。一般情况下在模拟老化环境前阻燃软电

缆的断裂伸长率可达到 300%左右，但劣质 PVC材料老化后断裂伸长率有时只能达到 40%左右。 

4  阻燃软电缆 PVC 老化问题分析 

阻燃软电缆 PVC 材料的质量不仅影响电缆的绝缘电阻和耐电压等电气性能，还关系到电缆在使

用过程中老化的快慢程度，从而影响电缆的使用寿命。劣质的 PVC材料容易老化，寿命短。PVC材料

的质量还影响电缆施工的难易程度。由于阻燃软电缆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可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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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伸而不会对电缆的正常使用产生影响，质量差的 PVC 材料不利于施工过程中的弯曲与拉伸布

线，电缆容易受到损伤。 

图 2、图 3是实验室对某供应商的阻燃软电缆进行检测时其不合格 PVC护套老化环境前后的对比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老化后试样颜色出现明显的变化，并且老化后试样比较僵硬、易脆化。其测试

结果热失重 51.7g/m
2
（要求≤20 g/m2），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37.6%（要求±25%），严重偏离指标要

求。像此类模拟老化试验颜色出现明显变化的 PVC 材料，其测试结果基本上都不符合行业标准的要

求。 

                       

    图 2  老化前                     图3 老化后 

在阻燃软电缆的 PVC 材料中加入其他成分可以增强其耐热性、韧性和延展性等，其性能好坏决

定了电缆的使用寿命长短。PVC电缆料的热失重和延展性主要跟添加的增塑剂有关。增塑剂的耐挥发

性能和耐热性是决定电缆料的耐高温性能的关键，劣质的 PVC主要是添加了不良的增塑剂。 

由于 PVC 含叔氯，分子结构呈极性，易在光、热、氧等条件下，失去 Cl 而发生降解，使其电性

能及机构性能迅速下降，导致脆化，失去弹性，从而最终失去塑性使用功能。 

PVC中支持电缆料具有弹性的一般主要为增塑剂，增塑剂易挥发，在光、热、氧等条件下，增塑

剂会渐渐挥发或因氧化而分解，从而导致 PVC 电缆料本身变脆，性能下降，失去原应有的性能要

求。热失重试验就是模拟在此状态下，测试 PVC 树脂发生降解、增塑剂挥发的程度，即电缆料失去

塑性的性能优劣。热失重越大，说明在同样条件下，使用寿命越差，越易老化，反之亦然。 

5  结束语 

为改善老化性能，采用添加挥发性小的增塑剂及稳定剂、抗氧剂等，以抑制 PVC 在光热氧条件

下发生降解，减小增塑剂的氧化及挥发。如果选用的增塑剂本身质量不好、含易挥发成分较多（如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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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小分子量物质等），那么热失重就较大，产品耐老化性能差。不同的 PVC电缆料有不同的耐热等

级要求，可根据需求来选用适宜的增塑剂。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应避免使用劣质的廉价增

塑剂。选用增塑剂还应考虑其增塑效率，选用增塑效率较高的增塑剂，可以减少增塑剂用量，有利

于提高绝缘性能。 

参考文献 

[1]YD/T 1173-2016 通信电源用阻燃耐火软电缆 

[2]IEC 60227-1-2007 Polyvinyl chloride insulated cables of rated voltages up to and including 450/750V 

 

https://www.baidu.com/s?wd=PVC%E7%94%B5%E7%BC%86%E6%96%9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PhDzrjm1ujf3PHIbm17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mYnWTkrH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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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资讯】 

光隔离器与环形器的原理及测试 

信息产业数据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袁玉东 

引言：光隔离器又称光单向器，是一种光非互易传输的光纤无源器件。在光纤通信系统中总

是存在许多原因产生的反向光，例如，光发射机中光源所发出的信号光，通常是以活动连接

器的形式耦合到光纤线路中去，活接头处的光纤端面间隙会使约 4%的反射光向着光源传输。

这类反向光的存在，导致光路系统间产生自耦合效应，使激光器的工作变的不稳定和产生反

射噪声。光放大器增益发生变化和产生自激，造成整个光纤通信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若在激

光器输出端和光放大器输入或输出端连接上光隔离器，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光隔

离器的基本功能是实现光信号的正向传输，同时抑制反向光，即具有不可逆性。通常情况下，

光在各向同性或各向异性介质中的光路是可逆的，因此，光隔离器的设计必须考虑如何打破

其可逆性。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光学的基本知识，然后介绍光隔离器的组成和原理，最后介绍光隔

离器的测试方法。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利用磁光材料对光偏振态调整的非互易性实现光的不可逆传输。因

此，一个隔离体的构成主要有：起偏器或偏振分束器，由偏振片或双折射晶体构成，实现由

自然光得到偏振光；磁光晶体制成的法拉第旋转器，完成对光偏振态的非互易调整；检偏器

或偏振合束器，实现将光线会聚平行出射 

1 基本知识 

1.1 光的偏振 

光波是一种电磁波，在自由空间里，电磁波是横波，其电场与磁场的方向都垂直于电

磁波的传播方向，并且相互垂直。在正弦波的每一个周期，电场矢量和磁场矢量都会描绘出

一个椭圆形（线偏振与圆偏振是椭圆偏振的特别案例）。这椭圆的形状与定向定义了电磁波

的偏振态。下图展示出几种不同种类的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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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偏振      圆偏振       椭圆偏振 

图 1 光的偏振 

1.2 法拉第磁光效应 

在物理学，法拉第效应（又叫法拉第旋转）是一种磁光效应（magneto-optic effect），

是在介质内光波与磁场的一种相互作用。法拉第效应会造成偏振平面的旋转，这旋转与磁场

朝着光波传播方向的分量呈线性正比关系。就是线偏振光在通过磁化介质时发生偏转，其实

就是光的振动面旋转了。 

 

 

图 2 法拉第磁光效应 

对于透明物质，偏振的旋转角弧与磁场的关系为 

 

 

图 3 偏振的旋转角弧与磁场的关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Polarisation_(Linear)_With.Phase.Indicator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Polarisation_(Linear)_With.Phase.Indicator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Polarisation_(Elliptical).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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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磁光介质的材料特性，按表对应一查就行，是个常数。 

d：磁光介质的长度 

B：磁通量 （磁光介质外头包了一层磁环） 

1.3 双折射现象 

双折射现象，光学现象的一种，可以用光的横波性质来解释。当光照射到各向异性晶

体（单轴晶体，如方解石、石英、红宝石等）时，发生两个不同方向的折射；对于单光材料

来说，当光偏振方向垂直于光轴时，光所感受到的折射率为寻常光折射率，称为 o 光（ordinary 

ray、寻常光），另一束光的偏振方向平行于光轴则称为 e 光（extraordinary ray、非寻常光），

这两束光都是偏振光，当寻常光折射率大于非寻常光折射率时称之正单光轴材料，反之称负

单光轴材料。光线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射入晶体是不会发生双折射现象，这一角度称为晶体的

光轴。 

 

图 4 双折射现象 

2 光隔离器的组成 

根据光隔离器的偏振特性可将隔离器分为偏振相关型和偏振无关型。偏振相关光隔离

器不论入射光是否为偏振光，经过这种光隔离器后的出射光均为线偏振光，偏振无关型隔离

器不会对光的偏振性有影响。光隔离器的现实方案有多种，以下介绍一种常用的偏振相关型

隔离器和一种偏振无关型光隔离器。 

1.4 偏振相关光隔离器 

如下图所示是一种常见的偏振相关光隔离器的典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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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偏振相关光隔离器的典型结构 

 

整个隔离器包括两个起偏(检偏)器和一个法拉第旋转器。偏振器置于法拉第旋转器前后

两边，其透光轴方向彼此呈 45°关系，当入射平行光经过第一个起偏器 P1 时，被变成线偏振

光，然后经法拉第旋转器，其偏振面被旋转 45°，刚好与第二个检偏器 P2的透光轴方向一致，

于是光信号顺利通过而进入光路中。反过来由光路引起的反射光首先进入第二个偏振器 P2，

变成与第一个偏振器 P1透光轴方向呈 45°夹角的线偏振光，再经过法拉第旋转器时由于法拉

第旋转器效应的非互易性，被法拉第旋转器继续旋转 45°，其偏振面与 P1透光轴的夹角变成

了 90°，即与起偏器 P1 的偏振方向正交，而不能通过起偏器 P1，起到了反向隔离的作用。 

 

1.5 偏振无关光隔离器 

在光纤通信中，由于光纤波导为圆形，光波在其中传播时，偏振方向是随机变化的，

因此与偏振无关的光单向器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应用也更为广泛。偏振无关的光单向器有多

种类型，本文介绍一种常见的楔型偏振无关光单向器 

 

图 6 楔形偏振无关光单向器结构 

首先分析光信号正向传输的情况，经过自聚焦透镜射出的准直光束，进入楔形双折射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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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P1 后，光束被分为 o 光和 e 光，其偏振方向相互垂直，传播方向呈一夹角，当它们经过

45°法拉第旋转器时，出射的 o 光和 e 光的偏振面各自顺时针方向旋转 45°，由于第二个楔形

双折射晶体 P2的光轴相对于第一个晶体光轴正好呈 45°夹角，所以 o 光和 e 光被 P2折射到

一起，合成两束间距很小的平行光束，并被斜面透镜耦合到光纤纤心里面，因而正向光以极

小损耗通过隔离器，正向光传播的示意图如图 7 所示。由于法拉第旋转器的非互易性，当光

束反向传输时，首先经过晶体 P2，分为偏振面与 P1晶轴成 45°角的 o 光和 e 光，由于这两束

线偏振光经 45°法拉第旋转器时，振动面的旋转反向由磁感应强度 B 确定，而不受光线传播

方向的影响，所以，振动面仍顺时针方向旋转 45°，相对于第一个晶体 P1 的光轴 

共转过了 90°，整个逆光路相当于经过了一个渥氏棱镜，出射的两束线偏振光被 P1进一

步分开一个较大的角度，被斜面透镜偏折，不能耦合进光纤纤芯，从而达到反向隔离的目的，

反向光传播的示意图如图 8 所示。 

在单级光单向器中楔型结构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结构，这种类型结构简单，元件

数目少，构成的器件体积小，成本低，是最为经济实用的一种结构，但由于两束偏振光存在

光程差，所以存在偏振模色散，并且出射光存在 δ 的横向位移 

 

图 7 楔形光单向器正向光路图 

 

图 8 楔形光单向器反向光路图 

3 光隔离器的测试 

光隔离器的测试采用的标准依据是《YDT 1066-2000 纤维光学环行器技术条件》《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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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8-2001 纤维光学环行器》主要测试项目有衰减、隔离度、串扰、偏振模色散、回波损

耗、环境和机械性能试验。性能测试需要的仪表有单模光纤耦合高功率光源、光功率计、可

调谐激光器、偏振分析仪、回波损耗测试仪。机械性能测试需要的的仪表为振动试验仪、冲

击试验仪、高低温试验仪。 

4 小结 

光单向器是光通信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无源器件，在本文分析的各种光单向器的结构中，

楔形隔离器插入损耗小，隔离度高，器件体积小，是目前主要应用的隔离器结构。随着高速

光通信的发展，100G、400G 的光通信线路已成为通信的主流，光单向器在光网络中的应用

也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1] 许培英，王玉堂. 光纤光隔离器研制的进展[ J]. 光电子·激光，1997，8( 3)：161 -165 

[2] 宋慧德，乐志强，刘公强. 偏振相关光隔离器性能的理论分析[ J]. 通信学报，1994，

15( 4)：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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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智能制造工控安全测评体系研究 

江苏亨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陈夏裕 

引言：工业控制系统(IndustrialControlSystems，ICS)是由各种自动化控制组件以及对实时数

据进行采集、监测的过程控制组件，共同构成的确保工业基础设施自动化运行、过程控制与

监控的业务流程管控系统[1]。信息安全是指信息系统（包括硬件、软件、数据、人、物理

环境及其基础设施）受到保护，不受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

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信息服务不中断，最终实现业务连续性。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即需保证信息的保密性、真实性、完整性、未授权拷贝和所寄生系统的安全性[2]。 

工业领域的安全通常分为功能安全、物理安全和信息安全。功能安全是为了达到设备和工厂

安全功能，受保护的、和控制设备的安全相关部分必须正确执行其功能，而且当失效或故障

发生时，设备或系统必须仍能保持安全条件或进入到安全状态。物理安全是减少由于电击、

火灾、辐射、机械危险、化学危险等因素造成的危害。在 IEC62443 中针对工业控制系统信

息安全的定义是：―保护系统所采取的措施；由建立和维护保护系统的措施所得到的系统状

态；能够免于对系统资源的非授权访问和非授权或意外的变更、破坏或者损失；基于计算机

系统的能力，能够保证非授权人员和系统既无法修改软件及其数据也无法访问系统功能，却

保证授权人员和系统不被阻止；防止对工业控制系统的非法或有害入侵，或者干扰其正确和

计划的操作。”工业控制系统的信息安全不仅可能造成信息的丢失，还可能造成工业过程生

产故障的发生，从而造成人员损害及设备损坏，其直接财产的损失是巨大的，甚至有可能引

起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关键词：信息安全 工业控制 智能制造 测试评价 

 

1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需求 

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信息保护而言，包括完整性、可用性以及保密性 3 个基本需求。

完整性要求数据完整性和系统完整性，即数据未被授权篡改或者损坏且系统未被非法操作；

可用性要求确保所有控制系统部件可用，运行正常及功能实现正常；保密性要求确保所有控

制系统的信息安全，配置必要的授权访问，防止工业信息被盗取。 

工业控制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由工艺设备、过程控制硬件、网络设备和工

业计算机等组成。虽然已经超越了计算机系统的范畴，但是目前业界并未对工业控制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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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概念，而是沿袭了信息领域的定义。对于典型的工业 SCADA 系统，可以从 7 个方面

研究其脆弱性： 

 体系架构脆弱性 

 软件脆弱性 

 安全策略脆弱性 

 通信协议脆弱性 

 策略和过程脆弱性 

 平台脆弱性 

 网络脆弱性 

脆弱性属于内因，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外因导致工业控制系统的风险不断增加，主

要包含以下 4 各方面： 

 将控制系统网络与其他网络相连 

 采用那些存在已知脆弱性的标准协议和技术 

 可以从很多公开渠道获取工业控制系统技术细节 

 与不安全的或者流氓网络连接 

2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2.1 区域管道 

工业控制系统的系统包含需要考虑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范围、边界和所有控制系统

的访问点。“需考虑的系统”指与信息安全相关的设备和网络的总称。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定义和设计区域、管道的目的在于将具有相同功能性和信息安全要

求的设备分组进行标识和分析，这有利于设备和操作的管理。 

依据 IEC62443 的定义，―区域‖由逻辑的或物理的资产组成，且共享通用的信息安全要

求。区域是代表了系统分区的实体集合，基于功能、逻辑和物理关系。区域具有继承性的特

点，即子区域必须满足大区域的要求。区域的安全方针彼此独立，相互区分。 

管道是连接两个或多个共享安全要求区域通信渠道的逻辑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安全

区域，成组信息按逻辑被编成信息组在区域内或在区域外流动。一般通过分析区域内的数据

流来发现路径。 

建立通用安全区域，可一定程度上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 

2.2 信息安全等级 

依据 IEC62443 的定义，信息安全等级（SL）是相对于基于区域或管道的风险评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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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设备和系统的对策及固有特性的有效性的等级。 

为定量的方法处理一个区域的信息安全，在 IEC62443 中引入信息安全保障等级

（Security Assurance Level，SAL）。通过定义并比较用于信息安全扫描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目

标安全保障等级（SAL-T）、达到安全保障等级（SAL-A）和能力安全保障等级（SAL-C），

实现预先设计结果的安全性[3]。根据 IEC62443 系列标准，信息安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使

用了不同的 SAL。它从身份和授权控制、使用控制、数据完整性、数据保密性、受限数据

流、事件实时响应、资源可用性 7 个基本要求入手，将信息安全保障等级分为 SAL1-44 个

等级。 

根据信息安全控制实用规则（ISO27002）的要求，通过管理评估，将管理等级划分为

3 级，分别为 ML1、ML2、ML3，由低到高分别对应低级、中级和高级。 

基于 IEC62443-3-3 的技术要求，通过系统能力（技术）评估，将系统能力等级分为 4

级，由小到大分别对应系统能力等级的 CL1、CL2、CL3 和 CL4。 

根据管理评估和系统能力评估的结果，可以得到工业控制系统的评估结果，即信息安

全等级，划分为由低到高 SL1、SL2、SL3 和 SL44 级。 

 

表 2-1 信息安全等级表 

2.3 风险评估过程 

针对区域和管道风险评估，必须结合公司风险管理策略，采用有效的评估流程。风险

评估流程图如下图 3-1 所示，流程包括准备评估、开展评估、沟通评估和维持评估 4 步。 

准备评估的目标是为风险评估建立背景，关键活动包括识别风险评估的目的、范围；

明确和改进风险评估中用到的风险模型、评估方法、分析方法等。 

开展风险评估的目标是制定一个信息安全风险清单，清单中信息安全风险根据风险等

级排出优先级。关键活动包括：识别威胁源和事件、识别漏洞和诱发条件、确定发生的可能

性、确定冲击的幅度及确定风险。 

沟通评估的目标是确保公司组织的决策者有正确的与风险相关的信息，以便通知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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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风险决策。关键活动包括明确正确方法、与指定的公司股东沟通风险评估结果以及共享风

险评估结果。 

由于网络威胁和系统漏洞是不停演变的，需要公司不断考虑风险姿态以维持可接受的

残余风险等级。维护评估的关键活动包括识别仍需不断监控的关键风险因素；重新确认风险

评估的目的、范围和假设；实施正确的风险评估任务；沟通后续风险评估等。 

 

图 2-1 风险评估流程图 

2.4 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有定性和定量风险评估方法、基于场景和资产的风险评估方法、详

细风险评估方法和高层次风险评估方法，确定采用某种风险评估方法一般需要进行筛选、选

择、验证和确定 4 个步骤。 

3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 

3.1 物理与环境安全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物理与环境管理需要考虑安全区域和设备安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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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域的目标是防止对组织机构场所和控制系统的未授权物理访问、损坏和干扰。

关键或敏感的控制系统应放置在安全区域内，根据所识别的风险提供相匹配的保护，充分考

虑到物理安全周界、物理入口、办公室、房间以及设施的保护；考虑公共访问、交接区安全；

保障外部和环境威胁的安全防护。 

设备安全的目标是防止设备资产的丢失、损坏、失窃或危及资产安全，以及相关组织

机构活动的中断。需要从设备安置和保护、布线安全、设备维护、支持性设施、组织机构场

所外设备安全、设备安全处置或再利用、资产移动等多方面考虑。 

3.2 通信与操作管理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通信与操作管理需要考虑第三方服务交付管理、操作规程和职

责、系统规划和验收、防范恶意和移动代码、网络安全管理、备份、信息交换、介质处置、

电子商务服务、监视等[5]。 

第三方服务交付管理的目标是实施和保持符合第三方服务交付协议的信息安全和服务

交付的适当水准。针对第三方服务的交付，组织机构应核查协议的实施，监视协议执行的符

合性，并管理变更，以确保交付的服务满足与第三方商定的所有要求。 

操作规程和职责的目标是确保对控制系统进行正确、安全操作。应建立职责和规程，

包括合适的操作流程，实现责任分割，减少风险。 

系统规划和验收的目标是将系统失效的风险降到最小，进行预先的规划和准备并做出

对于未来容量需求的推测，以减少系统过载的风险。新系统的运行要求应在验收和使用之前

建立，形成文件并进行测试。 

网络安全管理的目标是确保网络中信息的安全性并保护支持性的基础设施，对于跨边

界的网络安全管理，需要仔细考虑数据流、法律含义、监视和保护，以保护在公共网络上传

输的敏感数据。 

备份用于保持信息和控制系统设备的完整性及可用性，对备份数据需要实施商定的备

份方针和策略。 

信息交换的目标是保持组织结构内及组织机构外信息和软件交换的安全，组织机构之

间的信息和软件交换应基于一个正式的交换策略，在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规程和标准，

以保护传输中的信息和含有信息的物理介质。 

介质处置的目标是资产遭受未泄露、修改、移动或销毁，以及业务活动的中断。介质

应收到控制和物理保护，并建立适当的操作流程。 

监视的目标是检测未经授权的控制系统活动，根据被监视的活动，使用操作员日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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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日志记录安全事态，以此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日志包括：管理员和操作员日志、故障

日志，同时，还需注意日志信息的保护、监视系统、时钟同步等问题。 

3.3 访问控制 

工业控制系统的信息访问控制需要考虑用户访问管理、用户职责、访问控制业务要求、

网络访问控制、应用和信息访问控制、移动计算和远程工作、操作系统访问控制等[6]。 

用户访问管理的目标是确保授权用户访问系统，并防止未授权的访问，对控制系统访

问权的分配应由正式的规则来控制。 

用户职责的目标是防止未授权用户对控制系统及其资产的访问、损害或窃取。 

获取授权的用户应清楚维护有效访问控制的职责，尤其再口令使用、用户设备安全方

面。 

网络访问控制应控制内部和外部网络服务的用户，防止对网络服务的未授权访问。用

户在访问网络及网络服务时不应损害网络服务的安全，确保内外网之间有合适的接口、对用

户和设备采用合适的鉴别机制、对用户访问控制系统的强制控制。 

3.4 业务连续性管理 

为防止业务活动中断、保护关键业务过程免受控制系统重大失误或灾难的影响并确保

及时恢复，需要进行业务连续性管理[7]。 

业务连续性管理过程，通过使用预防和恢复控制措施，将对组织机构的影响减小到最

低，并从信息资产的损失中恢复到可接受的程度，实施业务连续性管理过程。 

业务连续性管理，除了一般的风险评估之外，还应包括识别和减小风险的控制措施，

以限制破坏性事件的后果，并确保业务过程需要的信息方便使用。 

3.5 符合性 

符合性需要考虑安全策略和标准及技术符合性、符合法律要求、控制系统审计考虑等。 

4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测评工具 

4.1Wurldtech Achilles 

Wurldtech Achilles 测试平台是专门为控制设备生产商、最终用户及检测单位设计定制

的网络测试设备，用于测试控制设备本身的健壮性及网络安全性。能够帮助用户发现工控网

络系统中已知和未知的漏洞，采用专门为嵌入式系统设计制造的高级数据包截取、分析、生

成技术，独享全球最大的工控控制系统漏洞知识库[8]。 

Wurldtech Achilles 软件由 Wurldtech 公司开发，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总部位于加拿

大温哥华。Wurldtech 公司的主要领域是为工控领域提供专业的网络安全测试和认证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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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国际公认的工业网络安全专家，Wurldtech Achilles 认证已成为工业自动化安全领域最

权威的国际认证。 

相比于传统 IT 网络，传统的工控网络具有以下特点： 

1)强调实时 I/O 能力，而非更高的网络安全能力； 

2)极少安装普通的防病毒软件，就算安装了也难以实时更新病毒库； 

3)工业控制网络各个子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 

4)现场设备有网络或 USB 端口广泛支持 OPC 协议，大量采用现场管理工作站； 

5)不同厂商的控制设备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很多协议不公开； 

6)现场设备越来越多地具备无线接入功能； 

7)各个分厂子单位之间采用无线连接作为备份通信线路； 

8)操作人员缺乏应对黑客攻击的警惕性和经验。 

这些特点导致工控网络存在着明显的安全缺陷。随着工控网络越来越开放，工控网络

的安全缺陷更多地暴露出来。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工控网络面临的重大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工控网络的安全性，首先要提高构成工控网络的各

种设备的安全性，再通过负面测试，发现工控设备潜在的缺陷，进而采取相应措施解决或规

避这些缺陷可能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针对以上情况，Wurldtech 公司提供了对应的解决方

案——工控安全测试解决方案，主要利用 Achilles 测试平台测试工控设备的安全性和健壮

性，能够对工控网络中常见的 PLC 设备、防火墙设备、人机界面、交换机等设备进行测试

并发现缺陷，提供测试报告和解决建议。Wurldtech Achilles 测试平台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测

试方式。 

1)针对主要网络协议和工控专用协议的测试； 

2)基于知识库自动 Grammar 的测试； 

3)模拟各种风暴攻击测试； 

4)针对已知漏洞进行针对性攻击测试； 

5)通过智能 FUZZER 功能进行未知漏洞探寻； 

6)针对未知工控协议进行截包、分析及 FUZZER 测试； 

7)通过网络桥接截取 HMI 数据包自动破坏测试； 

8)用户自定义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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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协议库 

Achilles 测试平台可以进行多种负面测试，用来提高工业控制的质量、可用性以及安全

性。其中包括稳定性测试（Robustness & Resiliency）、安全性测试（Security）量化测试、In 

parallel 并联测试以及基于语法/模糊测试。 

Wurldtech Achilles 测试平台具有多方面优势，包括：自主的工控安全漏洞知识库、详

尽测试报告、系统测试 100%有效性以及多样的性能检测。 

基于 Achilles 测试平台的权威性，Wurldtech 能够提供业内最权威的安全认证。Achilles

认证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IEC(国际电工委员会)颁布了完全按照 Achilles 实施认证

制定的 62443-2-4 标准；Achilles 认证同时也是 ISA（国际自动化学会）的 Secure EDSA 认

证标准；WIB（国际仪表工具使用者协会）与 Wurldtech 合作制定了首个工厂信息安全标准，

同时也是将在欧洲发布的标准；日本规定从 2013 年起所有工控产品必须通过基于 Achilles

认证的国家标准认证。目前十大工控设备厂商已有八家采用 Achilles 认证。 

Achilles 测试平台用户主要包括工控设备商（西门子、ARB、EMERSON 等）、工业企

业（电力、水利、石油、冶金等）以及集成商和服务供应商（测评机构、实验室等）。 

4.2Codenomicon Defensics 

Codenomicon Defensics 健全性和安全性测试平台是基于协议的健全性和安全性测试，

面向 IP、Wireless 和多媒体数据，消灭软件安全漏洞，帮助系统挖掘、管理和削弱未知漏洞

威胁，针对特定的协议和文件格式的自动生成模糊测试用例，用于检测被测系统处理相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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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文件格式的自动生成模糊测试用例，用于检测被测系统处理相关协议和文件格式的健壮

性[9]。 

Defensics 工具模拟引擎是业界第一款基于状态的 Fuzz 测试用例生成器，利用深度协议

模型来智能地、精确地命中目标协议中易受攻击影响的部分，自动生成具有广泛覆盖的 Fuzz

测试用例。通过使用 Defensics，可以帮助用户： 

1)保护软件和系统的完整性； 

2)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漏洞和数据损失的威胁； 

3)在减少总体成本的同时改善服务质量，减少系统上线后的问题； 

4)提高系统正常运行的时间/减少故障时间的风险。 

该软件由 Codenomicon 公司研发，该公司总部位于芬兰奥卢，在我国香港地区有分支

机构。Codenomicon 拥有 100 多家客户，包括阿尔卡特、AT&T、思科系统、北欧银行、北

电网络、微软和诺基亚西门子通信等，为全球最大的商用 Fuzz 测试工具制造商。 

Codenomicon Defensics 提供最高质量的抢先式安全性和可靠性测试。Codenomicon 

Defensics 的核心技术称为模糊测试，其工作原理是通过有序地向受测的系统发送无效或意

外输入，从而更快速、更有效地暴露软件缺陷和漏洞。 

Codenomicon Defensics 测试平台在工控产品和服务发布或部署之前减少已知和未知的

安全威胁。在故障发生和零日攻击发起前通过建立并增强系统安全来保证系统的安全开发生

命周期（SOLC）。针对工控系统无限的潜在漏洞和难以达到更深的协议层，Defensics 测试

平台采用攻击模拟引擎形式作为感知测试用例生成器。它运用底层协议模型准确又智能地定

位协议最容易受攻击的部分，同时通过自动生成测试保证了广泛覆盖。 

Codenomicon Defensics 测试平台具备多种优点，包括最广泛的测试覆盖、数千个预建

的测试用例，Defensics 可以基于模型的智能测试用例，通过选择测试用例，减少所需的测

试用例数量，测试过程更加快速和经济；作为一个纯软件平台，Defensics 可以很容易地整

合到现有的软件开发和测试中；Defensics 可以提供准确、可付诸实施的报告。 

Codenomicon Defensics 的目标是确保任何应用和服务的安全性和健壮性。设备制造商

在实验室使用 Codenomicon Defensics 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运营商和企业用户在部

署设备前利用 Codenomicon Defensics 来检测设备的健壮性问题，及早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

避免这些问题进入运营网络而造成损失；测试机构和研究机构使用 Codenomicon Defensics

来提供测试服务以及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Codenomicon Defensics 解决方案拥有许多用户，

众多的政府机构、业界知名的软件公司、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和设备制造商使用 Codenom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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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来提升网络的安全性，提供健壮的和可靠的产品及服务。Codenomicon 在全球有超过

200 个客户，包括 Alcatel-Lucent、AT&T、Cisco、Nordea、Sony-Ericsson、Microsoft、

Nokia-Siemens 等。 

5 光纤智能制造工控安全测评体系 

5.1 智能制造行业信息安全需求 

随着我国两化融合、“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国家大力推进

工业控制系统智能化应用，企业生产与管理效率逐渐提升。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不断

深入，工业控制系统从单机走向互联，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动化走向智能化，而工业控制

系统在建设初期更多考虑的是系统的可用性，却忽略了系统之间互联互通的安全风险和防护

建设，使目前的工业控制系统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基于光纤领域的智能制造工业控制信息安全策略依据国家、行业政策，法规，标准，

结合生产的安全实际需求，建立相应的信息安全测试评价体系。 

5.2 划分区域 

为提高管理风险的效率，光纤智能制造生产网可以通过建立通用安全区域，针对不同

区域建立不同安全方针，保护生产网络的安全。 

 

图 5-1 智能制造生产网 

5.3SCADA 系统测评 

在光纤智能制造行业，业务覆盖范围广、控制逻辑简单且集中远程监控，其主要的工

业控制系统为 SCADA 系统。然而，由于我国国产化软硬件设备工作起步晚、基础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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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目前，我国除电力行业外，其他行业包括智能制造行业的 SCADA 系统都是由国外厂商

提供和实施的，并由国外承包商维护和服务，如西门子、施耐德等。 

SCADA 系统功能模块一般由数据采集、HMI、实时库、历史库和 Web 等组成，其可

靠性或可用性一般要求达到 99%以上，系统效率一般关注单服务器实时历史库支持管理容

量、实时历史库更新速度、从数据采集到人机界面显示的平均响应时间和冗余服务器的平均

切换时间等核心性能指标，系统兼容性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及 Web 应

用浏览器兼容性测试等方面。主要功能模块测试内容如图 5-2。 

 

图 5-2 SCADA 系统主要功能测试 

SCADA 系统关键性能测试包括高可靠性测试、大规模数据管理测试、高性能数据并发

测试、实时性测试及兼容性测试。 

5.4 安全管理制度 

大多数智能制造行业工厂尚未形成严格的工业信息化安全管理政策，信息安全管理制

度不够完善，系统的规划、建设、运维、废止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需求和设计管理尚未形

成制度惯例，设备管理、处理流程、人员责任等规定还不配套。 

5.5 组织结构管理 

应针对工控系统信息安全设置相关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以及明确安全管理机构各个

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分工和技能要求。提高信息管理部门与工业生产管理部门之间效沟通效

率，明确划分各个方面的负责人岗位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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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专业人员管理 

人员的安全管理明确其相关信息安全责任与义务，并确保人员遵循信息安全相关的管

理规章和要求。对专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进行能力培训提升，提高日常工作运维保

障能力。 

5.7 应急保障管理 

目前，智能制造工厂需要制定针对突发信息安全事件而导致生产业务受到影响的应急

预案（例如：PLC、仪器仪表等现关键现场控制设备故障发生时如何响应；网络阻塞，指令

下发失效时间如何恢复；SCADA 主机感染病毒应如何应对等等）。规范工业控制系统设备

操作指南、故障快速恢复指南等重要文档管理，建立梳理应急响应组织和事件处置流程。 

5.8 系统建设安全管理 

智能制造企业与智能工厂的建设，信息化系统建设是重要内容，凡是涉及到信息系统

的规划、需求、设计、开发、上线等环节，在各个阶段，应全面分析系统可能面临的信息安

全风险以及对现有系统、流程的影响。 

5.9 系统运维安全管理 

结合车间控制系统运维现状，和企业信息化发展趋势，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会从大规模

建设阶段逐步转型到“建设和运维”并举的阶段，系统运维安全体系的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

系统运维体系包括运维对象、运维内容到运维方式的管理和控制，建立健全运维安全管理标

准及制度充分保障系统正常运转。 

5.10 容灾应急管理 

车间生产系统需要建立健全容灾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容灾备份体系，通过制定合适的

应急预案，以及定期进行演练，确保在信息系统发生重大故障或灾难时，能够快速实现容灾

系统的切换或信息系统的恢复，并在系统恢复或切换期间，业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运作，

将灾难对业务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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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MPO 光缆在 5G 数据中心的应用 

肖仁贵 郭圣锋 陈亮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通鼎宽带有限公司 苏州吴江  215233） 

摘  要：本文阐述了我司生产的 MPO光缆如何适应高速和大容量数据中心中高密度的互连布

线的需要，重点从 MPO 光缆的高密度和预成端出发，浅谈 MPO光缆通过在工厂的流水线上预

制成端后实现了单根光纤的多芯连接，取代了现场端接的复杂施工作业，不仅大大减少了现

场的施工时间，也大大减少了布线系统安装的时间，同时还降低了现场施工安装对产品性能

的影响及性能不确定性的概率。 

关键词：数据中心；万兆光缆；5G；MPO；光纤连接器；OM4；光纤光缆 

 

1 引言 

4G 及以前的移动通信技术主要设计目标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联，通过语音、数据业

务，解决人们的沟通问题。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构建了虚拟的网络空间，让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变得没有距离。同时，基于移动互联网，购物、娱乐、生活、商业等方式均发生了极大的

改变。 

5G 的设计目标除了 10 倍于 4G 的带宽以外，还有少于 1/10 的时延，大于 100 倍的连

接数量，这就使得对带宽、时延、连接数要求更高的业务和应用，比如 VR/AR、高清视频、

无人驾驶、智能制造、物联网等已然成为现实。 

5G 作为驱动下一个十年信息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其超密集组网的建设方

式，将直接拉动天线、射频和光纤光缆等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暂时将关注点聚焦在光纤光缆

的细分行业上。光纤光缆除了原有的应用外，本文结合 5G 数据中心的实际需求，阐述了我

司生产的 MPO 光缆如何适应高速和大容量数据中心中高密度的互连布线的需要，重点从

MPO 光缆的高密度和预制成端出发，浅谈 MPO 光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预制成端后实现了

单根光纤的多芯连接，及其涉及到相关生产控制和制造工艺等。 

 

2 光缆的生产控制及技术参数 

数据中心用的 MPO 光缆大致可分为束状光缆和带状光缆。本文以束状光缆为例，其护

套材料主要是聚氯乙烯（PVC，防火等级为 OFNR）材料，PVC 料经过机头各区后，塑料

粒子到达模具之前已经是熔融状态，高聚物之间的分子链已被打破，成不规则状态，而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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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温水槽后，高聚物分子已经重新结晶，并且由于冷却温度的不同，结晶程度也不一样。

塑料挤出成型需采用梯度冷却的工艺，同时为保证光缆产品性能指标的一致性，还要求生产

环境为恒温车间。 

2.1 生产速度控制 

PVC 材料对生产速度的控制很严格，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生产速度的快慢，会导致

产品质量出现不稳定。 

2.2 模具的拉伸比 

模具的拉伸比对材料微观的分子拉伸关系和张力都有影响。因为模具的拉伸比越大对

材料的拉伸也越大，该处还会产生一定的拉力，该拉力会传递到牵引张力。换言之，为了使

模具口刚刚出来的材料迅速达到预先设计的工艺技术指标要求，需要加大牵引张力以更快的

速度达到冷却目的，这对护套的后收缩不利。因此，要求模具的拉伸比最好是接近 1:1，对

改善材料的后收缩越好。 

2.3 模具类型 

挤塑模具主要分为挤压式、拉管式和半挤压式（半拉管式）三种类型。 

2.3.1 挤压式模具 

挤压式模具的模芯没有管状承径部分，模芯缩在模套承径后面。熔融的塑料是靠压力

通过模套实现定型。优点：挤出的塑胶层结构紧密，能填充光缆芯表面不规则的表面空间，

外表平整。缺点：出胶速度慢，并且偏心调节困难，绝缘厚薄不容易控制。 

2.3.2 拉管式模具 

拉管式模具的模芯有管状承径部分，模芯口端伸出模套口端面或与模套口端面持平的

挤出方式称为挤管式。挤管式挤出时由于模芯管状承径部分的存在，使塑料不是直接压在线

芯上，而是沿着管状承径部分向前移动，先形成管状，然后经拉伸再包覆在光缆的缆芯上。

优点：挤出速度快，调节偏芯方便。缺点：需靠抽真空来保证护套的剥离。 

2.3.3 半挤压式模具 

半挤压式模具（见图 1）会让材料对缆芯产生较大的压力，能填充缆芯小的空隙，增加

绝缘层与缆芯的剥离强度，绝缘层截面的均匀度受模具的孔径及缆芯定位的影响。优点：压

力中和，保证护套的剥离；拉伸小，护套后收缩小。因此，最佳的模具是选用半挤压式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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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半挤压式模具 

2.4 相关技术参数 

MPO 光缆通常用于数据中心内的水平与主干传输，具有较高的传输带宽。光缆中用的

OM4 光纤为激光优化的光纤类型，可以在 850nm 传输窗口提供更高的传输带宽，且传输距

离可以支持到 550 米。 

2.4.1 光缆相关参数及结构 

表 1 光缆参数 

项目 单位 参数值 

光纤芯数 / 12 

涂层颜色 / 蓝，橙，绿，棕，灰，白，红，黑，黄，紫，粉红，青绿 

加强元件 / 芳纶纱 

光缆尺寸 / 3.0±0.1 

外被颜色 / 水蓝色 

外护套材料 / PVC（防火等级 OFNR） 

拉伸力 N 300 

弯曲半径 mm 动态20*D（D：光缆外径）静态10*D（D：光缆外径） 

操作温度 ℃ -20～+60 

储存温度 ℃ -5～+50 

光纤衰减 dB/km ≤3.5 @850nm  ≤1.5 @1300nm 

 

典型的光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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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缆结构图 

 

2.4.2 光纤技术参数 

多模光纤技术已由 OM1 发展到现在的 OM4，除了改善高带宽以外，还有少于 1/10 的

时延，大于 100 倍的连接数量，这就使得用户对带宽、时延、连接数要求更高的业务和应用

都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成为数据中心布线的最佳选择方案之一。 

表 2 光纤技术参数 

光纤参数 单位 
光纤类型 

OM2 OM3 OM4 

满溢带宽 850nm MHz*km 500 1500 3500 

有效带宽 850nm MHz*km 不规定 2000 4700 

满溢带宽 1300nm MHz*km 500 500 500 

纤芯直径 μm 50±2.5 

包层直径 μm 125±1.0 

涂层直径 μm 242±5 

芯层/包层同心度 μm ≤1.0 

包层不圆度 % ≤1.0 

涂层/包层同心度 μm ≤10 

在一个传输带宽需求高的、典型的链路中，光模块的成本相当昂贵，在数据中心投资

的时候，采用 OM4 光纤就可以保证充分利用当前的多模光纤技术，降低当前系统的整体造

价，当系统需要升级到更高速率的系统时，如 40G 或 100G 的时候，OM4 仍然可以使用并

将更加节约成本。 

 

3 MPO 光缆的优势及应用 

3.1 MPO 光缆的优势 

在数据中心应用 MPO/MTP 光缆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光纤带                 

芳纶          

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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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投资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虽然应用 MPO/MTP 光缆对集成商的前期和实际现

场勘察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但也能充分保护投资方对于项目的控制权和使用产品的知情权，

避免材料浪费和项目投资的风险。 

（2）经济适用，从总体上看，MPO/MTP 预成端方式没有增加额外的成本。 

（3）操作简便、易于安装、节约安装时间，可即插即用。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例如敷设 1 根 288 芯的光缆，3 个施工人员，2 套设备，采用传统的熔纤方式，铺设需要约

2 个小时，熔纤加上安装的时间大约需要 8 个小时，一共约 10 小时，而如果采用 MPO/MTP

预成端光缆，铺设时间仍为 2 个小时，但安装时间大大减少，大约只需 45 分钟，这无疑在

时间成本上有着巨大的优势。 

（4）MPO/MTP 预成端光缆是在工厂里进行完全测试的，而安装过程没有附加其他产

品，现场测试操作简单。 

（5）光纤链路保护充分，没有熔接点和裸光纤暴露在空气中，不会有老化、接头断裂

等问题。 

（6）维护方便、安全，MPO/MTP 预成端光缆分支器的机械性能非常出色，维护或操

作过程不会影响光纤正常使用。 

（7）可重新安装和移动，MPO/MTP 预成端光缆的分支器可快速的插拔和移动，根据

需要重新安装。 

3.2 MPO 光缆的应用 

与普通光缆相比，MPO/MTP 光缆的主要特点在于高密度和预成端，而最终体现在

MPO/MTP 多芯接头上。纵观产业的发展，光纤接头有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为

了节省空间，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光纤接头从传统的 FC、ST、SC 发展为 LC、MTRJ。第

二阶段不仅为了节省空间，而且要满足多芯使用的要求，光纤接头从 LC、MTRJ 向 MU、

MPO/MTP 演变。 

现在，一个 MPO/MTP 多芯接头可以满足 12 芯、24 芯、72 芯等的高密度要求。更重

要的是，MPO/MTP 光缆通过在工厂的流水线上预制成端后实现了单根光纤的多芯连接，取

代了现场端接的复杂作业，不仅大大减少了现场的施工时间，也大大减少了布线系统安装的

空间，同时还降低现场施工安装对性能的影响以及性能不确定性的概率。 

 

4 MPO 光纤连接器制造工艺及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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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PO 连接器类型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 MPO 连接器主要有 SENKO、US-CONEC 及日本、韩国一些品牌，

因其用量少、加工精度要求高，国内供应商很少。MPO 连接器（公头）零件有：防尘帽、

外壳、插芯、插芯底座、PIN 针、弹簧、支持管、压环、尾管；MPO 连接器（母头）零件

有：防尘帽、外壳、插芯、插芯底座、弹簧、支持管、压环、尾管。 

4.2 MPO 光纤连接器优点 

MPO/MTP 光纤连接器通过 Pin 针和定位孔的结构配合适配器实现精准定位连接，可提

供高达 12 倍以上标准连接器的密度，采用 4 芯、8 芯、12 芯等带状光缆，极为显著地节约

机房空间和部署成本。其优点如下： 

表 3 连接器优点 

高密度性 

单个 MPO / MTP连接器一般能容纳 12芯甚至更多的纤芯 

1U高度的配线空间能容纳高达 96个 LC光纤接口 

节省箱体和机架空间，利于对线缆的管理 

普通光纤配线架最高配接高达 15,000芯光纤容量 

高可靠性 
扇出组件及分支跳线全部由工厂进行预端接，全部经由高精度仪器测

试，确保系统可靠性 

低成本 
节省安装、测试时间，降低劳工成本，缩短数据中心建设工期 

降低耗材成本和对箱体空间的需求 

可扩张性 

面向未来的网络基础设施 

支持 10/100-1Gbps以太网和光纤通道标准 

单模超过 10Gbps的能力 

简单易用 
模块化设计，易于安装，移除和配接调整 

设计简单，易于操作，安装和测试 

MPO/MTP 光纤连接器相比于传统的光纤连接器，提供了 12、24 倍乃至更高的光纤容

量，对目前机房 40G 和 100G 高带宽提供了更好的方案。 

4.3 MPO 光纤连接器制造工艺 

    MPO 光纤连接器是一种多芯多通道插拔式连接器，广泛应用于高密度数据中心的

数据传输，是一种在工厂制造的预制成端产品，其大致工艺如下： 

 

 

 

 

穿散 剥外皮 剥纤 固化 

前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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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艺流程图 

在此工艺基础上，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1）将对应研磨盘放到装盘底座上，然后依次将待研磨的插芯窗口向外放入研磨盘卡

槽内，用左手食指和中指轻压待锁紧的插芯尾部，右手用六角扳手锁紧螺钉，然后用肉眼检

查每颗插芯尾端是否紧贴研磨盘上平面，未紧贴的插芯需重新装夹。 

（2）将砂纸平铺在桌面上，手持研磨盘轻压在砂纸上，以画圈轨迹运行 3～5 秒，然

后用肉眼检查每只插芯前端头胶是否去尽，如未去尽可重复操作。 

（3）用高压气枪清洁时，研磨盘需处于垂直位置，高压气枪先吹中间，然后沿着研磨

盘的方向顺时针吹，切勿伤到插芯。 

 

4.4 光学性能指标 

表 4 连接器光学性能指标 

型号 测试波长（nm） IL（dB） RL（dB） 备注 

MPO（SM）低损耗 1310&1550 <0.35 
>50（PC） 

>60（APC） 
/ 

MPO（SM）标准损耗 1310&1550 <0.8 
>30（PC） 

>50（APC） 
行标值 

MPO（MM）低损耗 850 <0.3 N/A / 

MPO（MM）标准损耗 850 <0.7 N/A 行标值 

 

4.5 光学性能指标干涉检测标准（参照 IEC61300-3-30 见下表 5） 

表 5 光学性能指标干涉检测标准 

序号 测量参数 

1 插芯曲率半径 X 小于（mm） 大于（mm） 

研磨 3D 测试 光学性能测试 后端组装 

成品 

后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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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2000 

2 插芯曲率半径 Y 
最小值（mm） 最大值（mm） 

5 - 

3 插芯倾斜角度 X 
最小值(°) 最大值(°) 

-0.20 0.20 

4 插芯倾斜角度 Y 
最小值(°) 最大值(°) 

-0.2 0.2 

5 光纤高度 
最小值(nm) 最大值(nm) 

1000 3500 

6 光芯曲率半径 
最小值（mm） 最大值（mm） 

1 - 

7 最大相邻光芯高度差 500 

 

5 MPO 光纤连接器制造工艺探讨 

5.1 固化前工序 

穿散件前需要检查散件的规格、线材的规格，注意零件是否有破损、脏污、变形和色

差等现象，且不能出现多穿、反穿、漏穿和混穿。 

用剥线钳剥完光缆外皮后，检查光纤有无损伤（轻弹光纤），检查被分开的外缆皮两边

外缆是否均匀，用剥纤对比卡对比剥皮尺寸，每次使用剥线钳必须清理干净。 

穿插芯前先用无尘纸蘸酒精清洁裸光纤，插芯窗口同一朝上，光纤固定器必须推入插

芯尾部窗口内的台阶。注胶时，必须有头胶，不能有溢胶、缺胶现象，针头不得触碰到光纤，

防止断纤，注胶后必须做 3～4 次活塞运动。 

5.2 固化工序 

固化前必须将光缆固定牢固，固化时不能有翘起、脱落和插芯窗口内缺少胶水等现象，

固化完成后胶水呈琥珀色，插芯必须有头胶。 

5.3 研磨工序 

切光纤时注意需要冷却后才可切除，插芯表面无残胶，按照研磨步骤进行研磨。用研

磨盘装卸 MPO 插芯时，注意轻拿轻放；拧压块螺钉时，注意不要用力挤压导致插芯损坏；

返工时，注意返工步骤和返工次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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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组装工序 

组装时，注意光纤不要折弯，检查芳纶纱是否均匀分布在支持管周围，检查光缆外护

套是否包裹在支持管尾部。压接前检查多余的芳纶纱是否剪去，压接时，注意压环必须平放

在压接治具内，不能歪斜。 

 

6 结束语 

随着数据吞吐量的增加，40G 和 100G 已经成为数据中心布线系统的趋势和热点，

MPO/MTP 光缆是数据中心结构化布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配线架、连接器、适配器和

相关设备、材料等就是重要骨干网的基础设施。 

假设，从建筑物的一侧运行一根 12 芯 MPO/MTP 光缆，它可以提供 12 个连接的数据，

每一个连接都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想象一下 1U 机架式接插板，就可以提供数据来运行一

个完整的 288 端口交换机，随着当今日益增长的高吞吐量需求，MPO/MTP 光缆在数据中心

大量应用已然成为趋势。 

通鼎互联作为布线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还提供定制设计。现在将专为数据中心可

靠而快速的操作而设计、生产 MPO/MTP 光缆，这些光缆的明显好处是减少了空间需求并提

高了可扩展性，从而大大节省了空间和成本。 

 

参考文献 

[1] YD/T 1258.2-2009 室内光缆系列 第 2 部分：终端光缆组件用单芯和双芯光缆 

[2] YD/T 1258.4-2005 室内光缆系列 第 4 部分：多芯光缆 

[3] YD/T 1258.5-2005 室内光缆系列 第 5 部分：光纤带光缆 

[4] ISO/IEC 11801 OM3/OM4 规范 

[5] YD/T 1272.5-2009 光纤活动连接器 第 5 部分：MPO 型 

[6] GR-1435-CORE 多芯光纤连接器通用规范 

[7] IEC 61754-7-2008 纤维光学连接器接口 第 7 部分：MPO 类连接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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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意见争鸣】 

示波器带宽对信号 SPD 残压测试的影响 

信息产业部通信产品防雷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王俊艳 

摘要：本文从 IEC61643-21对电信和信号网络的 SPD 冲击限制电压试验的要求出发，对测量

仪器的带宽对冲击限制电压的测量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不同的带宽下限制电压波

形和峰值进行了对比，分析和试验结果均表明：IEC61643-21对电信和信号网络的 SPD冲击

限制电压测量仪器的带宽要求不够具体，当测量带宽很高时，会导致测量到的冲击限制电压

含有大量的高频振荡波形并且峰值大大超过技术规范要求的 Up，当测量限制带宽低时，能够

在不改变任何技术参数的情况下使得测量到的冲击限制电压满足技术规范要求的 Up。 

关键词：SPD；冲击限制电压；测量带宽 

1 引言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系统正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雷电灾害对

其造成的威胁和危害也愈来愈大，每年都有多起因雷击造成计算机及网络通讯设施损坏，从

而导致信息传输中断、信息受损乃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事故发生。 

网络系统考虑更多的是感应雷及雷电波入侵的防护问题。而浪涌保护器（SPD）可以限

制雷电反击、侵入波、雷电感应和操作过电压而产生的瞬时过电压和泄放电涌电流，通过对

电源线路和通信线路等雷电入侵路径加装浪涌保护器（SPD），来阻止或减轻雷电对网络系统

的冲击。对信号和网络的浪涌保护器（SPD）冲击限制电压的测量就显得异常重要。目前

IEC61643-21标准对冲击限制电压的要求为其峰值不超过厂家设计规定的保护电压水平，用

于测量的波形记录仪至少应满足IEC61083-1规定的相关要求，标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测量带

宽的要求。这就会给实际操作带来一些问题，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的判断依据不统一。本文

认为这需要引起电信和信号网络的浪涌保护器（SPD）设计和检测者的注意。 

2 冲击限制电压测量仪器带宽要求的分析 

图 1 是冲击限制电压试验的等效电路[1]，其中 G 是组合波发生器，O 是示波器，V，I

是电压限制型或电压电流限制型 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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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冲击限制电压试验电路 

Fig. 1 test circuit for impulse-limiting voltage 

由图 1 可知，在试验电路按照标准要求尽量靠近 SPD 端子的情况下，保持电路不变，

那么测量电压的影响仅仅决定于测量示波器的硬件和软件设置。如果示波器软件设置不变，

那么测量结果只决定于示波器硬件设置。 

2.1 标准的相关规定 

IEC61083-1 对于冲击测量仪器的要求中只给出了采样率、分辨率、上升时间等要求，并

未对测量仪器的带宽给出具体要求。在 IEC61083-1 对冲击测量仪器的要求中，上升时间要

求不大于 15ns，对应于 IEC60060-2 1994 的规定为:为重现可能叠加在冲击上的振荡测量系统

的上限频率 f2 或其部分响应时间应满足： 

对于峰值上的振荡 f2>5MHz 或 Tα<30ns;  

对于波前振荡 f2>10MHz 或 Tα<15ns。 

在新版的 IEC60060-2 2010 做了如下修订：为了重现记录曲线上可能叠加在冲击波上的

振荡，测量系统的上限频率可达数 MHz，若测量系统的响应参数 Tα等于或小于数十 ns，则

认为可满足要求（见附录 C）。这些限值仍在考虑中。 

2.2 带宽和上升时间的关系的分析 

上升时间通常规定为信号从其稳态最大值的 10%到 90%所用的时间。 

带宽和上升时间的关系对于不同的响应类型其关系系数也不同，通常分为高斯响应型和

平坦响应型。一般情况下，其关系式如下： 

高斯响应型的关系为：
Tr

BW
35.0

 （一阶高斯型 RC低通滤波器的响应模型） 

平坦响应型的关系为：
Tr

BW
5.0~4.0

  

（式中 BW为带宽，Tr为上升时间） 

两台示波器具有相同带宽性能可以有不同的上升时间，以及不同的幅频响应和相位响

应。因此，只知道示波器的带宽，将无法可靠地知道其测量能力或其能够准确捕捉复杂信号

(像高速串行数据流)的能力。同时，示波器的真实的上升时间和从示波器带宽计算出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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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结果是否一致值得商榷。要得到示波器真实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唯一可靠的途径就是

利用一个上升时间比示波器快的多的理想阶跃信号去测量。 

   综上分析，目前 IEC 标准没有给出具体的带宽要求，仅仅提出了上升时间的计算公

式和相关要求，同时，上升时间和带宽的关系又不能严格按照公式计算出来。新的

IEC60060-2010 也没有对其限值做出具体的新的规定，所以其实整个测量系统和仪器的带宽

实际上没有给出具体的限值。只能参照目前标准的推荐，只要测量系统的上限频率可达数

MHz，若测量系统的响应参数 Tα等于或小于数十 ns，则认为可满足要求。这就会导致，仪

器采用不同的带宽或仪器的带宽相差比较大的时候，测量结果会有较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品

设计和检验依据的统一性。 

3 不同带宽测量冲击限制电压时的验证性试验 

为了检验本文的分析，本文对某厂家的一款信号和网络用 SPD 产品在不同带宽下进行

了验证性验。 

试验时，采用图 1 所示电路图，示波器型号为 DSO7104A，SPD 为某厂家生产的信号网

络用保护移动通信频段收发系统的浪涌保护器。按照标准要求，线路尽可能靠近 SPD 的端

子并保持不变。 

当采用 1GHz 的带宽进行冲击限制电压的测量时，得到的波形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1GHz 带宽时，冲击限制电压波形图 

Fig.2 Impulse-limiting voltage on test object measured by 1GHz bandwidth oscilloscope 

图 2 为示波器带宽为 1GHz 同时组合波发生器的波形为 C2:4kV/2kA 时，SPD 相应测试端

子间的冲击限制电压波形，从试验波形图 2 中可以看出，测量到的冲击限制电压波形含有大

量的高频振荡，其峰值电压为 52V，而此 SPD 技术文件中厂家规定的保护电压水平 Up 仅仅

为 20V。所以其峰值电压大大超过了厂家设计的保护电压水平。根据标准的要求，此次测量

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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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GHz 带宽时，被试品上的限制电压波形和短路电流波形 

Fig.3 Impulse-limiting voltage on test object and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waveform measured 

by 1GHz bandwidth oscilloscope 

 
图 4 1GHz 带宽时，被试品上的限制电压波形和短路电流波形 

Fig.4 Impulse-limiting voltage on test object and the short-circuit current waveform measured 

by 1GHz bandwidth oscilloscope 

图 3 和图 4 为示波器带宽为 1GHz 同时组合波发生器的波形为 C2:4kV/2kA 时，更换 SPD

后相应测试端子间的冲击限制电压波形及电路电流波形。同样，测量到的冲击限制电压也含

有大量高频振荡，其峰值电压为 28.7V。通过对短路电流和冲击限制电压峰值出现的时间先

后关系的分析，可知最大峰值电压是出现在短路电流之后约 150ns，因此此峰值电压 28.7V

为冲击限制电压的测量值，并不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产生的，并且该峰值电压也已经大大超

过了厂家设计和规定的保护电压水平 Up 值 20V。 

然而，改变示波器限制带宽为 25MHz，其他电路保持不变，SPD 采用图 2 时用的同一个

样品。得到的波形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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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5MHz 带宽时，冲击限制电压波形图 

Fig.5 Impulse-limiting voltage on test object measured by 25MHz bandwidth oscilloscope 

从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同样的电路和同样的试品，测到的波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 2

波形中包含的高频振荡没有了，同时冲击限制电压的最大峰值也只有 13.75V。在仅仅改变

了带宽的情况下，满足了厂家设计和规定的保护电压水平 20V。此时的测试方法、电路及带

宽限制为 25MHz 也是符合标准要求的。 

4 结论 

本文的分析和试验均表明：目前 IEC61643-21对电信和信号网络的 SPD冲击限制电压测

量仪器的带宽要求不够具体，当测量带宽很高时，会导致测量到的冲击限制电压含有大量的

高频振荡波形并且峰值大大超过技术规范要求的 Up，当测量限制带宽低时，能够在不该变任

何技术参数的情况下使得测量到的会导致测量到的冲击限制电压满足技术规范要求的 Up。这

就会造成评判的依据不统一，影响产品的质量监督和鉴定。 

参考文献： 

[1] IEC61643-21 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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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T 901 通信用层绞填充式室外光缆 2017 修订版解读 

成都泰瑞通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宋志佗 

摘要：YD/T 901-2009 通信用层绞是室外光缆在 2017 年进行了修订，预计在 2018 年发布实

施，本文解读了该标准的主要变化内容和主要思路。 

关键词：室外光缆；标准；层绞式 

1 引言 

用于通信的室外光缆主要有层绞式室外光缆，中心管式室外光缆，层绞式光纤带光缆，

骨架式光纤带光缆，中心管式光纤带光缆，自承式光缆，微型自承式光缆，路面微槽光缆，

下水道光缆，气吹微型光缆，拉远光缆等等。层绞式室外光缆是我国光通信网络最主要的光

缆结构形式，其特点是结构经典，性能优异可靠，技术成熟，广泛应用于核心网及接入网的

干线传输，在干线网络中占据有 60%以上的比例，在光传输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层绞式室外光缆对应的通信行业标准是 YD/T 901—2009《层绞式通信用室外光缆》，该

标准的现行版本（以下简称 09 版标准）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发布，9 月 1 日实施，标准至

今实施已 9 年，这期间光缆产品有了细分，光纤有了 G.657 弯曲损耗不敏感光纤和用于陆地

的 G.654 大有效面积低损耗光纤，结构细节有了多样化的需求，因此，2017 年对 901 标准

进行了修订（以下简称为修订版标准），并通过了会议审查、形成了报批稿，预计 2018 年发

布实施。由于 901 标准涉及的产品使用非常广泛，其产品标准在业界也受到高度关注，因此

本文对这次修订的内容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对标准修订时的考虑思路进行了介绍。 

本次修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维持室外光缆产品指标要求不变，不轻易降低产品指标要

求；在原有标准基础上，根据技术发展，增加了部分要求，明确了细节描述；将干式光缆不

再纳入到标准中，计划单独起草标准。 

 

2 标准变化及考虑 

2.1 结构及分类 

2.1.1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由―层绞式通信用室外光缆‖改为―通信用层绞式填充室外光缆‖，明确为填充

式。09 版标准中包括有全填充式（松套管和缆芯均用油膏进行填充）、半干式（松套管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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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填充，缆芯用阻水纱、阻水带、阻水粉等固体材料进行填充）、全干式（松套管及缆芯均

用阻水纱、阻水带、阻水粉等固体材料进行填充）三类，修订版标准仅包含填充式和半干式，

不包含全干式，全干式将另外单独起草标准。 

09 版标准对全干式光缆虽然有要求，但描述的不详细，如果增加更多的全干式描述，

则易冲乱最常用的填充式光缆，故单独写标准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全干式光缆由于其具有施

工方便（省去接续施工时去除油膏的麻烦，提高接续效率）、避免接续施工时丢弃油膏而污

染环境，在北美等外国应用的较多，我国用的较少，随着技术的成熟，以及重视环保和接续

效率，将来全干式光缆在我国也是一个好的选项，具有发展潜力。 

2.1.2 范围界定 

修订版标准的范围第 2 段为：―本标准适用于管道、直埋、水下、非自承式架空等常规

敷设方式的通信核心网及接入网用全填充式和半干式光缆。本标准不适用于气吹敷设的微型

光缆和全干式光缆‖。对于不适用范围仅说明了典型的类型，非典型的没有全部列出，例如

轻型光缆、自承式光缆、路面微槽光缆、光纤带光缆等等，这些光缆各自都有单独的标准。

另外，因标准名称中限定为通信用，故电力用全介质 ADSS 光缆等在范围内不再重复列为

不适用。 

标准中是否有必要分核心网与接入网，并给出不同的指标要求。从要求的合理性来说，

核心网的重要性比接入网高，理应给出不同的指标要求，但考虑到核心网光缆与接入网光缆

更多的是结构选型有差别，不同结构会有不同的机械性能要求，另外温度性能在标准中也有

多个选项，这些已经能够满足核心网与接入网的不同需求。还有，同一结构区分核心网用和

接入网用的意义不大，实质性的差别很小，如果区分的话，会无谓增加运营商及生产商的管

理成本，因此没有从指标上进行区分核心网与接入网。 

2.1.3 型式代号及典型结构应用 

型式代号中，修订版标准增加了 HT——半干式；8——外护层中铠装层的非金属杆铠

装，8——外护层中外被层的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外被层。这些代号在 YD/T 908—2011《光

缆型号命名方法》中没有涉及。 

扩展了 A 护套和 S 护套的含义，即 A 护套为―铝—塑料粘接护套‖，S 护套为―钢—塑料

粘接护套‖，当塑料层为聚乙烯时，与已有习惯一样，表示为 A 或 S；塑料层为阻燃聚乙烯

时，表示为 ZA 或 ZS，塑料层为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时，表示为 AH 或 SH。这样遵循了

YD/T 908—2011 的先表示是否阻燃，再表示护套材料和结构的先后原则，同时省略了聚乙

烯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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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标准列出了常用的结构型式及名称，在标准的表 1给出了主要结构的应用场景建议。

由于光缆有了更多细分和特殊要求，故在典型结构及标准的表 1 中增加了半干式，如

GYHTA、GYHTS 等；增加了阻燃光缆 GYTZA56,即内外护套均为阻燃聚烯烃，GYTAH58，

即内外护套均为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增加了非金属铠装光缆，如 GYFTY73、GYFTY83。 

实际中光缆的型号很多，标准中仅仅列出了比较常用的结构型式，与之相近的结构型式

没有全部列出。 

标准的表 1 中的直埋是指传统的直埋。传统的直埋光缆在敷设时，将光缆直接埋于土壤

中，这种方式光缆通常为双护套，如 GYTA53、GYTS53 等，目前这种方式使用的较少。近

些年光缆直埋大多是将塑料管（通常为硅芯管）埋于电缆沟，将光缆穿在塑料管中，这样使

用架空或管道用的单护套光缆就可，如 GYTA、GYTS 等等，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一次投资成

本较高，但今后再施工方便，且避免反复开挖沟槽，对光缆也有良好的保护作用，综合成本

并不高，这种方式目前使用的比较多，且提倡使用这种方式。 

2.1.4 不锈钢带 

为了防止老鼠等啮齿类动物对光缆的损坏，有些光缆将护套中的金属层由普通钢带，改

为不锈钢带，这样当老鼠咬坏塑料护套后，因不锈钢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从而使缆芯得以

长期保护。不锈钢复合带在 YD/T 723《通信电缆光缆用金属塑料复合带》已有涉及，修订

版标准引用了 YD/T 723，故 901 标准中使用不锈钢复合带有据可依，并未排斥不锈钢带。 

在光缆型式中是否对不锈钢给出标识，YD/T 908 和其他标准都没有涉及，在起草时试

图添加，但比较困难，因为钢—塑料粘接护套，即 S 护套是一个特定结构，分解它或增加

派生形式都使得型号变得复杂，况且这种不锈钢复合带光缆毕竟是少数，故没有给出专属代

号，留作买卖双方自行确定。 

2.1.5 填充 

09 版标准分了填充式、半干式、全干式，并界定为： 

填充式：即光缆护套或如果有的内衬套内的所有间隙用膏状复合物连续填充。 

半干式：即光纤松套管内的间隙用膏状复合物连续填充，光缆内的其它间隙放置固态阻

水材料。 

全干式：即光缆内的所有间隙都放置固态阻水材料。 

修订版标准不包含全干式，但三种方式的界定描述没有问题，维持不变。是否需要将―填

充‖式重新命名为―全填充‖式，以与半干式和全干式区别。考虑到填充式应用最广，且从文

字上能够与半干式和全干式区别开来，重新命名的意义不大，如果重新命名，意味着要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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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填充式‖全部改为―全填充式‖，这会带来很多无谓更改的工作量，给管理增加麻烦。 

 

2.2 材料及构件 

2.2.1 铝塑复合带厚度。 

09 版标准中铝塑复合带的标称厚度为 0.15mm，这个标称厚度是指金属带的厚度，单面

复合塑料膜后的厚度为 0.21，双面复合塑料膜后的厚度为 0.27mm。 

铝塑复合带在光缆中的作用主要是防潮，以及排放感应雷电，限制可能出现的护套回缩，

有限的增强机械性能（如抗压、抗拉）。仅从防潮的角度看，似乎铝带可以再减薄一些，但

减薄后其他作用就会减弱，减薄后铝带强度会减弱，容易在光缆生产中拉断，影响产品标准

段长。另外在施工及运行受力时复合铝带容易断裂。断裂情况分同一截面的铝带部分断裂，

同一截面的铝带全部断裂，铝带断裂虽然对防潮性能影响不是太大，但对排放感应雷电影响

很大，造成的似断非断状态，容易引起打火放电。而且铝带断裂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测试电

气通断，也仅仅排除全部断裂的情况，无法排除部分断裂的情况，而无论全部断裂，还是部

分断裂，都会影响排放感应雷电的导电能力，所以这次修订时维持原有厚度 0.15mm 不变。 

2.2.2 钢塑复合带厚度 

09 版标准中钢塑复合带的标称厚度为 0.15mm，这个标称厚度是指金属带的厚度，单面

复合塑料膜后的厚度为 0.21，双面复合塑料膜后的厚度为 0.27mm。 

由于钢带比铝带强度高很多，钢塑复合带在光缆中的作用除了防潮、排放感应雷电外，

与铝塑复合带相比，它具有更好的限制护套回缩功能，能更好的增强光缆的机械性能，如抗

冲击、抗拉、抗压等。 

钢塑复合带过厚，刚性强，对增强光缆机械性能有益，但在光缆扭转试验时，在光缆施

工受扭时，有时候会出现护套被割开的现象，故合适厚度和硬度的钢带，良好的纵包成形、

护套材料具有的柔韧性非常重要，鉴于实际中时有护套被钢带割开的现象，为了规避护套被

割开风险，很谨慎的对钢带厚度做了调整，将钢带厚度由标称厚度为 0.15mm，修改为钢带

最小厚度不小于 0.13mm。实际中对于有防鸟枪、防老鼠等特殊要求的，钢带厚度宜至少

0.15mm 以上。 

2.2.3 光纤性能 

本次修订时，成缆后且在光缆产品中需要进行测试的光纤指标仍然由附录 A 给出，这

样使用光缆标准时，免得再去翻阅光纤标准，为使用 YD/T 901 提供方便。 

本次修订时，GB/T 9771—2008《通信用单模光纤》的 6 个部分也同期进行了修订，同



 

128 
 

时也制定了通信行业标准―截止波长位移单模光纤特性‖，即 B1.2 光纤。故光纤指标除了衰

减保持了 09 版标准的原有水平而没有降低外，其它指标基本引用了新修订的光纤标准。 

修订版标准增加了 B6 类弯曲损耗不敏感光纤，这种光纤分有四个子类，分别为 B6a1，

B6a2，B6b2，B6b3，由于 B6a1、B6a2 与 B1.3 能够良好兼容，且具有良好的弯曲性能，所

以在接入网中得到了大量使用，YD/T 901 标准涉及的光缆也广泛应用于接入网，故将 B6

光纤纳入到新标准中。 

2016 年 9 月 ITU-T 给出 B1.2 光纤新的分类和具体指标，类别由三个（B1.2a、B1.2b、

B1.2c）增加到五个（B1.2a、B1.2b、B1.2c、B1.2d、B1.2e），其中前四个主要使用于海缆。

B1.2e 是应用于陆地的大有效面积低损耗光纤，具有和 B1.3 光纤同等的宏弯损耗性能。B1.2e

光纤虽然目前存在与 B1.3 模场直径不兼容，生产成本高的问题，但从长远考虑，以及标准

的包容性，故这次修订时将 B1.2e 纳入到了修订版标准中。 

2.2.4 光纤衰减不连续性 

修订版标准增加了光纤衰减不连续性，具体要求为：光纤连续长度上应无大于 0.1dB 的

不连续点。B1.1、B1.3、B6 类光纤测试波长为 1310nm 和 1550nm，B4、 B5、B1.2e 类光纤

测试波长为 1550nm。 

增加此项要求意在监控成缆后的光纤是否有明显瑕疵。 

2.2.5 光纤衰减不均匀性 

09 版标准中规定有光缆中光纤衰减的不均匀性，要求为：在光纤后向散射曲线上，任

意 500m 长度上的实测衰减值与全长上平均每 500m 的衰减值之差的最坏值应不大于

0.05dB。这次修订时删除了该要求，将此要求看做是光纤的要求，成缆后的光纤不再考察此

要求。 

新修订的 GB/T 9771 中，增加了光纤不均匀性，要求为： 

B1.1、B1.3 类光纤在 1310nm 和 1550nm 波长上，光纤后向散射曲线任意 2000m 长度上，

实测衰减系数与全段长平均衰减系数之差的最坏值应不大于 0.05dB/km。 

B4、B5、B1.2 类光纤在 1550nm 波长上，光纤后向散射曲线任意 2000m 长度上，实测

衰减系数与全段长平均衰减系数之差的最坏值应不大于 0.05dB/km。 

2.2.6 200 微米涂覆光纤的引入 

新修订的 GB/T 9771《通信用单模光纤标准》中，增加了涂覆直径为 200 微米的光纤，

这种光纤技术近几年有了进展，除了涂覆层剥离强度与普通涂覆光纤不同外，其他指标与普

通涂覆光纤保持一致，这对高密度光缆，微型光缆具有重要意义。而 YD/T 901 标准大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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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干线传输，且对密度无特别要求，故这次修订没有将其纳入。  

2.2.7 护套耐环境应力开裂的取样 

09 版标准中护套耐环境应力开裂试验方法引用了 YD/T 837.3《铜芯聚烯烃绝缘铝塑综

合护套市内通信电缆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环境性能试验方法》，而 YD/T 837.3 中取样规定

为：对于直径 30mm 及以上的电缆，在护套外侧横向直接获取，如图 1 所示，试样尺寸为

38mm×13mm，厚度为电缆的护套厚度。如果电缆直径小于 30mm，则用颗粒料进行压片制

样。GB/T 2591.41—2008《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41 部分：聚乙烯和

聚丙烯混合料专用试验方法——耐环境应力开裂试验——溶体指数测量方法——直接燃烧

法测量聚乙烯中炭黑和（或）矿物质填料含量——热重分析法（TGA）测量炭黑含量——

显微镜法评估聚乙烯中炭黑分散度》标准中耐环境应力开裂，针对的是护套材料，只规定了

用粒料压片制样，所以也无法引用。对于光缆来说，直径基本都在 30mm 以下，无法按照

YD/T 837.3 的规定取样，如果使用颗粒料压片，则操作不便，且存在与光缆护套不是同批

料的可能。故修订版标准在表 9 中耐环境应力开裂试验方法处，增加了一个表的脚注―沿光

缆纵向取样‖，如图 2 所示。 

YD/T 837.3的图 7规定护套厚度为 1.75mm～2.0mm时，刻痕深度为 0.30 mm～0.40 mm。

同时给出了护套厚度与刻痕的计算公式，以满足护套可能小于 1.75mm 的情况。  

横行取样时，刻痕与挤塑方向垂直，似乎耐环试验时不利于刻痕延长，纵向取样时，刻

痕与挤塑方向平行，似乎耐环试验时有利于刻痕延长，所以说纵向取样比横向取样试验的严

酷度可能要高些，但这两种差异并不大，只是对于光缆来说无法横向取样。 

 

 

 

 

 

 

图 1 YD/T 837.3 规定的横向取样示意图      图 2 修订版 901 规定的纵向取样示

意图 

 

2.2.8 非阻燃护套及外被层的抗拉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护套拉伸性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拉伸性能包括抗拉强度、断裂伸长率、老化后抗拉强

度，老化后断裂伸长率，老化后抗拉强度变化率，老化后断裂伸长率的变化率。修订版标准

中这些指标没有变化，与 09 版标准保持不变。 

09 版标准中，抗拉强度、断裂伸长率、老化后抗拉强度，老化后断裂伸长率，这四项

试样   刻痕     光缆 试样   刻痕     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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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比较宽松，尤其是断裂伸长率，与实际材料的性能相比，富裕度很高，这些指标很多年

一直这样，提高指标似乎意义不大，故这次修订没有变动。老化后抗拉强度变化率，老化后

断裂伸长率的变化率这两项指标并不宽松，为了控制好护套质量，这次修订时变化率指标也

未变化，保持±20%。 

2.2.9 阻燃护套及外被层 

阻燃护套材料在通信线缆中得到大量应用，在通信线缆中较多用的有低烟无卤阻燃聚烯

烃，阻燃聚乙烯（阻燃聚烯烃），这两种材料各有特点，可满足不同环境的要求。表 1 为两

种材料的特性比较。 

修订版标准将阻燃护套及阻燃外被层材料细分为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和阻燃聚乙烯，分

别给出了不同的指标，并在 YD/T 908 的基础上补充了型式代号，见前面 2.1 所述。 

由表 1 可看出，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具有良好的烟密度和腐蚀性能，阻燃性能也好，但

耐环境性能较差，适合在室内使用，在室外使用需谨慎。阻燃聚乙烯的阻燃性能非常好，耐

环境性能好，但烟密度和腐蚀性能不好，以牺牲烟密度和腐蚀性而换取耐环境性能，可用于

室外。 

从通信线缆在火灾中参与燃烧的实际状况看，通信线缆不同于电力电缆，通信线缆几乎

不发热，没有因护套老化而引起短路起火等现象。在火灾中，通信线缆危害最大的是起导火

索的作用，将火引向更大范围，所以阻燃是首先要考虑的。其次是烟密度和腐蚀性，因为线

缆体积不大，发烟量有限，散发的酸性气体有限。 

表 1 两种阻燃材料的特性比较 

序号 项目 阻燃聚乙烯 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 

1 材料代号 ZRPE LSZH，或 WDZ 

2 

光缆型号中护套的代

号 

ZY H 

3 

光缆型号中外被层的

代号 

6 8 

4 含卤 含卤 无卤（低卤） 

5 基础树脂中 PE 成分 50%～70% 35%左右 

6 阻燃性能 

好 

自熄快，火焰蔓延较快，较易滴落 

较好 

自熄慢，火焰蔓延较慢，不易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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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7 烟密度性 不好，发烟量大。 好，发烟量小。 

8 腐蚀性 

PH 值及电导率能通过试验，但没有

LSZH 好。 

PH 值及电导率好。 

9 氧指数 ≥27 ≥30 

10 抗张强度 比低密度 PE 稍低 比低密度 PE 低较多 

11 断裂伸长率 介于 PE 和 LSZH 之间。 较差 

12 耐环境性能 好 较差 

13 环保 可以通过环保试验。 好 

14 价格 较高 较低 

15 使用状况 目前使用较少。 目前使用较多。 

16 特点 

阻燃性能好。 

以牺牲烟密度换取耐环境性能。 

具有良好的烟密度和腐蚀性能，

耐环境性能较差。 

17 使用环境 可用于室外。 

适合在室内使用，在室外使用需

谨慎。 

 

2.2.10 金属复合带与塑料套的剥离强度 

金属复合带与塑料套粘接状况的指标是剥离强度，指标为不小于 1.4N/mm，这一指标

好坏是保证光缆结构稳定的因素之一，对防止护套收缩、避免护套应力集中等具有明显的作

用。为了便于金属带与塑料套粘接，通常金属带上复合有塑料膜，塑料膜的材料有两种，一

种是共聚物类，如乙烯-丙烯酸共聚物（EAA），乙烯-甲基丙烯酸共聚物（EMAA）等，另

一种是聚乙烯，前者的熔融温度较低，后者熔融温度较高。粘接好坏与复合带上塑料膜材料、

护套挤塑温度、挤塑速度有很大关系。如果塑料膜材料为共聚物类，挤塑温度高（如聚乙烯），

挤塑速度低，则粘接强度高，反之粘接强度就低。 

修订版标准中，复合带与塑料套的粘接规定与 09 版标准一样，没有变化，即，粘结护

套(含 53 型外护层)的铝(或钢)带与聚乙烯套之间的剥离强度维持不变，为不小于 1.4N/mm。

由于阻燃料挤塑温度较低，再加之大多复合带的塑料膜为聚乙烯，所以粘接强度较差，因此

标准并没有包含阻燃塑料套与复合带的粘接要求，用户有要求时，由买卖双方商定，标准不

做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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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也有挤塑温度较高的，所以生产商可选用挤塑温度较高阻

的燃护套料，以保证塑料套与复合带的良好粘接。当然也可在工艺上采取措施，如在挤塑机

头前对复合带进行预加温，可起到促进粘接的作用。 

2.2.11 金属复合带搭接处的剥离强度 

对于金属复合带搭接处的剥离强度，09 版标准中对填充式光缆不做要求，仅对干式光

缆有要求，这主要考虑到油膏可能影响粘接效果。实际中业界对是否需要要求金属复合带搭

接强度存在分歧，希望不做要求的理由是：当光缆受扭转或弯曲力时，搭接处不粘接对释放

应力有好处，可避免护套开裂，且复合带轧纹后也不易粘接好。希望有要求的理由是：粘接

后有利于光缆结构稳定，有利于促进复合带纵包良好成形，对防止光缆扭转时割裂护套有好

处。鉴于有分歧，且缺乏明晰的技术支持，故在修订版标准中没有对复合带搭接强度提出要

求。 

 

2.3 机械性能 

机械性能试验主要是考虑光缆在运输、施工、运行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外力，评估受到这

些可能的外力后光缆性能的变化情况。 

2.3.1 拉伸顺序 

光缆拉伸试验时的拉伸顺序在 09 版标准中，在 GB/T 7424.2—2008《光缆总规范 第 2

部分：光缆基本试验方法》（IEC 60794-1-2：2003，MOD）中，以及 IEC 60794-1-2：2003

《光缆--第 1-2 部分：总规范—光缆基本试验方法》中均没有特意规定，但多年来实际中执

行的拉伸程序为：拉伸至长期拉伸力——保持 1min——读取光纤衰减及应变——施加至短

暂拉伸力——保持 1min——读取光纤衰减及应变——卸载——恢复到初始位置——读取光

纤附加衰减及残余应变、光缆残余应变。 

IEC 60794-1-2 在后续的修订中，按照不同的试验类别分拆成了几个部分，其中机械性

能修订后成为 IEC 60794-1-21:2015《光缆—第 1-21 部分：总规范—光缆基本试验方法-机械

性能试验方法》，修订后将拉伸程序规定为： 

1）对光缆施加短期负载； 

2）保持 10min； 

3）如果有要求时，确定光纤应变； 

4）如果有要求时，施加的负载改变到长期负载，保持 10min，测量衰减和（或）确定

光纤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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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卸掉负载； 

6）允许光缆静置 5min； 

7）测量衰减和（或）确定光纤应变。 

如果用户和供货方协商一致，可以采用不同的步骤和负载水平。 

很显然，新的 IEC 标准规定程序为先拉长期拉力，在拉短期拉力，与目前我国实际中

执行的拉伸顺序不一致。修订版 901 标准的拉伸顺序是否向 IEC60794-1-21:2015 靠拢，在

考虑到以下因素后，修订版标准仍然保持原有描述，未改动。 

1）对室外光缆来说，IEC60794-1-21:2015 的拉伸顺序和实际中的拉伸顺序，其效果没

有多大差别，因为从拉伸的光纤应变曲线可看出，对于室外光缆，卸载时，―回程‖的曲线与

―去程‖的曲线基本一致，即，基本重合，卸载完毕后，光纤的残余应变为零或非常小。 

对软光缆（如室内光缆）则不同，卸载时，―回程‖的曲线比―去程‖的曲线斜率更小，卸

载完毕后，光纤的残余应变也比较大。我国室内光缆标准中长期拉伸光纤应变通常规定为

0.2%，如果按照 IEC60794-1-21:2015 的拉伸顺序，在―回程‖时读取长期拉伸应变，这时的应

变值会比 0.2%大，有些光缆光纤长期拉伸应变可能不合格，而这个不合格是叠加了短期拉

力下的残余应变，是暂时现象，这是由于室内光缆比较柔软，尽管拉伸时是弹性变形，但其

光缆柔软特点决定了光纤应变恢复的比较缓慢，随着时间的延长，其应变能够恢复。正因为

有这一特点，在软光缆的标准中，对残余拉伸应变基本不做要求。另外，室内光缆的拉伸应

变本来就比较吃力，富裕度不多，如果如果长期拉伸叠加了短期拉力下的残余应变，不合格

就容易出现。 

如果标准中将室外光缆与室内光缆的拉伸顺序规定成两种，不是很好的选择。 

2）我国的光缆运行理念和国外的不同，国外的理念是光缆运行时允许光纤受力，如 IEC 

60794-3-10:2009《光纤光缆.第 3-10 部分:室外光缆.管道、直埋和缠绕架空光缆系列规范》、

IEC 60794-3-20:2009《光纤光缆.第 3-20 部分:室外光缆.自承式架空通信光缆的系列规范》等

规定为，长期拉力下应变为 20%的筛选应变（1.0%），即 0.2%，短期拉力下应变为 60%的

筛选应变，即 0.6%。，我国理念是室外光缆运行时不允许光纤受力，所以标准中规定在长期

拉伸时光纤无明显应变。 

3）IEC 的重点是关注短暂拉伸，长期拉伸为―如有要求时‖才关注，我们不大可能把长

期拉伸应变列为―如有要求时‖，这颠覆了多年的习惯，用户也难以接受。如果拉伸顺序按照

IEC 60794-1-21:2015，又要考核长期拉伸应变，则软光缆就很难适应。 

4）从模拟实际情况的角度看，似乎 IEC 60794-1-21:2015 规定的顺序比我们实际的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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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更接近实际，即光缆先施工受到短暂拉伸，然后接受运行状况下的长期拉伸。但仔细分

析，实际情况应该是：先施工受到短暂拉伸牵引，卸载，较长时间的恢复，线缆整理固定，

再接受运行状况下的长期拉伸。如果按照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拉伸，应该是：先进行短暂拉

伸，然后卸载恢复到初始状态，经过 24h 或更长时间后，再进行长期拉伸，这样的话，室内

光缆和室外光缆都没有问题，可有效避免室内光缆短暂拉伸后，应变恢复较慢的问题。但这

显然拉长了试验周期，且与拉伸试验的习惯反差太大，可能存在诸多未知因素。 

5）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光缆实施 30 多年，现行拉伸顺序进过实际验证，证明是合理可行

的，对光缆拉伸性能起到了保障作用，且与工程设计及工程施工达成了默契。 

鉴于以上因素，为了与室内光缆拉伸顺序一致，以及改变已有拉伸顺序后可能带来的风

险，修订版标准维持原来的描述不变。如果买方有拉伸顺序的特定需求，可双方协商确定。 

2.3.2 短暂拉伸下的衰减 

09 版标准中对短暂拉伸下的衰减要求为不大于 0.1dB。从实际意义上讲，这个值意义不

大，毕竟光缆不可能在短暂拉伸力下工作，因此曾考虑去掉这个指标，不做要求。但考虑到

生产商、施工方及用户已经习惯，生产商也容易做到，在试验中了解一下短暂拉伸时的衰减

有一定参考作用，故修订版标准保留了这个要求。 

2.3.3 缆应变 

09 版标准中光缆残余应变的要求为 0.08%，这一指标考察的是光缆的综合弹性变形的

恢复能力，与加强件的弹性模量有关。在实际拉伸时，如果在光缆还没有拉直的情况下就开

始计算缆应变，显然不合适，且很容易缆应变不合格。因为这时候光缆并没有发生应变，但

拉伸设备的缆应变计量轮就转动了，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有些人主张对光缆进行预拉，拉到

某个程度后，再开始计算缆应变。但预拉到什么程度不好确定，给出某个力值不合适，因为

每种光缆拉直所需的力值差异很大，如何用短暂拉伸力或长期拉伸力的百分比来规定，也不

甚合理，事实上光缆拉直的力值与光缆自重和刚性有关，因此难以给出具有操作意义的要求，

所以修订版标准给出了―光缆拉直后开始计光缆拉伸应变‖的笼统要求。 

2.3.4 拉伸力 

拉伸力修订版没有大的变化，但增加了表的脚注：当 1km 光缆的重量 G 折合为 1500N～

3000N 时，FST/G=1.0，即 FST=G，G 大于 3000N 时，FST力值最小为 3000N。 即，给出了

管道及非自承架空光缆最大拉伸力为 3000N，并说明了 FST/G=1.0 适应区间为：当 1km 光缆

的重量 G 折合为 1500N～3000N 时。 

2.3.5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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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试验是模拟实际施工中有物品砸到光缆上。09 版标准的冲击试验方法是引用 GB/T 

7424.2—2008 中方法 E4，E4 方法给出了两种冲击面，一种是半球面，一种是柱面。 

柱面冲击如图 3 所示，一个圆柱体横向与光缆垂直交叉。由于圆柱体有一定长度，且与

光缆垂直相交，所以始终能够冲击到光缆的轴线上，没有是否对准的问题，操作方便。 

半球面冲击如图 4 所示，半球面的球心与光缆的轴线重合。由于半球形球心与光缆轴线

需要对准，稍有偏离，就砸不到光缆的轴线上。 

从试验的严酷度来看，在曲率半径相同时，球面和柱面二者基本没有差异。09 版标准

规定的冲击面为柱面，但在实际中，大部分试验设备冲击面为球面，故冲击面由柱面改为球

面，以便和实际中的试验设备保持一致。 

09 版标准规定冲击次数为―至少 5 次‖，实际中试验时大多都是冲击 5 个点，每个点冲

击 1 次，故修订版标准明确为―至少 5 次，每个点 1 次，每两点相距不少于 500 mm‖。冲击

面的曲率半径维持原有的 12.5mm。 

 

 

 

 

 

 

 

 

 

 

 

 

 

 

 

 

 

 

图 3 柱面冲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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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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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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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球面冲击 

 

IEC60794-1-21:2015 中，冲击块进行了修订，且变化比较大，修订后的冲击块为两种，

一种冲击面是曲面，曲率半径不小于 300mm，圆柱体直径为 20mm，如图 5 所示。一种冲

击面是平面，竖立的圆柱，圆柱体直径为 20mm，边缘倒角半径 0.5mm，如图 6 所示。 

冲击面的曲率半径大小与试验的严酷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曲率半径越小，冲击严酷度越

高。虽然新的 IEC 明确冲击球面曲率半径不小于 300mm 或平面，但考虑到 901 标准多年来

一直规定曲率半径为 12.5mm，且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现问题，光缆也能够做到，所以修订

版标准继续维持冲击面曲率半径 12.5mm。 

 

 

 

 

 

 

 

 

 

图 5 曲面冲击                                图 6 竖立圆柱冲击 

 

2.3.6 扭转， 

扭转试验方法在 09 版标准规定轴向张力为：管道或架空光缆 150N，直埋光缆 250N。

扭转角度为：无铠装光缆±180°，有铠装光缆±90°。 

由于铠装光缆在行业内没有清晰的定义，例如单层护套中的加强件是否属于铠装，对此

会有不同理解，为了使用标准统一，在扭转试验方法处增加注：铠装光缆为具有护套和外护

层，且外护层的外被层下有金属或非金属铠装层。即明确为双护套，且两层塑料套之间有铠

装层，这个解释仅针对室外光缆。 

2.4 环境性能 

2.4.1 光缆温度特性 

R≥300mm 

光缆 

20 竖立的圆柱体 

r=0.5mm 

竖立的圆柱体 

光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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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版标准的温度特性分有三个级别的温度范围，其中 A 级温度范围为-40℃～+60℃，B

级温度范围为-30℃～+60℃，C 级温度范围为-20℃～+60℃。修订版标准维持不变，但为了

适应寒冷地域和热带地域的需要，修订版标准增加了表 6 的脚注：按照用户要求，在高寒条

件下使用时，低温下限可为-50℃，在高温条件下使用时，高温上限可为+70℃。这种情况下，

光缆材料及结构需特殊考虑。这种扩展可针对 A、B、C 三个级别。 

2.4.2 渗水 

对于半干式光缆，缆芯采用的是膨胀性的阻水材料，这种光缆缆芯的空隙较大，且阻水

材料遇水膨胀时有一个时间过程，在做渗水试验时，水的冲击容易使得膨胀性阻水材料来不

及膨胀，所以在 IEC 60794-1-22：2017《光缆--第 1-22 部分：总规范—光缆基本试验方法—

环境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针对吸水膨胀的阻水方式增加了方法 F5C，即，要么采用细管

径的方法减小注入到光缆端面的水流量，使得水流速减慢，便于阻水材料膨胀，如图 7 所示。

要么预先将光缆端头浸入水中，对端头阻水材料预先膨胀，如图 8 所示。考虑到操作的方便

性，修订版标准采用了后者。在渗水性能要求处（4.3.4.5）增加一段：半干式光缆的缆芯中

采用膨胀方式阻水时，应将渗水始端（100±10）mm 长的光缆浸于水中，在水中浸泡 10min，

然后进行渗水试验。 

 

 

 

 

 

 

 

 

图 7 方法 F5C 细管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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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方法 F5C 预浸渍试样的试验 

 

2.4.3 燃烧性能 

燃烧性能通常包括阻燃性能、烟密度（发烟性能，指标为透光率）、耐腐蚀性能（pH 值

和电导率）。由于修订版标准中引入了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和阻燃聚乙烯，这两种材料有各

自的特点，所以修订版标准对阻燃光缆的燃烧性能修改为： 

a) 阻燃性：应通过单根垂直燃烧试验来验证；当用户有要求时，阻燃聚乙烯护套及外

被层光缆应通过 C 类成束燃烧试验。 

b) 烟密度: 透光率应不小于 50％。烟密度仅适用 LSZH 护套和外被层的光缆，仅 LSZH

外被层也可适用。 

c) 腐蚀性：燃烧产生气体的 pH 值应不小于 4.3，电导率应不大于 10µS/mm。腐蚀性仅

适用 LSZH 护套或（和）外被层的光缆。 

2.5 其他性能 

2.5.1 计米误差 

修订版标准的计米误差测试方法修改为：长度计量误差应是在适当长度上，例如在距离

光缆端头 15m 以外的任意 5m 长度上，用钢皮尺沿光缆量得长度减去用计米数字确定的长

度(见 5.4)对后者的相对差。即，推荐了测试区域。另外，将计算误差的分母改为计米数字

确定的长度，即，将计米数字确定的长度视为期望值，这样符合相对误差的物理意义。 

2.5.2 标志磨损 

09 版标准引用的是 GB/T 7424.2—2008 中方法 E2B，并规定负载为 20N。GB/T 

7424.2—2008（IEC 60794-1-2：2003，MOD）中方法 E2B 中有方法 1 和方法 2。方法 1 的

擦磨刀口为直径 1mm 的钢针，方法 2 则用羊毛毡擦磨，但没有给出负载值。修订后的 IEC 

60794-1-21:2015 标志磨损保留了方法 1 和方法 2，同时规定了钢针时负载为 4N，羊毛毡时

负载为 5N。从实际试验的结果看，这个值偏低，故修订版标准规定为：羊毛毡，负载 20N，

直径 1mm 钢针，负载 8N。同时明确羊毛毡适用于喷印，钢针适用于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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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随着光缆的广泛应用，一些客户对产品提出了个性化的要求，例如一些运营商加大了光

缆中材料性能的测试，有些材料测试无可厚非，有些材料从光缆上取样则不甚严谨，作为通

用的光缆行业标准，没有过多涉及这些个性化的要求，详细的要求留作买卖双方商定。另外

200μm 光纤的使用，色环的规定等等，这些有待其进一步成熟后再写入标准。 

随着市场的激烈竞争，为了降低成本，为了优化产品性能，对光缆某些指标要求降低的

诉求也不时出现，尤其是国际标准中有些指标也放的比较松，尽管如此，在修订 901 标准时，

对降低指标要求，涉及产品质量的，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毕竟每个国家有其不同的特点，况

且通信光缆线路运行的稳定可靠，除了产品质量，还与设计、施工、维护有关很大关系，也

存在相互适应的情况，单方面降低要求，势必影响会影响通信光缆线路的可靠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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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用不间断电源输出电压稳压精度的表达形式 

广州艾特实验室  刘苏宁 

摘要：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的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本参数，是 UPS

的一个检验项目。通过仅有的两次检验,计算得到 2 个输出电压相对误差值 S1、S2。在不同

检验机构所给出的检验报告里，或者在技术说明书里，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稳压精度表达

形式。形式（1）是在 S1、S2 中选取一个绝对值较大的数定义为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形式

（2）是由[S1~S2]这样一个由 S1至 S2的闭区间表示检验结果；下文分析了形式（2）有四个

不妥当的地方,简而言之,形式（2）是一个没有完结的结论。输出电压幅度与其相对误差值成

正比，所以，从多个相对误差值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解输出电压的变化趋势。 

一．UPS 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的两种表达形式 

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是衡量 UPS 性能的一个基本参数，是 UPS 的一个检验项目，检验

结果的大小表示在一定条件范围内，输出电压的实测值相对于输出电压的额定值的最大变化

范围。对负载而言，UPS 所具有的可长期保持输出电压稳定性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按照检验标准要求，只在两个条件下检验稳压精度，条件（1）：输入电压下限值+输出

端满载，条件（2）：输入电压上限值+输出端空载。在这两个条件下，检验计算得到输出

电压实测值相对于其额定值的相对误差值：S1、S2。定义这两个数据中的一个，或者这两个

数据的一种组合形式来表示稳压精度检验结果，不同检验机构所出具的检验报告中，有两种

不同的表达形式。 

一种表达形式（1）是从 S1、S2两个数中选取一个绝对值比较大的数，由这个数来表示

稳压精度。 

S1（当｜S1｜大于｜S2｜）或 S2（当｜S2｜大于｜S1｜）； 

依据 UPS 稳压精度的技术指标(表（1）示)来判定数据 S1、S2 是否满足指标要求？ 

另外一种稳压精度表达形式（2）是由 S1至 S2 的一个区间范围。 

S1~S2（当 S1 小于 S2）；或 S2~S1（当 S2 小于 S1）； 

依据技术指标(表（1）示)来判定数据区间[S1~S2]或[S2~S1]是否满足指标要求？ 

二.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的技术指标 

现行标准《YD/T 1095-2008 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以下简称《标准 1095》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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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检验稳压精度的技术指标，如表（1）示： 

表（1）：UPS 输出电压稳压精度的技术指标 

I 类 UPS II 类 UPS III 类 UPS 

±1% ±2% ±3% 

表（2） 

 

 

 

表（1）和表（2）中数据指标的意义: 

（1）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属―合格‖的最大范围为±3%，在±3%以内又细分为 3 类，Ⅰ

类±1%，Ⅱ类±2%，Ⅲ类±3%。 

（2）三类指标中，±3%范围内的数据包含±2%范围内的数据，±2%范围内的数据又包

含±1%范围内的数据。±1%范围内的数据包含 0.0%这个数值。 

（3）输出电压实测值相对于额定值的相对误差值 S1、S2 都必须在±3%以内，否则稳压

精度检验结论不合格； 

（4）检验结果 S1、S2 大小不一定相等，可能分别符合不同类别的指标要求，比如 S1

符合±3%指标要求，但是不符合±2%指标要求。S2符合±2%指标要求,但是不符合±1%指标要

求。 

（5）要分别判定检验结果 S1、S2各符合那类技术指标要求,如果都―合格‖，以其中较大

的区间（±3%、或±2%、或±1%）作为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 

 

三．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的检验条件 

《标准 1095》规定只需在两个检验条件下检验稳压精度。 

条件 1：输入电压下限值（165V）+输出端满载； 

条件 2：输入电压上限值（275V）+输出端空载； 

条件 1 和条件 2，是两个比较―严酷‖的检验条件，检验计算后得到两个相对误差值 S1、

S2。 

输入电压下限值（165V）与输入电压上限值（275V），这两个数值是 UPS 输入电压允

许变化范围（165V~275V）的高低边界值。除此之外，还可以在下限值与上限值之间，任取

0% 3% 2% -1%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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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输入电压值，作为一个电压条件，与负载量的一个取值（空载与满载之间）组合成一个

检验条件，一个相对于―严酷‖而―温和‖的检验条件，对输出电压进行检验。虽然《标准 1095》

没有规定要这样检验。 

在这两个―严酷‖的条件下进行检验，如果相对误差值都满足表（1）中技术指标的要求，

那么可以合理的推断，在其他―温和‖的条件下相对误差值都必然满足指标要求。为了提高检

验工作效率，一般都不必在其它―温和‖的条件下进行检验了。 

换个角度看，在这两个检验条件下稳压精度的检验结论（合格，或不合格的），涵盖了

在其它检验条件下，输出电压的任一个实测值的相对误差值的检验结果，既是说，任一个实

测值的检验结论都是一致的（合格，或不合格的）。 

UPS 的电路控制逻辑把低于 165V 或高于 275V 的输入电压值判定为临近市电中断故障

状态，UPS 准备进行供电方式转换，由市电供电转换成电池对负载供电，并维持输出电压

值在正常范围内。 

 

四．输出电压稳压精度的检验 

《标准 1095》规定，UPS 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是这样检验的。 

 调节 UPS 输入电压至下限值（165V），UPS 输出端带额定阻性负载（满载），检测

得 UPS 的输出电压实测值 Ua。 

 调节 UPS 输入电压至上限值（275V），输出端不带负载，既空载，检测得 UPS 的输

出电压实测值 Ub。 

 用公式(1)、（2）计算，得到了两个检验条件下的输出电压实测值相对于其额定值的

相对误差， 

S1=(Ua–U0)/U0*100%（1） 

S2=(Ub–U0)/U0*100%（2） 

U0是输出电压额定值。 

 由于对标准条文有不同的理解，才出现了两种表达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的形式不一

样。 

至此，上文在描述中，没有说明的混用了两个不同的概念，相对误差与稳压精度。 

相对误差是一个量值（如 S1 或 S2），是指输出电压的一个实测值（如 Ua 或 Ub）相对于

其额定值（U0）的百分比变化量。一台 UPS 的输出电压额定值只有一个量值，而实测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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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无穷多个量值，额定值是实测值变化量大小的比较基准。 

稳压精度是对量值 S1 或 S2，或者是对 S1 与 S2 的一种组合形式的一种特性的一个定义。 

在多个（n）不同的条件下，对输出电压进行多次检验计算，得到多个相对误差计算结

果 S3、S4、S5、……、Sn，对全部 S(1~n)，定义其中绝对值最大的数 Sm，就是输出电压的稳

压精度,既是说，稳压精度 Sm表示的是输出电压实测值（Un）相对于其额定值（U0）的最大

变化百分比。 

 

五．详细分析稳压精度检验结果的表达形式 

先假设几种 S1、S2 取值，然后讨论稳压精度的表达形式。 

假设（1）S1=0.5%，S2=2.5%。 

假设（2）S1=-0.5%，S2=2.5%。 

假设（3）S1=2.5%，S2=2.5%。 

下面主要讨论用数据（1）S1=0.5%，S2=2.5%所表达的形式。 

如果采用表达形式（1）,用S1或 S2来表达稳压精度，那么，先分别判断 S1=0.5%和S2=2.5%

是否都满足表（1）中的三类指标的要求。 

S1=0.5%，-1%<0.5%<1%，符合Ⅰ类指标要求； 

S2=2.5%，-3%<2.5%<3%，符合Ⅲ类指标要求； 

从 S1 和 S2 中选取一个绝对值大的数来表达稳压精度。 

｜S2｜>｜S1｜，既｜2.5%｜>｜0.5%｜，所以，稳压精度是 2.5%，这台 UPS 符合表（1）

中第Ⅲ类指标要求。 

如果采用表达形式（2）来表达稳压精度，检验结果形式是[0.5%~2.5%]，这是从 0.5%

到 2.5%的一个闭区间，从 0.5%开始到 2.5%是单调递增的。在这个闭区间中，从理论上说，

存在无穷多个值，那么，那个数才是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呢？所以说，形式（2）是一个没

有完结的结论。《标准 1095》里没有讲，检验结果可以是一个区间形式。 

或许可以这么看，[0.5%~2.5%]区间中有超出±1%区间和超出±2%区间的数据，所以不

符合±1%指标和±2%指标要求 ,但是没有超出±3%区间范围的数据，所以，稳压精度

[0.5%~2.5%]符合表（1）中的第Ⅲ类指标（±3%）要求。 

实际上，这里用的判定方法一样是由 0.5%和 2.5%两个数中绝对值大的那个数来决定稳

压精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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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形式（2）[0.5%~2.5%]是一种―无心插柳‖的行为，但由于闭区间[0.5%~2.5%]有着

严格的数学含义，硬要把它往―稳压精度‖上靠，反而越说越远了。 

 

六．检验结果的几何表示 

如图（1），二维平面坐标，横轴是条件轴（U+R），纵轴是相对误差（S）轴。 

图（1）输出电压的相对误差值二维坐标平面 

条件轴上，一个条件点是输入电压与负载的组合。横轴原点的左边以―输入电压下限值+

满载‖为边界，横轴原点的右边以―输入电压上限值+空载‖为边界，左右边界之间任一个点的

一个条件值是输入电压值与负载值的一个组合，输入电压从下限值（165V）至上限值（275V）

任选，负载从空载至满载任选。 

纵轴上，纵轴原点上下±3%范围内，是输出电压的实测值相对于输出电压额定值的相对

误差值（S）。 

图(1)二维坐标平面上有三条线段（直线 1、直线 2、曲线 2），这是在不同条件下的相

对误差（S 值）二维曲线的示意图。 



 

145 
 

直线 1 与曲线 2 有相同的端点，只有这两个端点值（S1=0.5%、S2=2.5%）是实测所得

，其余所有线段上的点值都是合理推算得到的。 

如果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用形式（1）表示，它的几何意义就是坐标平面上的一个点。

两个数值（S1=0.5%、S2=2.5%）中，在纵坐标轴上距离原点最远（绝对值大）的那个点是

S2=2.5%，把 S2=2.5%定义为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 

形式（1）的思考基础是曲线 2(如平面坐标中实线示)。它是连接 S1=0.5%、S0≈0.0%和

S2=2.5%三个点的曲线，这条曲线表示在全部检验条件下（输入电压上限、下限值之间，负

载的空载、满载之间），所有可能出现的输出电压的相对误差值；其中，把绝对值最大的那

个数（S2=2.5%）定义为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值。 

纵轴上原点附近，S0≈0.0%点是在输入电压为额定值，满载的条件下，输出电压的实测

值相对于输出电压额定值的相对误差值，实测值≈额定值，S0≈0.0%，这是 UPS 的工作常态。 

依据表（1）中的技术指标所作的判断，稳压精度值 S2=2.5%满足指标±3%要求，结论

适用于曲线 2 上所有的点。 

如果稳压精度的检验计算结果用形式（2）闭区间[0.5%~2.5%]表示，它的几何意义是一

条―两点一线‖形式的直线(直线 1，如平面坐标中虚线示)，是一条连接 S1=0.5%和 S2=2.5%两

个点的直线。直线上数值从 S1=0.5%到 S2=2.5%是递增的。 

根据曲线段在纵轴上的投影，可在纵坐标轴（S 轴）上划分出三个相对误差数据区间。 

（1）报告结果数据区间（区间（1）），直线(1)的投影 

在检验报告里，稳压精度用形式（2)表示，纵轴上[0.5%~2.5%]闭区间 

内的相对误差数据。 

（2）实际数据区间（区间（2）），曲线(2)的投影 

在所有（n 个）检验条件下，检验得到（n 个）输出电压实测值的相对误 

差数据，在[0.5%~0.0%~2.5%]区间范围内，其中，绝对值最大的数值 

就是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值，这是稳压精度表达形式（1）的数据区间。 

（3）判定结论区间（区间（3）） 

依据表（1）中技术指标对 S1、S2 进行判定，S1=0.5%符合±1%指标要求,S2=2.5%符合±3%

指标要求，稳压精度判定结论区间为±3%。 

一般而言，检验后谈论这台样品和其它同类型的 UPS 的稳压精度，就说它们满足±3%

要求，而不在提一个样品的检验结果。毕竟，同类型的 UPS 有很多，拿任一个做样品，检

验结果都不一样，但是检验结论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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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输出电压额定值不变，输出电压实测值与输出电压额定值的比值，就是相对误差值，

成正比关系，所以，研究多个相对误差值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解输出电压的变化趋势。 

纵轴上的数值是相对误差，它体现的是输出电压实测值―准不准‖的问题，判定依据就是

表（1）中的技术指标，符合指标要求则―准‖，不符合指标要求则―不准‖。只有实际数据区

间（区间（2））内数值都符合指标要求，都―准确无误‖，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才是―合格‖

的，才是―稳定‖的。而稳压精度的量值则是 S（1~n）中绝对值最大的那个数,既是变化最大的数

。一般而言，是 S1、S2 两个数中一个。 

 

七.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形式（2）的不妥当之处 

（1）答非所问 

形式（2）没有表明它自己到底符合表(1)中那一类技术指标要求？ 

形式（2），闭区间[0.5%~2.5%]形式的几何意义是从

0.5%到 2.5%的一个闭区间，区间内含―无穷多‖ 

个数值，没有条文指明区间形式的检验结果与三类指标量值区间（±3%或±2%或±1%）

之间有什么关系？一个区间形式的不能与一个数值 Sn 相互比较，只能问，这个数在这个区

间内吗？确实有许多 Sn 不在区间[0.5%~2.5%]中，所以说，形式（2）只是一个没有完结的

结论。 

而表达形式（1）的结论，―稳压精度‖是 S2=2.5%，可推论至其它 Sn。S2 的绝对值是一

个最大值。 

明了 S1、S2含义的人，并不去研究区间[0.5%~2.5%]的数学意义，反而会直接拿 S1、S2

的绝对值形式重新判定一次，看其符合表(1)中那一个技术指标。 

（2）没有包含常态相对误差数值 S0≈0.0% 

一个常见的输入电压额定值，没有被当作检验条件用于检验。当 UPS 输入电压是额定

值时，输出端带额定阻性负载（满载）时，输出电压实测值应接近于输出电压额定值，所以

相对误差值 S0≈0.0%。这是 UPS 的工作常态。 

常态数据 S0≈0.0%，没有包含在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形式[0.5%~2.5%]区间中，不会出

现在连接 S1=0.5%和 S2=2.5%两个端点的直线上。 

为什么说，在两个端点 S1=0.5%与 S2=2.5%之间应该包含 S0≈0.0%？因为输入电压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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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居于输入电压下限值与上限值之间。 

（3）单调递增的相对误差值与上下波动的输出电压实测值不相配 

输出电压实测值与额定值的相对误差值是正比关系，输出电压实测值增减时，相应的相

对误差值也一样增减，额定值不变。 

由图（1）中直线所示，检验结果形式（2）[0.5%~2.5%]闭区间中，从输入电压下限值

条件点对应的 S1=0.5%，到输入电压上限值条件点对应的 S2=2.5%是单调递增的。这说明相

应的输出电压实测值也应该是单调递增的。但是，这与事实不符，因为在全部条件范围内，

输出电压实测值不可能是单调递增的。 

（4）背道而驰 

在输入电压下限值 165V、满载条件下，检测得输出电压实测值 Ua，计算得 S1=0.5%。

在输入电压低于 165V 时不用检验，没有数据。 

从下限值 165V 起，输入电压开始上升，输出电压 Ua 值的变化趋势是减小的。但形式

（2）[0.5%~2.5%]表示输出电压 Ua 值相对于其额定值的变化趋势是增大的。 

平面坐标中，在直线(虚线示)[0.5%~2.5%]上，从 S1=0.5%到 S2=2.5%是递增的。端点

S1=0.5%是最小值，端点 S2=2.5%是最大值。 

在曲线(实线示)[0.5%~0.0%~2.5%]上，从 S1=0.5%到 S0=0.0%是递减的。 

实际上，边缘（下限值或上限值）极端条件下的输出电压相对误差值（绝对值）是―相

对最大‖的，随着输入电压值从下限值上升，或者从上限值下降，检验条件改善，输出电压

相对误差值（绝对值）逐渐减小，当输入电压是额定值时，输出电压的相对误差约为零。 

 

八.小结 

（1）―稳压精度‖这个概念里有两个关键词 

①全条件范围:包含全部检验条件，输入电压下限值与上限值之间任意取值, 

空载与满载之间任意取值，再组合成一个检验条件进行检验； 

②误差最大值:在全部 n 个检验条件下,检验得到的 n 个相对误差 Sn，从中 

得到一个绝对值最大的相对误差值 Sm。一般而言，Sm出现在 S1 与 S2 中。 

显然，只有在确定的范围内，才能确定一个最大值。 

（2）表达形式（1）含义符合上述―稳压精度‖的―定义‖，而表达形式（2）不符合。闭

区间[0.5%~2.5%]所对应的检验条件下可能是全部检验条件，也可能不是。区间[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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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能包含了全部检验条件下的相对误差值，也可能没有。 

形式（2）这个结果的含义只能是说，答案在这个闭区间[0.5%~2.5%]内，请再自做判断，

确定那个绝对值最大的值 Sm。 

（3）相对误差与稳压精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对误差是一个量值（如 S1 或 S2），是

指输出电压的一个实测值（如 Ua 或 Ub）相对于其额定值（U0）的百分比变化量。稳压精度

是对量值 S1、S2、Sn，或者是对 S1与 S2的一种组合形式的一个特性的一个定义。 

在 n 个不同的条件下，对输出电压进行 n 次检验计算，得到 n 个相对误差计算结果 S3，

S4，S5……Sn，对全部 S(1~n)，定义那个绝对值最大的数 Sm，就是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既是

说，稳压精度 Sm表示的是在一定范围内，输出电压的最大变化百分比。 

（4）输出电压的相对误差 S，表示输出电压实测值相对于其额定值的―准确性‖大小，

而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表达了电压实测值的―稳定性‖大小。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输出电压实测

值都是―准确‖的，不超标，这样的输出电压实测值才是―稳定‖的。先求―准‖，再定―稳‖。 

（5）输出电压实测值随内外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变化（范围）‖内包含―变化很小‖，

也包含―没有变化‖，输出电压―变化很小‖时，相对误差 S≈0，―没有变化‖时，S=0。UPS 的

工作常态是输出电压―变化很小‖，甚至是―没有变化‖状态。而上文中假设 S1=0.5%和 S2=2.5%

是两个在―边缘‖条件下检测到的―巨量‖，只有在检验时才能见到。 

（6）依据表（1）所示的技术指标，得到对―稳压精度‖的判定结论，结论应该涵盖全部

检验条件下的相对误差(稳压精度)检验数据。虽然，可能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些检验条件去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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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内阻测试方法及内阻与蓄电池性能关联度浅析 

中国泰尔实验室   付培良 

前言：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高速发展，人类正在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以哑设备、

哑部件为主的通信站点也正进行数字化转型，传统动环系统也在向能源智能调度、全网可视

可控可管理的智能化转变。蓄电池作为最重要的哑设备之一，其智能监控技术得到了极大提

升，新型的蓄电池监控设备基本上涵盖了电压、电流、内阻、SOC 等监测项目。 

内阻作为蓄电池的一个性能指标，随着蓄电池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内阻通常也被作为

衡量蓄电池性能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有人将内阻的变化情况与蓄电池健康状况关联

化，通过蓄电池内阻变化来衡量蓄电池的健康状况。本文主要对蓄电池内阻的不同测量方式

及其与蓄电池性能的关联度展开，阐述内阻测试方法及内阻与蓄电池性能的关系。 

正文：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演变，现代的监控技术可实时对无人基站测量蓄电池生命周期内的

内阻变化，通过内阻值判断电池初期性能、根据内阻变化判断蓄电池劣化情况，是否螺栓松

动等，实现无人监控，大幅降低了运维成本。因此对蓄电池内阻与蓄电池性能的关联研究显

得十分必要。 

一、蓄电池内阻组成 

蓄电池的内阻由欧姆内阻和极化内阻组成，其中极化内阻又分为电化学极化内阻及浓

差极化内阻。欧姆内阻主要为蓄电池电极、电解液、隔膜、导流部件的接触电阻组成，与电

池的尺寸、结构、装配等有关，通常情况下欧姆内阻可认为一个常量，但随着电池的板栅腐

蚀、隔膜失水，欧姆内阻会增大。电化学极化内阻是当电池内部有电流通过时所产生的过电

势与极化电流的比值，遵守欧姆定律。电化学极化电阻与外部电流的大小有关，电流越大，

极化内阻越大。浓差极化内阻主要由电池内部硫酸溶液的浓度变化引起，是指由于扩散阻力

对电极反应产生的阻力。与电解液浓度、温度及成流反应时电流的大小有关。我们研究外界

因素对蓄电池内阻的变化情况时，通常是三种内阻综合变化的情况。 

如温度对蓄电池内阻的影响，低温状态如 0℃以下，温度每下降 10℃，蓄电池内阻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5%A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5%E8%A7%A6%E7%94%B5%E9%98%BB


 

150 
 

增大 15%，其中因硫酸溶液粘度变大，而增加了浓差极化电阻是最主要的原因，同时欧姆

内阻随温度降低内阻减小，其减小的幅度远不如浓差极化带来的影响大，外部就表现为电池

内阻的增加。同样在较高温度时，硫酸离子的扩散速率提高，浓度极化作用将明显减小，极

化电阻下降，但导体电阻却随温度增加而上升，电池内阻变化不太明显。 

由此可见，蓄电池内阻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动态电阻。研究蓄电池的内阻的初衷是为

了了解与蓄电池直接连接的母线及馈线出口短路时，蓄电池将提供多大短路电流，并依此来

选择母线及其它设备，并根据短路电流来确定保护电器的级差配合。此后才出现了内阻与蓄

电池性能关联性的相关研究。不同类型的电池内阻不同。相同类型的电池，由于内部化学特

性的不一致，内阻也不一样。电池的内阻很小，我们一般用毫欧的单位来定义它。内阻是衡

量电池性能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正常情况下，内阻小的电池的大电流放电能力强，内阻大

的电池放电能力弱。 

二、蓄电池内阻的测试方法 

测量蓄电池的内阻最早的有密度法、开路电压法，但由于准确度太差，已基本废弃不

用。目前测量蓄电池内阻的主要方法为直流放电法及交流注入法。在此两者方法的基础上衍

生出纹波法等测试方法。 

1、直流法 

目前铅酸蓄电池相关标准上测量内阻均采用直流法，其主要测试方法为通过瞬间大电流

测量两个不同点的电压及电流值，根据两点法得出电压与电流关系曲线，曲线的斜率为内阻

值。各标准上对测试电流大小及放电时间并不相同。如 IEC 60896 及 GB/T 19638-2014 采用

的方法为先 0.4C10 安培放电 20S 确定第一点，然后 2C10 放电 5s 确定第 2 点；而通信行业标

准如 YD/T 799 采用的方法为先 0.5 C10 放电 20s 确定第一点，然后 2C10 放电 5s 确定第 2 点；

其它在线监测设备则是放电电流各异，如某公司产品为 0.14C10 安培放电，测得一点的电势，

直接根据公式Ｒ=Ｕ/Ｉ算出蓄电池的内阻，由此得出的内阻值结果肯定会不同。在线内阻测

试技术难度大，各厂家的具体实现技术不尽相同，其内阻准确度和抗干扰能力差别也很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A9%E6%95%A3%E9%80%9F%E7%8E%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81%E5%8C%96%E4%BD%9C%E7%94%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81%E5%8C%96%E7%94%B5%E9%98%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81%E5%8C%96%E7%94%B5%E9%98%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C%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8%E6%80%81%E7%94%B5%E9%98%BB/90109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3%84%E7%94%B5%E6%B1%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8D%E7%BA%BF/106573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88%E7%BA%BF/14498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D%E8%B7%AF%E7%94%B5%E6%B5%81/526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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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直流法测内阻的电压与电流关系曲线 

直流法存在的不足之处： 

a) 采用大电流的放电，对蓄电池性能会带来一定的损害。 

b) 该方法对蓄电池内阻进行检测必须是在静态或是脱机状

态下进行，无法实现在线测量。 

c) 尽管测试时间很短，但仍无法排除极化电阻的影响；故

测试值含极化阻抗与欧姆阻抗。 

d) 连接线的直径，连线方式要求较高；放电设备及连线的

可靠性要求要高。 

2、交流法 

交流法是对蓄电池注入一个恒定的交流电流信号 IS，测量出蓄电池两端的电压响应信

号 Vo ，以及两者的相位差由阻抗公式来确定蓄电池的内阻 R。该方法需要测量交流电流信

号 IS，电压响应信号 Vo，以及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这种方法干扰因素多，增加了系

统的复杂性，同时也影响了测量精度。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交流法采用高频 1khz 正弦波

信号．通过对输出响应进行一系列的滤波、正峰值检测、放大以及 AD 转换和采集，然后根

据测量到的电压比来推算电池内阻，测试精度大大提升，由于电流频率较高，交流法测试的

内阻主要为欧姆电阻。目前包括日本 HIOKI 在内的主流内阻测试仪厂家均采用 1Khz 的交流

阻抗法。但国内蓄电池较多的在线监测设备厂商采用的方法各异。 

交流法存在的不足之处： 

由于电池中的电极是多孔性的，而且又是由多片电极并联在一起的，它的交流阻抗等效

https://www.hioki.cn/new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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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极其复杂，目前都是根据在平面电极上得到的理论分析结果近似处理电池中的多孔性电

极问题。因此其内阻值也为近似值。 

但较直流法而言，交流法不需对蓄电池进行放电，可实现在线检测电池内阻，同时极化

内阻的影响较小，测试值更接近其欧姆电阻。 

 

图 2：某交流法测试内阻设备原理图 

三、浅析内阻与蓄电池性能关联性 

在蓄电池的生命周期内，内阻始终是一个动态变化值。不同测试设备、不同测试方法测

出的电池内阻值也不相同。 

1、 影响蓄电池内阻的因素 

电池内阻为一动态变化值，影响电池内阻的因素主要可分为以下类别。 

序号 类别 影响因素 影响内阻类别 

1 
充放

电 

a、活性物质的收缩与膨胀，活性物质自身硫酸铅与 Pb

及 PbO2 自身内阻偏差较大，状态的变化引起内阻变化。 

b、放电后 PbO2 变为 PbSO4，体积明显增大，内部压缩

更紧，接触电阻变小； 

c、充放电过程硫酸浓度变化，产生明显的浓差极化； 

d、电流通过电极引起电极电势偏移，产生电化学极化。 

欧姆内阻及极

化内阻 

2 腐蚀 
栅板和汇流排随着时间增加会腐蚀，金属导电回路变化，

使内阻增大。 
欧姆内阻 

3 

活性

物质

脱落 

板栅腐蚀和长年使用会导致活性物质从栅板上脱落，使内

阻增大。 
欧姆内阻 

4 
硫酸

盐化 

负极出现硫酸盐化 Pb 变为 PbSO4，活性物质的电阻会明

显增加。 
欧姆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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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失水 

由于 VRLA 电池无法加水，内部随安全阀排气失水及塑

料壳本身的渗透失水，以及严重的热失控等问题，电池会

失水，造成隔膜变干、接触电阻变大，进而由于失水造成

定的电解液浓度变化，也会对充放电过程的浓差极化造成

影响。 

欧姆内阻及极

化内阻 

6 
工艺

问题 

主要为活性物质与板栅的结合是否牢靠；影响欧姆内阻。 

极板薄厚；电流通过时电流密度不同，对电化学极化有较

大影响。 

汇流件截面积；对欧姆内阻有较大影响。 

电解液密度及电解液量；对浓差极化有较大影响。 

欧姆内阻及极

化内阻 

…… …… …… …… 

上表类别中问题会对应到蓄电池内阻的变化，但从内阻变化无法直接判断是哪类问题

导致的。从逻辑上讲是一个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关系。但所有类别问题最终与蓄电池的

健康状况变化有关，即是否可以使用。最终可归结为蓄电池的健康状况与内阻存在必然联

系。基于此，我们可根据内阻值变化的规律间接地来对蓄电池性能进行关联性判断。 

2、 通过内阻推断电池的性能 

随着在线监测技术的发展，在通信基站、数据中心已普遍安装动环监控、在线监测系统，

通过监测蓄电池的电压、内阻、温度、SOC 等参数，然后通过对参数的大数据分析精准定

位、故障排除或故障预警，电池内阻是其对蓄电池性能判定的一个重要依据。 

1） 判断电池健康状态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 认为，当某一个电池的内阻值较新电池时期的平准水平

下降 20%以上，蓄电池性能会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建议立即采取纠正措施（放电试验

或更换）。IBEX1000 则根据这个建议基准将报警值设定为 20%。国际电信电源年会的研究

成果显示，如果蓄电池的内阻值超过正常值 25%，该容量已下降到其标称容量的 80%左右，

如果蓄电池的内阻超过正常值的 50%，该蓄电池容量已下降到标称容量的 80 以下，需及时

更换。二者研究成果保持一致。 

桂长青等认为，阀控密封铅蓄电池荷电态在 50%以上时,其内阻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的，

只是荷电态在 50%以下时，铅蓄电池的内阻才逐渐增大。若将荷电态在 0 至 100%的全部铅

蓄电池都统计进去,其容量与电导才有线性相关关系。然而对荷电态大于 80%的在线使用的

铅蓄电池而言，却不存在上述关系。因而不能用铅蓄电池的电导值去推断在线使用的铅电池

的荷电态或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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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看似冲突，主要为出发点不同，桂长青等观点更多的是表达内阻

与容量的定量的线性关系，表达的更多的是电池在短期充放电循环中的内阻变化与容量等的

关系；IEEE 表达的更多的是定性的一种经验关系，表达的为电池长期运行后的内阻变化情

况。对于电池内阻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随着监测技术的发展，佐以电压、电流、SOC

等参数的参照可以寻求出一种定性的内阻与健康状态之间的关联。 

2） 内阻测量其它应用 

在在线监测系统中，可以根据内阻监测值判断螺栓是否拧紧。如以 12N.m 扭力拧紧蓄

电池的端子，通过松开正极螺栓的方式来观察螺栓松紧度不同造成的内阻测量值的变化，从

表 2 测试值可以看出，螺栓松紧度对电池内阻的影响有明显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内

阻值情况来判断同批次电池中是否出现某只电池出现螺栓松动状况。 

表 2 通过内阻变化判断螺栓松紧度 

松紧度 第 1 次 第 2 次 

拧紧内阻 5.52 mΩ 5.46 mΩ 

松 1/4 圈 5.86 mΩ 6.13 mΩ 

松 2/4 圈 6.1 mΩ 6.27 mΩ 

松 3/4 圈 6.44 mΩ 6.3 mΩ 

松 1 圈 6.99 mΩ 9.99 mΩ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随着监测技术的进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内阻

来分析判断蓄电池的性能存在可行性，内阻与电池性能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规律。关于电池

内阻与电池性能之间的关联程度仅在部分特定条件下可用。通过内阻、电压、电流等参数判

断电池的性能存在可取之处，但其准确度仍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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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AGM 胶体电池灌酸胶采取分开加酸、胶的工艺验证 

 武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夏友胜 孙昊 

目前市场上的 AGM 胶体电池一般为涂膏式极板紧装配结构，在保证电池电量所需的

足够酸液的前提下，还需要加入一定量的 SiO2 胶体溶液，常规工艺为将酸液与胶液按照一

定比例混合后通过灌酸机抽真空及时的加入蓄电池内。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会遇到酸

胶混合液无法一次加完就加不进去的情况，而且加酸胶液的同时蓄电池已经开始产生反应

热，蓄电池需要快速进行水浴降温。加酸胶加不进和工艺周转时间短的矛盾长期都困扰着蓄

电池生产过程的管控与电池性能一致性质量的提高，针对此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分开加酸

胶的生产工艺，以实现对蓄电池酸胶量的管控和缩短加酸后电池进水浴槽时间， 

 

1. 验证方案： 

1.1 实验地点：武汉 XX 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电池取样：取车间 AGM 胶体在产电池 6 只（未加酸

干电池），该项目验证结束后将处理合格； 

1.3 电池加酸胶方案： 

加酸比重 1.297g/ml（25℃），（蓄电池为熟极板装配） 

单只电池酸量 以实际富液酸量为准，过程称重； 

参考酸量为：6513g（5100ml） 

后期加酸胶配

比 

用酸比重：1.40g/ml(25℃)，酸胶重量比：

134:322 

后期加酸胶重

量 

456g/只； 

电池编号： 



 

156 
 

蓄电池编

号 

1#、2# 3#、4# 5#、6# 备注 

方案编号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加酸胶方

式 

一次性加酸

胶混合物 

先酸后胶 先酸后胶 加 酸 前

称量 

干重； 

加 酸 后

称 量 湿

重； 

 

实际加酸

工艺 

1.297g/ml

的 硫 酸

+5.2%胶液 

1.297 g/ml

的硫酸+混

和酸胶液

（1.4 酸

134g+322g

胶） 

1.277g/ml

的硫酸+混

胶（1.4 酸

70.4g+322g

胶 

 

1.4 电池内化成工艺： 

阶段 内化成充电工艺 要求 

初 充 电

工艺 

+0.12Cto2.40V/cell； 

+0.08Cto2.40V/cell 

+0.05Cto2.40V/cell 

+0.05C×8h 

充电末期需带电抽尽电池表面

明酸（确保抽净）， 

-0.1Cto1.80V/cell-0.05Cto1.60V 

抽酸前称重， 

抽完后称重， 

抽 尽 明 酸 并 收

集，称重并测量

收集酸比重； 

 

 

容量测试手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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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加 酸 胶

混合物 

2 只 先酸后胶：    1.297+混

胶（1.4 酸 134g+322g 胶）； 

2 只 先酸后胶：1.277+混胶

（1.4 酸 70.4g+322g 胶），按一

只电池用量配好后加入； 

4 只加混胶电池

抽真空加入； 

补 电 工

艺 

+0.15C×5h+0.08C×6h+0.04C×5h 充电末期观察电

池内部表面酸胶

现象 

静 置 抽

酸 

0×2h 

2A×3h 

2A 充电 1h 后开

始查酸；如有流

动明酸抽掉并收

集，测量收集酸

比重； 

无流动酸时观察

电池凝胶效果 

容 量 测

试 

清洗上阀 

正常 C10 容量测试 

暂定一次， 

待出结果后再计

划 

2 实验记录： 

2.1 电池重量记录： 

分 编 干重 湿重 抽出酸重 抽出酸重 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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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号 （Kg） （Kg） （g） （g） 后重 

（Kg） 

方

案

一 

1# 20.78 27.78 无 253 27.64 

2# 20.92 28.00 无 235 27.44 

方

案

二 

3# 20.86 28.10 1.108 

四只 

共计：

606g 

27.16 

4# 20.82 

28.50 

充 电 有

酸冒出 

1.072 27.32 

方

案

三 

5# 20.78 27.56 0.648 27.06 

6# 20.94 27.86 0.717 27.22 

2.2 抽出酸重量和测量比重： 

分类 编号 抽出酸重量/Kg 比重 

方案一 1# 未抽 无 

2# 

方案二 3# 1.108 1.307g/ml 

25℃ 4# 1.072 

方案三 5# 0.648 1.293g/ml 

25℃ 6# 0.717 

2.3 容量测试结果： 

分类 编 放电时间 10H46Min 11H 11h16min 02: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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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To1.80V To9.60 

方案一 1# 单只打表

电压 

1.879 1.867 1.845 1.830 

2# 1.895 1.886 1.869 1.861 

方案二 3# 1.852 1.835 1.797 1.744 

4# 1.865 1.851 1.821 1.790 

方案三 5# 1.824 1.802 1.755 1.032 

6# 1.820 1.792 1.722 1.339 

2.4 补加酸胶混合物： 

分类 编号 用酸比重 用酸质量 用胶质量 酸胶总重 

方案一 1# 
无 无 无 无 

2# 

方案二 3# 1.40g/ml 134g 322g 456 

4# 1.40g/ml 134g 322g 456 

方案三 5# 1.40g/ml 70.4g 322g 392.4 

6# 1.40g/ml 70.4g 322g 392.4 

抽真空加入时压力达到 85~90KPa，立即拔下

气管时电池内部有明酸，明酸可淹没隔板但未达到

汇流排高度，在 1min 左右酸均下沉至无明酸，隔板

缝隙也无残留。 

2.5 静置 24h 后开路、内阻： 

分类 编号 开路（V） 内阻（mΩ） 重量（Kg） 

1.297 酸胶 1# 2.179 0.342 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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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71 0.337 27.64 

先 酸 后 胶 ：

1.297 

3# 2.174 0.352 27.16 

4# 2.174 0.339 27.32 

先 酸 后 胶 ：

1.277 

5# 2.151 0.352 27.06 

6# 2.152 0.363 27.22 

2.6 下机后单只 C10容量测试： 

分类 编号 
C10 测试结果 

放电至 1.80V 时间 放出容量（Ah） 

1.297 酸胶 1# 11:15:00 450 

2# 11:30:00 460 

先 酸 后 胶 ：

1.297 

3# 12:09:19 486 

4# 12:09:00 486 

先 酸 后 胶 ：

1.277 

5# 11:00:00 440 

6# 10:45:00 430 

3 试验分析： 

3.1 电池下机后一致性分析：方案一电池的开路最高、内

阻最低、重量最高，为正常生产工艺结果，而方案

二居中，方案三电池的开路最低、内阻最高、重量

最低，其中开路低 20mV~28mV，内阻偏高 3%~5%

左右； 

3.2 蓄电池 C10 容量分析：方案一的容量最高，方案二次

之，方案三最低，三种方案的 C10容量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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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蓄电池内酸比重分析：从方案一、方案二的加酸密度

相同且充电方式相同，故方案一、方案二酸比重应

该在同一水平；从抽出酸比重来看，方案三的酸比

重最低，故其开路也就最低，方案一的酸液吸收量

最多，故相对其内阻最小、重量最高。 

4 实验结论： 

4.1 通过三种方案的对比，证明了 AGM 胶体电池灌酸胶

采取分开加酸、胶的工艺是可行的。分开加酸胶可

以缩短未加酸电池在加酸工艺阶段的操作时间，为

蓄电池冷却可开机充电争取时间，对热天灌酸工艺

的改进是可行的。 

4.2 第二次加酸胶可以安排在蓄电池在线容量测试前完

成，在线补加酸液残留在蓄电池富液壶中，方便员

工操作和后期检酸。 

4.3 通过对灌酸酸比重的调节，可以降低电池的开路电

压，对蓄电池的后期循环寿命应该是有积极的作用

的，这个需要后期对试验样品做寿命循环测试来证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