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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动态】 

2017 年度第 3、4 季度 TLC 各技术工作组工作动态 

一、 配线技术工作组动态 

截止到 2017 年底，TLC 配线技术工作组基本按计划完成了项目组工作。下半年完成的

工作主要有：1）完成了综合集装架的的标准变更工作，完成了智能光配线架、智能光缆交

接箱、智能光缆分纤箱、引入光缆用接续保护盒、走线架的新产品发布工作，确保产品认

证依据满足市场要求；2）完成了工作组项目《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性能指标研究》结题。该

项目研究成果为统一了光纤活动连接器（包括光配产品中的光纤活动连接器）的试验方法和

性能指标 。依据研究成果，考虑在后续工作中光配的认证方案中采信相同供方和型号的连

接器中心的产品认证证书。3）完成了智能光纤连接器的二次征求意见工作，目前实施规则

及配套文件已基本定稿，待标准印刷后即可发布；4）已完成配线产品实施规则拆分工作，

实现了产品认证文件制度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品认证依据文件的频繁改动。 

二、 线缆技术工作组动态 

截止到 2017 年底，TLC 线缆技术工作组基本按计划完成了项目组工作。下半年完成的

工作主要有：1）完成了地下通信管道用实壁管、地下通信管道用双壁波纹管、地下通信管

道用梅花管、通信电源用阻燃耐火软电缆的标准变更工作，完成了地下通信管道用硅芯管

的新产品发布工作，确保产品认证依据满足市场要求；2）以层绞式通信用室外光缆、中心

管式通信用室外光缆为试点取消监督检测对产品认证制度进行优化，从而减轻企业的产品

认证负担；3）完成了以国际标准 IEC 61156-5:2012 为认证依据的数字通信电缆的产品认证

制度发布，并且在 2017 年年底颁发了首张依据该标准的产品认证证书，为后续中心开展国

际认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4）完成了层绞式通信用室外光缆、中心管式通信用室外光缆、

通信用蝶形引入光缆的行标翻译工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化项目提供技术支持；5）完成

了光纤预制棒的二次征求意见工作，目前实施规则及配套文件已基本定稿；6）已完成线缆

产品实施规则拆分工作，实现了产品认证文件制度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品认证

依据文件的频繁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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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源技术工作组动态 

TLC 电源工作组根据 2017 年工作计划，完成离网型通信用风光互补供电系统的标准变

更工作、发布了通信配电系统电能质量补偿设备、通信用嵌入式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两个

产品。召开了电源工作组会议，对《通信用 240V336V 直流供电系统技术要求和试验方

法》、《通信用 336V 直流供电系统配电设备》、《绿色产品评价规范 UPS》进行现场评

审，并审议通过了 2018 年工作计划及工作思路，对观察员单位进行了转正投票。 

四、 蓄电池技术工作组动态 

蓄电池工作组对铅酸蓄电池的单元划分优化进行了探索，并计划从极板类型、并联结

构两个维度对电池的单元划分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增加工厂检验、差异性检测等多种

手段加强蓄电池质量控制。 

五、 新领域技术工作组动态 

按照 2017 新领域技术工作组工作计划，2017 年下半年，新领域工作组完成了内置

OTDR功能的光收发合一模块，内置OTDR PON OLT单纤多向光组件，4x10Gbps强度调制

可插拔光收发合一模块，10x10Gbps 强度调制可插拔光收发合一模块，8.5Gbit/s 和 10Gbit/s

通信用增强型 SFP 光收发合一模块（SFP+），通信用智能小型化热插拔（Smart SFP）光收

发合一模块，12³10Gb/s CXP AOC 并行传输有源光缆光模块，无线基站BBU 与 RRU 互连

用 SFP/SFP+光收发合一模块，用于 10Gbit/s EPON 光线路终端/光网络单元（OLT/ONU）的

光收发合一模块等 9 个光模块产品标准的实施规则起草和配套文件编制工作，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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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动向】 

动力锂离子电池在通信行业的梯次利用 

信息产业通信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曹涛 

2016 年 1 月工信部、发改委、环保部、商务部、质检总局 5 部委联合下发《电动汽车动力蓄电

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2015 年版）》，其中明确了动力锂电池采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电动汽车生

产企业承担电动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责任，梯级利用电池生产企业承担梯级利用电池

回收利用的主要责任。 

我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当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容量衰减到初始容量 80%以下时就需要退

役，如果直接报废将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对退役动力锂离子电池进行梯次利用研究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通信基站是退役动力锂离子电池的梯次利用的优良场景，它体现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等理念，退役动力锂离子电池梯次利用的推进和实施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1、动力锂电池梯次利用的可行性 

本质上锂电池只要正、负极材料还有可逆嵌锂的能力，或者说锂离子可嵌入材料并从材料中脱

嵌出来的能力，锂电池就能够继续循环使用。锂电池失效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容量陡降即容量跳

水，是因为不合理的设计、生产过程控制（水分、杂质控制）的不到位以及不合理的应用导致的。 

1.1 单体电池筛选方法 

动力锂电池退役后，其一致性较差、性能衰减严重，若不经分选直接使用，将直接影响到梯次

利用电池组性能的发挥。在梯级电池成组前应对单体退役电池进行分选，通过容量、内阻、自放电率、

荷电状态等调整，确保参数一致再进行成组，同时保证成组中最低单体参数在参数允许范围之内，最

终实现梯级利用电池组性能的高效发挥。 

目前主要有两种筛选方式：测试筛选和大数据筛选。 

测试筛选方式： 

梯次利用主要是对退役动力锂电池进行测试、分选和重新成组，主要包括外观筛选、静态开路

电压测试、内阻筛选以及自放电率筛选。 

大数据分选方式： 

动力锂电池在电动汽车上实际使用期间，部分电池厂商能够持续对单体电池电压、SOC 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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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控和分析，该方式可以很容易发现存在一致性差、容量不足等问题的单体电池。 

在进行梯次利用分选时，只需根据监控数据分析即可发现问题单体电池或问题单体电池所在的

小模组，将其剔除后，不需要再根据电压、内阻、自放电率重新分选，能够大幅降低电池的处理时间

和处理成本。 

2、梯次利用的锂电池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为了降低梯次利用动力锂电池的成本，需要进一步创新电池筛选、成组方式，推广在线监控及

大数据筛选方式。 

应尽快建立梯次利用动力锂电池在通信基站应用的技术标准，为动力锂电池大规模退役及梯次

利用动力锂电池的规模化应用做好技术储备。 

2.1 目前退役动力锂电池规模较小 

当前梯次利用动力锂电池的主要问题是退役动力锂电池数量少，目前退役的动力锂电池多为

2012年前生产的电动汽车用电池，按照汽车工业协会2013年发布的数据：2011年电动汽车产量为5655

辆、2012 年电动汽车产量为 11241 辆。 

2.2 退役动力锂电池梯次利用成本高 

退役动力锂电池数量过少导致了退役动力锂电池梯次处理难以形成规模化，梯次利用处理成本

高的问题。 

2.3 参与企业数量少 

目前资源回收再利用企业参与梯次利用的厂商较少，中国铁塔的梯次利用动力锂电池主要来源

于比亚迪、力神、中航锂电、上海航天等未来 2-3 年自产电池回收压力较大的电池生产企业，北京赛

德美、哈尔滨巴特瑞等资源回收再利用企业也在积极参与中国铁塔的动力锂电池梯次利用项目。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巨大挑战—废旧动力电池回收 

泰尔实验室   于海滨 

摘要：国务院 2012 印发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1]中预计，我国新能

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在 2020 年将达到 500 万辆。动力电池报废年限平均为 5～8 年，预测中国动力电池

在 2020 年迎来“报废潮”，报废量将达到 20 万吨。这些报废电池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不仅造成资

源浪费，更会污染环境。如何安全回收、环保处理，加强废旧动力电池的规范化循环利用，是目前新



6 
 

能源汽车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  

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近几年来，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日益减少，与此同时，深受雾

霾之苦困扰的城市却日益增多。作为雾霾产生源头之一的汽车尾气自然而然地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作出平衡也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7)》[2]数据统计，我国已连续八年成为世界机

动车产销第一大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2016 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2.95 亿辆，其中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101.4 万辆。由此带来的是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2015 年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量达到 4532.2 万吨，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如图 1 所示，2016 年北京市的机动车排放已经

成为本地 PM2.5 首要来源，占比为 31.1%。 

 

图 1 北京环保局公布的 2016 年北京市 PM2.5 源解析结果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 年，国

务院印发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提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汽车

与新能源汽车，既是有效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推动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加快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较晚，始于 21 世纪初，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迅速。2016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比上一年分别增长 37%

和 53%。同一年，全世界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92.1 万辆，我国销量约占全世界全年总销量的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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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及增速 

 

图 3 近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增速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快速增长，但与此相比，我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的发展却显示出极度

的不平衡，随着 2020 年我国动力电池报废潮的临近，如何回收退役动力电池成为制约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一大挑战。 

二、动力电池回收的意义 

废旧的动力电池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均有潜在的威胁，现有的废旧电池处理方式主要是固化深埋、

存放于废矿井和资源化回收，但目前我国电池资源化回收的能力有限，大部分废旧电池没有得到有效

的处置，给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动力电池中的正极材料主要有 LiCoO2、LiMnO4、LiFePO4 等，其对环境形成的重金属污染在自

然条件下很难修复，且重金属污染物可由生物富集作用进入人体，造成危害。还有负极材料、电解液

溶质、有机溶剂等，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主要有梯次利用和拆解回收两个过程。动力电池的性能会随着充电次数的

增加而衰减，当电池容量衰减至额定容量的 80%以下时，动力电池就不适于继续应用在电动汽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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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梯次利用是指将退役的动力电池，运用在储能、分布式光伏发电、低速电动车等领域，最大化发挥

其再利用价值。当电池无法进行梯次利用时，则需要对其进行拆解回收。 

动力电池拆解回收的过程一般是：彻底放电，然后对电池进行拆解分离出正极、负极、电解液

和隔膜等各组成部分，再对电极材料进行碱浸出、酸浸出、除杂质后萃取，收集其中的稀有金属。 

动力电池需要的钴、镍和锂等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2015 年我国已探明钴资源储量为

8 万吨，占全球总储量的 1.12%，消耗量占全世界总消耗量的 50%，其中 95%以上依赖进口。2015 年

我国已探明镍储量为 300 万吨，占全世界总储量的 3.7%，消耗量占全世界总消耗量的 20%，其中一

半以上也要依靠进口。有研究[4]显示，回收锂离子电池可节约 51.3%的自然资源，包括减少 45.3%的

矿石消耗和 57.2%的化石能源消耗。锂离子电池材料中，包含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以三元电池为例，

其中含镍 12%、钴 5%、锰 7%、锂 1.2%，如果通过回收工艺，将有价值材料再利用，会达到节约资

源的目的。可以预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未来将成为钴、镍、锂等稀有金属资源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缺少法律和政策监管 

2016 年五部委联合下发了《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2015 年版)》[5]。明确采用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电动汽车生产企业承担电动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责任，动力蓄电

池生产企业承担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售后服务体系之外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责任，梯级利

用电池生产企业承担梯级利用电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责任，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负责回收报废汽车上

的动力蓄电池。但是由于该《技术政策》只是一个引导性文件，不是强制性管理且缺少明确的奖惩机

制，真正将责任落实，明确处罚细则的法规并没有。 

3.2 行业发展不规范，行业标准不健全 

动力电池的品类规格多，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多，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多，回收企业零散，难以集

中规模化回收，不利于动力电池回收行业规范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3.3 市场尚未成熟 

虽然动力电池回收问题刻不容缓，但是由于我国动力电池才刚开始进入回收高峰期，之前的市

场并不成熟，社会对动力电池回收的重要性意识也不够，中小回收企业的货源也面临很大的问题。 

3.4 回收成本较高 

退役的动力电池复杂程度很高，包括不同类型电池制造和设计工艺的复杂性、串并联成组形式、

服役和使用时间、应用车型和使用工况的多样性等。这些复杂性导致了退役电池回收的不便。退役电

池的梯次利用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由于不同电池的内阻特性、电化学特性、热特性不同，电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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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和可靠性也不同，进行电池品质检测的同时，也会增加测试设备、测试费用等成本。  

四、我国动力电池回收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逐渐发展起来，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

相关政策以鼓励生产企业对动力电池进行回收利用。 

2014 年，上海市发布《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要求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回收动力电池，政府给予 1000 元/套的奖励。 

2014 年 11 月，广州市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提出在本市建立车用动力电池回收渠道，按照相关要求对动力电池进行回收处理。 

2015 年，深圳市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要求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政策，由整车制造企业负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强制回收，并由整

车制造企业按照每千瓦时 20 元专项计提动力电池回收处理资金，地方财政按照经审计的计提资金额

给予不超过 50%比例的补贴，建立健全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体系，2016 年 9 月在动力电池回收方

面再出“新规”，要求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负责回收利用，对按要求计提了动力电池回收处理资金

的，按经审计确定的金额 50%对企业给予补贴，补贴资金应专项用于动力电池回收。 

2016 年 1 月，北京市提出关于新能源汽车“3 不政策”，并已落实，在电池回收方面要求：(1)

车企是动力电池回收的第一责任主体。(2)退役的动力电池还可以梯次利用。(3)技术的革新使得废旧

电池回收处理后利用率能达到 99%，且对环境无害。 

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从 2014 年开始高速发展，现今市面上的多数动力电

池仍处于质保期内，多数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并未落实相关的动力电池回收工作。

但随着 2020 年动力电池报废潮的临近，这一问题只会愈发严重。 

2016 年以来，工信部相继出台了《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2015 年版）》、《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和《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

公告管理暂行办法》3 项文件，明确废旧电池回收责任主体，加强行业管理与回收监管。 

从今年的 12 月 1 日起，GB/T 33598-2017《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5]正式实施。这

是由工信部提出的国内首个关于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国家标准，明确指出回收拆解企业应具有相关资

质，进一步保证了动力电池安全、环保、高效的回收利用。GB/T 33598-2017《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 拆解规范》标准的出台，对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安全性、作业程序、存储和管理等方面进行

了严格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行业性的发展难题，规范了我国车用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及拆解、专

业性技术及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为动力电池拆解提供评价标准，规范动力电池拆解行为，保证动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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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安全环保高效的回收利用。不仅为未来设立标准指明方向，也对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

电池回收企业的技术研发提出了循环利用相关原则。 

明年 2 月 1 日起，《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等 3 项动力电池新国标也将正式实施。

随着较为完善的国标体系构建，我国动力电池回收和梯次利用的无序状态有望得到改变。 

五、结论 

新能源汽车代表了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是未来世界汽车产业的高地，也是各个主要国家

和汽车制作厂商的战略选择。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

突破口和实现能源转型的根本途径。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规模的动力电池报废，如果解决不了废旧动力电池的回

收和处理问题，就不仅仅是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进而反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各级政府应从政策层面积极引导，建立健全动力电池回收标准体系，制定和实施动力电池回收

奖惩措施。对于生产企业，应着力研究动力电池回收和利用技术，提升技术成熟度并保证生产过程的

安全性，以提升动力电池回收的经济效益。从消费者而言，应养成良好的动力电池使用习惯，延长动

力电池使用寿命，并主动上交废旧电池，提高动力电池回收意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整个新能源汽

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 2012 

[2] 环保部. 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7), 2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16 年新能源汽车统计数据, 2017 

[4] DEWULF J, van der VORST G, DENTURCK K, van LANGENHOVE H, GHYOOT W, TYTGAT J, 

VANDEPUTTE K. Recycling rechargeable lithium ion batteries: Critical analysis of natural resource 

savings[J].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0, 54(4): 229−234 

[5] GB/T 33598-2017，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11 
 

燃料电池应用浅析 

泰尔实验室   赵宁 

一、全国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标准化审查会在大连召开 

全国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42，以下简称“标委会”）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11 月 16 日在大连召开年会暨标准审查会，会议对《变电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供电系统》

国家标准送审稿进行评审，谈论《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电系统耐久性测试方法》和《无人机用

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两个国家标准的制定，会议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了预定的各项

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燃料电池作为作为一种高效、清洁的新能源，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燃料电池已经成

功应用在了航天、潜艇、汽车、通信、无人机等多个领域，但仍有很多技术瓶颈约束着燃料电池的发

展，同时，国内外也在积极深入研究燃料电池，推动其更广泛的发展。 

二、燃料电池的发展历程 

1838 年，燃料电池的原理由德国化学家尚班（ChristianFriedrichSchÖnbein）提出，并刊登在当时

著名的科学杂志。 

1839 年，英国物理学家威廉‧ 葛洛夫把刊登燃料电池理论，其后又把燃料电池设计草图于 1842

年刊登。 

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燃料电池一直处于理论与应用基础的研究阶段。燃料电池理论和类型也

不断丰富，1952 年英国剑桥大学的 Bacon 用高压氢氧制成了具有实用功率水平的燃料电池。在此前

期间，GE（通用电气）资助了 PEMFC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载人航天对于大功率、高比功率与高比能量电池的迫切需求，燃料电池才引

起一些国家与军工部门的高度重视。美国 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Apollo 登月计划中就是采用

燃料电池为太空船提供电力和饮用水的，是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的 UTCPower 通过引进培根专利，成功

研制了 Apollo 登月飞船的主电源——Bacon 型中温氢氧燃料电池，双子星宇宙飞船(1965)也采用了通

用的 PEMFC 为主电源。再此之后，氢氧燃料电池广泛应用于宇航领域，同时，兆瓦级的磷酸燃料电

池也研制成功，可见，燃料电池在当时已是一种被验证的相对成熟的技术。 

20 世纪 70-80 年代，能源危机和航天军备竞赛大大推动了燃料电池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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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始大力支持民用燃料电池的开发，至今还有数百台当时投资的 PC25（200 千瓦）磷酸燃料电池电

站在世界各地运行。此后，各种小功率燃料电池也开始在宇航、军事、交通等各个领域中得到应用。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人类日益关注环境保护。以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为动力的电动汽车、直接

甲醇燃料电池的便携式移动电源、高温燃料电池电站、用于潜艇和航天器的燃料电池等蓬勃发展。 

三、燃料电池的原理 

燃料电池是一种电化学的发电装置，它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电池，其主要原理：电池电池等温地

按化学方式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它不经过热机过程，因此不受卡诺循环的限制，能量转换效率

高（40%～60%），几乎不产生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而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比常规电厂减少 40%

以上。 

电池电池其单体电池是由正负两个电极(负极即燃料电极和正极即氧化剂电极)以及电解质组成。

不同的是一般电池的活性物质贮存在电池内部，因此，限制了电池容量。而燃料电池的正、负极本身

不包含活性物质，只是个催化转换元件。因此燃料电池是名符其实的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转换

机器。电池工作时，燃料和氧化剂由外部供给，进行反应。原则上只要反应物不断输入，反应产物不

断排除，燃料电池就能连续地发电。以氢-氧燃料电池为例来说明燃料电池： 

负极：H₂ +2OH-→2H₂O +2e- 

正极：1/2O₂+ H₂O+2e-→2OH- 

电池反应：H₂+1/2O₂==H₂O 

 

另外，只有燃料电池本体还不能工作，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辅助系统，包括反应剂供给系统、排

热系统、排水系统、电性能控制系统及安全装。 

四、我国燃料电池发展现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6%E5%AD%A6%E8%83%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8%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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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就开展燃料电池方面的研究，在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关键技术的创

新方面取得了许多的突破。政府十分注重燃料电池的研究开发，陆续开发出 30kW 级氢氧燃料电极、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等。燃料电池技术特别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相继开发出 

60kW、75kW 等多种规格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组；开发出电动轿车用净输出 40kW、城市客车用净

输出 100kW 燃料电池发动机，使中国的燃料电池技术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在 90 年代后，加大了对燃料电池的政策扶持力度。国

家科委批准将“燃料电池技术”列为国家“九五”、“十五”计划中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之一。2010 年

我国自主研发的氯碱用全氟离子膜、燃料电池膜实现国产化。历经 8 年科研攻关，打破了美国、日

本长期对该项技术的垄断。与此同时，企业完成的用于制造燃料电池核心材料磺酸树脂离子膜的年产 

500 吨的生产装置已经建成投产，解决了氢燃料电池生产的重大瓶颈，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

有该项技术和产业化能力的国家。在国家政策和行业技术发展的共同推动下，上汽集团、长安汽车和

东风汽车等主要汽车公司纷纷与燃料电池制造商合作推出自己品牌的燃料电池轿车和燃料电池客车，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的进步，技术水平与国际汽车巨头也相差不远。 

五、燃料电池在通信行业应用 

现在运营商为了保证通信局站和基站不中断供电，目前通常采用铅酸蓄电池+柴油发电机的方式

备电，铅酸蓄电池的优点是比较安全并且一次性购置成本较低，但缺点也很明显，如体积大，质量大，

存在环境污染隐患，储能密度较低等。同时，铅酸蓄电池对环境温度要求非常苛刻。 

 

而柴油发电机组，存在噪声大、废气污染、大量消耗一次能源等缺点，随着人们对居住、工作和

休息环境的不断提高，在很多小区通信站点使用柴油发电机组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投诉率不断提高。 

运营商如此“多备份、多保险”的应急/备电供电模式，能耗结构效率和效能都极低、代价极高，

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能源消费”模式，因此亟待改进和变革。 

燃料电池技术被认为是取代蓄电池和发电机组作为通信行业后备电源的最有前景的技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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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ON）公司生产的燃料电池作为通信用后备电源进行了详尽的现场测试和数据整理，测试表明，

燃料电池是后备电源系统的理想方案，与传统方案相比，其维修工作量与维护管理成本大幅度降低，

因此，对于那些经常断电，有柴油发电或由长时间断电需配置大容量电池的站点，燃料电池是最好的

选择。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在华东沿海省市已经形成了百余套燃料电池应急/备用

电源的应用规模。 

 

2012 年 3 月 31 日，移动嘉美基站片区突发断电事故，电力恢复时间不明，燃料电池备用电源自

动启动运行，连续工作 7 小时，直到电力恢复。 

2013 年 5 月 30 日，因供电线路突发故障，导致嘉众翔基站电力中断，加之雨天电网维修不便，

燃料电池备用电源自动运行，连续工作 17 小时 08 分，有效的保障了基站的通信正常。 

2013 年 6 月 12 日，陈村基站市电停电，燃料电池运行 4 小时 52 分。 

2013 年 6 月 17 日，刘五店基站市电停电，燃料电池运行 6 小时 25 分。 

2013 年 11 月 8 日，6:41—13:38 嘉美基站意外断电，运行 8 小时。 

2013 年 12 月 30 日，7:08---16:20 泥岗基站意外断电，全程供电，换气 6 瓶，约 9 小时。 

2014 年 1 月 21 日，7:44---13:50 纪家基站意外断电 7 小时，全程供电。 

2014 年 3 月 20 日，6:28---17:53 望安基站意外断电 11.5 小时，全程供电。期间换气 3 瓶。 

2014 年 9 月 8 日，嘉美基站意外断电，燃料电池应急/备用电源启动为通信设备供电 8 小时； 

2015 年 2 月 20 日，泥岗基站市电断电，燃料电池应急/备用电源启动工作 9 小时 12 分，直至市

电恢复； 

2015 年 5 月 21 日，纪家基站市电中断，燃料电池自动启动运行，为通信设备全程供电，工作 7

小时直至市电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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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28 日，民丰基站意外断电，燃料电池自动启动运行，系统全程供电约 3 个小时。 

2016 年 9 月 8 日，世盛基站意外断电，系统全程供电 1 小时直至市电恢复； 

2017 年 2 月 20 日，敖园基站试点中断，燃料电池启动运行，系统供电 3 小时。 

2017 年 4 月 19 日，嘉众百基站意外断电，燃料电池系统供电 3 小时； 

2017 年 5 月 18 日，嘉岗峰基站意外断电，燃料电池自动启动运行，全程供电约 3 小时； 

2017 年 7 月 10 日，沪顾基站意外断电，燃料电池自动启动运行，全程供电约 3 小时。  

六、燃料电池的优势及前景 

燃料电池作为一种新能源技术，具有以下无可比拟的优势： 

 燃料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高，其有效能效可达 60%～70%，其理论能量转换效率可达 90%。

而目前汽轮机或柴油机的效率最大值为 40%～50%，当用热机带动发电机时，其效率仅为

35%～40%，其他物理电池，如温差电池效率为 10%，太阳能电池效率为 20%，均无法与燃

料电池相比。 

 比能量或比功率高。 

 适用能力强,可以使用多种多样的初级燃料。如天然气、煤气、甲醇、乙醇、汽油；也可使

用发电厂不宜使用的低质燃料，如褐煤、废木、废纸，甚至城市垃圾，但需经专门装置对它

们重整制取。 

 污染小、噪声低,能大大减少污染排放。特别是氢燃料电池，其发电后的产物只有水，可实

现零污染,是今后研究的重点。现已开发了 25kw 的净化甲醇的燃料加工器，它产生氢气的速

度可达 25nm³/h，所得氢的纯度为 99.9995%。另外，由于燃料电池无热机活塞引擎等机械传

动部分，故操作环境无噪声污染。 

 高度可靠性。燃料电池发电装置由单个电池堆叠至所需规模的电池组构成。由于这种电池组

是模块结构，因而维修十分方便。另外，当燃料电池的负载有变动时，它会很快响应，故无

论处于额定功率以上过载运行或低于额定功率运行，它都能承受且效率变化不大。这种优良

性能使燃料电池在用电高峰时可作为调节的储能电池使用。 

其次，近年来，燃料电池汽车也脱颖而出，成为现有各种汽车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主要原因是其

http://www.china-nengyuan.com/product/product_big_1000.html
http://www.china-nengyuan.com/product/product_big_1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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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优点倍受青睐。燃料电池汽车的三大优点： 

 低排放。燃料电池通过电化学的方法，将氢和氧结合，直接产生电和热，排出水，而不污染

环境。以甲醇、汽油等为燃料的燃料电池汽车虽也产生二氧化碳，但其排放量比内燃机的要

少得多，且没有其它污染排放(如氧化氮、氧化硫、碳氢化物或微粒)问题。 

 燃料多样化。燃料电池所使用的氢可取自天然气、丙烷、甲醇、汽油、柴油、煤以及再生能

源。燃料来源的多样化有利于能源供应安全和利用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如加油站等)。 

 效率高及性能高。由于燃料电池没有活塞或涡轮等机械部件及中间环节，其效率大为提高，

约为内燃机的 2～3 倍。燃料电池汽车在成本和整体性能上(特别是行程和补充燃料时间上)

也明显优于其它电池的电动汽车。 

目前燃料电池正在得到积极推广，但在大规模发电领域的商业化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从 2005

年到 2012 年这 7 年时间，通过全世界共同努力，基本上解决了燃料电池可以满足汽车的需求，燃料

电池功率密度达到了接近内燃机的水平。从燃料电池的寿命看，小车达到了 5000 小时，大巴超过了

1 万小时。此后主要是解决如何降低成本和实现批量生产的问题，以及建设加氢站的问题。 

燃料电池商业前景虽然广阔，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国在燃料电池材料方面已经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但还没有进入商业化应用。在提高电池性能同时，必须提高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的可靠性和

耐久性，加快推进燃料电池发动机快速评价方法，推动示范运行，促进关键的产业链和技术链的形成。

此外，加氢站的建设任务也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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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园地】 

光缆接头盒密封性不合格原因分析及对策 

河北阳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刘玥 

光缆接头盒又名光缆接续盒是光缆线路工程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接续保护装置，光缆接头盒的质量

直接影响到光缆线路的质量和使用年限。 

作为光缆线路中的关键器材，光缆接头盒的相关标准和规范不同于其他配线产品，它在常规的外

观、功能、电气性能、光学性能等的基础上还添加了密封性的要求并作为日常出厂必检项目，可见光

缆接头盒中密封的重要性。 

虽然标准和规范中都有明确的要求，但是还是存在接头盒密封性不合格的现象，我们在对其判定

的同时也在不断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四种： 

一、密封材料性能较差 

光缆接头盒的密封程度取决于密封材料，生产厂家使用密封胶条和密封胶带进行封装，但密封材

料质地柔软富有弹性，在持续高温实验中，密封材料逐渐软化与盒体相连处受高温和压力双重作用，

密封较为薄弱的地方会出现漏气；在低温冲击试验中，密封材料变硬失去弹性，在受到冲击后更易断

裂从而漏气，以上原因均导致密封性不合格。 

生产厂家应选取具有较好热稳定性和耐寒性能的密封材料，使光缆接头盒在密封后不受温度变化

的影响，稳定性是密封材料的重要指标。同时密封材料应具有一定的机械性能，主要表现为硬度和抗

拉强度可保证施工过程中不因气压作用导致盒体破损。最后密封材料还应具有抗老化性，考虑到接头

盒的使用环境，密封材料的抗老化性影响了光缆接头盒的使用年限。 

二、密封工具不便 

光缆接头盒封装紧固件为内六角螺丝，在螺丝型号上没有区分，但是各个厂家在密封工具上差别

很大。部分厂家不甚注意配件对产品的影响，内六角扳手棱角不清晰，密封过程中易脱扣无法紧固螺

丝，甚至对现场操作人员手部造成意外伤害。因标准中未对内六角扳手做出具体要求，生产厂家为节

约成本缩短扳手长度对密封过程造成不便从而影响到最终的检测结果。 

生产厂家应自测密封性能，使用配套的密封工具来封装选择最优工具，规定扳手尺寸，提高产品

密封性合格率同时也提高效率。 

三、接头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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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盒材料分为钢制材料和工程塑料两种，我们以工程塑料为例，在 YD/T814.1-2013《光缆接

头盒 第一部分：室外光缆接头盒》中对光缆接头盒外壳的材料进行性能要求，保证盒体在使用过程

中的稳定性，但是各生产厂家为节约成本，使用质地较软的工程塑料，在密封时因质地较软，边缘紧

固后两固定点中间鼓起漏气，密封性不合格。 

部分厂家选择缩小接头盒尺寸或使接头盒壁厚变薄，这在密封过程中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接头盒

无法承受规定的 100kPa气压从而开裂甚至爆破。 

生产厂家应选取优质的 PC 工程塑料为原料并规定接头盒壁厚，在大量投产之前先做试样，进行

全面的密封、浸水和环境试验确保产品出厂的合格率。 

四、安装失误 

密封操作人员在紧固过程中，未使用垫片或螺丝角度倾斜使接头盒内侧螺纹破损，无法和螺丝咬

合未起到密封作用。 

密封操作人员未使用对角紧固安装的方法，接头盒受力不均边缘翘起导致盒体漏气。 

现场施工过程中密封材料粘到其他杂质降低密封粘性使接头盒封装后依然漏气。 

以上三种原因均导致接头盒密封性不合格，这需要生产厂家在说明书中注明此类注意事项或施工

单位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上述列举接头盒密封性不合格原因并作出分析，望在日常生产制造中起到帮助，言辞不到之处还

望见谅。 

 

铅酸蓄电池反极与爆炸原因及预防措施探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章异辉 

【摘要】：本文通过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铅酸蓄电池发生反极与爆炸现象的原因，并指出电源系统

标配在线电池单体健康度（SOH）管理系统，可实现故障前预警，降低电池故障风险，保护通信网络

投资。 

【关键词】：铅酸蓄电池  反极  爆炸  电池单体健康度管理 

 

容量不足、放不出电、电池鼓胀与漏液等是铅酸蓄电池常见故障现象，维护人员对此也习以为

常，能熟练应对。电池反极、爆炸也并不鲜见，但现象却令人迷惑不解，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原因，

并提出避免此类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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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个典型的电池反极案例 

1.1 案例一 

用户进行油机与市电切换测试，UPS 出现电池开关跳闸。事后检查，恢复工作后的 UPS 状态无

异常，蓄电池各单体浮充电压均衡，电池外观及连接也正常。采用该 UPS 10 分钟放电功能进行放电

测试，万用表记录到开始瞬间电池组电压最低值为 300V，随后回升到 360V 左右，UPS 面板显示电

池正在放电测试。测量蓄电池组没有放电电流，用万用表对每个电池进行测量时，发现其中有一节电

池单体电压为-15V 左右，其它电池都在+12V 左右。退出电池测试状态并恢复到正常供电模式后，测

得所有电池电压都基本正常。 

 

图 1 UPS在线电池测试时电池单体电压异常示意图 

 

分析：UPS 进行电池测试时，整流器输出电压降低至 360V，负载能量转由电池提供。由于该电

池组已经发生故障，无法承担负载电流，端电压瞬间下降，整流器因负荷突变引起电压下降，最低探

至 300V，并立即回升至系统设定的输出电压 360V 以保障负载运行。 

电池电压主要由极性材料决定，电压不可能高于正常电压，因此出现“-15V”反向电压只可能

是外部电压加在上面的结果。该 UPS 蓄电池组为 32 节 12V 电池串联，电池经瞬间放电后，开口电压

略低于正常开口电压 12.9V，大约为 12.1V。除已反极的电池外，其它 31 节电池电压为 12.1³31=375V，

与整流器输出的 360V 相差正好 15V，与反极的电压两端电压一致，可以判断反极电池单体内部已经

断路。 

结论：蓄电池组在放电状态下若无放电电流，一节电池反极，说明该节电池断路。如果不是测

试发现，停电时一定发生重大故障。 

1.2 案例二 

某 UPS 配置 100AH/2V 电池 180 节 1 组，已使用 4 年，日常巡检时发现其中一节电池浮充电压

AC/DC DC/AC 负载 

10 节，开口电压 121V 

21 节，开口电压 254V 

0V 电位 

1 节，-15V 

母
线
电
池
测
试
电
压3

6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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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偏低，从前期 2.19V 下降到 2.15Vdc；浮充状态时测试电池内阻均衡，电池组能够放电为负载供

电。电池组放电时，发现某节电池反极电压 1.7Vdc 左右，整组电池电压偏低。因为该 UPS 负载率仅

10%，未影响设负载运行。 

分析：铅酸蓄电池正极为二氧化铅，负极为铅，放电过程中正负极活性物质都逐步转变成完全

相同的物质——硫酸铅。如果某节电池剩余容量远低于其它电池，正极二氧化铅和负极活性铅都很快

全部转化为硫酸铅，不再能放出电能。由于其它电池有电能输出，但电流与正常情况下的充电电流方

向相反，因此其它电池放出的部分电能用于给该节落后电池充电，在原来的正极上生成铅，原来的负

极上生成二氧化铅，电解液中硫酸含量增加。由于二氧化铅在硫酸中呈正电位，铅在硫酸中呈负电位，

电池将具有反向电压，这就是反向充电，在该节电池两端形成反极电压。 

 

图 2  剩余容量不足的电池易在电池放电时产生反极现象 

 

本案例中一组电池有 180 节，如果某节电池放电至反极，该电池不但不能提供能量，还要抵消

另一节电池的电压，全组相当于只有 178 节电池，影响率 1.1%，对负载工作影响并不显著。如果是

48V 电池组，影响率高达 8.3%，即多数电池还有 2V 电压时，全组电池电压已下降至 44V，将引起电

池保护或负载掉电，后备时间缩短一半以上。如果发生在 24V 电池组中，负载将很快掉电。 

结论：如果电池组能放出电流，但某个电池反极，说明该节电池剩余容量远低于其它电池，也

属于故障电池。如果系统采用 12V 电池单体，其中某一格反极，将使 12V 电池电压降至 8V，对系统

的影响与 2V 电池组成的电池组相同。对于备电时间越来越短的核心机房和数据中心来说，此类电池

问题极易导致重大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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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池爆炸案例 

某核心机房维护人员进行油机带载测试，油机刚启动的瞬间，一节启动电池发生爆炸，油机已

正常启动。维护人员立即停机检查，发现电池外壳已炸裂飞出。 

分析：爆炸的要素包括可燃气体、氧气或空气、火源及相对密闭的空间。蓄电池的电解液为稀

硫酸，只要在两极上施加外加电场，就会产生水的电解现象产生氢气和氧气，电解速度与电压呈正向

关系，电压越高，电解速度越快。在蓄电池充电过程中，由于硫酸铅优先还原，因而充电过程中仅有

少量氢气产生。当充电结束后，如果仍施以较高的充电电压，就会产生较多的氢气和氧气，一些氧气

与铅发应生成氧化铅，其它与电池壳体内原有空气混合形成高氧浓度空气；产生的氢气部分与氧复合，

剩余的氢气在电池内积累。如果产生的气体较多，电池内的压力升高，高于排气阀开启阈值时，气阀

打开排气。如果气阀不能打开，随着气体的增加可能发生物理爆炸；而不论是否排气，电池内总是氢

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密闭空间内的氢气含量在 4~76%的很宽范围内只要遇到超过 700℃的火花都会

发生化学爆炸。 

电弧是电池内部出现火花的唯一原因，包括短路或正常电流拉弧。本案例中，电池爆炸发生在

柴油发电机组启动时。柴油机启动电流很大，如果电池内部极板之间的连接条有虚焊，都可能产生电

弧引发化学爆炸，或大电流导致急骤发热导致的物理爆炸。由于排气阀的存在，化学爆炸可能性高于

物理爆炸。 

结论：铅酸蓄电池在电池放电过程中发生爆炸，与电池内部损伤或出厂质量有关。电池爆炸具

有很强的冲击力，与电池着火事故类似，极易导致通信网络发生重大故障。 

3 电池单体健康度管理是避免因电池原因产生重大故障的关键措施 

蓄电池是通信网络的最后一道防线，电池维护是通信动力系统维护的重中之重。行业专家通过

分析电池故障案例，将经验写入了维护规范，力求降低由于电池问题带来的重大风险。按规范进行定

期电池测试等操作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人员责任心和操作规范性要求很高，对于海量电池维护来说，

有限的维护人员难以按规范要求例行维护。事实上，按年度进行的电池测试也无法及时发现问题，电

池仍是网络中断的首要因素。 

选用准确性高的在线电池单体健康度（SOH）管理系统，可以及时发现薄弱电池单体，包括放

电时可能反极或爆炸的电池，在发生故障前预警，通过预维护降低电池故障风险，是避免因电池产生

重大故障的关键措施。 

传统的电池单体健康度管理系统是动环监控的子集，电池状态信息能主动上报，但却不能控制

电源系统对电池进行管理。当电池健康度管理系统作为电源的可选部件时，可将电池异常情况下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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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直接在电源系统中通过软件实现，电池维护效果不受制于监控值班及电源维护人员团队配置、

技术水平和工作责任心，不但能通过故障预警保障备电可靠性，还能使电池使用寿命真正达到预期。

对于重要的核心机房、数据中心、汇聚机房、传输节点和 VIP 基站，通信电源和 UPS 标准配置电池

健康度管理系统，是避免电池隐患影响的可行手段。保护好电池，就是保护通信网络投资。 

参考文献： 

[1] 章异辉 艾兴华  在线电池单体 SOH 管理是消除 ICT 负载掉电风险的必要手段，《泰尔认证中心

技术委员会工作简报》，2016 年第 2 期（总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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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广场】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分析研究 

信息产业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欧月华 任艳 

摘  要：采用电子标签的智能 ODN 技术能够提高光纤利用率和简化施工流程，但是运营商部署智能

ODN 中相关设备和光路由是跨厂家跨设备进行的，存在一定管理难度，因此本文提出了采用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综合管理多厂家设备、网管等组成的智能 ODN 的方案，分析研究了智能 ODN 综合管

理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架构，并提出了关键应用场景以及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的功能要求。在本文

中，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提供统一的工单系统和资源系统调用，智能化调用和处理跨厂家的智能

ODN，实现对智能 ODN 设备和光路由的智能化管理。  

关键词：智能 ODN；接口；综合管理 

 

0 背景 

随着光网城市的大力推进，运营商光纤网络的建设速度越来越快，规模在也不断扩大，现网中

光纤网络资源标识手段原始，人工操作量大，运维管理效率低。因此智能 ODN（Optical Distribution 

Network）技术应运而生，通过在无源光纤网络中引入电子标签技术、智能 ODN 设备和配套网管和智

能化管理终端，实现智能、精确管控海量的光纤和相关设备资源，优化已有的施工、业务开通、维护

流程，提高运维管理的效率。 

1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概念 

1.1 智能 ODN 技术 

智能 ODN 在光接入网中为 FTTx 网络提供光纤物理连接，其在传统的光分配网络中，通过采用

电子标签技术，实现基于端口的可感知以及可视化管理能力，并结合相关装维流程，具备了光纤连接

关系自动识别、资源信息校准、可视化施工指导、故障发现等功能，实现光分配网络智能化管理，提

高资源准确性和装维效率。 

智能 ODN 系统的基本组成包括电子标签载体、智能 ODN 设施、智能管理终端（包括智能便携

工具和智能终端应用）、智能 ODN 网管模块四大部分，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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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 ODN 系统结构 

1.2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定位 

智能 ODN 网络是综合性的网络结构，其中运营商部署智能 ODN 设备和智能光路由都是跨厂家

跨设备进行的，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智能 ODN 网管、智能管理终端以及不同形态的智能 ODN 设备。

因此，单靠目前的资源系统或者是单个厂家智能 ODN 网管并不能完整地管理起全网智能设备资源。 

随着光纤网络的建设发展及智能 ODN 设备的大量使用，从运营商角度，必然需要一个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综合管理包括多厂家的智能 ODN。多个厂家智能 ODN 设备、网管等通过智能 ODN 综

合管理系统接入，也就是说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提供统一的工单系统和资源系统的调用系统，智

能化调用和处理智能 ODN 设备、网管等，实现对智能 ODN 设备和光路由的智能化管理。  

2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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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原理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主要是对智能 ODN 设备、光路由进行智能化管理和配置，实现各种光

纤管理和施工流程全自动化。其工作流程主要涉及工单系统、资源系统和厂家智能 ODN 网管模块和

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工单系统发起工单，派发到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中，然后由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对工单进行分析，从资源系统中获取资源信息（如果有）。在对资源信息进行分析之后

将资源数据和工单数据自动派发给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在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对设备的操作完

成之后，返回设备信息给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最后由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将设备信息上传

给资源系统，并对工单进行回单。另外，资源系统如果要获取查询相关设备信息，也是需要通过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选择相应厂家智能 ODN 网管模块进行通信获取。 

2.2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架构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和周边系统的相关功能集成关系如图 2 所示，其由智能 ODN 综合管理

后台模块和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组成，目的是有效的将资源系统、工单系统、不同的厂家智能

ODN 网管模块和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厂家驱动，将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转成设备驱动式管理）

有效的整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管理体系。 

 

图2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架构、与周边系统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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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键场景分析 

设备开局、光路开通和资源巡检是光纤运营管理的主要场景，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在这三个

场景的应用分析如下： 

1) 设备开局：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对不同厂家的设备进行配置，并自动采集设备信息并上传给

资源系统，简化资源的录入工作、避免大量的人工参与，提高效率和提高资源的准确率。 

2) 光路开通：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将光路按照厂家进行拆分，然后派发给各厂家设备智能终端

应用。当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处理完成之后，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将设备信息返回给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对施工结果进行校验告警，最后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将施

工结果返回给资源系统。 

3) 资源巡检：巡检是资源系统维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 ODN 的资源巡检，是由智能设备端自动

上报给资源系统，然后由资源系统做校验的过程。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将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

用从设备上采集上来的数据上传给资源系统。 

3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功能 

3.1 概述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主要由智能 ODN 综合管理后台模块和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组成，

智能 ODN 综合管理后台模块主要实现与工单系统、资源系统、厂家智能 ODN 网管模块的接口以及

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集成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根据厂家设备类型

实现驱动化管理。 

3.2 接口功能 

3.2.1 接口基本功能 

智能 ODN 综合管理后台模块实现的接口基本功能包括： 

 支持多厂家网管自适应 

系统支持多厂家网管服务接口，可以根据设备上的厂家标识字段，查询系统配置的网管服务器的

厂家标识，自动识别设备所属厂家，并访问对应的网管服务。 

 完成接口数据扭转 

 接收工单指派任务 

系统从工单系统接受派发任务，保存当前任务信息入库。 

 上报网管信息给资源系统 

当网管上报信息至系统后，系统自动将上报信息上报给资源系统。 

 根据资源请求查询相应网管信息 

当资源系统查询设备信息时，自动根据设备厂家信息，找到对应的网管服务器，查询设备信息返

回给资源系统。 

 回单工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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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务相内资源完成施工后，系统自动给工单系统回单。 

3.2.2 系统和工单系统接口 

此接口主要实现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和工单系统对接，完成设备开局，光路配置， 

资源巡检等工单的接收，回单等操作，具体接口功能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系统和工单系统接口功能 

接口名称 接口描述 
接口提供

方 

接口使

用方 
接口类型 接口技术 备注 

设备开局工单

接口 

设备开局，传递

设备的预录入的

基础信息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系统 

工 单 系

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智能 ODN 综

合管理系统通

过预录入信息

去资源系统中

查询预录入的

详细信息。 

光路配置工单

接口 

资源放装，光路

开通，工单系统

派发光路信息和

路由信息给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

统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系统 

工 单 系

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资源巡检工单

接口 

工单系统派发资

源巡检设备信息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系统 

工 单 系

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施工回单接口 

智能 ODN 综合管

理系统返回已经

处理完成的工单

信息。 

工单系统 

智 能

ODN 综

合 管 理

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3.2.3 系统和资源系统接口 

此接口主要实现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和资源系统对接，完成设备信息、端口信息、 

光路由信息的查询，以及设备信息、端口信息等的上传工作，具体接口功能描述如表 2 所示： 

表 2 系统和资源系统接口功能 

接口名称 接口描述 接口提供方 接口使用方 接口类型 接口技术 

设备信息上传接

口 

上传设备信息给资

源系统 

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端口信息上传接

口 

上传设备端口信息

给资源系统 

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查询设备信息 从资源系统查询设

备信息 

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查询设备端口信

息 

从资源系统查询端

口信息 

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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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 接口描述 接口提供方 接口使用方 接口类型 接口技术 

查询设备机框信

息 

从资源系统查询机

框信息 

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查询设备盘信息 从资源系统查询盘

信息 

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查询光路路由 从资源系统查询光

路由信息 

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资源校验 资源信息上传后资

源系统校验后的结

果回馈 

智能 ODN 综

合管理系统 

资源系统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3.2.4 系统和厂家智能 ODN 网管接口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支持多网管服务接口，可以根据设备上的厂家标识字段，查询系统配置

的网管服务器的厂家标识，自动识别设备所属厂家，并访问对应的网管服务。 

此接口主要完成系统和厂家智能 ODN 网管间的对接，完成设备信息、端口信息的上传以及厂家

智能 ODN 网管通过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对资源系统进行必要的设备查询等功能。具体接口功能

见表 3。 

表 3 系统和厂家智能 ODN 网管接口功能 

接口名称 接口描述 接口提供方 接口使用方 接口类型 接口技术 

设备信息上

传接口 

上传设备信息给

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厂 家 智 能

ODN 网管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端口信息上

传接口 

上传设备端口信

息给资源系统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厂 家 智 能

ODN 网管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查询设备信

息 

从资源系统查询

设备信息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厂 家 智 能

ODN 网管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查询设备端

口信息 

从资源系统查询

端口信息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厂 家 智 能

ODN 网管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查询设备机

框信息 

从资源系统查询

机框信息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厂 家 智 能

ODN 网管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查询设备盘

信息 

从资源系统查询

盘信息 

智能 ODN 综合

管理系统 

厂 家 智 能

ODN 网管 

建议： 

异步接口 

建 议 ：

WebService 

 

3.2.5 系统和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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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接口主要根据不同厂家智能设备类型对厂家设备智能终端进行驱动化管理，实现智能 ODN 综

合管理系统中的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和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间的对接，完成工单信息（包括设

备开局工单、资源巡检工单和光路配置工单）的转发、设备信息和端口信息的转发以及厂家设备智能

终端应用采集的信息的上传等功能。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中的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根据驱动

接口自动识别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具体接口功能见表 4。 

表 4 系统和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接口功能 

接口名称 接口描述 接口提供方 接口使用方 接口类型 接口技术 

厂家网管加载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调用厂家设备智能终端

应用配置网管通道配置。 

厂家设备智能

终端应用 

智能光纤管

理应用 

建议： 

同步接口 

建议：API 

配置当前设备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调用厂家设备智能终端

应用配置当前设备. 

厂家设备智能

终端应用 

智能光纤管

理应用 

建议： 

同步接口 

建议：API 

资源收集接口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通知厂家设备智能终端

应用开始资源收集 

厂家设备智能

终端应用 

智能光纤管

理应用 

建议： 

同步接口 

建议：API 

获取当前设备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通知厂家设备智能终端

应用获取当前设备 

厂家设备智能

终端应用 

智能光纤管

理应用 

建议： 

同步接口 

建议：API 

施工开始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通知厂家设备智能终端

应用开始施工。 

厂家设备智能

终端应用 

智能光纤管

理应用 

建议： 

同步接口 

建议：API 

施工校验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通知厂家设备智能终端

应用进行施工校验。 

厂家设备智能

终端应用 

智能光纤管

理应用 

建议： 

同步接口 

建议：API 

施工取消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通知厂家设备智能终端

应用取消施工。 

厂家设备智能

终端应用 

智能光纤管

理应用 

建议： 

同步接口 

建议：API 

 

3.3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智能ODN综合管理APP要实现的功能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网管自动识别：根据网管厂家标识，自动识别设备的所属网管，访问该厂家网管服务，并下载相

应驱动； 

 厂家驱动加载：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加载厂家驱动程序，识别驱动接口； 

 厂家驱动卸载：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卸载厂家驱动程序。 

 展现设备信息：根据厂家驱动返回的箱体 ID，展现当前设备的基本信息（由于施工人员施工的时

候，是对一个设备进行一次上门操作，所以不区分设备是否是开局，配置跳纤，巡检三种情况，系统

一次把和该设备相关的所有的信息都发送给厂家驱动程序，接口正确发送消息之后提醒任务已派发。

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只展现该设备的相关信息。） 

 待处理设备列表：展现所有含待处理任务的设备列表。 



30 
 

 工单信息查询：通过智能 ODN 综合管理 APP 分场景查询工单信息，包括开局工单、巡检工单、

光路配置工单，可以根据工单类型、工单编码、工单状态等查询工单信息，也可进一步根据工单展示

此工单关联的设备。 

 设备信息查询：根据设备名称、编码、IP 地址查询设备、机框、板卡、端口以及端口跳纤等信息。 

 离线功能查询：离线处理功能，先离线下载工单信息，之后现场施工连接设备、端口，手机终端

保存相关信息，最后待网络环境连通，则自动回单到工单系统。 

 查询统计功能：工单统计查询，列出开局工单、巡检工单、放装工单的简易统计信息。 

4 结束语 

智能 ODN 综合管理系统往上与 OSS 中的资源系统、工单系统实现了无缝的连接，往下与不同

厂家智能 ODN 网管模块和厂家设备智能终端应用实现与 ODN 设备通信，成功有效地将各个系统整

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 ODN 的管理体系，有效地应用在设备开局、光路开通、资源巡检等场景，

可以简化流程，提高施工、运维管理的效率，有效提升基础服务能力。 

 

矢量网络分析仪相位测量的校准 

西安通和电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康婧 

【摘要】矢量网络分析仪因其广泛的使用和强大的功能被誉为仪表之王，但其硬件局限性会给实际测

量带来各种误差。本文从简单介绍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工作原理和误差来源入手，提出了对其进行校准

的必要性及具体方法，尤其着重介绍了用标准长度空气线作相移标准校准矢量网络分析仪相位测量的

方法、步骤，给出了试验结果并评定了校准不确定度。最后，探讨了校准质量的评估及校准中需要注

意的问题。 

【关键字】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误差；相位；校准  

 

Abstract: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is known as the king of the instrument because of its extensive use and 

powerful function, but it brings errors to measurement inevitably due to hardware limitation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the measurement error sources of it firstly,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and specific methods of calibration, especially raises the method and the steps of 

calibration with a standard air-line as phase-shift standard, and gives out the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 and 

assesses the calibration uncertainty as well.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libr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nd some noteworthy questions during real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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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measurement, errors, phase, calibration 

 

引言 

网络分析仪是通过测量电信号传播路径或电子元器件所代表网络的反射参数和传输参数，从而

对网络特性进行全面描述的测量仪器，基本功能是实现对网络的频率特性测量。而能同时测量网络特

性模值和相角的网络分析仪被称为矢量网络分析仪，它主要用于测量器件和网络的反射特性和传输特

性，是一种集成了现代微波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性能的智能化测量仪器，使其测量速度、

测量精度和智能化程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因其强大的功能，常被誉为仪器之王，是射频、微波

领域，尤其是通信行业中不可缺少的测试仪器。但其硬件局限性会给实际测量带来各种误差。校准是

提高 VNA 测量精度十分有效的手段，通过校准可以去除多项系统误差，从而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 

一、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工作原理 

 

 

 

 

 

 

 

 

 

 

 

图 1  N端口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标准框图 

目前主要有两种矢量网络分析仪： 

一种是基于零差原理的网络分析仪。它相对较为经济，然而由于其各种技术限制，它仅适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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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应用。 

另一种是基于外差原理的网络分析仪。它适用于对电路的精确研究。本文内容研究均针对外差

型矢量网络分析仪。 

外差型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标准框图如图 1，它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1)  测试装置。它在测试端口处将入射波和反射波分离，并馈入参考通道或测量通道中。其中，

电调衰减器用于调节测试端口的输出功率，信号源步进衰减器用于扩展输出功率范围的下限。 

2)  信号源。它提供射频信号作为激励。信号源切换器将激励信号传送到相应的有源测试端口。 

3)  接收机。每个测试装置都与一个测量接收机和一个参考接收机相连，二者都由射频信号部分

(外差原理)和数字信号处理部分构成。它们都分别与相应的测量通道或参考通道的相连，并相对独立。

接收机的输出为由复数数值表示的原始测量数据。 

4)  计算机。该部分会进行系统误差校正并显示测量数据，它同时提供了用户界面和远程控制界

面。 

二、矢量网络分析仪的误差来源 

任何一款精密测量仪器都有自身的局限性,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硬件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有限

的动态范围、隔离度、源/负载匹配不理想以及其他缺陷都会产生测量误差。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测量

误差基本可以分为随机误差、漂移误差和系统误差三大类。 

1)  随机误差是不可重复的误差项，如测试信号源的相位噪声、测量过程中或校准过程中连接端

口的测量重复性和开关重复性等都属于随机误差，噪声)，可以通过增加信号源功率、减小 IF 带宽等

方法减小误差。在测试仪器中减小随机误差的最有效方法是对测试数据进行平均或平滑处理。 

2)  漂移误差包括频漂、温漂和测试装置校准和测量中的其他物理变化，测量稳定性主要来源于

漂移误差，由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初始指标、校准标准件的性能和误差修正模式决定。 

3)  系统误差，即由于被测件的不匹配和泄漏、测试通道和参考通道的隔离、系统频率响应造成

的误差，它由于实际测试设备的不理想引起,这类误差通常认为不随时间变化,具有可重复性、可预测

性,在测量过程中通过校准可以消除。校准后的指标反映了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测量精度，主要由校准

标准件的性能和所采用的误差修正模式决定。 

三、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校准 

在实际测量中，系统误差是测量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来源，系统误差能够被量化出来，因而能够

被修正从而消除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校准是提高 VNA 测量精度十分有效的手段，通过校准可以去除

多项系统误差，从而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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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校准主要包括对传输幅度、传输相位、反射幅度和反射相位的校准，但目前

已颁布的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相关计量校准规范并未对矢量网络分析仪相位校准的方法做出描述。因

此，探讨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相位测量的校准方法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文旨在与此，着重介绍了用标准长度空气线作相移标准校准矢量网络分析仪相位测量的方法、

步骤，给出了试验结果并评定了校准不确定度。 

1. 相位标准的建立 

我们知道，空气同轴线中的相移 

          
s
=



360
²l s

=
c

f360
²l s

                       (1)    

式中， f 是以Hz为单位的测试频率； 

      是以m 为单位的对应于 f 的波长； 

      c＝299792458±1.2 sm / 是电磁波的传输速度； 

      l s
是以m 为单位的空气同轴线的电长度。 

 因此，准确知道了空气线的电长度l s
，就能准确得到相移

s
。 

 例如,我们有l s
＝45.38 m m 的空气同轴线，其理论相移如下表所示： 

表 1    标准相移 

f （MHz） 412.891772 825.783544 1651.567089 


ST

(°) 22.5 45 90 


SR

(°) 45 90 180 

表中，
ST

是传输相移。如果将空气同轴线一端短路，则可以得到标准长度空气同轴线的反射

相移
SR
＝2³

c

f360
²l s

                     (2) 

2. 校准步骤 

 1)传输相移测量的校准 

a.按图 1 虚线作直通连接，在s21
或s12

相位测量情况下，用标记测量初始相位
T1
； 

b.插入标准长度空气同轴线如图 1 实线所示。在和步骤 a中相同的频率上用标记测量相位
T2
； 

c.被测传输相移
UT

=
T2
－

T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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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输相移测量的校准连接图 

d.传输相移测量误差 
T
＝

UT
－

ST
 ；                   (4) 

2)反射相移测量的校准 

 

 

 

 

 

 

 

 

 

 

图 2 反射相移测量的校准连接图 

a.在端口 1 或端口 2 接开路。如图 2 所示，在s11
或s22

相位测量情况下用标记读初始开路相位


O
； 

b.在端口 1 或端口 2 接短路，如图 2 所示。在s11
或s22

相位测量情况下用标记读和步骤 a中相

同频率上的初始短路相位
S
； 

被测矢量网络

分析仪 

空 

气 

线 

 

端口 1 

 

端口 2 

 

被测矢量网络

分析仪 

端口 1 

 

端口 2 

 

开 

路 

 

短 

路 

 

空

气

线 

 
短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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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短路和开路之间的相位差 

    ＝
S
－

O
                                        (5) 

应为 180°，其误差  ＝ －180°                       (6) 

d.在端口 1 或端口 2 接空气线加短路器。在s11
或s22

相位测量情况下用标记读和步骤 a中相同

频率上的相位
S
′； 

e.被测反射相移
UR

＝
S
′－

S
 ；                       (7) 

f.反射相移测量误差
R

=
UR

－
SR

  。                  (8) 

3. 试验结果 

用l s
＝45.38 m m 的空气同轴线校准了 ZVB-8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相位测量，结果如下： 

表 2  传输相移校准结果 

f （MHz） 412.891722 825.783544 1651.567089 


ST

   (°) 22.5 45.0 90.0 


UT21

(°) 22.343 45.004 87.038 


T21

(°) －0.157 +0.004 －2.962 


UT12

 (°) 22.536 44.954 87.865 


T12

(°) +0.036 －0.046 －2.135 

               

表 3  开路、短路反射相位的差 

f （MHz） 412.891722 825.783544 1651.567089 


S11

(°) 164.92 150.15 120.11 


O11

(°) －15.053 －30.031 －60.399 


11

(°) 179.973 180.181 180.509 


S

(°) 180 18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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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0.027 +0.181 +0.509 


S22

(°) 164.87 150.14 120.19 


O22

(°) －15.094 －30.071 －60.348 


22

(°) 179.964 180.211 180.538 


S

(°) 180 180 180 


22

(°) －0.036 +0.211 +0.538 

 

表 4  反射相移校准结果 

f （MHz） 412.891722 825.783544 1651.567089 


S

(°) 45 90 180 


UR11

 46.17 92.21 179.333 


R11

 +1.17 +2.21 －0.667 


UR22

 46.21 91.139 180.019 


R22

 +1.21 +1.139 +0.019 

 

4. 不确定度评定 

1)由于频率不准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u1

 

式(1)或(2)对 f 微分并取相对值 

  1＝
f

f
＝±1³10-6 

     均匀分布，
k1

 = 3 ,
u1

=

k1

1
=

3

1 10
6


=5.810-7 

2)由于传播速度误差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u2

 

式(1)或(2)对 c 微分并取相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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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

c
＝

299792458

2.1
＝ 410-9 

均匀分布，
k 2

= 3 ，
u2

=

k 2

2
=

3

4 10
9


=2.3110-9 

3)由于空气线长度测量不准引起得标准不确定度
u3

 

 式(1)或(2)对l5
微分并取相对值 

      3 ＝
l
l
3

3


＝±
38.45

03.0
＝±6.6110-4 

  均匀分布， k 3= 3 ，u 3=
k 3

3
=

3

61.6 10
4


=3.8210-4 

4)实验标准差 S 

  在传输相位及反射相位测量时，分别测量 45°传输相位和 90°反射相位 10 次，并表示为相

对值得试验标准差 ST＝1.0810-3
，SR=2.1810-4 

5)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 Suuu
2222

321
 ＝0.00115 (传输) 

                            ＝0.00044（反射） 

6)扩展不确定度 

  假设为 t 分布，P＝95％， 2k  

  uku cc
u 2 ＝0.0023°   (传输) 

                ＝0.00088° (反射) 

  以绝对值表示为 u ＝0.11° (传输 45°) 

                   ＝0.080°(传输 90°) 

四、校准质量的评估 

评估矢网校准质量的重要方法是校验。所谓校验就是采用一些 S 参数已知的器件,一般称为校验

件，作为标准，通过分析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校验件的测量值和校验件标称值的偏离程度，评估校准

件和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性能质量。通常所用的校验件有 50 欧姆空气线、25 欧姆空气线、20dB 固定衰

减器、40dB 固定衰减器。在校验过程中，考虑到影响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因素有很多，只要有一次通

过，则认定该套校准件通过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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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则上讲，为保证矢网的测量精度，每校准一次大约使用 40 分钟至 1 小时的时间。在没有校

验件的情况下，可以将首件测试的未知被测网络，在 40 分钟后再测量一次，比对两次的测量结果，

如果偏差不大即可认为矢网处于稳定状态，先前测试的结果是有效的。否则，应当及时查明原因，以

保证被测网络的测量结果的有效性。 

五、校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器件的链接 

校准时，测试电缆与仪器的连接松紧要适度，连接时尽量用力矩扳手，以减少驻波对测试的影

响，测试电缆的位置尽量不要扭曲变形，通常推荐的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电缆直径的 10 倍，这样才能

确保信号幅度和相位的稳定。使用校准件时，要转动外螺套，尽量不要转动内螺套，否则损坏校准件

的同时也会给校准结果带来影响。 

2.器件的清洁 

有时校准件或测试线缆连接端口内有污垢或灰尘会造成校准曲线的不理想，这些都是操作人员

没有养成对仪器设备的保养习惯所引起的。为了确保仪器设备测量结果的稳定性，通常在测试结束后

对仪器设备的测试端口加以保护，如使用面板封盖、橡皮胶套等。另外，还应定期清洁测试设备内部

污垢，确保测量结果的稳定性。 

3.操作人员 

校准的好坏与操作人员也直接相关。相同的测试设备仪器，经验丰富的人员会得到更为理想的

校准结。另外，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测试端口要特别注意防静电操作，因为放电过程轻则造成测试灵敏

度下降，重则会造成仪器内部开关、混频器或定向耦合器的损坏，操作人员应格外注意这些细节问题，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尽可能突破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硬件限制，我们需要依据实际被测网络的特性，

选择合适的校准方法和一定精度的校准件，并综合考虑矢量网络分析仪在校准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进行适当的校准，才能有效提高其校准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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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宏.电子行业 ISO9000：2000 质量管理要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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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空气电池在通信领域的适用性研究 

泰尔实验室   付培良 李长雷 

摘要：金属空气电池是一种将金属材料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与燃料电池类似，也称

金属燃料电池，具有很高的理论能量密度和能量利用率，新型高性能绿色电源的理想解决方案之一。

铝空气电池是金属空气电池中体积比能量最高、重量比能量仅次于锂空气电池的一种。近年来通过开

发各种新型的铝电极及相应电解质的添加剂，铝电池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开拓了铝的应用电

化学的新领域。 

目前国内已有厂家制造出针对通信领域应用的铝空气电池组，作为一种新型的高比能量电源，铝空气

电池更多的应用被提及为军事通信领域、动力领域及应急救援领域。本文针对铝空气电池的研究现状、

电池特性及常规通信领域对后备电池的技术要求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收集及验证，并根据通信系统对后

备电池的要求，对铝空气电池的适应性进行分析，对铝空气电池是否可应用于通信领域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金属空气电池、铝空气电池、通信后备电池、适应性 

Abstract：Metal air battery is a kind of chemical metal materials can be directly converted into electrical 

energy generating device, similar to the fuel cell, also known as the metal fuel cell has theoretical energy 

density and high energy utilization rate, the new high performance green power of one of the most ideal 

solutions. The aluminum air battery is one of the highest energy and weight ratio to the lithium air battery in 

the metal air battery.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new aluminum electrodes and 

corresponding electrolyte additives, the research of aluminum battery has made breakthroughs, and has 

opened up a new field of Applied Electrochemistry of aluminum. 

At present, there are domestic manufacturers of aluminum air battery pack for communication field, as a new 

type of high specific energy source, more applications of aluminum air battery are mentioned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power field and emergency rescue. The backup battery technology for the 

aluminum air battery research, batter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ventional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colle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backup battery, aluminum air battery adaptability analysis of aluminum air battery 

can be used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re studied. 

Key word：Metal air battery, aluminum air battery, communication backup battery, adaptability 

1、铝空气电池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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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空气电池为金属空气电池的一种，以空气中的氧作为正极活性物质，以高纯铝或特制铝合金

为负极活性物质，电解液为碱性或中性。 

铝空气电池的工作原理示意图如下： 

 

图 1：铝空气电池工作原理示意图 

铝（合金）电极不断与电解液中的 OH
-
反应，生成 Al(OH)4

-
并放出电子，电子通过外线路负载流

人空气电极(正极)，空气电极获得电子，与水发生还原反应生成 OH
-
。化学反应持续进行，铝电极和

氧气不断消耗，电子在外线路不断定向流动形成电流而发电。其中，当 Al(OH)4
-
达到一定浓度时，会

自然生成 Al(OH)3。 

具体化学反应式为： 

阴极反应：  

阳极反应：  

           

电解液不同，发生的电化学反应也不同。不同电解液中电池总的放电反应为： 

中性溶液：  

碱性溶液：  

2、铝空气电池的主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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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空气电池主要由正极、负极、电解液及辅助设备组成。主组成部分见下表 1；辅助组成部分包

含： 

 铝负极供给单元（机械更换） 

 空气供给单元（兼顾散热） 

 电解液供给单元（电解液循环兼顾散热） 

 综合管理单元（启动控制、参数监控、功率补偿等） 

表 1：铝空气电池组成表 

 

正极 负极 电解液 

   

（空气、防水透气膜、催化

剂及导电材料） 
（高纯铝或铝合金） 

（中性盐溶液或碱金属氧化

物溶液及缓蚀剂） 

 

3 铝空气电池与其它电池的简要对比 

与其它金属空气电池相比，铝阳极比容量为 2.98 Ah/g，仅次于锂；体积比容量为 8.05 Ah/cm3，

高于其他所有金属材料，铝的地壳储量丰富，是理想的阳极材料。铝空气电池是一种清洁无污染的新

能源，其产业发展契合国家节能环保的战略发展要求。 

表 2：金属空气电池性能简要对比一览表 

电池类型 锌空气电池 铝空气电池 镁空气电池 锂空气电池 

理论比能量（kwh/kg） 1.3 8.1 8 13.3 

理论电压（对氧阴极/V） 1.65 2.73 3.09 3.45 

实际电压（V） 1.2-1.4 1.2-1.6 1.2-1.4 2.4 

工作温度（℃） 20-40 20-50 20-5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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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安全 安全 较安全 遇水爆炸 

金属电化当量 Ah/g 0.82 2.98 2.20 3.86 

 

表 3：铝空气电池与常见通信后备电池的对比 

电池类型 铅酸电池 镍氢电池 锂离子电池 铝空气电池 

理论电压（V） 2.04 1.32 3.7 2.73 

实际电压（V） 1.8-2.4 0.9-1.4 2.5-4.2 1.2-1.6 

理论能量密度（Wh/kg） 170.5 275.0 631 8135 

实际能量密度（Wh/kg） 30-45 60-75 100-200 300-450 

 

4、铝空气电池研究现状 

4.1 国外研究情况 

Zaromb和 Trevethan于 20世纪 60年代证实了碱性介质中铝空气电池体系在技术上的可行性； 

70年代，集中于电视广播、航海航标灯、矿井照明等小功率铝空气电池的研究； 

80 年代，挪威国防研究所、美国水下武器研究中心、加拿大的 uminunl Power 公司着手探索将

铝空气电池应用于无人水下航行器、深海救援艇和 AIP 潜艇的可能性，其中加拿大～uminumPower公

司采用合金化的铝阳极和有效的空气电极，将其发展为安全、可靠的电池体系，比能量在 240-400 

Wh/kg，比功率达到 22.6 W/kg； 

90 年代美国能源部投资数百万美元支持劳伦斯．利佛莫国家实验室(LLNL)研制代替内燃机的金

属空气电池，后来由 LLNL和 Elecro.dynamics及 Dow化学公司等联合组成 Voltek 公司，开发出实用

化的动力型金属空气电池系统 Voltek A.2，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来推动电动汽车的铝空气电池系统。 

2014年美铝和以色列 Phinergy公司将铝空气电池成功应用于动力汽车能源系统；其在蒙特利尔

演示了重约 100公斤铝空气电池，续航里程达到了 1600公里。 

4.2 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有关铝/空气电池的研究相对较晚。 

20 世纪 80 年代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从事铝-空气燃料电池的研究，并与武汉长江电源厂合作研

制出了以中性溶液为工作介质的 3wh 铝-空气燃料电池样品，并于 1993 年成功研制出了 1 kWh 碱性

铝空气燃料电池组。  

20 世纪 90 年代，天津大学成功研制出了中性电解液介质中船用大功率铝-空气燃料电池组。武

汉大学则成功研制出了海水介质铝空气燃料电池。  

2011年云南美的客车和中南大学研发了铝-空气电池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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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台州新能源公司与吉利汽车合作开发铝-空气电池微型车，但技术并不成熟，车速均为 30 

km/h左右。  

2017 年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研制出基于石墨烯空气阴极的铝空气电池发电系统，该电池系统能量

密度高达 510Wh/Kg、容量 20 千瓦时、输出功率 1000W. 

 

图 2：铝能源产业循环图 

5、通信领域适用性研究 

5.1 与开关电源电压兼容性 

《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 YD/T 1058-2015》规定： 

a、系统在稳压工作的基础上，应能与蓄电池并联以浮充工作方式和均充工作方式向通信设备供

电。 

b、系统输出电压可调节范围－（43.2～57.6）V 或（21.6～28.8）V。  

c、系统的直流输出电压值在其可调范围内应能手动或自动连续可调。 

铝空气电池属空气燃料电池，基本无法充电，应归属为一次电池，其需要通过更换正极的铝片来

持续不断工作，为适应目前通信后备场景的工作模式，铝空气电池目前的工作方式为： 

1、 铝空气电池组配备小容量的其它类型 48V后备电池，断电后短时由小容量 48V小容量后备电池供

电，短时内启动铝空气电池对设备进行供电。类似于油机工作方式。 

2、 无市电地区（海岛等）长期由铝空气电池组供电，定期更换正极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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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基于铝空气电池的发电成本较低，清洁环保，无污染。） 

 

图 3：铝空气电池在通信领域应用原理图 

表 4：常见开关电源系统参数及对应的铝空单体电池电压表 

开关电源参数 电压值（V） 
对应铝空气电池单体电压（V） 

35串 36串 37串 

上限电压 57.6 1.65  1.60  1.56  

上限告警电压 57.5 1.64  1.60  1.55  

浮充电压 54 1.54  1.50  1.46  

均充电压 56.4 1.61  1.57  1.52  

一次下电保护电压 46 1.31  1.28  1.24  

二次下电保护电压 44 1.26  1.22  1.19  

终止电压 43.2 1.23  1.20  1.17  

根据铝空气电池的电压区间，36 串左右是相对合理的单体数，此串数电池组的输出电压范围与

开关电源电压变化区间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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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通信用 48V 铝空气电池组放电曲线图 

5.2 铝空气电池组实测： 

 

图 5：通信用 48V 铝空气电池组       图 6：电池组内部结构 

对国内某单位生产的通信用铝空气电池组进行了检测，产品自身特性如下： 

表 5：铝空气电池组电气特性 

项目 单位 标准 

交流输入电压 Vac 220V 

交流输入频率 Hz 50 

交流输入电流 A(最大) 5 

直流输出电压 Vdc 48 （可调范围 46-56） 

直流输出电流 A(最大) 20 

纹波电压 mv <=150 

启动电池容量 Ah 40 

通信接口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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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空气电池组的可调电压范围位于开关电源系统允许范围内，偏离度更小，电压稳定性更好，可

与现有的开关电源系统兼容。 

表 6：铝空气电池组环境特性 

项目 单位 标准 

1m内噪音 dB <=45（水冷型） 

海拔 m <=4000 

相对湿度 % 0～95，无凝露 

工作温度 ℃ 20～40 

其它  无导电尘埃 

 

具体检测如下： 

表 7：性能检测 

检 测 项 目 检  测  数  据 

直流输出电压可调节范围 （44.1～61.5）V （空载） 

-48V 额定电压下持续电流值 20A 

额定功率输出情况下放电时长 7h（1kW 额定功率） 

控制方式—手动控制 手动控制启动，停止 

控制方式—自动控制 可实现自动控制 

状态监控 
待机、发电、停机、环境温度、反应液温度、 

电压值、电流值、剩余时长、温度、运行状态、铝燃料 

噪音 43db（A） 

安全性要求—输出电流限制或输出

功率限制性能 
外部负载大小自动调整电流输出 

安全性能—温度过高保护功能 温度超过 45℃保护 

安全性能—电池反接保护功能 反接自动切断电路 

安全性能—绝缘电阻 
正极对地：2000MΩ 

负极对地：2000MΩ 

安全性能—接地保护 0.018mΩ 

 由于样品问题，仅对铝空气电池的部分性能进行了测试，从测试情况来看，铝空气电池的电气

特性可用于通信后备领域，但实际测试过程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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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铝空气电池理论比能量较高，达到 8.1kwh/kg，此前见诸报道的为 300-450wh/kg，但实际测

量的铝空气电池组的系统比能量较低； 

2、铝空气电池系统为富液式电池，由于液体的冰点问题，厂家推荐的使用温度范围为 20-40℃，

对气温敏感性较大，限制了铝空气电池的使用场景；此外铝空气电池放电过程中大量产热，故通常配

备冷却系统，在密闭系统中使用大容量铝空气电池时对环境温度会造成影响。 

3、铝空气电池从原理上讲，正极为空气，理论上是无限的，只要电解液充足，不断更换铝负极

即可，电池的寿命可以较长，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为铝空气电池中反应产物会出现絮状的 Al（OH）3，

堵塞多孔空气电极，造成正极失效或性能下降，导致正极提前失效。 

4、铝空气电池组前后盖需打开更换铝负极，且四周有散热装置，占用空间相对较大。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铝空气电池目前处于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其本身技术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

时国内的技术水平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阶段，铝空气电池应用在通信领域还

存在较多的问题及疑惑，应继续加大对铝空气电池的适用性研究和测试。 

6、结论： 

通过我们的调研及测试，尽管铝空气电池存在明显的缺点，但其处在产业化的初期阶段，随着技

术的进步，问题会逐步解决，我们认为： 

1、铝空气电池可应用于通信后备领域，可开展示范性的站点试用；  

2、铝空气电池的使用有别于传统的长期浮充备电，更适宜于与传统后备电池匹配，传统小容量

浮充备电及作为铝空气电池启动源，短时后由铝空气电池备电。  

尽管铝空气电池在实际中应用，可能还有一些产业化问题需要攻克，但铝空气电池具有绿色环保、

运行成本低等特点，市场开发前景良好，契合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铝空气电池的研发及市场必将逐

步扩大，成为一个新兴的新能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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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电源（UPS）输出电压稳压精度检验计算 

信息产业通信产品防护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刘苏宁 

摘要：输出电压稳压精度是不间断电源（UPS）近三十个认证检验项目中的一个基本项目，本文

通过比较分析两种不同的稳压精度检验计算方法，指出两种方法之间有 5 个方面的差异。本文试图以

这个检验项目为例子说明检验校准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1．概述  

仪表仪器或设备可简单分为两大类，输出特定信号的信号源和显示外加信号幅度、频率或波形等

量值的测试仪表。测试仪表用标准信号源来检验校准，信号源用标准测试仪表来检验校准。但是，并

不是简单直接的 “反过来”重新定义两台仪表的读数是“标准”数据，还是“被检验”数据。标准

或非标准是相对而言的，量值传递是单向的。作为标准器，它的技术指标精度必须至少高于被检验校

准仪表的同类参数指标精度的三倍。在两种不同的场合，作为标准器，或是作为被检验仪表，两种角

色的仪器仪表的读数有不同的名称，见图 1、图 2。 

 

被测信号源 负载 

实测值 

标称值(额定值)  

标准仪表 

图 1 被测信号源的校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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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见，用标准测试仪表对信号源进行检验校准，标准测试仪表上显示的数值被称为实测值，

被检验信号源的输出数值被称为标称值或额定值，两者的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标称值–实测值) / 实测值 * 100%      （1）  

不间断电源（UPS）是功率源信号输出设备，国内使用的输出电压标称值一般是 220V，习惯称之

为额定值，按照检验标准《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YD/T 1095-2008(以下简称为:标准 1095)的规定，

UPS 输出电压实测值相对于其输出电压额定值的相对误差计算公式是：  

相对误差=(实测值–额定值) /额定值 * 100%       （2） 

公式（1）与公式（2）在此是等价的（不讨论两个公式之间的差别）。在稳压精度的检验中，标

称值与额定值的含义是一样的，都是指在一定条件下 UPS 的输出电压值。 

由图 2 见，用标准信号源对测试仪表进行检验校准。标准信号源的输出数值被称为标准值，被检

验仪表上显示的数值被称为显示值，两者的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显示值–标准值) / 标准值 * 100%      （3） 

在 UPS 检验中，当检验条件发生变化时，仪器或设备内部的控制电路进行实时控制，维持输出电

压的稳定。工作状态下，无论检测与否，输出电压总是(或期望是)以“额定值”的数值大小施加于负

载之上，当需要确认某一时刻输出电压的实际大小时，就可接上标准检验仪表，把实测值与额定值进

行比较，计算相对误差。一定范围内多个检验条件下多次检验，绝对值最大的那个相对误差值被定义

为 UPS 输出电压稳压精度。此定义是标准 1095 给出的。他指的是 UPS 所可能出现的相对于额定值最

大变化量。 

为什么要检验 UPS 输出电压稳压精度？就是为了验证在一定外部条件下（输入电压变化和负载变

化），UPS 的输出电压幅度变化范围。众所周知，我国的电器工作电压是 220V，正常工作状态下 UPS

的稳压精度就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输出电压幅度实测值相对于额定值 220V 的变化范围，有两种相互对

应的表达范围大小的形式，例如： 

    相对形式:       220V±1%;             220V±2%;             220V±3%; 

    直接形式:    217.8V ~ 222.2 V；     215.6V ~ 224.4 V；      213.4V ~ 226.6 V 

2．第一种输出电压稳压精度检验计算方法 

图 2  被测仪表的校准检测 

被测仪表 标准信号源 

显示值 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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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 1 是按照标准 1095 相应条款制定的。在描述检验方法前，先了解稳压精度技术指标、

检验结果以及两者的表达形式，在图 3 中可看到检验中设定的检验条件和涉及的检验量值（变量名）。 

设置以下检验条件，分别先后调节 UPS 输入电压为上限值 275V、下限值 165V，输出端带空载或

带额定阻性负载（满载），输出电压稳压精度技术指标为： 

Ⅰ类：≤±1%；     Ⅱ类：≤±2%；     Ⅲ类：≤±3%；  

应当清楚或者现在定义，这个数值 3%的读法“百分之三”中的“之”字所代表的量值是额定值

220。 

可以想象完整的表达形式是这样的： 

Ⅰ类：≤220±1%；  Ⅱ类：≤220±2%；  Ⅲ类：≤220±3%;  

只是习惯上没有这样写的。 

检验结果同样是一种百分数表达形式。比如 3%，可理解成 220±3%，换成直接形式表示输出电

压幅度可能在 213.4V ~ 226.6 V 之间变化。图 3 展示了三组检验条件和三组检验量值（变量名）及其

相互关系。 

 

 

图 3  输出电压稳压精度检验条件和检验量值变量名 

三组检验量值（变量名）中，在同一种检验条件下，X1 和 X2 这两个量值，X1 是输出电压额定值，

X2 是输出电压实测值。其他检验条件下的检验量值 X3 和 X4、X5 和 X6，有相应同样的定义：额定值

和实测值。 

三组检验条件中，在 UPS 输入端，在输入电压取下限值 165V 与取上限值 275V 之间，包含 220V，

以及在 UPS 输出端，所带负载为空载与满载之间，输入电压与负载两类量值可有“无穷多”的取值组

合。既期望于全面了解输出电压幅度的最大变化范围，又要简化检验工作量，提高效率，所以仅选择

有代表性的检验条件进行检验，几组典型的检验条件如下列所示。 

量值变量名  X1   X2           X3   X4          X5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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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电压下限值 165V，空载；    （2）输入电压下限值 165V，满载；  

（3）输入电压正常值 220V，空载；    （4）输入电压正常值 220V，满载； 

（5）输入电压上限值 275V，空载；    （6）输入电压上限值 275V，满载； 

其中序号（2）和（5）所示的两组检验条件是最严酷的，在这两组工作条件下 UPS 输出电压实测

值相对于其输出电压额定值发生的变化量一般都比较大。两组条件对应的二组检验量值分别是 X1 和

X2 与 X5 和 X6，参见图 3。标准 1095 规定只需在这二组检验条件下检验 UPS 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 

在确定范围内，不论输入电压与负载两类量值取值如何组合，包含上述六组检验条件，UPS 输出

电压额定值都是取值 220V。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取值，不能一一举例。 

检验步骤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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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参见图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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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 

(3) 分别计算实测值 X2 和 X6 相对于同样条件下的输出电压额定值 X1 和 X5 的相对误差，

X1=X5=220。按公式（2）得： 

       S21= (X2–X1)/X1*100%=(X2–220)/220*100%      （4） 

       S65= (X6–X5)/X5*100%=(X6–220)/220*100%      （5） 

在 S21，S65 中选一个绝对值最大的数，作为 UPS 输出电压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另文讨论报告

中检验结果的表达形式） 

按照标准 1095 相关技术指标规定，判定检验结果是否合格。 

检验计算过程展现了几个基本概念： 

(1) 被检仪表，标准仪表。 

(2) 标准文件，文件中规定了： 

检验条件、检验方法和计算方法，对检验结果的判定指标； 

检验结果的表达形式，一般与判定指标的表达形式相同。 

3．第二种输出电压稳压精度检验计算方法  

在检验实践中，还可以见到另外一种检验输出电压稳压精度的计算方法，既增加检验一个输出电

压实测值 X4，作为比较基准，以“额定值”的名义代入计算公式（2）中计算相对误差。 

继续引用上面列出的六组检验条件，现在输出电压额定值都是 X4，类似方法 1 中的额定值 220

的特性，合理的假定，正常工作条件下的额定值 X4 是 UPS 内部电路控制电压幅度稳定输出的中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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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步骤是： 

（1） 调节 UPS 输入电压至 220V，输出带额定阻性负载（满载），检测得输出电压实测值 X4。 

（参见图 3） 

（2） 按照方法 1 步骤（步骤 1，2），分别检测得输出电压值实测值 X2 和 X6。 

（3） 按公式（2），以 X4 为额定值，计算实测值 X2 和 X6 的相对误差： 

       S24=(X2–X4)/X4*100%      （6） 

       S64=(X6–X4)/X4*100%      （7） 

在 S24 和 S64 中选一个绝对值最大的数，作为 UPS 输出电压稳压精度的检验结果。 

把实测值 X4 当作比较基准（额定值）是有条件的，就是 X4 的检测条件，把检验结果告知客户时，

应该同时告知所用的额定值是 X4，以及 X4 的检验条件。 

不过，目前没有合适的技术指标来判定检验结果是否合格，直接借用标准 1095 不合适。 

X4 既是额定值，又是实测值，代入公式（2），得到： 

          S44=(X4–X4)/X4*100%=0    （8） 

既是说，本该最应监测的工作状态，却无论实测值 X4 的大小，其相对于自身的误差总是零。单

就这一点而言，取实测值 X4，做衡量输出幅度变化大小的基准值（额定值）的是否合理？就值得怀

疑。 

 

4．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之间的数量关系。 

以实测值 X2 为例，分别以额定值 X1=220 和额定值 X4 为基准，用公式（2）计算相对误差。而且

额定 

值 X4 还是一个实测值。参见图 3 中数量 X1 与 X2、 X3 与 X4、X5 与 X6 之间的关系。 

      S21=(X2–X1)/ X1 = (X2–220)/ 220* 100%；  

      S24=(X2–X4)/ X4* 100%； 

      S43=(X4–X3)/ X3 = (X4–220)/ 220* 100%；  

              注：S21 是实测值 X2 以 X1=220 为额定值的相对误差 

                  S24 是实测值 X2 以 X4 为额定值的相对误差 

                       S43 是实测值 X4 以 X3=220 为额定值的相对误差 

     两式相减： 

     S21–S24  

      = (X2–220)/ 220* 100%–(X2–X4) / X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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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4* (X2–220)–220* (X2–X4)} / 220*X4 

      = {X2* (X4–220)} / 220*X4  

      = (X2 / X4) * (X4–220) / 220  

      = (X2 / X4) * S43  

 

      移项可得: 

      S21 = S24 +(X2 / X4) * S43* 100%        （9） 

      S24 = S21–(X2 / X4) * S43* 100%      （10） 

以不同的额定值计算实测值 X2 的相对误差，得 S21 和 S24，由公式（9）可知，可先把 S24 转换

成 S21，这样就可用标准 1095 给出的稳压精度技术指标来判定检验结果 S21。同理，要先把 S64 转换

成 S65。 

       S65=(X6–X5)/ X5=(X6–220)/ 220* 100%        （11） 

       S64=(X6–X4)/ X4* 100%                      （12） 

由公式（10）可知，S24 小于 S21，同理，如果不加转换，S64 小于 S65。这样，用 X4 代替 220

作为额定值，实测值 X2 和 X6 的检验结果变小，既输出电压幅度变化范围变小，被检 UPS 输出电压稳

压精度技术等级或变高，性能变好。 

5．结语：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 

在输出电压稳压精度检测中，许多人只在意一个“稳”字，而忽略了另一个字“准”。君不见，

计算稳压精度所用的公式就是常见的相对误差的计算公式，计算结果表达的就是一个“准不准”的概

念。只有在一定的检测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UPS 输出电压都很“准”，才能说它在这个范围内，

它很“稳”。准不准的比较基准就是额定值。 

对同一台 UPS，从“生”到“死”，在设计，生产，使用，检测，„等等，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

中，无数接触到它的人或许都有可能提出一个疑问，正常工作状态下，他的输出电压“准”吗？大家

只有用的是一个相同的比较基准“额定值”，答案才有唯一性，才能溯源，才能传递，才能比较。 

方法 2 中输出电压实测值 X4 的检测条件，由检测人员在现场“随便”决定，因为标准 1095 中没

有规定 U0 检测条件，反而 Ua 和 Ub 的都有规定，这就奇了怪了！能否质疑标准 1095 漏掉一些什么？

现在只能说，方法 2 不符合标准 1095。作为 U0 的输出电压实测值 X4 并没有显示在报告中，一个严

重的漏洞，后果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检测条件下，就可能有不同的结论。 

比较方法 1 和方法 2 同样的公式中 U0 用不同的量值，暂且把方法 1 定义为“绝对稳压精度”计

算，把方法 2 定义为“相对稳压精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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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讨论分析方法 1 与方法 2 之间的几点差异。 

（1）方法 1 是对同一时间、同一条件下的实测值与额定值这两个量值进行比较，前者是变量，

后者是常量，计算结果是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化百分比。而方法 2 是对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两

个实测值进行比较，计算结果是两个变量在两种条件下的变化百分比。按常理，不宜用方法 2 做这

样的比较，因为说不清楚是什么时间，那种检验条件对检验结果有较大的影响。  

（2）检验报告列明所有项目都按照标准 1095 要求进行检验，而输出电压稳压精度只是 UPS 的二

十多个认证检验项目中的一个。方法 1 中的公式（4）、（5）来自标准 1095，判定检验结果有据可依。

而方法 2 中公式（6）、（7）用输出电压实测值 X4 作为比较基准（额定值）来计算，判定检验结果的

标准当然不能直接用标准 1095。必须先参照公式（9）进行转换，才能把检验结果写入报告。 

（3）仅从数值上看，两个方法的检验结果可能有相同的百分数数值，却可能推算出不同的输出

电压幅度变化范围。例如对以额定值 220V 计算的稳压精度检验结果 1%，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是： 

       （220–220*1%，220+220*1%）      （11） 

以 X4 为额定值计算的稳压精度检验结果 1%，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是： 

       （X4–X4*1%，X4+X4*1%）          （12） 

所以，把检验结果告知客户时，应该同时告知所用的额定值是 220，还是 X4 及其检验条件。 

（4）标准 1095 规定只需在两组相对较严酷又极端的检验条件下检验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这样

已可计算得到 UPS 输出电压幅度所可能有的最大的变化范围。实际上其他工作条件，尤其是 UPS 输

入输出电压都是额定值时，这是 UPS 的一般常态工作状况，而且时刻都在被监测中。一旦输入电压到

了上下限边界点，已是市电接近供电故障临界点了，UPS 一边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一边准备改变对

负载的供电方式。方法 2 中，由公式（8）可见，人为定义实测值 X4（又是额定值）数据点的相对误

差永远是零，是不妥当的。 

（5）现在国内厂家把 UPS 销往全世界，各国的电器工作电压不一样，比如 110V，230V，270V

等，在产品设计阶段 UPS 的输出电压额定值（标称值）就已确定下来，由用户和厂家共同决定。它是

电器内部电路控制电压稳定输出范围的中心值，批量生产的同类型产品的额定值是相同的。在成品检

验现场定义的额定值 X4 却是随工作环境、检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实测值。难以想象 UPS 在设计生产

过程中，会用未知的，未来受工作环境、检验条件影响的一个量值 X4 做输出电压控制基准，所以说，

X4 不可能是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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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据中心科学选址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安真 

【摘要】：本文分析了数据中心建设选址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各项因素，指出数据中心的选址需要从 IT

架构、业务风险、投资及政策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科学评估，从而确保正确选择数据中心建设地点。 

【关键词】：数据中心  基础设施  选址  运维  投资  风险  节能 

0  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的进步，信息系统呈爆炸性增长，数据中心行业对

机架数量的需求处于快速攀升期，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不断提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在哪里建设新

的数据中心？选择建设地点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建设地点的选择会对数据中心的运营产生哪些影

响？这个话题在业内已经热议多年，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准确的观点，引起混乱，甚至误导决策。 

比如，有些业内人士强调数据中心选址应首先考虑节能效果，建议把数据中心建设在寒冷的北

部地区。诚然，数据中心选址确实需要考虑节能因素，节能对数据中心也非常重要。选择在寒冷地区

建设数据中心，的确更有利于自由冷却技术的使用，从而降低能耗。但是，如果数据中心的建设只考

虑节能，不顾及或者少顾及数据中心所承载的业务需要，则是本末倒置了。 

数据中心选址是数据中心降低风险的重要环节，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梳理相关的影响

因素，通过平衡决策，选择合适的建设地点。 

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建设地点呢？ 

1 数据中心选址首先要正确认识信息化业务的发展战略及企业自身的能力 

数据中心建设是为了承载信息系统业务，满足企业信息化业务发展的需要是数据中心选择建设地

点的首要因素。不同企业的需要承载的信息业务不同，数据中心的选址出发点也会有很大差异。 

数据中心承载的信息业务是否具备强烈的属地特点，是数据中心选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信息系统的业务推进、运营管理、重大决策都需要属地团队的参与时，数据中心往往会选择建在

属地附近，通过自建或租赁的形式解决。这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选址方法。对某些大企业在分支机

构开展业务时的选址也适用。 

对于以零散租赁为主要业务的数据中心运营商来说，在边远地区建设数据中心就会有很多困难，

因为需要租用数据中心的企业也大多集中设立在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这类数据中心也只能选择在这类

城市开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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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很多垂直行业的发展规划，国防领域的战略部署等，也会以信息业务的布局为主，不

会太顾及建设和运营成本。 

数据中心承载的信息化业务对时延要求也是数据中心选址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因为时延的长短将

直接影响到客户的体验效果。选择网络资源丰富、服务对象集中的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保证重要客户、

重要业务的时延质量是绝大多数数据中心选址的必要要求。这也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数据中心需

求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数据中心的选址还和他的信息系统总体架构息息相关。企业多个数据中心的架构有一主一备、两

地三中心、异地双活、异地多活等多种架构，这些内容属于企业信息化业务的总体发展策略，一旦企

业信息系统总架构确定了，其新建的数据中心就应该满足其架构的要求。以异地灾备数据中心为例，

其建设地点的选择就不能离主数据中心太近，以避免单一灾难的同时影响。 

企业的软硬件能力、基础设施管理能力对数据中心的选址也有重要影响。一个企业的数据迁移能

力越强，基础设施管理的能力越强，选择建设地点的受限条件就会越少。Google，AWS，facebook这

些全球知名的互联网公司，敢于选择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边远地区建设数据中心，就是依赖了其自

身强大的 IT技术和基础设施管理能力，从而大大提升数据中心的经济性。 

精细化的管理，可以让企业同时拥有本地和外埠的数据中心。随着企业数据中心需求的增长，能

源等运营费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企业的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形象也迫切需要数据中心

的建设者要更多关注资源问题。这就要求企业对其业务进行分析整理，通过精细化管理，把那些对选

址的限制少的业务、可以安置在远程处理的信息系统，尽可能地从一线地区迁移到更有利于气象条件，

土地资源更有利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信息系统数量比较庞大的企业，

会把一部分业务剥离出来，安置在运营成本更低的外埠的数据中心，从而降低企业在数据中心建设运

营方面的成本。 

总之，满足信息业务需要是数据中心选址第一要素，而不同客户的业务诉求是有差别的。 

2 远离灾害发生区域，保障数据中心安全可靠运营 

数据中心，特别是大型数据中心承载的信息业务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故障或者宕机，会给企

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提高可靠性，减少故障发生次数和缩短故障历时，不但要依靠强大的场地设施，

还要有清醒的风险防范意识。 

全球每年都因为自然灾害和重大危险事故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飓风、

雷电、海啸、火山爆发等；重大危险事故包括火灾、爆炸、飞机失事、战争等。2015 年，我国某数

据中心被雷电击中导致宕机。同样是在 2015年，天津化学品仓库爆炸引发周边若干个数据中心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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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外部的灾难，数据中心的运营者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防范的。毋庸置

疑，远离危险区域，在安全的地方运营我们的数据中心，是可靠性保障的第一道防线。 

很多标准也规定了一些选址建议，要求高可靠性数据中心采取一些灾害防范措施，举例说明如下： 

（1）远离河流、海岸线和堤坝 

（2）与加油站、机场等高危险度设施至少保持数公里的距离 

（3）远离军事设施和外国大使馆 

（4）避免选择标志性建筑 

（5）远离化工、电力、垃圾填埋场等高污染物排放场所 

（6）交通便利，可以顺利到达市区、机场、火车站等 

（7）交通高峰和管制时期有应急交通线路或措施 

对于风险，不防范和过度防范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根据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的

危害程度，对风险进行梳理。详见下表： 

 

 

对于那些发生概率极低，危害又很小的故障，如果防范的成本还非常高昂，就可以考虑放弃防

范。而对于那些发生概率高，危害大的故障则必须要重点防范。鉴于数据中心的重要程度通常高于传

统公共建筑，数据中心对风险的防范要求也会更高，如果能够通过科学选址，就能规避一些风险，其

防范风险的成本往往更低。比如，同一园区，选择地势更高的地块建设数据中心，显然低洼地块更有

利于防止水淹，而这种选择几乎是没有成本的。 

总之，数据中心的建设应尽量避开危险区域，企业应该避免把特别重要的业务设置在风险较高

的区域，难以避免时，要根据业务的连续性要求，考虑容灾系统的配备。 

3 精心比对建设条件，提高数据中心运营的经济性 

从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的 TCO 来看，无论是建设期间的初期投资，还是运营阶段的维持费用，

都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功率为 1000kW 的数据中心，每年电费大约需要 920 万元人民币（以 PUE=1.5、

电费 0.7 元/kWh 计算）。 

通常能源成本在数据中心 TCO 里占比最高，往往 3~5 年的能源费用就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初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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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本持平。因此，充分考虑对能源消费有影响的建设因素，将会直接影响数据中心的经济效益。举

例来看，由于电价是分区域分时段的，电价的差别，就会对能源成本产生重大影响，以功率为 1000kW

的数据中心为例，选择在 0.3 元/kWh 的地区和还是 0.7 元/kWh 的地区，意味着每年 500 万的电费差

（以 PUE=1.5 计算），这种性价比的差别当然是非常巨大的。 

选择建设地点时，需要对一些建设条件进行详细比对，提高数据中心的运营价值。举例分析如

下： 

（1）当地政府的扶持政策 

数据中心初期投资和运行费用都很高，选择当地政府有扶持政策的区域，更有利于成本控制。这

些扶持政策包括土地成本、电力价格、税收优惠、科技补贴、贴息贷款、甚至直接投资。当然政策的

变化风险也是存在的，利用扶持政策和判断政策的延续性需要同时并行。 

（2）市政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和价格对数据中心影响重大 

数据中心能源消耗很大，能源价格直接影响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因此，数据中心应优先考虑建

在能源充足可靠、且价格相对低廉的地区。 

（3）电信接入是数据中心运行的必备条件 

关注网络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路径，在建设初期就了解电信的接入条件，是判断数据中心是否可行

的要点之一。能够拥有多条通信链路、多个电信运营商的接入的园区更适合数据中心的建设。无法解

决带宽的边远地区不适合建设大规模数据中心。 

（4）气象条件 

数据中心需要全年制冷，选择全年环境温度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利用自然冷却，从而减少压缩

制冷的时间，达到节约能耗，降低成本的目的。 

同样的空调系统，在深圳还是在北京运行，每年的能源消耗量会有很大差别，此外，寒冷地区可

以采纳的节能手段会更多，更有利于设计选择，这也是数据中心应优先考虑寒冷地区的原因。当然，

太寒冷的地区可能需要增加加热和加湿成本，需要结合电力价格，综合分析确定。 

（5）水资源 

大规模数据中心往往采用能效更高的水冷冷水机组的制冷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冷却水补水。水

资源是否丰富，价格是否合理都是数据中心选址需要考核的重要因素。对于水资源匮乏的地区，只能

采用其它替代手段进行制冷，会引起投资的增加。 

（6）当地的配套条件 

数据中心的运营，肯定会对周边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数据中心的选址需要考虑这方面的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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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在居民区或其它对噪声有要求的场所的数据中心，需要考虑未来对降噪方面的投入。如果建

设地点周边存在不利于柴油贮存的因素，柴油储量受限，会影响柴油的供应方式。如果园区配套的水、

电、通信等接入位置已经确定，选择合适的路由以降低敷设成本也是数据中心规划需要考虑的因素。 

（7）人才和服务 

数据中心的建设、运维、服务需要大量人力资源，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如变配电、暖通空调、给

排水、消防、安保、自控、网络、硬件、软件服务、设备供应商维修网点等。人力资源的储备、人力

资源的成本也是数据中心选址应该考虑的因素。 

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人才和服务更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在这些地区建

设数据中心的运营难度就会大幅降低。边远地区的运营，很可能受到人才和服务的限制。 

4 结论 

互联网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使得数据中心的建设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数据中心的建设希

望选择那些具有高独立、易管理、资源独享、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投资风险不高的优势区域，

但事实上，能够全方面满足要求的场所并不多见。因此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对备选地址进行比对，筛

选出相对更有利的场所作为数据中心的建设地点。在筛选过程中，需要做到： 

（1）平衡风险和投资的关系 

（2）针对关键基础设施，采用统一的方法论 

（3）采用降低风险的方法，始终与企业目标一致 

总之，选择合适的建设地点，对数据中心的业务发展、能耗指标、风险收益都有着密切关系，直

接影响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要擦亮双眼，正确选择和判断，寻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数据中心建

设地点。 

 

数据中心电源解决方案及选型 

POWER SOLUTIONS AND MODEL SELECTION FOR DATA CENTER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苏先进 

摘要：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迅速发展，作为互联网载体的数据中心建设规模日益变大。巨大的用电

容量需求给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带来了空前的压力。本文根据数据中心常用的供电解决方案提出了

三种电源产品解决方案，并根据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管理维护、建设成本四个方面对提出的电源产

品解决方案进行对比和分析，作为数据中心建设的配套电源产品选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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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f data 

center, the supporter of internet is expanding day by day. The huge power capacity requirement brings 

extreme pressure to data center’s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his article offers three types of power 

solutions which are usually used to provide power for data center. Then it makes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s from four points based on these three power solutions. They are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construction cost. These three 

power solutions provides reference for model selection of data center construction  

关键词：数据中心 电源系统 节能环保 高频 UPS 模块化 UPS 高压直流 

KEYWORDS: 

ATA CENTER    POWER SYSTEM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IGH-FREQUENCY UPS    MODULAR UPS   HIGH-VOLTAGE DIRECT CURRENT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基于互联网提供的各种服务也变得越来越多。作为这

些互联网应用服务载体的数据中心，其建设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三大运营商都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至少数百家大小不一的数据中心。各

运营商为了节约成本、便于管理、形成规模化效益，数据中心的建设规模逐渐变得越来越大，巨大的

用电容量给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数据中心供电的安

全性，降低运营成本，成为各大运营商在机房建设中重点考虑的因数。 

二 数据中心对供电的要求 

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安全可靠：一般要求电源供电系统的可用度 A≥99.999%。因此，必须合理进行配置，达到

系统供电安全最优化。 

（2）节能环保：在能源紧缺﹑重视环保的今天，绿色﹑节能的电源系统备受关注。UPS 在绿色

﹑节能方面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输入功率因数﹑输入电流谐波以及整机效率等方面。一般要求输入功率

因数大于 0.95、输入电流谐波小于 5%、效率大于 92%。 

（3）可维护性：UPS 供电系统应维护方便，便于管理。这样不但可以节省系统的维护成本，更

为重要的是可以尽量避免因人为维护或者管理不当而引发的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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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成本：要求系统配置可扩容，这样既能有效节省系统建设初期的投资费用，又能使 UPS

在整个数据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始终保持在安全而又高效的工作状态下，提高了系统性价比。 

因此，建设合理的数据中心供电系统，不是一味追求某一项指标的最优化，而是应该根据实际的

需要，在保证安全可靠性、保证节能环保、保证维护管理方便、降低建设成本这 4 个要点中找出一个

平衡点，建设出既节能环保，又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系统。 

三 数据中心常用的供电解决方案 

1 集中式供电方案 

由一台 UPS 组成单机供电系统、多台 UPS 组成并联供电或双总线供电系统，再通过配电集中给

负载供电，这种供电方案一般情况下 UPS 系统与机房用电设备是分开的。该供电方案一般 UPS 的单

机容量在 200~400K 较多，供电示意图如图 1： 

 

图 1 集中式供电方案 

2 分布式供电方案 

在机房各列服务器加入单独的电源供电，形成整体机房的分布式供电解决方案，电源产品一般以

高频化为准，功率容量一般在 10~100K 合适。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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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布式供电方案 

优点： 

（1）供电方式选择拓展性好、配置灵活；同时可以有效的解决数据机房分批建设投资问题。特

别是单机架（柜）配套的 UPS，每上一个柜子直接投资一个柜子的 UPS 电源即可。 

（2）空间经济效益明显：充分利用现有机柜内部的剩余空间，有效的减少了集中电源的配电屏

及大功率 UPS 的安装位置，为现在寸土寸金的中心机房节约空间成本。  

（3）系统比较分散，单设备故障影响面小：  

缺点： 

（1）运维工作量加大，动力与 IT 维护界面不清晰，存在交叉地方：  

（2）系统造价较高：单体电源总和及配电线会多一些，有可能会导致总体的造价成本高。 

（3）工程施工难度较大，供电布线复杂，不便于集中式管理。 

四 电源产品解决方案 

1 传统 UPS 供电解决方案 

（1）工频 UPS 供电解决方案 

采用传统相控整流 UPS 组成“1+1”双总线供电方案，解决单点故障瓶颈，具有很好的容错能力，

提高供电系统的可靠性。一般运用 UPS 的单机功率容量在 200~400K 较多。 

优点：因工频机器器件承受的电压应力较小，器件的可靠性高，且控制相对简单，因此，系统的

可靠性相对较高 

缺点：整机体积大、重量大、功耗大、效率低和输入功率因数低等不利因素大大影响了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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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的可靠性及经济指标。一般情况下工频机器效率在 92%左右、12 脉冲机型的输入功率因数及电

流谐波在 0.8 及 10%；要满足供电的高指标要求需要增加相应的滤波器，这样会导致成本、体积、重

量的增加。 

（2）高频 UPS 供电解决方案 

采用 IGBT 整流 UPS 组成“1+1”双总线供电方案，解决单点故障瓶颈，具有很好的容错能力，

提高供电系统的可靠性。 

优点：输入功率因数高，可达到 0.99；电流谐波小，小于 5%；系统效率高，可达到 94%~95%； 

整机体积小、重量轻，有效减少现场工程施工的难度及建设成本；与工频机器比较整机体积可减

少 20~30%。 

缺点：地线耦合有较多的高频谐波，造成负载端零地电压抬高,很难满足 IBM、HP 等服务器厂家

对零地电压小于 1V 的场地需求。高频机器目前电压高，使得器件承受的电压应力大，器件可靠性相

对工频机器较低。 

2 模块化 UPS 供电解决方案 

供电系统图： 

采用模块化 UPS 组成“1+1”双总线供电方案, 解决单点故障瓶颈，一般单机容量在 200~480KVA

比较合适。供电方案如图 3： 

 

图 3 模块化 UPS 供电解决方案 

优点： 

（1）扩展性：模块化 UPS 具有 N+X 的架构特性，可根据负载增加或成本预算实现随需扩容，

前提是系统总容量需预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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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维简便高效：更换维修时无需停机等待修复，无需专业技术人员在场，用户在线状态下

对故障模块进行更换即可。 

    （3）物理空间投：模块 UPS 在物理尺寸整机重量比传统机型有绝对优势，为用户节省大量

的机房投资、承重加固投资。 

    （4）高效、节能：输入指标好、效率高，减少用户的运行成本。输入功率因数可达 0.99；

输入电流谐波小于 5%；系统效率 94~95%。 

缺点： 

（1）模块的故障率高：因系统并联的模块数多，模块间相互协调及通信量多，导致系统的故障

率高；从可靠性模型统计，系统的 MTBF 降低。 

  （2）模块间的环流控制较难：因系统模块数多，且不同模块间的内阻差别，使得各模块间的

环流控制困难，容易引起因控制不力导致系统故障。 

3 高压直流供电解决方案 

供电系统图 

 

图 4 高压直流供电解决方案 

优点： 

（1）可靠性好：高压直流电源系统采用的是并联型供电模式，后备电源蓄电池直接挂在负载设

备前端，没有任何中间电路，彻底消除供电系统中不可预见、突发性的故障对负载的威胁。 

（2）节约能耗：因其采用模块化结构，可根据输出负载的大小，由监控系统或现场值守人员灵

活控制模块的开机运行数量，还可启动模块休眠管理功能，提高模块的负载率，也可大大提高系统的

效率；现有的高压直流效率可到 95%。但在直流传输的损耗会增大。 

（3）输入指标高：高压直流整流器模块大都采用有源功率因数校正，输入功率因数可以达到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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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流谐波小于 5％，有效消除电源对电网的污染。 

（4）零地电压干扰小：采用高频变压器将输入与输出完全隔离，直流输入没有零线，因此，也

就不存在“零地”电压，有效减少一些因零地电压引起的负载供电问题。 

（5）割接改造方便：对于采用 UPS 供电的设备来说，除非其采用双电源供电，或专门配置有 STS

设备，否则通常只能采用停电方式割接。对于现代机房供电要求，这个基本是不可接受的。直流电源

只要做到输出电压和极性相同即可连接到一起，从而实现不停电的割接。 

缺点： 

（1）适用度：数据中心机房多年来的交流配电模式，现在输出改为端直流模式，涉及的配电系

统、用户的使用及维护能力、责任界面、负载设备长期直流运行的可靠性等问题。包括早期数据中心

机房的改造问题。 

（2）系统长期的稳定可靠性：目前高压直流仅在国内大力推广和采用，为新生产品、新的电源

系统模式，其长期运行的稳定可靠性还需进一步的实际验证。 

4 交、直流两种供电优劣对比 

 类别 HVDC UPS 传统 AC UPS 

系统故障可预测性 
电池故障是渐变的，可以预测的，

因而是能够预防的 

DC-AC和 STS的故障是突变的，不可

预测的，预防比较困难 

系统效率 
整个系统无 DC-AC和 STS部分，效

率较高。 
系统效率相对低 

系统成本 
无 UPS中 DC-AC和 STS这两个关键

部分，系统成本较低 
系统成本较高 

并机原理与技术 
只要极性／幅度相同即可并联，输

出电流为单方向，并机控制简单。 

需要考虑幅度／频率／相位／波形以

及有功输出和无功输出等多个参数，

输出电流方向为双向，并机控制复杂。 

并机可靠性 高 低 

制造与维护 

直流并联简单，制造调试容易。运

行时，既使元器件参数随时间、温

度、电应力变化而漂移，也不会给

系统带来不良后果 

交流并联复杂，对元器件参数的一致

性要求高，制造调试容易。运行时元

器件参数随时间、温度、电应力变化

而漂移时，可能给系统带来不良后果。 

工程布线 
只有+、- 两极，输出电缆数量少，

布线方便简单。 

有三相四线，电缆数量多，布线复杂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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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HVDC UPS 传统 AC UPS 

负载端零一地电压问题 
采用高频变压器可以将输入与输

出完全隔离。 

对于高频机和一般的传统工频机，由

于存在旁路，输入输出都无电气隔离。

负载侧存在零一地电压偏高问题。 

输入功率因数和电流谐波 

可以比较方便采用 PFC电路，输入

功率因数可以做到 0．99，输入电

流 THDi可以达到 5%。 

采用 SCR整流的工频机甚至部分双管

整流的高频机的输入功率因数比较

低，电流 THDi比较大。不采取任何措

施的 6脉冲 SCR整流的 PF值甚至不到

0．8，THDi 达到 40％ 

机架标准化 

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采用国际通

用 19英寸或者 23英寸标准机架。

有利于整体机房布局美观 

目前市面上 UPS外形尺寸各种各样，

没有统一规格，外观很难融入主设备

机房 

五 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对数据中心电源系统的要求不断发生变化。但总的趋势要求是：安全可靠、扩

容方便、配置灵活；因此，环保高效的高频 UPS 及高功率密度的模块化 UPS、高压直流将逐步在数

据机房推广；同时传统的相控型整流的 UPS 因可靠性高的特点，在数据机房的使用应当会再持续一

定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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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的节能技术和对比分析 

泰尔实验室   徐良 

摘要：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是近年来运营商机房最有效的节能方案之一，本文介绍氟泵自然冷源空

调的节能组成以及工作原理，并通过焓差实验测试数据，分析和评估综合节能效果。同时分析市场上

两种氟泵的实现形式的优缺点，并通过数据以及理论分析总结两种实现形式的节能对比。最后阐述在

网运行的风冷直接膨胀式空调基础上改造氟泵空调的可行性和前景。 

前言 

近年来，全国通信网络规模和用户规模不断扩大，通信企业设备运行的耗电量已经成为不断增加

的重要成本。在众多的用电成本中，空调用电费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调查，在机房中仅精密空调的

运行耗电量就占机房总用电量的 50%以上，在数量众多的基站、模块局中，空调用电量占基站或模块

局用电量的 70%左右。因此，如何降低空调用电的开支，成为通信企业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电信运营商通过多年的持续的节能减排产品试用与推广，核心是围绕机房空调的节能。目前对于

机房空调的节能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应用技术，包括冷凝器雾化喷淋、乙二醇双冷源节能机组、新风

机组、空调群控节能技术和氟泵自然冷源节能技术。 

而氟泵自然冷源节能技术以优秀的节能、维护便捷、机房洁净度保持良好等优点成为近年来机房

空调节能的最佳实践。运营商从 2014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机型了集中采购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本

文重点介绍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技术原理和实际测试节能分析，并对比目前两种实现方式优势和劣

势。 

一、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的技术原理 

氟泵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当室外温度较高时，按照传统的直接膨胀压缩机系统运行制冷；当室

外温度较低时利用室外自然冷源源对机房进行冷却，不必开启压缩机制冷，仅开启氟泵将在室外冷凝

后液态制冷剂运送至室内蒸发器进行制冷，此种情况下氟泵运行功率约几百瓦至一千瓦，相比压缩机

的十几千瓦大大降低，达到节能的效果。 

目前市场上的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有两种实现方式。第一是如图 1 所示，压缩机系统+氟泵系

统公用蒸发器和冷凝器；第二是如图 2 所示，压缩机系统（包含蒸发器冷凝器膨胀阀）与氟泵系统（包

含蒸发器，冷凝器，制冷阀件）完全独立，物理上完全不联系，只是结构和控制上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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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氟泵+DX 公用系统示意图 

 
图 2 氟泵+DX 独立系统示意图 

图 3 为氟泵模式下的压焓图，C 至 D 至 E 过程时氟泵模式制冷剂的冷凝过程，冷凝以后为液态

制冷剂；E 到 A 至 B 是氟泵增压同时将制冷剂输送至室内机蒸发器入口的过程；B 至 C 是制冷剂在

蒸发器中蒸发过程，蒸发器出口应该有一定的过热度，但由于无压缩机液击因素，出口过热度可以低

于压缩机制冷系统，进一步利用蒸发器换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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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氟泵模式压焓图 

二、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的实测节能分析 

近几年运营商已经开始对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进行集采，下面针对某集采测试 80kW 机组的焓

差实验室实测结果进行实测节能分析。 

被测机组基本信息：80kW 双系统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室外冷凝器*2+氟泵柜*2；铭牌标称制

冷量 82.1kW，风量 21400m3/h,冷媒 R410A，氟泵标称功率为 550W。 

详细测试结果如下表 1 所示，其中室外 15℃时，氟泵自然冷源运行在厂家所说的泵和压缩机同

时运行的压泵模式；室外 5℃以下运行在氟泵模式。 

表 1 压泵模式、氟泵模式与压缩机模式能效对比 

室外温度（℃） 

35 25 15 5 -5 -10 

COP COP COP COP COP COP 

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 3.08 3.67 4.43 9.70 14.84 17.20 

仅仅运行压缩机 3.08 3.67 4.05 4.11 4.18 4.18 

通过表 1 的测试数据，我们按照 GB/T19413-2010 机房精密空调的国家标准中对全年能效比的规

定。 

温度分布系数 Ta Tb Tc Td Te 

城市 温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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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5 15 5 -5 

北京 7.2% 28.1% 23.1% 21.0% 20.6% 

计算出此氟泵自然冷源空调在北京地区的全年能效比 AEER 为 7.37，而仅仅运行压缩机的全年能

效比 AEER 为 3.91，从 AEER 计算满负荷运行全年节约为 46.9%。节能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笔者同时也关注到以上机组在室外温度-15℃时运行在压缩机与氟泵共同运行的压泵模式，针对

此模式为什么可以节能，笔者在与厂家技术研发人员交流后，做了一个技术分析和总结。图 4 为压缩

机和泵一起运行时的压焓图，从原理上看由于压缩机的排气压力有运行范围（图 5），同时在为了保

证室外低温情况下，传统的直接膨胀阀风冷机房空调为保证吸气压力和稳定性，会通过冷凝风机调节

使冷凝温度维持在 36℃以上。那么增加泵运行后的可以将冷凝温度无限接近压 

h

A→B：泵出口到蒸发器入口

B→C：冷媒在蒸发器内吸热

C→D→E：冷媒的冷凝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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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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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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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压缩机与氟泵模式压焓图 

 
图 5 压缩机排气压力运行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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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机的运行边界的 27℃。总而言之，通过很少的动力输入实现冷凝后制冷剂压力提升，确保节

流前的供液状态。 

1. 压泵模式理论上是有效降低压缩机的冷凝压力，降低了压缩机运行功率； 

2. 同时压增过程能有效节流前的过冷度，进一步提高制冷量； 

3. 压增过程也有效的提高了室内蒸发温度，有效提高压缩机制冷剂循环质量流量，提高制冷量，

同时提高了机组显热比，进一步提高有效的显热量； 

4. 变频泵控制技术，50kW 系统，泵输入功率 300W；压缩机功率下降 1450W。 

同时在实际应用时，机房空调一般都有一定连管长度和落差，混动模式可使用泵的动力输入，克

服连管和落差带来的压降，从而避免应用制冷量衰减； 

三、市场上两种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的实现方式的对比分析 

上文提到的图1和图2的两种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的实现方式分别为氟泵+DX公用系统和氟泵+DX

独立系统。 

氟泵+DX 独立系统劣势： 

蒸发器叠加放置，风阻增大约 100~120Pa，室内风机功率增大，DX 侧能效比降低约 10%； 

冷凝器叠加放置，风阻增大约 100~120Pa，降低风量，提高冷凝温度，增加了压缩机功率，能效

再次降低（室外温度 30 摄氏度以上明显）全年能效比对比传统 DX 机组没有大幅度增加。 

控制切换简单粗暴（以室外温度为切入点）； 

冷媒现场充注困难，增加安装时间和成本；一旦有泄露维修难度大； 

系统冷媒需求量非常大，增加客户成本； 

氟泵+DX 独立系统优势： 

氟泵+DX 系统完全独立，控制简单，技术门槛低； 

氟泵+DX 共用系统劣势： 

控制复杂，技术难度大，前期研发和测试投入大。 

氟泵+DX 共用系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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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蒸发器和冷凝器，室内风机功率低，冷凝温度可控，压缩机系统能效比高。与传统系统比全

年能效有明显提高； 

控制可根据机房负荷以及室外温度综合调节，控制细致化； 

现场安装难度与传统空调一致，无需增加额外工作； 

技术实力实现泵+DX 的同时运行的混合动力模式，自然冷源源利用工作范围可提升。 

以上 80kW 为例，如果使用独立系统氟泵方案，室内机内阻力增加 100Pa，室内风机功率增加 20%；

同理室外风机功率共会增加约 20%。计算得到室外温度 35℃时，独立系统氟泵机组 COP 为 2.85。同

理推算各个温度点的 COP 如表 2。 

表 2 氟泵模式与压缩机模式能效对比 

室外温度（℃） 

35 25 15 5 -5 -10 

COP COP COP COP COP COP 

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 3.08 3.67 4.43 9.70 14.84 17.20 

仅仅运行压缩机 2.85 3.36 4.01 7.37 11.14 12.44 

计算北京地区全年能效比 AEER 为 5.92，相比公用系统的 AEER7.37 节能下降 25%。 

四、在网运行的风冷直接膨胀式空调基础上改造氟泵空调的可行性和前景 

过去的 10 年，风冷机房空调是机房空调的主流机型，目前在网运行机房空调体量大，是传统机

房内能耗大户。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大的策略下，传统运营商都在老旧机房中节能改造上投入了很大精

力，也尝试了很多方案。随着上文提及的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的技术的成熟与稳定应用，在传统风

冷机房空调基础上改造氟泵也成为节能改造的一个优势方案。 

风冷机房空调的改造也可以几个演进方案。第一步：直接在原蒸发器上增加一套氟泵蒸发器，在

室外增加一套冷凝器和氟泵系统。应用劣势与上面的氟泵+DX 独立系统类似；此方案技术粗放简单，

但工程实施不易；第二步，将氟泵并入风冷系统，公用蒸发器和冷凝器，实现和公用系统氟泵自然冷

源方案一样有氟泵节能模式和压缩机模式；此方案技术难度大，但节能效果明显且工程实现相对容易。 

通过以上分析，第二步的氟泵改造方案一定会成为氟泵改造的主流和优势方案，在在网机房空调

体量大和节能改造急迫的背景下，在未来 5 年内，氟泵改造一定有较大的前景。同时笔者认为各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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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厂商也会在氟泵改造的快速实施和通用改造上投入较大的精力，抢占广阔的改造市场。 

总结 

本文从制冷原理和焓差实验室测试数据分析看，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在淮河以北区域有较大的

节能效果。同时氟泵自然冷源机房空调在安装和维护上基本维持原风冷机房空调的维护方式，相比其

他节能方案有明显的优势。随着国内民族品牌的技术投入，国内机房空调品牌已经慢慢掌握了氟泵自

然冷源节能技术，会逐渐打破原少数国际品牌在技术上垄断的局面。 

同时未来几年，针对传统机房空调的氟泵自然冷源节能改造也将大有可为，各大厂家中谁在氟泵

技术提升以及氟泵改造的通用化和快速部署投入资源和精力，谁就能在未来的风冷机房空调氟泵自然

冷源改造上占据最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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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资讯】 

室内隐形光缆的制造工艺及应用 

广东亨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廖金洲 李明辉 

【摘要】隐形微缆造型美观，应用于室内敷设，施工简单、效果可观且拆卸简便。本文简介了隐形微

缆的制造工艺及其敷设明细。 

【关键词】隐形；微缆；制造工艺；敷设  

随着光纤通信事业的高速发展，对 FTTH网络的需求日益增长，光纤入户布线技术得到长足发展，

从最初的室内外引入蝶形光缆到室内蝶形缆，再到现今的室内布线光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愈发关注室内布线的实用性及美观，各大厂家逐步推出与墙体、室内装饰相匹配的缆型。

其中，可隐形敷设的微型光缆备受青睐。本文针对隐形微缆的制作工艺及其布线应用进行系统的阐述。 

1. 隐形微缆的结构 

隐形微缆，常规外径有 600和 900μm，一般由本色光纤和透明护层组成，如图 1。为了简化敷设，

部分厂家在透明护层外包裹一层透明粘层，其整体外径为 900~1200μm不等，如图 2。本文主要介绍

900μm的隐形微缆，能与现有器件兼容，无需特殊定制。 

 

 

 

 

 

 

 

 

 

图 1 900μm 隐形微型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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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带涂覆胶的隐形微型 

2. 隐形微缆制造生产工艺 

2.1光纤的选用 

隐形微缆应用于户内布线，敷设线路难以避免墙体拐角、门框与墙体夹角等部位，对光纤的抗弯

曲性能要求较好且需达到“隐形”效果，因此需采用弯曲性能优良的本色 G657 型光纤。主要包括

G.657A1/A2/B3三种型号，参数差异请查看表 1.可以看出，本色 G.657B3光纤的抗弯曲性能最好且其

模场直径与 G.652D光纤一致，使其成为制造隐形微缆的最佳选择。 

表 1 G657型光纤宏弯附加衰减 

光纤类型 
测试条件 宏弯损耗 (dB) 

弯曲半径 （mm） 圈数 1550 nm 1625 nm 

G.657A1 
15 10 0.25 1.00 

10 1 0.75 1.50 

G.657A2 

15 10 0.03 0.10 

10 1 0.10 0.20 

7.5 1 0.20 1.00 

G.657B3 

10 1 0.03 0.10 

7.5 1 0.08 0.25 

5 1 0.15 0.45 

 

2.2紧包护层材料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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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微缆在敷设过程以及后续使用过程中，紧包层需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且不能影响室内装饰的

美观，以达到“隐形”的效果。本色透明的尼龙料适用于紧包护层。其中，尼龙 12 柔软性好，对光

纤具有很好的缓冲和保护作用；熔点低，便于挤出加工；摩擦系数低，便于安装使用；还有较好的耐

低温、耐油和耐老化等性能，使它成为紧包材料的不二之选。 

2.3 光纤紧包模具 

熔融状态下，尼龙的粘度较高，在生产过程中需严格控制紧套层与光纤的松紧程度，以便后续施

工时的紧套层剥离。综合考虑，光缆紧包工序宜采用挤管式模具进行生产。 

2.4 光纤紧包工艺控制 

光缆紧包工艺中，要合理协调光纤放线和张力收线张力，避免光缆出现衰减偏大、曲线不良等问

题。同时，尽可能将负压调小，建议将数值控制在 0.02~0.05 MPa。松紧度要求：使用剥线钳可一次

剥离 25mm，便于敷设和熔接。材料加工温度：185-200℃。 

3. 隐形微缆的应用 

将隐形微缆与楼道间引入的普通蝶形缆进行熔接，在室内采用隐形微缆进行敷设。 

3.1 热塑性粘剂和弯角保护器 

隐形微缆使用热塑性粘剂进行敷设，通过工具加热，激活粘剂的粘性，然后 

沿既定线路进行光缆的布放。路线选择的过程中，考虑到墙柱拐角、门框等弯角跨度较大的点，需配

备相应的保护器，避免光缆过度弯曲而受损。其中，选用透明的阴、阳弯角保护器，可在保证光缆弯

曲合理的情况下，大大提高敷设效率且不影响光缆的整体隐形效果。 

3.2 隐形微缆的敷设明细 

隐形微缆的施工方法比普通室内缆简便，具体如下： 

1. 在室内的墙体表面规划光缆的路由，并作标记； 

2. 路由墙面清洁。尽量选择墙面阴角、门框、贴脚线进行清洁，以免影响粘合固定效果，如图 

3所示； 

3. 隐形光缆布放及固定。布放隐形光缆，往胶枪中安装玻璃胶棒并加热使其活化，沿预定线路

将隐形光缆和墙体粘合固定，必要时辅以弯角保护器进行保护。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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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清洁路由                              图 4 预热敷设 

4. 结论 

1) 隐形微缆外观透明，整体尺寸小，其中 0.9 mm 的微缆能与现有器件兼容，无需额外定制。 

2) 选用 G.657B3 光纤，使得微缆具有优越的弯曲半径且其模场直径与 G.652D 光纤相容，辅以

弯角保护器，有效避免因施工过程中的操作不当而引起的光纤传输问题； 

3) 使用性能优越的尼龙来实现紧包工艺，能有效保护光纤不受外界环境和施工的影响；合理

控制包层的松紧程度，有利于光缆施工时的开剥； 

4) 使用热塑性粘剂进行敷设，简便快捷，整体效果美观且易于拆卸。 

5. 结束语 

本文着重介绍了隐形微缆的制造工艺和敷设。隐形微缆具有体积小、强度高、透明和施工简便等

优势，能满足广大用户对室内布线的新要求。随着材料和通信行业的发展，有望推出尺寸和性能更优，

施工更为简便的隐形微缆；同时配以更加完善的设施设备，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享受。 

 

从纯电动汽车商用化看特斯拉动力电池技术路线 

泰尔实验室   王梦迪 

关于 Tesla Semi 

纯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短，导致其目前一直停留在私用阶段，与商用车所需要的长距离行驶能

力相去甚远， 但 11 月 17 日发布的特斯拉纯电动半挂卡车，将纯电动汽车商用化变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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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部设计 

该款汽车使用了“子弹”般的设计，充分符合空气动力学，大大有利于降低风阻。比较来看，

普通的柴油卡车风阻系数大约在 0.65～0.7 之间，目前最强的超跑布加迪威龙风阻系数为 0.38，而特

斯拉 Semi 已经达到了 0.36。驾驶室约 2 米高，驾驶位放置在驾驶室的正中间，其余的内饰设计都和

之前的轿车 Model 3 非常一致。 

2、软硬件功能 

Semi 具备内置的联网功能，可以将车辆接入车队管理系统，从而进行行车记录和远程监控，还

可以实现编队驾驶，即由一名司机驾驶头车，其余的 2-4 辆自动驾驶的 Semi 进行自动跟车。为了完

成自动驾驶，Semi 内部搭载了一种叫做 Autopilot 的系统，该系统可以使得卡车自动保持车道，同时

具备车道偏离预警以及自动紧急刹车功能。 

Semi 的马力达到了 1000 匹，是传统柴油卡车的四倍左右，同时其 4 个后轮均分别配备了一个独

立的电机，可以保证行驶 100 万英里不出现故障。即使有两个发生损坏也可以保证继续正常的行驶。

电池组分为两组，位于驾驶室下方的位置，除了具备防护，Semi 的电池组使得车身拥有更低的重心，

同时在车辆遭遇撞击时还可以为车辆提供保护。 

此外，Semi 还支持再生制动，尤其适合容易堵车、走走停停的路况。在使用了热核防爆玻璃的

条件下，Semi 的刹车片寿命接近无限。 

3、整体性能 

整个特斯拉 Semi 最多可以承载 36 吨的货物，在最大负重情况下的百公里加速为 20 秒，而在空

车的情况下从 0 加到约百公里仅需要 5 秒，普通的卡车百公里加速约为 15 秒。在爬坡的情况下，Semi

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 104公里/小时，就算最好的柴油卡车在这一项上的数据也只能达到 74公里/小时。

Semi 在最大负重、高速行驶的条件下，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804 公里。 

4、充电配置 

过去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充电站 Supercharger 准备和特斯拉联合为 Semi 的充电站 Megacharger 建



79 
 

立一个充电网络，计划在半小时内充入可行驶 400 英里的电量。初步计算，运输行驶 400 英里大约需

要 6-7 小时，在休息或者卸货间隙就可进行充电，意味着特斯拉在 Semi 研发的同时会为其使用新一

代的充电技术。 

5、使用成本 

以行驶 100 英里为一个阶段进行计算，特斯拉 Semi 每英里的成本是 1.26 美元，传统柴油卡车的

每英里成本是 1.51 美元，费用方面减少了约 20%。对于传统柴油卡车而言，车本身的价格低廉，但

是在汽油成本和维护保养成本非常高。而 Semi 的前期车身成本投入较大，但是对于商用运输而言，

长期的运营周期下来，节约的成本非常可观。 

 

6、市场现状 

预计在 2019 年，特斯拉 Semi 将会正式进行量产，目前已经通过百万英里路试，其目标是每行

驶百万英里节省 20 万美元的使用成本，具体的售价和电池组信息还未正式公布。据专业人士推测，

Semi 的电池组容量大约在 700-800 千瓦时。参考特斯拉的官方数据，Semi 每跑 1 英里消耗小于 2 千

瓦时的电量，因此之前的猜测可靠性较高。 

据外媒TechCrunch报道，在无定价消息的前提下，加拿大杂货巨头Loblow已经预定了25辆Semi，

未来致力于运营一个全电动汽车车队，来为其门店服务，零售商巨头沃尔玛也随后宣布，他们将预定

15 辆 Semi 电动卡车，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进行试验。 

关于 Tesla 电池 

特斯拉自身的成功在于较早投身于动力设施方向，而 Semi 的实现更是建立在解决续航里程的前

提下，因此以特斯拉为途径研究动力电池对未来解决我国甚至全球电动汽车续航里程问题必要性较

强。 

1、NCA 体系 18650 电池 

18650 电池是最早、最成熟、最稳定的锂离子电池，特斯拉在 2012 年量产的 Model S 和 Model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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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轿车均使用正极材料为三元 NCA 镍钴铝的 18650 电池。就材料而言，和磷酸铁锂电池相比，

NCA 电池的能量密度是磷酸铁锂的两倍，也就决定了其续航里程的突出，同时低温性能也十分理想。

因此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特斯拉所使用此类电池在纯电动汽车领域拥有绝对优势。 

但同时与磷酸铁锂相比，NCA 的高温性能、安全性能较差，因此对制造技术的要求也相对较高。

同时 18650 不可忽略的缺陷之一就是单体容量较低，导致汽车中所需的电池数量非常多，用作保持电

芯一致性的电池管理也就更为复杂。在电池散热方面，正常充放电时 18650 电池单体内部的温差不大，

Model S 中使用了 7104 节 18650，要解决几千个电芯散热问题必须要依靠强大的热管理系统。 

 

2、NCA 体系 21700 电池 

能量密度的提升主要依靠两种方式：材料体系机理性能提升，也就是新材料研发，其次就是对

型号及工艺的生产控制。在原材料领域尚未取得巨大突破的前提下，适当增大电池体积以获得更多的

电池容量成了一种可行方案。因此，出于成本和性能的考量，在 Model 3 推出之后，特斯拉便开始使

用 21700 电池。与 18650 相比，21700 的性能数据如下： 

 

21700 比 18650 能量密度提高了 20%，故在同等能量下所需电芯的数量减少约 1/3， Model 3 的

电芯数量不到 5000 节。电芯体积的增大，使得电池组内部金属连接件数量及设计复杂度均有减少，

有助于可靠性增加。当然，电池物理尺寸也不是做的越大越好，因为容量提升的同时，循环寿命、充

放电倍率会有所降低，温升会有所上升，意味着安全性会有所牺牲。 

3、电池配套设备 

特斯拉的 BMS 可精准提供电池健康状态预估、电池平衡管理、电池残量管理、电池热管理、诊

断与预警技术。BMS 的不同会直接决定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充电时间、启动加速时间和电池寿命。

特斯拉的每一个电池组都有其独立的电池管理系统，其中的感应器和芯片可以随时监控每个电池的温

度变化，在意外情况下可以毫秒级关闭电池。 

特斯拉电池板内部布局冷却系统，该冷却管路可围绕每节单体电池，由 50%水和 50%乙二醇混

合而成。冷却液在管道中流动，最终在热交换器中散出，保持电池温度的均衡，防止因局部温度过高

导致电池性能下降的问题出现。热管理系统可将电池组温度控制在±2℃，如此控制温度可有效延长

电池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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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的充电管理技术具备自身特殊工艺，通过可变电流和三段式充电方法合理分配充电电流，

实现高效快速充电。在 50-0%循环模式（使用电量不超过 50%），电池总寿命延长一倍；深度循环模

式下（100-0%）容量衰减至 50%。合理将单段行程控制在 80%最大续航内，可有效维持电池寿命。 

 

 

一种基于电网峰谷模型的通信基站电源运行模式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ode of Power supply for Telecom Base Station 

Based on Peak & Valley Model of Power Grid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张绍敏 王鹏超 刘明明 程志荣 

摘要：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系统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大，据统计，中移动某省公司 2015

年全年基站电费达到￥750 000 000.00。考虑到一些地区推行峰谷电价机制和电池技术的进步，本文

提出了通信基站电源系统的峰谷运行模式并建模分析评估了运行效益。根据峰谷电价模型、电池容量

等，基站电源控制器可自由设定峰谷时间，支持多峰运行，使通信基站在高峰时间尽量使用电池供电，

在平峰期间优先使用电池供电，在低谷期使用市电并对电池充电。这样可以大量减少高峰时段用电量，

有利于运营费用的降低和电网的稳定运行。随着混合能源系统在通信基站的应用，引入太阳能发电进

行混合供电，降低对蓄电池容量的要求，同时减少电能的消耗。研究表明，这种基于电网峰谷模型的

运行方式可以带来运营成本降低，由于太阳能的引入，节能减排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经济效益。 

关键词：峰谷模型，混合能源，经济效益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system requires 

significantly more electricit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the year 2015 a company mobile base station’s power 

charge reached ￥750 million Yuan. Consi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ak and valley price 

mechanism in some areas, and how battery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ea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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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ley operating mode of a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power supply system, and analyzes and evaluates the 

operation benefit. The controller of base station power can set the peak and valley time freely according to 

the peak and valley price model and the battery capacity, and support single peak operation and multi-peak 

operating mode.  The Battery’s power is used as much as possible during peak period, battery power is used 

preferentially during the flat hump period, and the power grid charges the battery and power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in the valley period. This can greatly reduce the peak period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s 

conducive to lower operating costs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gri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 hybrid 

energy system in a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the hybrid power supply system is introduced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battery capacity and reduce the grid’s power consump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perating 

mode based on the grid peak and valley model can greatly reduce operating costs, and becau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solar energy, it achieves an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and also helps to further 

expand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Peak & Valley Model, hybrid energy, economic benefits 

 

一、前言： 

人们对电能的需求是不均衡的，白天人们经济活动

多，电能的需求量就大，夜晚人们经济活动少，电力的需

求量也小，具有典型的峰谷特征。但电网的电能是不能存

储的，为解决峰谷电能需求的巨大差异，电网企业需要建

设冗余的发电能力，在需求低谷时段装机容量闲置造成了

大量的浪费，提升了供电企业运营成本，据相关资料，为

解决高峰供电新增发电成本约是一般供电成本的 3 倍。有

时为了保证电网安全，在高峰时段还会出现拉闸限电，给

人民生活带来不便，给工业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针对此

现象，在一些地方电力企业利用峰谷电价机制，通过经济

杠杆鼓励用户把一部分高峰负荷转移到用电低谷期，藉此

平衡电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达到了节约资源的目的，也给用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数据流量越来越大，对电能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据统计，中移动某

省公司 2015 年全年基站电费达到￥750 000 000.00。在通信基站里，为保障供电的可靠性，存在有

大量的储能电池。随着技术的发展，储能电池的循环寿命也越来越长，深循环铅酸电池在 50%放电

Fig. 1 Lead-acid Battery Cycles Life-DOD Curve 

 

Fig. 2 LiFe Battery Cycles Life-DO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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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时，循环寿命达 4000 次，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新型的铁锂电池，在放电深度和循环寿命上

更是出类拔萃，在 85%放电深度时，循环寿命可达 4000 次以上，这些电池如果每天循环一次，使用

寿命可达 13 年以上，见 Fig. 2。 

 

二、峰谷电价模型及通信基站电源的峰谷运行模式 

目前主要有两种峰谷电价定价机制，一种是分为

高峰电价、低谷电价两种，为描述方便我们称为单峰电

价模型，如 

；另一种分为高峰电价、平峰电价、低谷电价三

种，我们称为多峰电价模型，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其中 Tp1、Tp2为高峰电价时段 1、时段 2 的时长，Tf1、

Tf2、Tf3为平峰电价时段 1、时段 2、时段 3 的时长，

Tv1、Tv2为低谷电价时段 1、时段 2 的时长，单位为小

时；r1、r2、r3对应地是低谷电价、平峰电价、高峰电价，

单位是 USD/kwh。 

综合以上的峰谷电价模型和基站电源的储能电池

情况，本文在通信基站电源供电系统中引入峰谷运行模

式。基站电源控制器根据峰谷运行时间段自主设置峰谷时间，支持多峰运行。控制器根据电网的峰谷

模型、电池类型和电池储能能力，有针对性地分时段用电池和市电供电，充分利用低谷电价优惠政策

降低运营费用，又减少高峰用电，有利于电网稳定运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具体描述为，如果是单峰电价模型时，在高峰电价时段尽可能地使用电池给负载供电，在低谷

电价时段使用市电给负载供电并给电池充电同，对应地这种峰谷运行模式，称为单峰运行模式；如果

是多峰电价模型，在高峰电价时段尽可能地使用电池给负载供电，在保障高峰电价时段用电池供电情

况下在平峰电价时段优先使用电池供电，在低谷时段使用市电给负载供电并给电池充电，对应地这种

峰谷运行模式，称为多峰运行模式。 

三、市电电池循环场景峰谷运行模式效益评估模型： 

针对市电电池场景峰谷运行模式，我们来分析一下运行效益。首先我们定义 Tp 为高峰电价时段

总时长，Tf 为平峰电价时段总时长，Tv 为低谷电价时段总时长，单位为小时(h)。基站的平均功耗为

Tv1 

Tf1 

Tp1 Tp2 

Tf2 Tf3 

Tv2 

24h 0h 

t 

Power rate 

r3 

r2 

r1 

Fig. 4  Multi-peak power rate model 

 

Fig. 3  Single peak power rat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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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单位为 W)。由于蓄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有一部分电能不能转化贮存起来而是耗散掉（比如：充

电副反应所消耗的能量等），通常认为有 5%~10%的损失，这种充入电池的电量与电源输出给电池

的电量比值我们称为电池的充放电效率，本文中用 η1表示，并且保守地按 η1=90%计算。对于基站电

源的转换效率我们用 η2表示。那么 

21 TvTvTv   

321 TfTfTfTf   

21 TvTvTv   

不采用峰谷运行模式时一天消耗的电费记作 PCnpv（单位：USD） 

  η2Tp

η2η2η2PC

321

321npv





PrTfrTvr

PTprPTfrPTvr

 

采用峰谷运行模式，一天消耗的电费一天消耗的电费记作 PCpv（单位：USD），公式如下。为

了公式的通用性，我们按多峰模式建立电费公式，单峰模式（简称 SP）可以看作平峰运行时间 Tf=0

的特例，式中的 k 称为调整系数，取值 0 或 1，当取值为 0 时,表示多峰运行模式中平峰时段用市电供

电，为描述方便称为多峰运行模式一（简称 MP1），当取值为 1 时,表示平峰时段用电池供电，称为

多峰运行模式二（简称 MP2），下同。 

 

   21312111

2112221121pv

ηηTpη1η

ηηη1ηηηPC





PrTfrkTfrkTvr

PTprPTfrkPTfrkPTvr

 

采用峰谷运行模式，一天节省的电费为 PCd（单位：USD） 

 
pvnpvd PCPCPC 

  

在传统的基站电源中电池主要是用来作为备电使用，对于这个作为备电需要的电池容量为 Cb；

而在峰谷运行模式，需要的电池容量记为 Cc,极限情况下，峰谷运行模式执行完交流停电，这时需要

电池继续备份功能输出能量，需要的电池总容量记为 Call。 

增加电池容量是峰谷运行模式增加的主要投资，其它也有如电池容量增加引起的充电电流增大

而引起的电源容量变化，因所占投入成本的比例很小在这里没有纳入计算。放电深度简称 DOD（Depth 

of Discharge）,本文中称最大循环放电深度为 DODc,称最大备份放电深度为 DODb，一般循环放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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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频繁，而备份放电次数较少，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Fig. 2 来看，DODb一般大于 DODc。备份时

间 Tb 为电池放电到 DODb的时长,循环放电时长 Tc 在循环场景也就是峰谷运行模式放电时间是在一

次循环之间高峰或平峰期给负载供电的总时长，对应上面一天消耗的电费模型循环或单独备份时放出

的容量，其中 Vd 是平均放电电压。 

 dbbbdb VDODPTbCPTbDODVC  10001000
 

dcccdc VDODPTcCPTcDODVC  10001000
 

在循环场景时，即使放电到最大循环放电深度后停电，也需要有相应备份时间，也就电池的容量

在满足循环场景的放电需求外还要满足电池备电的要求，那 

如果     ca l lbcbdc CCPTDODDODVC  1000
 

否则     
 cbd

b
call

DODDODV

PT
CC






1000
 

电池成本单价记作 rb(单位为 USD/Ah·V),为解决峰谷运行模式需要投入的成本记为 Cost(单位：

USD),新增成本的静态投资回收期记作 PP’n(单位：年)，设备的使用寿命一般为 10 年，10 年内的净

收益记为 NE(单位：USD)，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 ballb CCrCost 
 

365'  dnPCCostPP
 

)'10(365 PPPCNE d 
 

四、叠光情况下峰谷运行模式效益评估模型 

采用峰谷运行模式的通信基站电源，为了尽可能利用峰谷电价差，需要配置很大容量的储能电

池，提高了建站成本。我们注意到很多基站电源已经开始使用多能源输入的混合能源系统，有些传统

意义上的直流电源也可以通过站点改造成为混合能源系统，实现既支持交流电能到直流电能的转换，

又支持太阳能到电能的转换。尽管目前主要应用在缺电、少电区域，我们同样在峰谷运行模式中使用

混合能源系统，在白天阳光充足时段引入太阳能供电，既可以降低对储能电池容量的要求，又能实现

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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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太阳能的发电成本还是高于基础电价，所以我们主要研究用太阳能解决白天供电问题，

由于太阳能辐射功率模型与峰谷电价模型的高（平）峰期有很大的重合度，可以用太阳能发电来减少

峰谷运行模式下电池配置容量。策略是任何时段都优先使用太阳能，尽量即发即用。 

首先我们来配置太阳能极板，Fig.5 是太阳能发电功率与负载关系模型，t1 是停止交流供电的起

点，t2 是上午太阳能发电功率与负载功率的平衡点，t3 是下午太阳能发电功率与负载功率的平衡点。

为了减少电池的容量，我们希望在 t1、t2 时间段电池放出的电量能在 t2、t3 时间由太阳能发电补上，

准确的拟合计算非常复杂，我们建立下面的公式计算太阳能极板的配置理论数量 n。 

3ηWb/2

Waβ
n






Wp
 

其中 Wa（单位：kW）为负载从 t2 到中午的用电量；

β为加权系数，经验值，一般取为
4

T
,T为上午市电未

供电时长；Wp（单位：W）是组件的峰值功率，可以从

手册找到；Wb（单位：kwh/m
2
·day）为某月电池极板斜

面上日平均太阳辐射量，一般取最低的那个月，可以从

网站查到地面辐射量，再换算成相应倾角的太阳能极板

表面的数据；η3 为太阳能变换器的效率；实际电池极板

配置数量 N 是根据太阳能变换器输入电压范围，将计算

值 n 向上取整成 m 的倍数，让太阳能极板组成 m 串以使

输入电压落在变换器的最佳输入范围内。 

备电电池的计算：首先找到太阳能发电功率与负载功率的平衡点，我们将太阳能发电功率模型

虚拟成两条虚线组成的等腰三角形，如 Fig. 6 所示，其顶点称为虚拟功率最大点 Pmax(单位：kW），

每月的日平均日照时间按 Ts(单位：小时）计算 

1000max
2

1
 WbNWpTsP  

Ts

WbNWp
P

500
max


  

）（ η3max
22

123  PP
TsTs

t  

根据电池在午后非市电供电期内提供的电能建立下式 

  dccv VDODCtTsPPtT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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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24

2
 

Load power 

 

t1 

 

t2 
T 

 Power 

 

t3 

Solar power 

 

Fig. 5  Solar power and Load model 

 

Loa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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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T 

 Power 

 

t3 

Solar power 

 

Fig. 6  Solar power and Load virtu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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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callbcbdc CCPTDODDODVC  1000
 

否则
 cbd

b
call

DODDODV

PT
CC






1000

 

叠光场景下峰谷运行模式下一天电费计算，其中  为太阳能利用率 Wby(单位：kwh/m2·day)为一

年的日平均斜面太阳辐射能量； 为利用系数，一般取 0.9。 

 

   21121112111

2112112221121pv

ηηηηη1η

ηηηηη1ηηηPC









WbyNWprPTprTfrkTfrkTvr

WbNWprPTprPTfrkPTfrkPTvr

其它如新增成本、静态投资回收期、10 年净收益等参见章节 3 中的相关公式，注意的各公式中的成

本不仅有电池成本 Costb，还有太阳能部件成本 Costs，公式为： NWprC ss         其中 rs为太

阳能部分单价，单位为 USD/W。 

另外，太阳能的引入不但能减少运营费用，也减少了碳排放量，平均每年减少碳排放量 Ec(单位：

kgCO2) 

365.0

1000365









WbyNWp

WbyNWpEc
 

式中， 为 1kwh 电力折算成碳排放因子，Wp 为单块太阳能极板的峰值功率，N 为极板数量，

Wby(单位：kwh/m2
·day)为一年的日平均斜面太阳辐射能量； 为利用系数，一般取 0.9。 

五、峰谷运行模式实际效益评估 

5.1 无太阳能场景下峰谷运行模式效益评估： 

单峰电价模型一般高峰电价时段为 8:00~22:00 共 14 个小时、低谷电价时段为 0:00~8:00 和 22：

00~24：00 两段共 10 个小时，即 

10Tv
    

14Tp
 

多峰电价模型一般高峰电价时段为 7:30~11:30、17:00~19:00 共 8 个小时、平峰电价时段为

5:00~7:30、11:30~5:00 和 21：00~22：00 三个时段共 9 小时，低谷电价时段为 0:00~5:00 和 22：

00~24：00 两段共 7 个小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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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v   

9Tf  

8Tp  

对于一个平均功耗为 1 kW 的基站，低谷电价 r1 = 0.1 USD/kwh，平峰电价为低谷电价的 2 倍，

高峰电价为低谷电价的 3 倍，电能转换效率为 η2=95%，根据第三单节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PCnpv、

PCpv、PCd、PP’、NE、Costb、Costs、Ec，如表 1 

表 1  无太阳能场景统计数据 

分类 SP MP1 MP2 

非峰谷运行模式每日平均电费 (PCnpv:USD) 5.474 5.15 5.15 

峰谷运行模式每日平均电费  (PCpv:USD) 2.69 3.567 2.725 

峰谷运行模式每日平均节省电费 (PCd:USD)  2.784 1.591 2.433 

增加的电池容量 (Ah) 440 200 550 

增加的电池成本 (Costb:USD) 2112 960 2640 

峰谷运行模式十年节省的电费汇总 (USD) 9818.5 13019.55 9946.25 

十年净收益 (Ec:USD) 8048.23 4845.85 6239.53 

投资成本收回时间 (PP’:Year) 2.079 1.654 2.973 

3.2 叠光情况下峰谷运行模式效益评估 

以北纬 23.7 度某城市的一个 1kW 站点为例，表 2 是地面是日平均辐射量数据，表 3 是折算到

最优倾角的日平均辐射功率数据，以最低日平均辐射量的 7 月作为计算数据。 

表 2 某城市地面太阳辐射年平均数据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每日太阳辐射

数据,kwh/m
2
.day 4.29 5.18 5.96 5.83 5.28 4.49 4.09 4.2 3.95 4.43 4.37 4.07 

 

表 3 某城市倾角 25度斜面太阳辐射数据 

月份 1 2 3 4 5 6  

平均每日太阳辐射

数据,kwh/m
2
.day 5.51254 6.09137 6.37973 5.67724 4.86425 4.08502  

月份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平均每日太阳辐射

数据,kwh/m
2
.day 3.77238 4.00025 3.97758 4.92067 5.47273 5.16347 5.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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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最大功率 260W 的太阳能多晶电池板，变换器转换效率取业界一般水平 η3=96% 

计算出 50.8
96.02/7723.3260

4100011

ηWb/2

Waβ
n

3












Wp  

根据太阳能变换器特性，输入电压最佳范围在 60~120，多晶电池板的最大输出电压在 35V 以下，

因此向上取整且是 3 的倍数，N=9。 

备电电池的计算：当月平均日照时间 Ts 取 12 小时 

kW
Ts

WbNWp
W 47.1

500
max 


  

75.13η3max
22

123  ）（WP
TsTs

t  

为保险起见电池对高峰的补充供电我们从 13：30 算起，在有太阳能场景，电池每天上午有一次

浅度的充放电，因此最大循环放电深度取 DODc=40% 

取成整 10 后，Cc=360 

可以得出   AhCCPTDODDODVC callbcbdc 3601000 
 

就是电池容量增加净增 160Ah。按电池的价格 0.1 USD/V·Ah 计算，需要增加成本$768。按单

价 0.70 USD/W 计算太阳能极板所增加的成本为 1638 USD，合计投入成本 2406USD。 

单峰有太阳能场景一天支付的电费 

  USDWbyNWprPTprTvr 3332.11000ηηηηPC 2112111pv    

yearPP 592.1'  

USDNE 92.12707   
 

236.33983659.00096.5926.08825.0 kgCOEc 

 同样我们计算出多峰运行模式一、多峰运行模式二情况下的投入产出，见表 4 

表 4  叠光场景统计数据 

分类 SP+Solar MP1+Solar MP2+Solar 

非峰谷运行模式每日平均电费 (PCnpv:USD) 5.474 5.15 5.15 

峰谷运行模式每日平均电费  (PCpv:USD) 1.3332 2.2102 1.3682 

峰谷运行模式每日平均节省电费 (PCd:USD)  4.1408 2.9398 3.7818 

增加的电池容量 (Ah) 160 160 160 

增加的电池成本 (Costb:USD) 768 768 768 

太阳能部分成本 (Costc:USD) 1638 1638 2184 

峰谷运行模式十年节省的电费汇总 (USD) 4866.18 8067.23 4993.93 

十年净收益 (Ec:USD) 12707.92 8324.27 10851.57 

投资成本收回时间 (PP’:Year) 1.5919  2.2423  2.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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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CO2 排放减少量 (Ec:kgCO2) 3398.36 3398.36 4531.15 

 

五、总结 

本文基于两种典型的峰谷电价模型的研究，提出了峰谷运行模式，建立了经济效益评估模型，

分析了在有无太阳能情况下不同运行模式的电池配置、太阳能极板配置和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差异和

效果评估。结果表明，不引入太阳能供电的情况下启用峰谷运行模式，单峰模式在扣除投入成本情况

下电费降低约 50.85%，在引入太阳能供电的情况下启用峰谷运行模式，单峰模式下扣除投入成本后

电费降低约 54%（电费降低的比率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峰谷电价差有关，也与电池和太阳能的初始

投资有关），同时太阳能的引入对于一个 1KW 功耗的站点，年可减少碳排放 3398.36kgCO2。 

研究表明，这种基于电网峰谷模型的运行模式，在投入较少的情况下，给运营商带来较大的经

济收益，太阳能供电的引入，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效益，并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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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峰谷电价的研究，董军，王文龙，华北电力技术 No.6 1995 

3、峰谷电价初探，胡诚仁，程晓明，价格周刊，1990（8）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关键技术研究 

泰尔实验室   桂丽 

背景：近年来，共享单车为人们提供了经济、便捷、低碳的出行方式。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共享

单车的违规停放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技术能规范用户停车行为，有效缓

解共享单车违规停放问题。本文对于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并对相关技术的发展提出

建议。 

 

从 2016 年 4 月开始共享单车爆发式增长，全国约有 70 家共享单车企业，投放车辆超过 1600 万

辆、用户注册人数超 1.3 亿、覆盖城市约 160 个。单车的大量投放以及停放的无序管理导致共享单车

的违规停放成为共享单车行业发展、城市规划以及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电子围栏的出现为

共享单车停放管理提供了解决思路，通过布设共享单车停车区域，基于定位技术判断停放行为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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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范，进而为用户停车加以引导，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线下运维提供支撑，为政府管理提供依据。 

从技术需求来看，电子围栏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需求，首先是在不同场景下定位精度需求；其

次需要考虑电子围栏在初装、线上以及线下的运营成本，其中包括布设成本、服务成本以及人力、设

备维护成本等；最后还需要考虑技术的普适性，主要考察关键模块在共享单车中的占有率情况。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技术的关键技术即车辆定位技术，该技术的实现主要基于卫星、蓝牙、WiFi

以及 RFID 等技术实现。由于基于 WiFi 的定位技术需要统一规划并优化 WiFi 布网，基于 RFID 的定

位技术精度误差范围大，所以目前主流的电子围栏技术主要基于卫星和蓝牙定位，同时基于蓝牙的定

位技术又可分为固定蓝牙定位和车锁蓝牙定位两种形式。下面分别介绍基于卫星定位、固定蓝牙设施、

车锁蓝牙读取定位三种定位技术。 

 基于卫星定位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定位技术 

使用智能车锁中卫星定位模块获取定位数据，通过运营商网络将定位信息上报至共享单车企业

平台，将位置信息与预先设定的电子围栏区域进行比较，判断车辆是否停入电子围栏中。目前多采用

三模定位、地基增强方式提高定位精度。该技术在停车区域部署时仅需要在路面画出停车区域并将该

区域范围在后台系统中存储。 

 基于固定蓝牙设施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定位技术 

蓝牙读写器网关

固定蓝牙
设施

有线连接
读取标签

固定蓝牙设施
覆盖范围

企业管理平台

 

图 1 基于固定蓝牙设施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定位技术 

 

使用固定蓝牙设施读取信号覆盖范围内共享单车的蓝牙装置（包括蓝牙模块或蓝牙标签），部署

时需要部署蓝牙读写器网关和固定蓝牙设施，运营过程中蓝牙读写器网关需要供电。定位过程如图 1

所示，固定蓝牙设施读取进入停车区域车辆信息，蓝牙网关收集读写信息并上报至企业管理平台，企

业管理平台获取网关信息并进行处理并将相关信息反馈至用户终端。 

 基于车锁蓝牙读取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定位技术 

基于车锁蓝牙读取需要在停车区域部署蓝牙 Beacon 如图 2 所示，定位主要是基于三角定位算法。

当车辆进入停车区域时车辆接收三个以上 Beacon 发出的信号，以信号强度为半径画圆，重合区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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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行车位置。 

Beacon Beacon Beacon Beacon Beacon

 

图 2 共享单车停车区域设置 

基于车锁蓝牙读取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定位技术如图 3 所示，车锁获取周围 Beacon 信息及功率

大小，车辆上报 Beacon 信息至企业服务平台，企业服务平台计算自行车位置，判断车辆是否进入停

车区域并处理，最后将自行车位置信息反馈至用户终端。 

Beacon

Beacon

Beacon 企业服务平台

 

图 3 基于车锁蓝牙读取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技术 

 

上述三种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定位技术各有利弊，根据大量调研对比总结如表 1 所示。 

        名称 

技术需求 
基于卫星定位 

基于蓝牙定位 

固定蓝牙设施 车锁蓝牙读取 

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 10 米、多模精度 5-6

米、地基增强 3-5 米 

最佳 1 米以内、平均 3-5 米 

注：具体情况视场景如遮挡、车辆密度等确定 

普适性 
卫星定位模块基本都支持 GPS，

部分车辆支持三模 
部分支持蓝牙模块 

初装成本 
仅需规划并绘制停车区域并与

线上对应 

除规划并绘制停车区

域，还需将大型蓝牙网

关埋入停车区域 

除规划并绘制停车区

域，还需将发送 beacon

设备嵌入地面 

线上成本 地基增强服务 需供电 车锁能耗高 

线下成本 
需要线下人力运维机制，但由于

定位精度低会增大运维成本 

需要线下人力运维机

制，网关需运维 

需要线下人力运维机

制，Beacon 装置约 2 年

需更换电池 

表 1 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技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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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已经在许多城市展开试点，对于定位技术选择以及运维模式设计尚处

于探索阶段，基于上述研究，对于电子围栏建设的建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部分地区采用政府与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合作的形式，共同建设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在此

过程中政府与运营企业需加强沟通，综合有效性、建设维护成本、企业成本、普适性等因素，建立较

为完善的电子围栏机制，同时配合信用制度规范停车行为； 

第二、需加强共享单车标准化建设，通过标准规范共享单车设计、生产、制造，为电子围栏实

现提供基础，同时需针对电子围栏提出建设及验收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三、电子围栏技术及相关机制还需要在更多场景中不断试验完善，在此过程中需不断摸索线

上线下配合机制、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实际应用效果，进而提炼出更成熟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机制。 

 

室内覆盖新动态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泰峰通信实验室   高金君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手机作为最主要的终端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移动通信的便利性，导致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由于无线通信信号传输的特性，城市中很多建筑（包括

办公楼、医院甚至居民小区）经常出现窗口信号满格，但建筑内部弱覆盖甚至无覆盖的情况。很多人

都有接电话或拨打电话需拿手机走到窗口才能保证通话质量的经验。 

传统的室内覆盖采用直放站、MDAS 和 BBU/RRU 等设备，绝大部分依赖于室内分布系统，需

要进行现场施工和与物业的大量协调工作，部署相当不便。 

针对运营商室内灵活深度覆盖的需求，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无线多模灵活覆盖小设备。这种设备

整体架构上类似于无线直放站，由网络单元（接入单元）和覆盖单元两部分组成。网络单元与覆盖单

元通过蓝牙连接。网络单元接收基站 3G/4G 信号，将信号放大后，通过覆盖单元连接手机等终端来做

室内覆盖。上下行增益最大可达到 100dB，最大覆盖范围 500 平方米。 

相对于现有的室内覆盖产品，该设备具有如下特点： 

 安装简单—主要体现灵活的特点。即插即用，无需用户注册、设置、验收和交付。 

 无需宽带网络接入和网络侧操作。 

 应用场景灵活多变，支持大规模快速部署。 

 支持 3G和 4G移动信号的放大，自动调节增益。 

 无接入用户数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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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至少-104dBm 的接入信号强度。 

 不能增加基站/网络的容量，不能为骨干网络分流。 

目前，该设备暂时还没有行业标准，只能依据运营商的使用需求和参考部分直放站、基站的行业

标准进行检测。覆盖单元与网络单元直接采用蓝牙连接技术也给检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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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意见争鸣】 

YD/T 841.4-2016《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 4 部分：硅芯管》中

试验方法使用说明 

成都泰瑞通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龙永会 宋志佗 宋红华 

摘要：YD/T 841.4-2016《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 4 部分：硅芯管》的试验方法本该引用 YD/T 841.1

—2016《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 1 部分：总则》，但由于差错，导致标准正文引用了 YD/T 841.1

—2008《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 1 部分：总则》，本文分析比较了 YD/T 841.1—2008 和 YD/T 841.1

—2016 中与硅芯管有关的试验方法，给出了使用 YD/T 841.4-2016 中试验方法时应该修正的要点。 

关键词：通信用管材；硅芯管；标准；试验方法 

1 引言 

硅芯管在通信行业使用的越来越多，其特点是：1）管子内壁具有较小的摩擦系数，光缆在硅芯

管内可轻松移动；2）具有良好的气吹性能，适合光缆气吹敷设；3）对光缆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其

保护作用体现在施工和运行之中；4）可一次敷设多根管材，避免今后重复挖沟，节约施工费用。作

为通信用塑料管材标准，YD/T 841 包括了各种结构和类型的管材，但这个规划一直没有完善，其中

第 4 部分硅芯管一直没有填补。在实际中硅芯管较多使用了 YD/T 1460.2—2006《通信用气吹微型光

缆及光单元 第 2 部分：外保护管》，这个标准涉及的产品是用于气吹光缆的各种保护管，其中也包括

硅芯管，这个标准是气吹光缆的一部分。为了完善 YD/T 841 的标准体系，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硅芯

管产业需求，将硅芯管单独作为 YD/T 841 的一个部分显得十分必要，因此 2015 年制定了 YD/T 

841.4-2016《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 4 部分：硅芯管》，并于 2016 年发布实施。 

YD/T 841.4-2016《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 4 部分：硅芯管》标准于 2015 年制定，2016 年 4

月 5 日发布，2016 年 7 月 1 日实施，该标准在制定时，试验方法引用了同时修订的 YD/T 841.1—20XX

《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 1 部分：总则》，但修订的 YD/T 841.1 发布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1 日，

实施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即两个标准没有同一批发布实施，其原因是“总则”和“硅芯管”两

个标准制修订后没有同时报批，且“硅芯管”标准报批时先于“总则”，因此在出版检索 YD/T 841.1

—201X 时，导致“硅芯管”标准的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YD/ 841.1 正确的表述为 YD/ 841.1

—2016,而在标准正文中，则试验方法错写成了 YD/T 841.1—2008。由于使用标准时通常不大关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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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更多关注标准第 2 章后的内容，所以标准正文试验方法引用了旧版本，容

易造成 YD/T 841.4-2016 标准的不当使用。 

新修订的 YD/T 841.1—2016《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 1 部分：总则》与现行的 2008 版本相

比，试验方法有多处修改，且更正了一些错误之处。本文给出了 YD/T 841.1—2008 和 YD/T 841.1—

2016 中试验方法的对比分析，给出了在使用 YD/T 841.4-2016 时试验方法应该修正的要点。 

 

2YD/T 841.1—2008 和 YD/T 841.1—2016 中试验方法的对比分析 

表 1 给出了 YD/T 841.1—2008（简称 2008 版）和 YD/T 841.1—2016（简称 2016 版）中试验方

法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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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YD/T 841.1—2008 和 YD/T 841.1—2016 中试验方法的对比分析 

序

号 

YD/T 841.4-2016 

检验方法 
YD/T841.1-2008 YD/T 841.1-2016 分析解读 

1 

5.3.1硅芯管平均

外径、壁厚、长度

和计米标志误差

按 YD/T 841.1一

2008中 5.3的规

定进行试验。 

5.3.1.2 可挠管 

根据管材两端头计米长度之差,由

此得出整段管材的长度。 

 

5.3.3 平均外径 

按 GB/T 8806-2008 第 5 章的规定

进行测量。用精度为 0.02mm 的游标

卡尺测量，取 3个试样，测量每个试

样同一截面相互垂直的两个外径，以

两外径的算术平均值为管材的平均

外径。用测量结果计算外径偏差。取

3 个试样测量值中与标称值偏差最大

的为测量结果。 

5.3.4 壁厚 

按GB/T 8806-2008的规定进行。 

5.3.1.2 可挠管 

根据管材两端头计米长度之差,结合计米标志误差

结果得出整段管材的长度。 

 

5.3.3 平均外径 

按 GB/T 8806-2008第 5章的规定进行测量。用π尺

直接测量或用精度为 0.02mm的游标卡尺测量。当用游

标卡尺测量时，在试样同一截面上沿环向均匀间隔测

量得到 6 个外径值，计算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平均外径。 

5.3.5 平均壁厚 

按GB/T 8806-2008第5章的规定进行测量。用精度为

0.02mm的量具测量。当用量具测量时，在试样同一截

面上沿环向均匀间隔测量得到6个壁厚值，计算其算术

平均值作为平均壁厚。 

5.3.6 最小壁厚 

按 GB/T 8806-2008第 5章的规定进行测量。用精度

为 0.02mm的量具测量。当用量具测量时，在试样同一

截面上移动量具直至找出最小壁厚。 

可挠管 

2016版考虑了计米误差，这样更

严谨。 

平均外径： 

用π尺测量在GB/T 8806—2008

有规定，所以2008版和2016版没有

实质差异。 

2008版为取3个试样，2016版则默

认为1个试样。 

2008版在选定截面上测量2个相

互垂直面的外径，2016版为测量6

个外径，。GB/T 8806-2008规定为：

直径≤40mm时，测4个外径值，直

径>40mm～≤600mm时测6个外径值。 

壁厚： 

2008版和2016版没有实质差异。

2016版将GB/T 8806—2008内容抄

录出来了。 

2 

5.4.5断裂伸长率 

按 YD/T 841.1一

2008中 5.3的规

定进行试验 

5.13 断裂伸长率试验 

按 GB/T 8804.3-2003规定取 3根

试样进行试验。 

5.13 断裂伸长率试验 

按 GB/T 8804.3-2003的规定取三根试样进行试验。

计算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2016版明确测试结果为3个试样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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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

号 

YD/T 841.4-2016 

检验方法 
YD/T841.1-2008 YD/T 841.1-2016 分析解读 

3 

5.4.6环刚度 

按 YD/T 841.1一

2008中 5.7的规

定进行试验 

5.7 环刚度 

按 GB/T 9647 的规定进行试验。从 3根管

材上各取 1 根 200mm±5mm 管段为试样，试

样 两 端 应 垂 直 切 平 ， 试 验 速 度

(5±1)mm/min。 

当试样在垂直方向的外径变形量为原内

径的 5%时，记录试样所受的负荷，试验结

果按式（2）计算。 

S=（0.0186+0.025³Yi/di）³Fi/(Yi³L)(2)  

式中： 

S —试样的环刚度，单位为kN/m2（千

牛顿每平方米）； 

Yi—变形量，相对应于试样内径垂直方

向5%变形时的变形量，单位为m（米）； 

di—试样内径，单位为m（米）； 

Fi—相对于管材5%变形时的力值，单位

为kN（千牛顿）； 

L —试样长度，单位为m（米）。 

5.7 环刚度 

按 GB/T 9647-2003的规定进行试验。取 3 根

长度为（200±5）mm 的管段为试样，试样两端

应垂直切平。试验速度为(5±1)mm/min。当试样

在垂直方向的内径变形量达到 5%时，记录试样

所受的负荷，试验结果按式（2）计算。取三个

试样的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量结果。 

S=（0.0186+0.025³Yi/di）³Fi/(Yi³L)  

=0.01985³Fi/(Yi³L)(2)  

式中： 

S —试样的环刚度，单位为千牛顿每平方米

（kN/m2）； 

Yi—变形量，相对应于试样内径垂直方向5%

变形时的变形量，单位为米（m）； 

di—试样内径，单位为米（m）； 

Fi—相对于试样内径5%变形时的力值，单位

为千牛顿（kN）； 

L —试样长度，单位为米（m）。 

2008版与 2016版没有实质差异。 

2016版统一描述为内径变形量，

这样与公式表达一致，且严谨。在

实际中，也可通过监测外径变形量

来获取内径变形量。 

2016版明确为试验结果取三个试

样的平均值。与 GB/T 9647-2003要

求一致。 

2016版对公式进行了简化： 

0.0186+0.025³Yi/di 

=0.0186+0.025³0.05 

=0.01985 

 

4 

5.4.7复原率 

按 YD/T 841.1一

2008中 5.10的规

定进行试验。 

5.10 复原率 

a)试样制备、试验设备和试样状态调节应

符合本部分 5.8中的规定； 

b)压缩速度为(10±0.4)mm/min； 

c)垂直方向施加压力至试样初始高度的

30%时，立即卸荷； 

5.10 复原率 

试样制备和试验设备应符合本部分 5.8 中的

规定。试验速度为(10±2)mm/min。垂直方向施

加压力至外径变形量为初始外径的 30%时，立即

卸荷。在标准状态下恢复 10min，测量此时试样

的终了外径。复原率δ按式（5）计算。取三个

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试结果。 

2016版复原率公式为：终了外径

（压缩外径）/初始外径（压缩前外

径）。2008版相反，显然有误。 

试验速度 2008版为： 

（10±0.4)mm/min，2016 版为

（10±0.2)mm/min，后者容差更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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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YD/T 841.4-2016 

检验方法 
YD/T841.1-2008 YD/T 841.1-2016 分析解读 

4 

（续） 

5.4.7复原率 

按 YD/T 841.1一

2008中5.10的规定

进行试验。 

d)在标准状态下恢复 10min，测量此时试

样高度，并记录： 

e)复原率δ按式（5）计算： 

δ=(H0/H1)³100%     „„（5） 

式中： 

H0—试验前试样初始高度，单位为m（米）； 

H1—试验后试样高度，单位为m（米）。 

取 3个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

测试结果。 

δ=(H1/H0)³100%     „„（5） 

式中： 

H0—试验前试样的初始外径，单位为

米（m）； 

H1—试验后试样的终了外径，单位为

米（m）。 

2016版明确为测试压缩前后的外径，

这样描述更加规范。与指标要求具有一

致性。 

5 

5.4.9落锤冲击试

验 

按 YD/T 841.1一

2008中 5.5的规定

进行试验。 

5.5 落锤冲击试验 

按 GB/T 14152-2001的规定进行试验。从

10根塑料管上各取长度为 200mm±20mm的

试样 1根，置于温度 0℃±1℃的水浴或空

气浴中进行状态调节 2h。 

5.5 落锤冲击试验 

按 GB/T 14152-2001的规定进行试

验。取长度为（200±10）mm的试样 10

段，置于规定温度的水浴或空气浴中进

行状态调节 2h。状态调节后，应从空

气浴中取出 10s内或从水浴中取出 20s

内完成试验。落锤质量和冲击高度应在

详细规范中规定。 

2016版的方法中，落锤冲击前的试样

放置温度由相关要求规定，而 YD/T 

841.4-2016在要求中（见表 3）规定为：

-20℃下保持 2h。2008 版规定为 0℃±

1℃，虽然与 GB/T 14152-2001 一致，但

与 YD/T 841.4-2016要求矛盾。 

2016 版规定试样长度为（200±10）

mm，与 GB/T 14152—2001一致。 

6 

5.4.12纵向回缩率 

按 YD/T 841.1一

2008中5.14的规定

进行试验。 

5.14 纵向回缩率试验 

按 GB/T 6671-2001 的方法 B——烘箱试验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从 1根管材上截取 3

段长度为 200mm±20mm的试样，划标线后在

23±2℃温度环境下预处理至少 2h 后测量

标线间距离，然后在规定温度下的烘箱中放

置 60min 后取出，待完全冷却至 23±2℃时 

5.14 纵向回缩率试验 

按GB/T 6671-2001的方法B——烘箱

试验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从一根管材

上截取三段长度为（200±20）mm的试

样，在试样上划两条相距100mm的标线，

划标线后在（23±2）℃温度环境下预

处理至少2h后测量标线间距离L0，然后

在规定温度下的烘箱中放置60min后取 

2008版与 2016版没有实质差异。2016

版抄录了 GB/T 6671-2001的方法 B烘箱

试验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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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YD/T 841.4-2016 

检验方法 
YD/T841.1-2008 YD/T 841.1-2016 分析解读 

6 

（续） 

5.4.12纵向回缩率 

按 YD/T 841.1一 2008

中 5.14的规定进行试

验。 

再次测量标线间距离，比

较前后两次测量值得出计

算值。以3个试样计算值的

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

结果。 

如果条件许可，也可按

GB/T 6671-2001方法

A——液浴试验规定的方

法进行试验。 

出，待完全冷却至（23±2）℃时再次测量标线

间最大或最小距离Li，按式（6）计算每一试样

的纵向回缩率RLi，以百分数表示。计算三个试样

RLi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管材的纵向回缩率RL。 

RLi=｜L0-Li｜/L0³100%   „„（6） 

式中： 

L0——放入烘箱前试样两标线间距离，单位为

毫米（mm）； 

Li——试验后试样两标线间距离，单位为毫米

（mm）。 

选择Li使｜L0-Li｜的值最大。 

如果条件许可，也可按 GB/T 6671-2001方法

A——液浴试验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 

5.4.16环保性能 

按 YD/T 841.1一 2008

中5.21规定进行试验。 

没有 5.21环保性能 
5.21 环保性能 

按 GB/T 26125-2011中的规定进行试验。 

YD/T 841.4—2016规定：当用户要求时，

组成管材的各均一材料中限用物质的含量应

符合GB/T 26572—2011中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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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YD/T 841.4-2016 时，试验方法注意要点 

在使用 YD/T 841.4—2016 标准时，当标准中试验方法引用为 YD/T 841.1—2008 时，应

变更为 YD/T 841.1—2016，以 YD/T 841.1—2016 为准。 

由上一节分析解读可看出，对于 YD/T 841.4—2016 硅芯管标准而言，2008 版和 2016

版在试验方法上的差异有 7 点，有些是 2016 版描述的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有些是 2016

版抄录了原始方法标准的相关内容，以方便 YD/T 841.1 使用，只是少数内容进行了变更，

变更内容主要有： 

1）测试平均外径时，2008 版规定在选定截面上测试 2 个直径值，然后计算平均值，2016

版规定测试 6 个直径值，然后计算平均值。 

2）2016 版没有规定落锤冲击试验前试样放置温度，YD/T 841.4—2016 在要求中规定

为-20℃下保持 2h， 2008 版则为 0℃±1℃下保持 2h。 

3）2016 版复原率计算公式规定为：终了外径（压缩外径）/初始外径（压缩前外径）,2008

版则分子分母相反。 

 

不锈钢松套管弯折试验方法探讨 

武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袁凡 许江波 

在OPGW和海底光缆产品中光单元主要是使用不锈钢松套管来进行保护光纤光信号传

输，由于不锈钢松套管优良的机械物理性能，目前室外中心管式光缆中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不

锈钢管松套管。但针对其性能的试验方法在标准中并未详细描述。本文主要通过套用 PBT

松套管弯折试验方法对不锈钢松套管进行试验来探讨松套管弯折试验方法。 

一、试验方法 

PBT 套管弯折试验方法依据 GB/T 7424.2-2008 中方法 G7《套管弯折》： 

方法 G7：套管弯折 

1． 目的 

本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含光纤套管承受在光缆安装和接头期间遭受到的机械应力的能

力。本试验在取自光缆的套管上施行。 

2．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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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光缆的含光纤套管，其长度至少（L1＋50）mm。 

3．设备 

设备包括： 

a）一台试验装置（见图 36） 

b）一台热风扇（选择项） 

 

4.程序 

根据安装实践，当详细规范中有规定时，可使用热风扇在温度约 80℃下平整试样，但

要防止因过热而损坏试样。 

试样应标出一段长度 L1,并且如图 36 所示安装在试验设备内，可移动夹头和固定夹头

分开距离 L2。 

可移动夹头应以约 10mm/s 的速度从在位置 1 移动到相距 L 的位置 2，然后返回到位置

1，构成 1 个循环。应移动规定的循环次数，并应在最后的循环期间使试样在位置 2 停留 60s

后再返回到位置 1。 

试验参数 L、L1、L2 的值和循环次数宜模拟运行使用条件，并应在有关规范中规定。 

注 1：由于在试验设备内弯曲的缘故，环的最小直径是不固定的，而且只受到依套管直

径而定的试样固定长度 L1 和移动长度 L 的控制。 

注 2：固定导槽保证试样有一个规定的位置。透明罩使试验在进行试验时保持在同一平

面内并便于观察。两个罩板见的距离通常应为套管直径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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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求 

是样样器件应未见试样弯折。 

6.待规定细节 

详细规范应包括如下内容： 

a)循环次数（典型为 5 次）； 

b)长度 L、L1、L2； 

c)用热风扇弄平整的情况（当使用时）。 

 

二、相关光缆标准的试验参数要求 

常用标准中对于松套管弯折试验参数要求见表 1： 

 表1松套管弯折试验参数要求 单位为mm 

标准号 松套管直径范围 L L1 L2 

YD/T 769-2010 

D≤2.0 100 350 100 

2.0＜D≤2.8 70 350 100 

2.8＜D≤4.0 150 600 150 

4.0＜D≤6.0 170 850 230 

6.0＜D≤8.0 230 1200 360 

8.0＜D≤10.0 250 1400 400 

10.0＜D 10πD 50πD 50D 

YD/T 901-2009 

D≤2.0 100 350 100 

2.0＜D≤2.8 70 350 100 

2.8＜D≤3.2 50 350 100 

YD/T 981.2-2009 

D≤2.0 100 350 100 

2.0＜D≤2.8 70 350 100 

2.8＜D 50 350 100 

YD/T 981.3-2009 

D≤2.0 100 350 100 

2.0＜D≤2.8 70 350 100 

2.8＜D≤3.2 50 350 100 

3.2＜D≤4.0 50 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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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D≤6.4 50 450 100 

注：D 为松套管外径 

三、试验情况分析 

我们从三个厂家的光缆中选取了三种规格的不锈钢松套管，尺寸参数见表 2： 

 表 2不锈钢松套管尺寸参数 单位 mm 

序号 1# 2# 3# 

松套管直径 2.7mm 2.7mm 1.9mm 

松套管厚度 0.20mm 0.22mm 0.22mm 

 

根据不锈钢松套管尺寸以及表 1 中的试验参数，我们统一选取 L、L1、L2 参数分别为

70mm，350mm，100mm 来进行弯折试验。结果是三种规格的试样都发生了明显弯折，见图

1 。 

 

图 1 

PBT 松套管的弯折过程是弯曲达到临界状态后，如果继续移动夹块，套管会迅速弯折。

不锈钢松套管的弯折过程则不一样。在最初的弯曲过程中，不锈钢松套管发生的是弹性形变，

力值卸载后形变可以恢复。但当弯曲超过一定程度以后，金属会产生塑性形变，即使力值卸

载后形变也不可恢复。由于产生轻微塑性形变时肉眼上可能观察不到明显弯折，但是不锈钢

松套管横截面其实已经发生了椭圆变形。如果继续弯折，形变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如图 2。

因此，如何界定套管的弯折状态会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图 2 

另外，从光缆中取出不锈钢松套管样品时，很难保证松套管处于完全平直状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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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松套管从位置 1 移动到位置 2 的过程中，松套管的弯曲部分会呈现不规则弧形，这也会

影响最终弯折的部位，见图 1。 

通过实验我们观察到，不锈钢松套管的弯折过程是金属管全截面弯曲塑性形变的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参考《GB/T 244-2008 金属管 弯曲试验方法》来检验不锈钢松套管的性能，

基本实验程序见附件 1。 

由于需要足够规格型号及数量的不锈钢松套管来进行试验，因此后续试验有待进一步

进行。 

附件 1 

《GB/T 244-2008 金属管 弯曲试验方法》实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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