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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动态】 

2018 年下半年技术工作组工作动态 

新领域工作组根据 2018年新领域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及组员单位的建议，2018年下半年，

发布纤维光学环形器和可重构的光分插复用（ROADM）设备两个光器件产品；完成 GPON

光模块标准变更；完成了 TD-SCDMA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智能天线产品的标准变更；补充

了粗波分复用光模块 10G 速率的技术要求；开发了 eUICC 卡认证业务；完成模块化数据中

心认证技术规范，业务即将发布。 

线缆工作组完成了地下通信管道用硬聚氯乙烯多孔管标准变更，变更后的产品为地下

通信管道用栅格管和地下通信管道用蜂窝管。 

电源工作组发布了通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网络机柜用分布式电源系统、通信局站用热

管空调一体机、通信高热密度机房用列间式温控设备四个电源、空调产品；完成了通信用交

流不间断电源、通信用 48V整流器、通信设备用直流远供电源系统的标准变更工作。 

此外，泰尔认证中心着力开展仪器仪表认证业务，已于 2018 年下半年发布了光功率计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随着 5G 第三阶段试验基本结束，规模组网试商用逐步开始，泰尔认证中心组织力量分

析了 5G 承载网通信基础产品的应用情况，紧密结合相关产品标准的制修订，完成了通信用

240V 输入的直流-直流模块电源、通信用 336V 输入的直流-直流模块电源、通信用 240V 直

流配电单元、通信用 336V 直流配电单元、通信高热密度机房用背板式温控设备、通信户外

机房（柜）用空调热管一体化温控设备 6项电源产品技术文件编制；完成了通信用高倍率阀

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通信用阀控式密封铅碳蓄电池 2项蓄电池产品技术文件编制；完成了

中心管式接入网用轻型光缆、束状式接入网用轻型光缆、层绞式接入网用轻型光缆、通信用

偏振保持光纤 4项线缆产品技术文件的编制；完成了 4×25Gb/s AOC并行传输有源光缆光模

块、100Gbit/s DP-QPSK CFP相干光模块、100Gbit/s DP-QPSK CFP2-ACO光模块、4×25Gb/s 

CLR4光收发组件、4x25Gb/s SR4 QSFP28 光模块、4x25Gb/s LR4 QSFP28光模块 6项光模块

产品技术文件的编制，共计 18项，将继续紧密跟踪产业动态，及时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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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领域跟踪】 

浅析 5G 承载网通信基础产品变化 

泰尔认证中心  李杰强 

引言：在充分分析 5G 网络特点的基础上，着重对基站、天线、室分、光器件、光纤、光缆、

电源、蓄电池、电缆、配线、微型数据中心等各类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5G 基本概念 

面向 2020 年及未来，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业务将成为移动通信发展的主要驱动力。5G

将满足人们在居住、工作、休闲和交通等各种区域的多样化业务需求，即便在密集住宅区、

办公室、体育场、露天集会、地铁、快速路、高铁和广域覆盖等具有超高流量密度、超高连

接数密度、超高移动性特征的场景，也可以为用户提供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云桌面、在线游戏等极致业务体验。与此同时，5G 还将渗透到物联网及各种行业领域，与

工业设施、医疗仪器、交通工具等深度融合，有效满足工业、医疗、交通等垂直行业的多样

化业务需求，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ITU 给出的增强移动宽带（eMBB）、海量机器类通信（mMTC）和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

（uRLLC）三大应用场景，除了是对现有移动互联网的增强，更重要的是，将诞生更深刻

更丰富的场景，如车联网、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远程医疗等都将

得以实现，如图 1。与 4G 的技术能力对比见表 1。 

 

注：资料来源-IMT-2020(5G)推进组白皮书《5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 

图 1 ITU 给出的应用场景及各项关键能力 

表 1 5G 关键能力与 4G 对比 

名称 定义 4G 性能 5G 性能 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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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速率 

(bps) 

真实网络环境下用户可获得的

最低传输速率 
10-100M 100M-1G 10 倍 

连接数密度 

（/Km2） 

单位面积上支持的在线设备总

和 
105 106 10 倍 

端到端时延 

（ms） 

数据包从源节点开始传输到被

目标节点正确接收的时间 
10-100 1 10 倍 

移动性 

（Km/h） 

满足一定性能要求时，收发双方

时间的最大相对移动速度 
350 500以上 1.43 倍 

流量密度 

(Mbps/m2) 
单位面积区域内的总流量 0.1M 10M 100 倍 

用户峰值速率

(bps) 
用户可获得的最高传输速率 1G 10G-20G 10-20 倍 

频谱效率(bps/HZ) 
净比特率，峰值传输速率下所占

信道的宽度 
1 3-5 3-5 倍 

ITU 确定了 5G 的三大类应用场景，我国 IMT-2020(5G)推进组将其中移动宽带场景进一

步划分为两个场景。归纳出连续广域覆盖、热点高容量、低功耗大连接和低时延高可靠四个

5G 主要技术场景，不同应用场景面临的性能挑战有所不同，如用户体验速率、流量密度、

时延、能效和连接数等。 

二、5G 试验情况 

2019 年 1 月 23 日，IMT-2020（5G）推进组发布了 5G 研发试验第三阶段测试结果，华

为、中兴、高通、英特尔等参与测试的厂商获颁证书。 

目前，中国移动获得 2515MHz-2675MHz、4800MHz-4900MHz 频段的 5G 试验频率资

源，其中 2515-2575MHz、2635-2675MHz 和 4800-4900MHz 频段为新增频段，2575-2635MHz

频段为重耕中国移动现有的 TD-LTE（4G）频段；中国电信获得 3400MHz-3500MHz 共

100MHz 带宽的 5G 试验频率资源；中国联通获得 3500MHz-3600MHz 共 100MHz 带宽的 5G

试验频率资源。 

5G 研发试验第三阶段测试结果表明，5G 基站与核心网设备均可支持非独立组网和独立

组网模式，主要功能符合预期，达到预商用水平，尤其是多家厂商均完成了 5G 在 2.6GHz

频段运行的测试工作。目前，5G 技术研发试验阶段已经完毕，下一步将进入 5G 产品研发

试验阶段，各运营商将开始城市组网。 

三、5G 关键技术及网络特点 

1 关键技术 

1）无线技术 

5G 的无线关键技术包括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全频谱接入、新型多址、新型多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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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先进调制编码、终端直通技术、灵活双工和全双工等。 

网络关键技术包括网络切片、移动边缘计算、控制和承载分离、网络功能重构等。 

大规模天线：大规模 MIMO 技术的本质是通过天线的量变提高系统容量、频谱效率。

通过上百根天线的空分复用优势，成倍提升系统容量是 5G 容量提升的核心技术，并已在 Pre 

5G 中成功商用。但大规模 MIMO 带来前传压力加大，流量增加带来 RRU 和 BBU 之间的前

传压力增加，会带来光纤的需求增加。大规模天线技术的应用场景包括宏覆盖、高层覆盖、

热点覆盖和无线回传。 

 
注：资料来源-网络 

图 2 大规模天线技术的应用场景 

超密集组网：超密集组网的本质是通过单位面积内部署的微机站密度的量变来实现频率

复用效率的巨大提升,是满足 5G 千倍容量增长需求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UDN 技术在缓解

热点地区的业务拥堵、增强室内覆盖方面有着显著优势，办公室、密集住宅、街区、校园、

集会、体育场、地铁、公寓等。超密集组网和高频通信带来小基站需求大幅增长。 

表 2 5G 时代基站类型 

类型 单载波发射功率 覆盖能力（理论半径） 

宏基站 12.6W 以上 200m 以上 

微基站 500Mw 至 12.6W 50 至 200m 

皮基站 100mW 至 500mW 20 至 50m 

飞基站 100mW 以下 10 至 20m 

注：资料来源：ITU 

全频谱接入：5G 的无线接入将实现中低高频段的全频谱接入，6GHz 以下的中低频段

将提供连续性覆盖（其中 2.6G/3.5G/4.9G 将作为主频段），而如 28/39G 等毫米波高频段将

作为热点区域或容量提升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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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网络 

图 3 全频谱接入示意图 

新型多址：以华为的 SCMA、大唐的 PDMA 和中兴的 MUSA 为代表。上述新型多址技

术不但可以获得 30%左右的下行频谱效率提升，还可以将系统的上行用户连接能力提升 3

倍以上。 

新型多载波：业内呼声最高的 3 个候选技术是：F-OFDM、FBOFDM 和 UF-OFDM。这

三种多载波技术的共同点是：均采用了滤波器机制，具有较低的带外泄露，可以减少保护带

开销。 

先进调制编码如图 4。 

 
注：资料来源-IMT-2020(5G)推进组白皮书《5G无线技术架构白皮书》 

图 4 先进调制编码示意图 

灵活双工和全双工、毫米波：全双工可以使频谱效率提升一倍，毫米波的理论和技术分

别是微波向高频的延伸和光波向低频的发展。 

2）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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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4G 时期相比，5G 网络服务具备更贴近用户需求、定制化能力进一步提升、网络与

业务深度融合以及服务更友好等特征，其中代表性的网络服务能力包括：网络切片、移动边

缘计算、按需重构的移动网络、以用户为中心的无线接入网络以及网络能力开放。 

表 3 5G 网络技术 

代表性服务能力 主要内容 

网络切片 

网络切片是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应用于5G阶段的关键技术。一个

网络切片将构成一个端到端的逻辑网络，按切片方的需求灵活地提供

一种或多种网络服务。NFV/SDN是实现网络切片的前提。 

移动边缘计算 
将业务平台下沉到网络边缘，为移动用户就近提供业务计算和数据缓

存能力，实现网络从接入管道向信息化服务使能平台的关键跨越 

按需重构的移动网

络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服务需求引入不同的功能设计，网络控制功能按

需重构是5G网络标识性服务能力之一 

以用户为中心的无

线接入网 

5G无线接入网改变了传统以基站为中心的设计思路，突出“网随人动”

的新要求，具体能力包括灵活的无线控制、无线智能感知和业务优化

等 

网络开放能力 

实现面向第三方的网络友好化和网络管道智能化，将使应用能力充分

利用网络能力，实现更好的用户体验和应用创新，同时实现应用于网

络的良好互动，优化网络资源配置和流量管理 

2 5G 承载网 

5G RAN 网络将从 4G/LTE 的 BBU、RRU 两级结构，演进到 CU、DU 和 AAU 三级结

构。根据业务需求和部署条件的不同 5G RAN 三级架构实际部署形态多样化，存在多种场

景。核心网将形成两层云互联网络：（1）New Core 云互联；（2）及 New Core 与 MEC 间云

互联；（3）MEC 之间边缘云互联。固移融合，包括 5G 移动宽带、固定宽带在内的所有业

务将在云上逐渐融合，业务融合驱动网络融合和云网协同。 

 

注：资料来源-中国电信报告- 5G承载需求及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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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G 承载网架构及关键技术 

 

注：资料来源-中国电信报告- 5G承载需求及方案探讨 

图 6 5G 时代的 OTN 综合业务承载网 

四、5G 承载网通信基础产品 

1）基站天线、射频 

传统天线是无源天线，且天线与射频分离。5G 要求的高容量，需要使用有源天线替代

无源天线，且高端集成射频与天线单元。5G 接入网全频段接入的特性使得接入天线多模化。 

2）小微基站、室分、直放站 

小微基站从产品形态、发射功率、覆盖范围等方面，都相比传统宏基站小得多的基站设

备，小型化、低发射功率、可控性好、智能化和组网灵活。不少小微基站布设在热点高容量

场景，使用高频段、毫米波作为主要载波。还可以作为“家庭基站”一定程度上取代目前家庭

wifi 的功能。譬如中国移动提出隐形基站的概念。小微基站与智慧城市有一定的结合性，譬

如路灯、广告牌、电杆都可以作为小微基站的载体。 

3）光器件/光模块 

5G 的两级前传、中传、回传，将会带来大量的高速光模块需求。按照三大运营商的分

析，前传基本以 25G 光模块为主，中传以 50G/100G 为主，回传以 100G/200G/400G 为主。

整体从 4G 时期的 6G、10G 转向 25G、50G、100G、200G 甚至 400G，容量整体增大，且由

于基站侧“光进铜退”，光模块的用量将大幅增加。 

此外，大量建设的数据中心对光模块的需求旺盛，且普遍要求光模块大容量、低功耗和

小体积。5G 承载网建设中，会动态建设大量“移动边缘计算”数据中心（含微型数据中心），

大大增加了对光模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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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光纤、光缆、配线 

未来 5G 是无线的，但无线的前提是有线。RRU 与 DU、CU/RU 两级架构的接入网架构、

5G 基站致密化、万物互联等对光纤光缆带来巨大的需求。且由于高速、大流量的趋势，光

纤整体趋向超低损耗光纤、大模场直径。光纤的巨大需求同时也带动光棒、光缆，以及光缆

上游产业链。表现为全光纤化、杆站微站室分站中电源与信号混合传输、光缆本身芯数将新

增，大模场直径、低弯曲损耗将成为主要应用产品。 

5）数据中心（含微型数据中心） 

5G 承载网将实现“万物互联”的全接入，网络切片技术适配各种端对端应用，通用设备

与标准化数据中心、移动边缘计算数据中心大量建设，比如类似于户外机柜的微型数据中心

可能大量出现，如图 7。 

 

注：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报 

图 7 预制微型数据中心 

6）通信电源、空调、蓄电池 

高速大流量、广域全覆盖，使得 5G 网络承载能耗大大增加，因此整体而言电源趋向高

密度。对于宏基站电源系统，供电模式与 4G 无太大差别，供电设备上趋向容量增加、高密

度、体积压缩的特征。对于大量小微基站、室分系统、前传的拉远 RRU，电源趋向小容量、

高密度、小体积、易部署的特点。如中兴通讯推出了 PAD 电源。杆站、微站、室分站由于

站点多、小型化，能源接入将更为灵活，备电更为多元化，因此与市电电网结合的程度将加

深。 

在制冷上，对应宏站高功率密度，对机房热源点的针对性散热设备在设计上会加以改进，

针对杆站、微站、室分站的散热，将尽可能采用自然散热的方式。 

蓄电池本身与 5G 关系并不直接，但是高密度机房带来的高压直流备电对蓄电池提出了

新的需求，高压蓄电池将逐渐应用。此外，由于杆站、微站、室分站的灵活性，铁锂电池由

于体积小、储能高，将作为主要的备电方式，具体部署上较为灵活多样。 



10 
 

7）物联网、终端、智能设备 

5G 愿景中的低功耗大连接、低时延高可靠场景均是针对物联网。因此物联网将成为 5G

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如“智慧+”、“车联网”、“NB-IoT 窄带物联网方案”，三大运营商已经基

本建设完成 NB-IoT 网络。物联网架构一般可分为三层：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感知层

主要由各种传感器以及传感网关构成，包括温湿度传感器、二维码标签、RFID 标签和读写

器、摄像头、红外线、GPS 等感知终端。感知层是物联网识别物体、采集信息的来源，关

键在于具备更精确、全面的感知能力和实现低功耗、小型化。 

四、分析结论 

5G 是 4G 的迭代或演进，从宏观上讲，由于 5G 的总功率、总数据量、总数据率、总覆

盖都大大增加，因此 5G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大大增加，对于 5G 局站侧而言，3G、4G

原有 IDC 核心机房依旧延续使用，并可能在市县节点建设新的边缘机房，但是产品结构上

无本质变化。从基站侧看，5G 建设遵循“宏-杆-微-室”的布局，4G 网络已有的大量宏基站也

会延续使用，新建宏站、杆站、微站、室分站会大大增加，但是产品总拓扑上无本质变化。

从微观上看，每一个接入节点、传输节点虽然容量上、密度上大大增加，但是用来接入、传

输及能源保障的设备设施种类并无变化，综上所述，5G 承载网使用的设备设施与 4G 相比，

并无特别之处。 

但是 5G 愿景带来对网络的要求，如高密度、大容量、小体积、易接入等特性，对已有

产品的升级换代提供了方向，如光模块容量普遍增大、高密度高功率机房设备成为方向、小

容量电源大量应用等。 

综上所述，5G 网络对产品的需求，原 3G\4G 通讯网已成熟应用的产品可以继续应用，

同时基于 5G 承载网特点、新频谱，存在部分需升级演进的产品，另外，适配 5G 承载网新

特点，还会涌现一些新的产品。 

1）智能化 

5G 承载网在逻辑上云化的本质，对应物理设施上意味着站点倍增、能耗倍增、连接密

集，基础设施面临刚性增长，运维压力的加大必然对通信基础产品、通信基础站点的智能化

管理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网络的智能化的基础是产品的智能化，因此 5G 基础产品中，尤其

对于通信能源系统，智能化是持续优化效益和管理，走向可视化、全局化、精细化管理的必

要部分。 

2）多样化 

5G 网络万物互联的愿景决定了 5G 终端及配套 5G 承载网的基础产品的多样化，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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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决定了产品在形态、技术指标、应用场景、功能组成上的多样化。 

其次，万物互联需要臣在承载网如毛细血管般细分、密布于各个场景，因此设备的载体、

设备的安全也呈现出多样化，如在大量新增站点的布设中，城市公共设施如灯杆、公交车站

等就成了多样化载体中的典型代表，辅之以智能化，智能化灯杆等城市新型公共载体将发挥

重要的作用。 

 

 



12 
 

光缆产品典型东南亚国家准入制度梳理 

—以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为例 

泰尔认证中心 常琳 

一、背景 

2018 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原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

与国家认监委联合承担了科技部 NQI（国家质量基础）“一带一路”领域重点专项工作，即

“一带一路”检测认证贸易便利化研究与示范项目。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有关国家的一种区域合作平台，是我国国家战略之一，我国通信

行业及企业正在积极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谋求机遇，开拓市场。而光缆产业作为我

国基础通信产品，近几年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从光纤预制棒到光缆产品完整的产业链，光

纤光缆厂商的制造能力和研发能力也具备了领先水平，正逐步自主国际化进程，陆续取得了

一定的市场份额和认可。 

泰尔认证中心作为信通院在该项目的重要参与者，通过企业调研、资料收集等方法，重

点了解光缆产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现状，并从现状出发，选取了典型东南亚国家准

入制度进行了重点研究。 

二、光缆企业“一带一路”国家推进现状 

目前，光缆生产企业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号召，出口规模逐渐增加，出口

国家逐步增多。 

1）根据调研情况，根据出口地区分布，集中在： 

 东南亚地区：泰国、新加坡、缅甸、柬埔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南亚地区：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东亚地区：日本、蒙古； 

 西亚地区：沙特、阿联酋； 

 欧洲地区：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 

 非洲地区：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及； 

 美洲地区：美国、墨西哥、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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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又以东南亚及南亚为代表的区域所占出口国的比例较高，是这些光缆生产企业

的重点推进方向。 

2）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光纤、光缆（如：架空光缆（8 字形和自承式光缆（东南亚））、

管道光缆、气吹微缆和微束管缆（欧盟））以及一些定制产品等； 

3）出口形式上，则呈现多样化趋势，如采用：直销、代理、集成、海外合资、股权投

资等方式。 

4）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一些国家的准入或关税特殊要求，一些企业也开始在海外

建立生产基地或分公司，例如：泰国、印尼、巴西（主要是实验室）；一些企业还通过收购、

入股等在卢森堡、德国、西班牙等建有相应分公司或工厂。 

光纤光缆企业作为我国信息通信行业的技术水平较高、产能较高、国外需求也较高的优

质产业，“走出去”已是大势所趋。 

三、典型东南亚国家准入制度梳理 

根据上文，东南亚是光缆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区域，因此，泰尔认证选取了泰国、越南、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作为候选国家，逐个进行了概要性梳理。 

序号 候选典型国家 所属联盟 认证情况 

1 泰国 东盟1、湄公河2 TISI 认证，涉及光缆产品，强制性认证 

2 越南 东盟、湄公河 有认证制度，但不涉及光缆产品 

3 印尼 东盟 SNI 认证，涉及光缆产品，强制性认证 

4 马来西亚 东盟 SIRIM，但不涉及光缆产品 

5 菲律宾 东盟 

进口商品许可证体系（Import Commodity Clearance，ICC）

中涉及的强制性认证（电线电缆、音视频设备） 

菲律宾标准认证体系（Philippine Standards Certification 

Scheme，PS 体系）适用于菲律宾国内生产的产品 

6 印度 上合组织3 BIS 认证 

3.1 聚焦典型国家 

为了典型国家的研究代表性，泰尔认证选取了属于东盟、湄公河、上合等区域性国际化

组织的国家，又重点考虑了光缆产业的出口现状以及企业的实际情况，从中国光缆企业渗入

程度较高的区域着手，也将区别对待的关税要求纳入了一些考虑。 

1）泰国和印尼由于出口企业最多，且为强制性认证的产品清单之中，而优先级最高； 

                                                             
1
东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2
湄公河：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3
上合组织：中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印度和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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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对于光缆产品，没有强制性要求，通过对国内合格

评定制度的研究，一般情况下，所在国政府会针对消费品的电子电器设备要求强制性安全认

证，对某些电子电器设备及 ICT 设备要求电磁兼容方面的第三方强制性认证，除此之外，

针对 ICT 产品的一些特性实施不同的认证模式及流程； 

3）在一些候选国家中，针对性的有一些关税和区别对待方面的要求，对本土的税收优

惠很可能促使企业在当地建厂，从而避开进口关税，因此我们尽量选择贸易保护较少的国家。 

综上，我们选择了泰国和印尼作为典型国家，进行准入方面的详细梳理和研究。 

3.2 泰国准入制度 

3.2.1 泰国国内市场情况 

市场产品占比：泰国目前使用架空缆，具体为 ADSS 光缆， FTTx 项目主要用皮线缆。 

产品主要来源：产品主要来自中国、韩资、日资企业。 

3.2.2 法律依据 

泰国准入制度所涉及的标准较多，仅以比较重要的法律依据举例如下： 

1. 工业产品标准法 BE 2511 和根据工业产品标准法 BE 2511 颁布的部颁法规 

1. 工业产品标准法，BE 2511（2015 年 8 月 21 日修订） 

2. 工业产品标准法（第 6 号）BE 2548 

3. 工业产品标准法（第 7 号）BE 2558 

4. 2005 年工业产品许可费和替代许可证的部颁规定 

5. “部长条例”规定了申请工业产品标准化标志的许可，检查和许可的规则和程序。

皇家法令规定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标准。 

3.2.2 产品认证标志 

产品认证：强制性、自愿性 

认证标志：强制性（左图）和自愿性（右图）的标志不同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绿色标签、社区产品标准认证、系统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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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光缆产品 

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4共 109 类，涉及 10 个领域，包括土木和建筑材料、商品、电气与

电子工程、流体工程、食品、传热工程、医学、油漆和清漆、机械与车辆工程、化学；除此

之外，均为自愿性认证。 

光缆产品在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名单之中。 

 TIS 2165-2548（2005）光纤电缆 - 第 3-10 部分：室外电缆–管道光缆和直埋通信

光缆的系列规范 生效日期：2007 年 1 月 26 日 

 TIS 2166-2548（2005）光纤电缆 - 第 3-20 部分：户外电缆 自立式架空光通信电

缆的系列规范 生效日期：2007 年 6 月 22 日 

3.2.4 认证流程 

1）资料整理递交 

2）收到申请费用 

3）文件审查和评估计划 

4）TISI 官员工厂审核 

5）检测  

6）工厂质量控制体系的评估和产品样本测试报告 

7）评定/结论/通知申请方结果 

8）签发证书 

9）证后监督 

10）新的评估 

3.3 印尼准入制度 

3.3.1 印尼国内市场情况 

印尼国内对光缆的需求比较旺盛，一方面是海底光缆，另一方面是陆地光缆，根据调研

结果，印尼主要是层绞式光缆和 ADSS，与泰国基本相同。 

                                                             
4
据 2018 年 3 月 TISI 网上更新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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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印尼强制性认证 

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认证（Standard National Indonesia/SNI），是唯一在印尼国内适用的

标准，由印度尼西亚技术委员会制定并由印尼国家标准局定义。按 SNI 产品认证计划认证

后，产品符合 SNI 标准要求，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SNI 产品认证要求，制造商会获得

印尼质量标志（SNI 标志）使用许可。 

3.3.3 监管部门 

鉴于印度尼西亚政府于 2007 年 9 月 7 日起，对相关产品实施国家标准认证 ( Standard 

National Indonesia/SNI)，规定适用于所有规范内国产及进口产品，未通过国家标准认证

( standard National Indonesia/SNI)之产品，将予禁售，已流入市面之产品将予强制下架撤出。 

印尼工业部已经发布的强制性工业标准，涉及汽车及摩托车零部件、家电、建材、电缆

等领域。授权机构 BSN（Badan Standadisasi Nasional）负责起草、制定、颁布、实施和协调

SNI 国家技术标准并采取以下措施确保 SNI 技术标准在国内的地位。执行机构 KAN

（National Accreditation Committee of Indonesia）负责认可认证机构，实验室和其它符合要求

的认证监管认可机构，并协助 BSN 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总局对认可和认证体系的建立和完

善。KAN 被授权根据 BSN 评估认证申请来指导所有政府和非政府机构进行认证。 

印度尼西亚的标准化主管部门是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总局（Badan Standadisasi 

Nasional，BSN），其主要职责是发展和促进印度尼西亚的标准化，属于非政府机构。BSN

所有关于认可和认证的活动都是由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可委员会（National Accreditation 

Committee of Indonesia，KAN）去执行，KAN 作为印尼国家认可机构，其功能是对标准化

领域内的测试/校正实验室、认证机构（涵盖产品、质量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可持续森林

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人事等）、技术检验机构和其他认可事宜等进行认可。 

BSN 主要功能包括：制定国家标准化政策、确立国家标准化程序、促进标准化领域的

技术机构之间的活动和合作、许可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 SNI、促进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关系、

文件资料和全国性活动、许可标准化领域的认可和认证要求、促进标准化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开展标准化和质量保证领域的教育和培训。 

2.4.4 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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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认证范围 

政府实施强制性 SNI 的产品有 544 中，包括纺织品、儿童玩具、电子产品等。根据 HS

编号 854470，项目组在印尼官方网站上查询到光缆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出口到印度尼西

亚市场之前必须经过认证或型式认可。 

2.4.6 认证流程 

1）填写申请表 

2）提交申请表和文件证明组（包括：公司注册文件、质量手册、质量程序、印度尼西

亚的进口商（如果有的话）、印度尼西亚知识产权司的品牌登记文件） 

3）认证机构审查和评估文件 

4）认证机构进行工厂审核：审核项目：质量体系审核参考 ISO 9000 评测；在生产线上

取样，并送至印尼国家实验室测试 

5）认证机构将在 SNI 证书上作出结论 

6）给申请人发放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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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简介 

泰尔认证中心  李俊宏 

1、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的意义 

质量管理体系升级，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带动企业质量管

理全面升级，从而提升产业质量水平的重要举措。信息通信行业作为落实国家网

络强国战略的最关键的行业，各行各业的业务运作都离不开信息通信网络的支

持，信息通信行业的质量水平，对我国各行各业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都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升级，是突出信息通信行业的质量特征，通

过标准创新，带动企业质量管理升级，使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更加融合高效，助推

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标准创新的具体要求，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行业

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能满足信息通信行业的特殊需求；二是具有一定的指

导性，能指导企业开展质量管理工作，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从而提升产品和

服务质量水平；三是可持续提升质量管理绩效，帮助企业实现质量管理绩效的持

续提升、螺旋迭代，从而不断提升质量水平，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质量水平。 

2、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与其他行业相比，信息通信行业的企业普遍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尤其是电

信运营商直接采购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但信息通信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含

金量普遍不高，甚至相当多的企业采用的是花钱买证书的方式证实建立了质量管

理体系，实际上文件与实际运作两张皮的现象普遍存在，相当多的企业管理混乱，

质量管理的现状面临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 

1、最高管理层不重视质量管理。尽管企业最高管理者认为质量很重要，但

一般没有亲自管，普遍是任命了副总或更低级别的管理者全权代表处理质量管理

工作。由于最高管理者对质量管理工作的不重视，导致信息通信行业整体的质量

管理绩效不佳。 

2、未形成质量管理体系绩效持续提升的长效机制。信息通信企业的质量管

理体系的建立，基本就是建立了一套文件化的管理制度，没有形成系统的改进机

制，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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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目标策划不足。一方面，质量目标的策输入信息不足，没有结合产

品或服务的特点或过程要求提出，导致各企业的质量目标大同小异；另一方面，

质量目标基本不变，或每年涨一两个百分点。以质量目标的实现驱动质量管理体

系绩效提升的效果不佳。 

2）改进效果不佳。企业的质量管理内审、管理评审，多数是浮于表面，没

有真正深入挖掘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具体表现形式是：每年的内审基本没有不符

合，或者是一些无关紧要、不碍大局的不符合；管理评审也没有提出有效的改进

措施，甚至每年的管理评审报告雷同。 

3、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简介 

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作为质量升级活动的依据与核心，针对信息

通信行业的特点，提出更专业、可操作的要求；同时针对企业实施

GB/T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难点，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

案。标准实现质量升级的创新要求具体有： 

1）解决最高管理者不重视质量的问题。 

本标准试图从意识入手，为最高管理者阐明质量创造价值的理念，质量是价

值中心，而不是成本中心。 

本标准一方面要求最高管理者应坚持质量创造价值，并向其阐明质量如何创

造价值，以争取获得最高管理者的认同，另一方面在管理评审中，要求向最高管

理者汇报的内容包括质量成本、质量效益以及其他因质量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和

负面影响，以企业运行的数据为证据，向最高管理者证实质量如何创造价值，从

而让最高管理者进一步认识到质量的重要性。 

2）形成质量管理体系绩效持续提升长效机制。 

我们对基于风险的思维以及质量体系持续改进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国内乃至国际创造性提炼出了关键质量特性和质量合规义务这两个抓手，并对

质量目标及其实现的策划活动加以展开和细化，梳理出了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内

在逻辑，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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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示意图 

通过质量特性与质量合规义务的动态辨识与调整，以风险和机遇为切入点，

以绩效目标为驱动，以项目管理为手段，本标准提出的方案实现了 PDCA 循环从

平面到立体的螺旋式上升和滚动式迭代，从而帮助企业把握体系内在逻辑，激发

企业内生动力，推动管理体系真正实现持续改进。 

3）引入的先进管理理念与工具 

标准针对企业在服务提供过程的质量管理难题，引入了先进的服务管理理念

与工具，帮助企业在提供服务业务中更好的开展质量管理工作，从而提升服务质

量水平。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服务的设计和开发。 

标准针对服务的设计和开发，引入了先进的服务设计和开发的工具，如顾客

体验地图、服务蓝图、泳道流程图、峰终定律等。设计和开发的输出，应包括服

务规范、服务提供规范和服务质量控制规范（可统称为“三个规范”）。 

2）服务提供过程的质量控制 

标准针对实时交付服务、非实时交付服务，分别提出了质量控制的解决方案。 

3）引入项目管理的方法。 

在质量目标实现、设计和开发活动两个过程中，引入了项目管理的方法，指

导企业实现既定目标。项目管理的主要应用，包括项目计划、项目进度监控、里

程碑管理、职责与权限分配、项目沟通等安排。 

4、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试点诊断简介 

为验证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适用性、适宜性、先进性，我们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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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四家企业开展了试点诊断工作。从试点结果看，整体上企业普遍只部分满足

了升级版标准的要求；升级版标准中的多数要求，企业都已开展了升级版标准补

充要求的相关工作，但工作与标准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型企业对质量管理

工作相对比较重视，符合程度相对较高，如通鼎互联公司在质量管理提升方面已

开展了众多的探索性研究，尤其是试点开展了质量目标动态管理、质量成本统计

等工作，与升级版标准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处。 

5、后续的推广活动 

为贯彻落实质量强国战略，进一步推动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水平提升，更

好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我们后续还将开展以下推广活动： 

一是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的关键技术研究，夯实具有行业特色的质

量管理理论基础。生产与服务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可指导信息通信企业提升

质量管理水平，但质量升级理论基础尚待健全，后续可结合新版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等国际标准及其他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工具，充分考虑信息通信

行业特点，针对网络运营企业提出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同时针对各种类型

的企业提出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的分级模型，为企业指明质量管理升级的方法和

演进的路径。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形成市场化的质量升级工作推进机制。建议

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升级活动的组织保障体系，发起成立

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多方面参与的行业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主管部门

的指导下，充分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政策引导、社团服务、市场对接、企业发力

的市场化、可持续的工作推进机制。 

三是广泛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的培训、宣贯和试点活动，提升企业认识、

激发质量升级的内生动力。当前信息通信企业普遍对质量管理的认识不够，建议

后续可广泛开展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版标准、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模

型，以及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工具的培训、宣贯活动，帮助企业重新认识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所蕴含的全面质量管理理念、质量管理的作用和价值，以强化

企业风险意识、坚守合法合规底线，推动企业本质贯标、实现提质增效，让质量

管理体系重新回归本源。还可在自主申报和地方推荐的基础上遴选试点企业，组

织开展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版的贯标试点工作。同时遴选一批经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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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专业机构，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现场诊断、整体策划、人员培训、实施指导

等咨询服务。 

四是组织开展贯标企业的分级评价和优秀企业的经验交流活动，发挥引领和

示范作用，促进行业整体水平提升。建议在信息通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模

型的基础上，研制企业分级评价方法和规则，对贯标试点企业开展分级评价。同

时，组织评价等级高、贯标成效显著的企业进行优秀实践总结和成果提炼，并通

过经验交流、现场会等形式加以宣传推广。为业内企业特别是质量管理经验欠缺

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直观的学习标杆，从而促进行业整体的质量管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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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广场】 

基于 NB-IOT 的光交箱门禁智能化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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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进铜退下，ODN 大量建设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管理难题包括 ODN 中的无源设

施光交箱数量多、光交箱分散、基于机械锁的管理方式管控困难等，因此本文研究了基于

NB-IOT 的光交箱门禁智能化技术，并且进一步研究 NB-IOT 在智能 ODN 扩展应用以实现技术

优化，指出相关问题和分析其可行性，目的是以基于 NB-IOT 光交箱门禁技术进一步辅助智

能 ODN 形成更高效的运维管理。 

关键词：NB-IOT；ODN；门禁 

1 背景 

光进铜退是必然趋势，随着城市光网络和FTTH网络的发展，ODN大量被建设使用，ODN

中无源设施光交箱总量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原有电缆、电缆交接箱被光缆、光缆交接箱大量

替代。但是光交箱作为一种暗哑无源资源，仍无有效的管控手段，因此迫切需要研究相关的

技术方案进行有效的智能化安防管理，实现ODN安防管理上的技术创新、暗哑资源信息化，

提高管理效率，同时也可以作为智能ODN的补充和优化，进一步保证ODN健康运营，为FTTH

发展保驾护航。 

2 ODN 及光交箱现状和问题 

光分配网ODN是光接入网的关键部分，是由光分路器、光纤光缆和光配线产品等组成，

其中分类如下： 

局端配线设施：光配线架等； 

光分配点设施：光配线架、光交箱、光分纤箱、光分路器、光分歧接头盒等； 

光用户接入点设施：光分路器、光分纤箱、光终端盒、光分歧接头盒等； 

用户端接设施：用户智能终端盒、光纤信息面板； 

其他基本器材：光缆、光纤连接器、尾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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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交箱即光缆交接箱是ODN网络中是非常重要的无源配线设施，一般作为馈线光缆和

配线光缆的划分点，数量多并且过于分散，大多分布在户外，对光交箱巡检是运营商日常工

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并且此工作量非常巨大。目前大部分光交箱使用的还是传统的机械式

门锁管控，不易操作，在此对光交箱运维管理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1、没有技术支撑有效管控：光交箱设备众多，机械钥匙的分配管理困难，同时缺乏有

效的管控手段，导致施工人员随意开启箱门没有进行有效管理、设备进出操作无记录、无序

操作导致箱体内线缆和各类模块被随意变更等； 

2、无源资源暗哑：光交箱自身无供电条件不能够实时监控，非法开启箱门、箱体被自

然或人为破坏、光交资源被离线改动，不能主动发现报警和校准，错误累计影响业务开通效

率； 

以上问题不仅导致运营成本高而且维护质量差，最终影响用户使用效果，同时令运营商

形象受损。 

3 基于 NB-IoT 光交门禁技术分析 

 针对光交箱运维管理方面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对基于物联网NB-IOT技术的光交

箱门禁智能化技术进行研究，以实现对光交箱的实时监控、智能管控、异常情况告警等智能

安防和集中控制管理。 

3.1 为什么使用 NB-IOT? 

光交箱采用的机械锁，不能够联网，没有办法进行状态监控，存在的问题已经在前文中

阐述，如果采用2G/3G/4G进行电子门锁的联网管理，虽然解决了联网的问题，但是2G面临

退网，3G/4G无法满足LPWA的所有要求（大连接、强覆盖、低功耗、低成本等），对于光交

箱来说，光交箱数量多，而且有一些光交箱位置比较偏远甚至在地下，不具备联网条件，同

时室外光交箱无源没有电池如果要内置电池的话更是受到各种条件限制，传统的联网方式耗

电比较多，电池消耗太快。   

而NB-IOT具有广覆盖，大连接、低功耗，低成本等特点，用于光交箱的管理，以解决

光交箱门锁的难题，具体表现如下： 

1）广覆盖： 室内覆盖能力增强，在同样的频段之下，NB-IoT比LTE和GPRS基站增益

20dB，相当于提升了100倍覆盖区域的能力； 

http://www.elecfans.com/tag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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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备海量连接的能力： NB-IoT支持一个扇区数万个连接，同一个基站下，可以提供

现有无线技术50~100倍的接入数，200KHz频率下面，根据仿真测试数据，单个基站小区可

支持5万个NB-IoT终端接入。 

3）节电工作、超低能耗：比起GPRS来说，NB-IOT最大的特点就是低功耗，除了其本

身的传输速率比较低以外，NB-IOT引入了eDRX省电技术和PSM省电模式，也是省电的主要

原因，基于3GPP模型推算，电池容量为5000mh，电池寿命可超过10年，对于使用到光交箱

的门锁实际续航时间与电池特性、业务量、网络状况等密切相关。 

4）精简设计、超低成本：通过简化射频硬件降低成本，量产后，模组成本可低至5美元。 

同时对比其他LPWA技术比如Lora和eMTC，NB-IOT基于现有网络，组网成本低采用授

权频谱，传输安全性高采用成熟网络承载，传输可靠性强。 

3.2 光交箱门禁智能化方案 

3.2.1 光交箱门禁智能化 

光交箱门禁智能系统基本组成包括门禁网管系统、终端门禁管理APP和光交箱门禁模

块，其中光交箱门禁模块包括供电模块、控制模块、电锁模块和与控制模块连接的一些传感

器接口等，光交箱门禁智能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光交箱门禁智能系统架构 



26 
 

光交箱门禁智能系统指通过门禁网管系统监控安装在光交箱上的光交箱门禁模块的状

态，或者授权终端门禁管理APP开锁，通过终端门禁管理APP管控光交箱门禁模块。各个模

块功能描述如下： 

1）光交箱门禁模块是安装在光交箱上可通过电子方式控制管理的门禁，用于监

控光交箱箱体门锁的开关和其他光交箱动力环境状态。光交箱门禁模块包括光交箱

供电模块、控制模块和电锁模块（指电子门锁，备配电子钥匙）： 

 供电模块：内置电池，对其他模块提供电能； 

 控制模块：控制模块与电锁模块连接，并提供接口与门磁和其他传感器连接，通过

NB-IoT 联网或者从蓝牙接收上传相关信息，按照接收命令信息实现对电锁模块的开

关控制，监控光交箱的箱体状态包括监测电池电量、门磁开关、和其他光交箱水浸、

倾斜、震动等传感器的状态； 

 电锁模块：光交箱的电子门锁部分。 

2）终端门禁管理APP是安装在手机或者便携式智能终端上的应用软件，通过移动网络

与门禁网管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实现授权开锁、工单获取/处理、设备信息查询/上传等，通

过蓝牙与光交箱门禁模块进行通信，实现对光交箱的控制管理、授权开启电子门锁和获取设

备相关信息等等。 

3）门禁网管系统通过NB-IOT监控光交箱门禁模块的状态，或者通过移动网络与终端门

禁管理APP交互信息实现对光交箱门禁模块的管理控制，实现对光交箱门禁的信息记录、授

权开锁、工单处理和设备状态监控等功能，同时门禁管理系统可预留北向接口与运营商的

OSS系统等对接实现设备资源和工单信息交互。 

3.2.2 功能实现 

光交箱门禁智能系统通过NB-IOT对设备定期唤醒，实现光交箱监控的功能包括如下几

个方面： 

1）远程开门、授权开锁：有开锁权限的用户可以登录手机门禁管理APP，对管辖片区

内的光交箱进行蓝牙钥匙开锁。 

2）操作记录：光交箱开门时同时记录事件，作为工单处理、考勤、巡检等事件自助上

报到门禁网管系统中； 



27 
 

3）门禁动环监控、异常告警：门禁网管系统会实时监测光交箱的情况，当光交箱被异

常开启、发生水浸/震动/倾斜、电压过低等异常情况下发送告警信息至门禁网管系统，门禁

网管再通知到终端门禁管理APP，若光交箱为合法开门，则不上报门禁网管系统告警信息； 

4）导航定位：终端门禁管理APP定位导航功能可实现当前位置到指定光交箱位置的导

航，既可以方便维护查找又可以在光交箱遭到破坏时快速到达现场。 

4 NB-IOT 作为智能 ODN 的进一步优化补充 

基于NB-IOT的光交箱门禁和监控在技术上可实现，可根据需求单独部署，实现传统

ODN的管理方式的优化，也可以考虑作为智能ODN的补充增强，与智能ODN结合实现闭环

的现场管理，进一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和效率。 

4.1 NB-IOT 应用于智能 ODN 技术思路 

智能ODN是在ODN的基础上，采用电子标签技术以实现基于光配线架、光交箱等内部

光纤端口的感知以及可视化管理，再结合相关装维流程，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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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智能ODN实现了很大程度的ODN智能化管理，但是对于目前众多分散的室外的

ODN箱体设施也是难以管理，并且室外的智能光交箱无实时供电，在离线状态下智能ODN

也是对其的管控也是无能为力。 

智能ODN系统的基本组成包括电子标签、智能ODN设施（包括光配线架、光交箱等）、

智能ODN管理终端APP、智能ODN网管四大部分。 

NB-IOT技术应用到智能ODN中，在不改变智能ODN的结构下，在智能ODN设施（光交

箱）中内置带有的NB-IOT的通信模块的门禁模块，实现前文所述的光交箱智能门禁和相关

智能监控（箱体状态、光纤端口信息等），更新智能ODN管理终端APP为带有终端门禁管理

模块的APP，门禁网管系统和智能ODN网管结合形成更完善的智能ODN维护平台，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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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智能 ODN维护平台 

4.2 系统工作流程及功能优化 

基于NB-IOT的光交箱门禁技术与智能ODN结合的工作流程如下： 

智能ODN维护平台定期对光交箱检测或者由光交箱内各种传感器触发，如果发现变动，

光交箱主动上报通知平台，智能ODN维护平台发送信息给维护人员和推送勒误工单到智能ODN

管理终端APP，相应的维护人员根据工单信息，利用终端导航到产生问题的光交箱处，并处

理工单（终端APP实现授权认证开锁），处理完成后通过智能ODN管理终端APP回单到智能ODN

维护平台，工单状态变为已处理。 

与原来智能ODN系统相比，优化功能具体包括如下： 

1．智能ODN中光交箱的资源监控由非实时到准实时：NB-IOT不仅作为设施与平台关

于光交箱门禁相关信息的联网通信通道，同时还是智能ODN设备光端口资源等信息的上传

下达的通道，平台定期对资源进行监控和巡检，设备通过NB-IOT模式报警（如有）或上传

结果，资源变动主动发现，及时校准错误，提高业务开通效率。 

2．通过光交箱门禁技术与智能ODN的结合实现闭环的现场管理，智能光交箱开关门与

各种操作相互关联，规定门禁授权管理方式，开门时记录事件作为工单处理、考勤、巡更等

事件自助上报到维护平台中，配合规章制度进行资产管理，避免资源的无须占用。 



29 
 

3．运行于同平台、同终端应用，便于智能ODN维护平台扩展。 

4.3 NB-IOT 用于智能 ODN 中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光交箱上的数据主要是在用于上传，如果单单是对于光交箱门禁，只有开关门事件、钥

匙信息及传感器数据等，传输数据量非常小，NB-IOT用于通信完全可以满足，但是对于智

能ODN中的智能光交箱来说，光交箱具有576芯光纤端口的信息，如果要对其巡检，数据量

大，NB-IOT的通信时间就非常长： 

智能ODN行标规定电子标签内容最大为128 bytes，按照576芯光交箱满配计算，端口资

源一次性采集总计字节数为 128 × 576 = 73.7Kbytes，但是NB-IOT数据吞吐量小，上行速

率仅20 kbit/s (single tone)。 

可能解决思路：  

通过改进巡检流程，以缩短巡检NB-IOT通信上报时间：在设备巡检时，仅获知端口在

位情况，每个端口状态占用1 Bit，576芯端口状态最少可压缩至72 bytes，实际考虑扩展性，

每12端口使用2 bytes，576芯实际上传仅96 bytes，对于这样的数据量就大大减少了NB-IOT

的通信时间。 

除了上述的通信时长问题外，更重要的还是解决安装在光交箱箱体内电池容量存在的问

题，光交箱电池电量更多的被电子锁、传感器、摄像头等一些其它部件消耗，而非NB-IoT

相关电路： 

1）电子锁的锁具配件在工作时，峰值电流可达1A； 

2）摄像头在夜晚打开红外灯进行拍照时，峰值电流达300mA； 

3）相对而言，典型的NB-IoT单模模组在空闲模式下功耗仅6mA，在数据发送时，消耗

电流典型值为250mA； 

可能解决思路： 

1）采用低功耗电子锁，降低锁具功耗；将系统整体输入电压由原来的12V降低至2.6~4.2V 

2）待机“零”功耗，待机时仅部分传感模块工作，控制模块部分完全掉电，待机电流

仅4uA。 

另外，虽然在理论上解决了巡检时需要上传的数据量和通信时长问题，但是如果在576 

芯光交箱内使用内置电池支持巡检，巡检时遍历端口的功耗太高（行标要求I级能耗3W，），

目前来说内置电池无法实现。 

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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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OT应用于光交箱门禁和动环监控等技术上可实现，可根据需求单独在传统ODN部

署，实现ODN的管理方式的优化，也可以作为智能ODN的补充增强，与智能ODN结合实现

闭环的现场管理，进一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和效率，但是对于在光交箱中实现端口监控、资

源巡检受限于电池容量和传输速率，目前无法通过NB-IOT解决，要实现监控的能力建议仍

采用原智能ODN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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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整流器交流端差模低残压防雷方案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程志荣 

中国泰尔实验室   贾骏 

【摘要】某整流器由于成本及效率的原因，采用低导通阻抗，工作电压仅为 150V 的低压

MOS 管，且由于电路拓朴的原因，也不能采用较大的 BUS 电容，其电容值只有以往同功率

产品的一半左右。低压 MOS 管、小容量 BUS 电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交流端的差模雷击防

护存在难度。以往通用的差模雷击防护方式，存在残压较高的缺点，在该款整流器中，所采

用的低导通阻抗的低压 MOS 管，其抗电压、电流冲击能力均较弱，较高的残压很容易损坏

MOS 管。为此，我们研究设计了一种具有较低残压的交流差模雷击防护方案，满足该款整

流器差模雷击防护的标准。 

【关键字】差模雷击；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电流应力 

 

【问题分析】 

该款整流器在差模雷击测试时，整流器 PFC MOS 管极易损坏，对此我们进行了分析。

实验中采用 0.01V/A 的罗式线圈，测量雷击实验时升压电感上的电流，该电流即为 PFC 功率

电路的上冲击电流。测试得如下波形， 

（注：CH1-电感电流 CH3-PFC 升压电感两端电压） 

 

（图 1-1：5KA 差模雷击测试） 

由（图 1-1）波形中可见，5KA 差模雷击测试时，PFC 电路中的冲击电流为 1260A，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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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 电路所选用的 MOS 管，按单脉冲最大冲击能量计算可以得出，其最大抗单脉电流冲击

能力远小于差模雷击测试时 PFC 电路的冲击电流。可见，差模雷击测试时，PFC MOS 管损坏，

主要是因为电流应力过大导致。 

 

（图 1-2：PFC 电路示意图） 

示意图中，L1、L2 为共模电感，L3 为升压电感。由于空间有限所采用两级共模电感量

很小，其有效的防雷退耦电感约为 1uH 左右。L3 为升压电感，升压电感磁心截面积较大，

匝数较多，其有效的防雷退耦电感也较大。为此，L1、L2、L3 共同作用为差模雷击提供退耦。 

雷击测试时，用罗氏线圈测试该压敏电阻的通流情况。经过测试，3KA 雷击冲击电流时，

罗氏线圈测得压敏电阻的通流为 3.4KA，可以确定，全部雷击冲击电流是经过压敏电阻的。 

（注：CH1-压敏电阻通流量 CH2-升压电感两端电压） 

 

（图 1-2-2：压敏电阻通流测量测试） 

由压敏电阻通流测试证实，雷击冲击电流是全部被压敏电阻吸收的，但是在(图 1-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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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测得的 PFC 电路上的冲击电流，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差模雷击冲击电流测试中，绝大部分雷击冲击电流被压敏电阻 MOV1 吸收，但压敏

电阻导通之后的残压是不容忽视的。PFC 电路所选用 MOS 管的导通阻抗很小，如(图 1-2）

所示，压敏电阻的残压全部施加在 PFC 电路所有的 MOS 管的两端，会在 PFC 电路上产生很

大的冲击电流。所以，上述测得的 PFC 回路中冲击电流，是由于 MOV1 的残压在 PFC 电路

上产生的近乎短路的冲击电流。 

【解决措施】 

 

（图 2-1：气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的电路示意图） 

如上述分析，要减小 PFC 电路上由于 MOV1 残压所产生的冲击电流，必须降低 MOV1

的残压。在（图 2-1）中，我们以 L3 作为退耦电感，设计了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的方式，

来吸收降低 MOV1 的残压，最终达到降低 PFC 电路中 MOS 管冲击电流的目的。 

以下，我们重点对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该电路的使用进行分析。 

一：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电路参数的选择 

气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的电路方式，其主要作用是为了降低残压对电路的影响。在气

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的参数确定之前，我们必须清楚的了解电路中器件的薄弱点。 

如上述分析，我们清楚的知道，PFC 电路中 MOS 管的电流应力是最大的薄弱点。雷击

冲击电流是一个很大的瞬时单脉冲冲击电流，PFC MOS 管具有最大抗单脉冲的冲击电流的能

力，我们可以根据所选用的 PFC MOS 管单脉冲最大冲击能量来计算得出。PFC MOS 管的导

通阻抗，PFC MOS 管资料中也有说明。由 PFC MOS 管的导通阻抗，及其单脉冲最大冲击电

流值，可以得出 PFC 电路两端所能施加的最大电压，即为 MOV2 的残压，从而确定 M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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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 

MOV2 与 GDT1 弧光电压之和，为雷击时刻 PFC 电路两端的电压。普通气体放电管的弧

光电压在 30V 以内，要降低 PFC 电路两端的电压，我们需要降低压敏电阻 MOV2 的残压，

但是压敏电阻的残压越低，其交流持续工作电压也越低，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气体放电管来

满足气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该电路的交流持续工作电压的要求，且能应对电网的异常波

动。 

整流器正常工作电压为 220V，若发生掉零现象，电压会上升至 380V；或当异常情况下，

单相对地拉弧，故障相电压为零，非故障相电压也会达到 380V 以上，此外，我们还需要考

虑电网异常情况下的波动。为此，气体放电管的击穿电压，以工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大异常电

压波动为下限值，以 MOV1 的残压为上限，来选择确定。 

二：气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电路可靠性分析 

1：工频电压耐受测试 

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电路，由于气体放电管的节电容远小于压敏电阻，所以在截止状

态下，气体放电管几乎承受全部的工频输入电压。只要气体放电管不被击穿，该电路是不会

导通的。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管的参数确定之后，我们进行工频电压耐受实验，测试该电路

方式，可以承受多大的的电网波动电压。 

将调压器输出的工频电压施加在电路两端，调压测试： 

第一：施加工频电压 400Vac，持续 15 分钟，压敏电阻无温升，电路正常。 

第二：施加工频电压 500Vac，持续 15 分钟，压敏电阻无温升，电路正常。 

第三：施加工频电压 550Vac，持续 15 分钟，压敏电阻无温升，电路正常。 

第四：施加工频电压 600Vac，测试三颗，各持续约一分钟，压敏电阻温升至 120 度，

存在失效风险。 

第五：施加工频电压 650Vac，上电瞬间气体放电管即失效，压敏电阻起火。 

为此，从工频电压的耐受测试可以看出，我们所选用的参数可以可靠承受 550Vac 的工

频电网波动，这已经是具备比较高的工频耐受能力了。 

实际情况下，电网中出现持续的、工频的、高压的电网波动的情况较少，更多表现为瞬

时的尖峰脉冲，持续时间短。该参数下气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串联，能可靠承受 550Vac 的

工频电压，意味着至少可以承受 800V 的尖峰脉冲电压的冲击。 

2：电路截止的分析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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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该电路，主要用于吸收降低 MOV1 的残压。当 MOV1 的残压高于气体放电管

的击穿电压时，电路便可以导通，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截止？ 

气体放电管属于开关型器件，在被脉冲击穿动作后，器件呈低阻抗特性，交流供电可能

会有电流流过，产生工频续流。若发生长时间的续流会引起雷击防护电路的损坏，影响电源

系统的正常工作，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常规的气体放电管因为存在续流遮断能力差的缺陷，

必须与压敏电阻等限压型器件串联，利用压敏电阻来遮断续流。 

在交流输入端采用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的方式，在工频过零点处，气体放电管自身可

以遮断续流，但在多次遮断续流之后，气体放电管的性能会降低，我们不能依靠过零点来遮

断续流。但是当压敏电阻的残压与气体放电管的弧光电压之和高于工频电压时，便不会产生

工频续流，可以可靠截止，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此情况。 

（1）：6KV/2Ω差模浪涌测试 

（注：CH1-气体放电管的电压 CH2-压敏电阻残压 CH3-输入端口电压、CH4-浪涌电流） 

  

（图 2-2：差模浪涌测试波形） 

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的电路形式，在截止状态下气体放电管承受所有的输入电压。气

体放电管导通之后，应立即截止，否则会产生续流。我们可以通过监测气体放电管上的电压

进行判断，若气体放电管上的电压在截止之后，立即恢复为输入电压，即可判定气体放电管

是可靠截止的。 

在（图 2-2）左图中可以看出，通道 1 气体放电管上的电压波形与通道 2 输入端口的电

压波形，在气体放电管截止之后，在形态与幅值上相同，可以看出气体放电管在截止之后，

其两端立即恢复为输入电压，从而判定气体放电管是可靠截止的。 

在（图 2-2）右图是左图的展开，压敏电阻的残压为 630V 高于输入端口的浪涌测试时

的振荡电压 460V，即气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的残压高于浪涌时刻的工频电压，压敏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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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可靠的遮断气体放电管的续流。 

（2）：差模雷击测试 

在（2-1）中，我们借用 PFC 的升压电感，作为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电路的退耦电感，

我们需要关注在较大的差模雷击电流的冲击下，升压电感是否会产生饱和，是否会影响 PFC

电路的正常工作。 

为此，我们监测升压电感两端的电压，分析升压电感是否会产生饱和。监测 PFC 分 BUS

的电压，来分析在差模雷击电流的冲击下，PFC 工作是否稳定。分 BUS 电压乘以 4，即为总

的 PFC 的 BUS 电压，该电压加上升压电感两端的电压即为气体放电管串压敏电阻的残压。 

（注：CH1-PFC 电路冲击电流 CH2-分 BUS 电压 CH3-升压电感两端的电压） 

 

（图 2-3：差模雷击测试波形） 

（图 2-3）为 7KA 差模雷击的测试波形，由该波形，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由通道 1 可见，PFC 电路的冲击电流为 620A，相比于（图 1-1）5KA 差模雷击测

试时，PFC 电路中的冲击电流为 1260A，降低了一半，实现我们的设计目的。 

第二：由通道 2 可见，BUS 电压稳定，仅在雷击冲击电流时刻有上冲，可见 PFC 电路工

作稳定。 

第三：由通道 3 可见，升压电感两端约有 400V 电压，不存在饱和的现象。此时分 BUS

电压为 114V，乘以 4 即为总 BUS 的电压 456V。升压电感两端的电压加上总 BUS 电压，为气

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电路的残压，该残压为 850V 以上，远高于工频供电的电压，所以不

会产生工频续流。 

此外，加入气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的电路之后，进行 3KA、5KA、7KA 的差模雷击测

试，正、负各五次，测试通过，也侧面验证了该电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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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频 500Vac 下雷击测试，温升测试分析 

工频 500Vac，超出整流器的工作电压范围，我们只对气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进行器

件的雷击测试，并监测气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的温升情况，从温升角度对可靠性进行评估。 

我们在气体放电管串联压敏电阻两端，施加工频电压 500Vac，进行测试。 

实验结果：4KA、5KA、7KA 雷击测试均通过，每隔一分钟一次，环境温度 25 度下测得：

压敏电阻最高温度为 68 度，气体放电管最高温度为 32 度。 

我们所选用的气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最高工作温度均为 125 度。从温升角度评估，两个

器件均不存在可靠性问题，特别是气体放电管较底的工作温度，说明没有产生续流。 

（4）：该方式不可用于端口线线防护的分析 

由上述分析，若在交流输入端口差模雷击、浪涌防护只采用压敏电阻串联气体放电管的

防护电路，若气体放电管的击穿电压，以工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大异常电压波动为下限值，以

MOV1 的残压为上限，来选择确定的话，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会比较高，对于 MOS

管工作电压而言，存在保护盲目区，这对 MOS 管可靠性产生较大隐患，为此，需要与 MOV1

配合，减小保护盲区。 

【参考文献】 

[1] 李祥超. 电涌保护器 (SPD) 原理与应用[M]. 气象出版社, 2011. 

[2] 李景禄. 配电网防雷技术[M]. 科学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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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资讯】 

工业系统 PLC 漏洞检查工具集的设计与实现 

陈夏裕 江苏亨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摘要：针对电力、水务、智能制造行业关键基础设施 PLC 工业漏洞较多的问题，设计并实

现了一种 PLC 漏洞检查工具集。该 PLC 漏洞利用攻击工具集基于开源工控系统攻击框架

ISF，采用 C/S 与 B/S 结合的方式，包含信息管理、网络拓扑、工具管理、漏洞检测、系统

管理五大模块，作为辅助工控系统安全基线检查的自动化工具，针对西门子、施耐德等国外

知名品牌控制设备进行渗透测试。 

关键词：PLC 漏洞；工业安全 

 

1 引言 

2015 年 5 月，《中国制造 2025》正式发布，其内涵是把信息互联技术与传统工业制造

相结合，形成生产智能化，提高资源利用率，以此来推动整个国家竞争力。而我国在工控制

系统安全普遍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完善、防护手段缺乏、感知能力不足等问题，面临设

备老旧存在大量的高危漏洞，国外品牌控制器后门风险，APT 攻击，无线技术滥用等方面

威胁，给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防护带来巨大挑战。积极应对工控系统安全威胁，有效防范安

全风险，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众利益的重要使命。本文基于开源工控系统攻击框

架 ISF，采用 C/S 与 B/S 结合的方式，设计与实现一款 PLC 漏洞利用攻击工具集，旨在针对

西门子、施耐德等国外知名品牌控制设备的渗透性测试，作为辅助工控系统安全基线检查的

自动化工具。 

2 常见的工控设备漏洞分类 

2.1 拒绝服务漏洞 

允许攻击者远程构造恶意切合法的 TCP/IP 数据包，可造成拒绝服务。因为工控设备 plc

的固件产生年代受限，其安全性甚至依赖的协议框架固然就很脆弱，所以一旦攻击者发出合

法的但是带有恶意的报文和代码就极其容易被形成一次有效的拒绝服务攻击。例如：三菱

FX3G PLC 存在拒绝服务漏洞，允许攻击者利用该漏洞通过发送特殊数据包使 PLC 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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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hedral VTScada 8 版本和 11.2.02 之前版本的 WAP 接口中存在缓冲区溢出漏洞，远程攻击

者可利用该漏洞造成拒绝服务；Siemens SIMATIC NET PCSoftware 存在拒绝服务漏洞，攻

击者利用漏洞发送特制数据包至(55101/tcp-55105/tcp,4845/tcp,4847/tcp-4850/tcp)端口，可导

致 OPC UA 的拒绝服务，需要手动重启恢复系统。 

2.2 信息泄露 

允许攻击者通过远程的方式利用该漏洞获取敏感信息的访问权限。例如：NETWAVE IP 

Camera 存在密码泄露漏洞，攻击者可通过访问摄像头的伪文件系统，读取内存中储存的二

进制数据，从而获取该设备的用户名、密码，导致敏感数据泄露。 

2.3 跨站请求 

有多款 plc 为了顺应 web 时代，在 80 端口开放 web 管理服务，由于缺乏成熟的 web 容

器和组件的支持，就此为攻击者提供了很好的 session 攻击环境。 

2.4 权限提升 

允许攻击者可以利用此漏洞获取受影响的设备上提升权限导致占领上位机，进而下发指

令影响 plc 本身操作逻辑，影响工控生产环境最终导致各种危险事故的发生。多发生在上位

机的 scada 软件中，scada 是涵盖单用户系统直到支持冗余服务器和远程 Web 客户机解决方

案的多用户系统。 

2.5 任意代码执行 

允许远程攻击者通过精心编制的数据包执行任意代码。同样与权限提升类似的场景，多

发生于上位机中的 scada 或同类 HMI 系统中。它将导致攻击者可以模拟 scada 对 plc 的认证

身份并且篡改下发报文内容达到发送任意攻击命令的目的。 

2.6 CPU 安全机制绕过 

某些情况下，攻击者可破坏用户程序块保护机制，对程序内寄存器的某些区块内容进行

读取和篡改。例如：Siemens SIMATIC S7-1200 CPU 安全机制绕过漏洞(CVE-2016-2846)。 

2.7 CPU 开放重定向 

PLC 集成 Web 服务器(端口 80/tcp 及端口 443/tcp)存在开放重定向漏洞，远程攻击者可

利用此漏洞将受害者重定向到任意网站，执行钓鱼攻击。例如：Siemens SIMATIC S7-1200 

CPU 开放重定向漏洞(CVE-2015-1048)，Siemens SIMATIC S7-1200 CPU<V4.1 版本均受到影

响，其的集成 Web 服务器(端口 80/tcp 及端口 443/tcp)存在开放重定向漏洞，远程攻击者可

利用此漏洞将受害者重定向到任意网站，执行钓鱼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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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开源脚本的攻击实例 

就上述漏洞中选择一款 CPU 安全机制绕过漏洞进行实例演示。选取的 PLC 型号为：

Siemens Simatic S7-1200；CPU 型号为 1212C；内网实验环境 PLC 的 IP 地址为 192.168.3.22；

攻击者 IP 地址为 192.168.11.190。 

首先通过执行 ping 命令来测试网络环境的互通性；第二步调用 msf 框架中针对

siemens_simatic 系列设备 1200 型号 plc 的扫描脚本对此 plc 的 IP 地址进行扫描，如图 1 所

示。 

 

图 1 扫描 plc 的 IP 地址             图 2 读取寄存器点位状态 

产品固件等基本指纹信息以获取并确定存活，下一步利用攻击脚本进行测试和攻击。我

们首先使用-r 参数对 plc 基本的 output 和 input 的寄存器点位状态进行读取，如图 2 所示。

再使用-o 参数对 plc 的 output 输出进行篡改干预使得改变 output 的值，如图 3 所示。就此即

可观察到 plc 物理机设备上的 DO 点位从无色变为绿灯亮色，即表示攻击生效。 

 

图 3 篡改 output 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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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 PLC 漏洞利用攻击工具集的设计与实现 

本工具的设计意义在于:利用现行已有的工控设备漏洞，对工控设备进行漏洞检测，最

大限度地保证生产环境下工控设备的安全运行，本工具包含的功能模块包含信息管理、网络

拓扑、工具管理、漏洞检测、漏洞利用五大模块。 

本工具前端使用开源框架 bootstrap，适配 PC 和移动端，后端框架基于 python 平台，

API 基于 flask 框架路由系统，所见形式为： 

app=Flask(’__main__’) 

@app.route(URL,Methods=[]) 

4.1 信息管理 

4.1.1 信息管理流程 

在信息管理处理流程中，首先用户登录，而后信息管理模块判断用户类型给予用户操作

权限，具备相应权限的用户可进 

入信息管理模块上传漏洞信息，用户还可以管理自身发布的漏洞信息并能查看所有已发

布的信息。 

4.1.2 接口描述 

(1)@app.route('/list_data',methods=['POST']) 

方法名 list_data 

功能 
调用面向底层数据库的列表查询接口，将符合条件的数据查询出来，再经过 json

序列化，返回给前端 

参数 1 offset：int 当前列表页码 

参数 2 Limit:int 当前列表每页数据量 

参数 3 txtKey：String 查询关键字 

返回值 {'total':result[0],'rows':result[1]} 
json 形式的字典，total 代表结果集中的信息总

数，row 代表前端当前页的数据 

(2)@app.route('/edit/<int:article_id>',methods=['GET','POST']) 

方法名 edit 

功能 通过文章 ID 和所做的操作,执行编辑、删除或查询功能 

参数 1 article_id:int url 中的数字,代表当前文章 ID 

参数 2 action:string 对当前文章的操作;edit 或 look 或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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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注① 携带查出的信息跳转到相应的页面 

注① ：返回值参考(3)中的参数，一一对应 

4.2 网络拓扑 

漏洞检测的前提是确定目标所在网络地址，所以需进行网络拓扑发现，将网址数据存入

数据库，以此分析并找出攻击目标。系统内置 nmap 和 masscan 两种扫描工具,两者进行功能

互补,以达到快速有效地检索目标网络地址。 

4.2.1 网络拓扑发现流程 

网络拓扑发现流程为：首先选择扫描工具，第二步输入需要扫描的网段（由于是小型工

具,不推荐全网段扫描），最后将扫描得出的 IP 地址及指定的端口数据录入数据库。 

4.2.2 应用实例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选择系统内置的两种扫描工具 nmap 以及 masscan，再输入需要进

行扫描的网段，通过 PLC 漏洞利用攻击工具集进行扫描，最终将扫描得出的 IP 地址及指定

的端口数据录入数据库，示例图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网络拓扑发现结果图 

4.3 工具管理 

要考虑将来工具的扩展性，把攻击工具集定位成渗透性检查工具，就必须有灵活的可视

化脚本管理模块，以供用户或开发人员管理和更新脚本代码，系统本身针对 PLC 内置了 ISF

框架，该框架基于 python 平台打造，主要针对西门子 PLC 设备，也可进行小范围自由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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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使用的框架，让本身门槛可能过高的 PLC 工控安全测试变得极易上手。 

4.3.1 工具管理流程 

工具管理的一般处理流程为通过脚本信息列表，获取权限，可添加编辑提交更新，并将

上传的脚本文件存入相应的文件夹内，最终生成 ID 信息存入数据库。 

4.3.2 接口描述 

(1)@app.route('/js_data',methods=['POST']) 

方法名 js_data 

功能 
调用面向底层数据库的列表查询接口，将符合条件的数据查询出来，再经过 json

序列化，返回给前端 

参数 1 offset：int 当前列表页码 

参数 2 Limit:int 当前列表每页数据量 

参数 3 txtKey：String 查询关键字 

返回值 {'total':result[0],'rows':result[1]} 
json 形式的字典，total 代表结果集中的信息总

数，row 代表前端当前页的数据 

(2)@app.route('/detail/<string:a_guid>',methods=['GET','POST']) 

方法名 Js_detail 

功能 查询脚本的详细信息，根据指令执行增删改查的操作 

参数 1 a_guid:string 脚本信息的 id，数据类型为 guid 

参数 2 action:string 对当前文章的操作;edit 或 look 或 delete 

返回值 参考③参数 存入数据库后跳转到相应的页面 

4.4 漏洞检测 

4.4.1 漏洞检测流程 

漏洞检测流程首先选择漏洞利用脚本，而后选择对应的 IP 地址或网段，通过输入相应

参数，最终完成创建扫描任务。 

4.4.2 应用实例 

在图 5 中，通过创建扫描任务，对 IP 地址为 192.168.3.21 的西门子 S7commPLC 进行扫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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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LC 扫描结果图 

4.5 漏洞利用 

4.5.1 流程处理 

在漏洞利用中，第一步先选择攻击脚本，第二步选择需要进行攻击的目标地址，而后第

三步，根据所选脚本给出的要求输入参数，最后创建漏洞利用任务，完成攻击。 

4.5.2 接口描述 

(1)@app.route('/js_list',methods=['POST']) 

方法名 js_data 

功能 提供用户插件选择列表 

参数 1 offset：int 当前列表页码 

参数 2 Limit:int 当前列表每页数据量 

参数 3 txtKey：String 查询关键字 

返回值 {'total':result[0],'rows':result[1]} 
json 形式的字典，total 代表结果集中的信息总

数，row 代表前端当前页的数据 

(2)@app.route('/js_test',methods=['POST']) 

方法名 js_test 

功能 选择脚本后,做弹出层让用户自行选择攻击对象和参数 

参数 1 注 3 动态参数列表 

返回值 无 显示成功与否 

注 3：每个脚本的参数类型和数量都由上传脚本时，脚本作者对其描述，程序根据描述

显示对应的输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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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应用实例 

图 6 中，通过利用脚本对西门子 s7-300 型 PLC 进行启停控制。 

 

图 6 西门子 s7-300 型 PLC 启停控制漏洞利用脚本 

5 结语 

本文工作基于美国 NSA 黑客工具包项目 Fuzzbunch 构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扩展

性，适配性，在漏洞测试范畴具有实践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预想入主机扫描并针对工控漏

洞所对应的服务端口进行梳理，并结合漏洞库比对脚本，将扫描出的指纹信息粗略匹配其可

能会被利用到的漏洞并推荐使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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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铅酸蓄电池在通信领域应用的发展趋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泰尔实验室 

付培良、李长雷 

摘要：铅酸蓄电池基于其高可靠性一直在通信领域后备电池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通信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 5G 技术、新型数据中心的发展，通信领域对传统的铅酸蓄电池应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电池高倍率放电要求、更高的环境适应性要求、电池模块化应用、

“哑”设备升级、备用与储能模式共用等新的应用形式及技术特点，对这一传统产品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锂电池及其它新型电池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铅酸电池应用市场造

成较大冲击，通信领域备用电池市场逐步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Abstract：Lead-acid batteries have been playing a domin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because of their high relia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upgrading of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equi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lead-acid batterie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mainly for high-rate battery amplification. New application forms and technical features, such as 

electrical requirements, higher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requirements, battery modular 

applications, dumb equipment upgrading, reserve and energy storage mode sharing,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is traditional produc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hium batteries and other new battery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 market of traditional 

lead-acid batteries has been greatly impacted, and the market share of lead-acid batterie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has been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关键词：5G、高倍率、环境适应性、模块化、 “哑”设备、市场占有率 

Key words: Fif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high rate,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modularization, dumb equipment,market share 

铅酸蓄电池由于其安全稳定、性价比高等优点，在电池领域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并被

广泛应用于汽车启动、通信领域、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等领域。尤其在通信领域，铅酸电池

市场占有率在 90%以上，但随着新兴 5G 通信技术发展，市电保障提升，运营商对铅酸蓄电

池的应用提出了多样化的需求，如短时大电流放电、集成化等要求。与此同时，由于其它新

型电池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铅酸蓄电池市场受到较大冲击；中国铁塔 2018 年初已不再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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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铅酸蓄电池，改而采用梯次磷酸铁锂电池；中国移动也计划于 2019 年开始不再采购新

的Ⅱ类、Ⅲ类铅酸蓄电池，采用其它备电方案，将对传统的铅酸蓄电池市场造成更大冲击。

为适应 5G、数据中心等新兴场景的发展需求，铅酸蓄电池的技术特点也逐渐呈现多样化趋

势。 

1 高功率放电，缩短备电时间 

在通信领域，通常电池备电时间设计 10h，以便留有足够的应急时间来进行油机启动，

故障排查等工作，这和传统的市电保障差和维护效率较低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市电保障可靠

性的提高，维护效率的提升，目前在新的中心机房等市电保障可靠性高的地区，将蓄电池的

备电时间由 10h 缩短为 1h、30min 甚至 15min。同时为了降低成本，降低了蓄电池的容量配

置，这就需要蓄电池由小电流(0.1C10A)长时率放电转变为大电流(1C10 或更高)短时间放电。

这对传统 0.1C 电流放电的蓄电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电信早在2016年就进行了高倍率电池的集采，主要要求为电池恒功率1250W放电，

终止电压 1.7V，放电时间≥15min。随着运营商新建中心机房及数据中心的增多，高倍率铅

酸蓄电池的需求呈现增长趋势。用锂电代替铅酸也成为运营商及 IT 数据中心的一个选择。 

 

图 1：高倍率电池放电电流与放电时间关系曲线（10h 率容量约 500Ah） 

这对通信后备铅酸蓄电池来讲，在设计上需进行重大更改，以满足通信行业不断发展的

新需求。 

2 环境适应性强，宽温范围内使用 

通常情况下，铅酸蓄电池的适用温度范围为 20-30℃，超出此范围会对铅酸蓄电池的性

能造成较大影响。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北方大部分地区气候变化特征明显，如我国内蒙、黑

龙江地区，冬季寒冷而漫长，冬季平均气温-10～-30℃，极端低温可达到-40℃以下；而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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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夏季炎热，夏季平均气温 18～35℃，极端高温可达到 40℃以上。通常为满足蓄电池适

用温度，采取机房控温措施、为了节能采用蓄电池恒温柜、地埋、辅助加热等技术手段来保

证蓄电池的使用环境温度维持在 20-30℃，以保证电池性能。随着通信运营商成本压力的增

大，对蓄电池提出了自身满足宽温使用的技术要求，蓄电池逐渐由外在的温度保证，演变为

通过改变自身配方、材料特性来应对苛刻的环境要求。如国内各大厂家开发出的高温电池可

满足 35℃左右正常工作，便是在壳体材料、内部配方上调节以应对外部高温环境；目前国

内几大通信后备电池厂家正在积极研发低温电池技术，其主要特点为在北方地区季节交替

时，蓄电池可适应温度变化正常工作。 

普通铅酸蓄电池

高温、宽温铅酸

蓄电池

外部环境满足电

池使用环境

电池自身适应环

境变化

空 调 地 埋 恒温箱

 

图 2：蓄电池与环境关系的转变 

总的发展趋势为蓄电池由 “买方”向“供方”市场转变，不断满足客户新的需求。 

3 模块化应用，便于安装及管理 

首先是蓄电池自身外观尺寸适合标准化设计的模块尺寸，如狭长型电池设计的是为满足

19 英寸、21 英寸标准机柜安装。 

其次是不同类型、不同新旧、不同容量、不同厂家的蓄电池通过“电池共用管理器”技

术进行模块化管理。 

中国铁塔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电池共用管理器”技术在通信基站的应用推广，其主要特

点是此前由两组同厂家、同型号、新旧相同的蓄电池组在采用电池共用管理技术后，可兼容

不同厂家、不同容量、不同类型、不同新旧的蓄电池组共同使用，有效减小了运营商的库存，

极大提高了蓄电池的利用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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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安装方式集成化 

 

图 4：电池管理模块化 

随着 5G 技术发展，分布式供电需求增多，对电池的模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铅

酸蓄电池来讲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4 哑设备升级，兼容智能监控系统 

传统铅酸蓄电池在通信领域的应用，主要通过动环监控系统来监测蓄电池的状态，通常

采集的参数为单体电压、组电压、电流参数，蓄电池自身不带通信及传感设备，业内称之为

“哑”设备。这些哑元没有入网，不能自动汇报，不能自动化管理。 

在电池有限的生命周期中，性能一直在发生变化且以劣化为主，传统维护会要求每年进

行放电测试以掌握电池状态，依据人工测试获得的信息作为管理依据。为了能相对准确地掌

握电池性能，常规办法就是现场测量，测量效率很低，一般仅能作为发生故障后的判断依据。

新型的蓄电池监控系统通过传感系统、联网技术实现了蓄电池的远程监控、自动报警、可视

化监控。不仅对常规项目电压、温度、内阻、电池组电压、电池组电流进行精准监测，还可

根据长期数据统计对蓄电池健康状态、剩余容量、劣化程度进行判断、电池漏液报警等进行

监测。 

未来在 IDC 机房、数据中心等重要场所，对蓄电池的可感知、可控制、可预知要求会



50 
 

逐步提升，蓄电池的监测技术提升势在必行。 

5 兼顾备电与储能，应用形式多样化 

传统铅酸蓄电池在通信领域应用主要为长期浮充使用，应急放电。由于市电保障不同，

存在部分蓄电池生命周期内基本无放电，而另外部分电池存在频繁放电，寿命提前终止。能

量利用率不尽如人意，造成较大的资源浪费。随着能源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新建的大型

IDC 机房、数据中心，能量能效优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一）后备电池用以削峰填谷 

数据中心及大型 IDC 机房建设本身就需要大量电池和 UPS 主机投入，具备削峰填谷的

必要条件，一定程度上可缓解数据中心电费耗量大的问题。 

在数据中心储能应用中，电池除了要进行削峰填谷之外，还要保证备电时间，电池的放

电深度一般控制在 50%左右，剩余约 50%电量用来保证备电时间。 

（二）后备电池参与清洁能源的综合利用 

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资源丰富地区，蓄电池参与新能源基站的储能、削峰填谷、备电

三重功用。 

如河北铁塔将光伏发电、电池合路器技术、市电削峰填谷、直流分路计量等一系列能源

技术，在廊坊进行试点综合应用，对自主发电、节电等方面进行了尝试，分时段综合选择成

本最优的光能、市电、电池储能供电方式供电。实现了用电成本最优化。 

在以上两种形式的应用场景，蓄电池不在是常见的后备浮充使用，蓄电池需不定期进行

循环放电，兼顾备电功能。这对蓄电池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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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基站清洁能源利用示意图 

6 综述 

对于传统的铅酸蓄电池，由于自身安全性、稳定性等优点，尽管不断受到新的储能技术

的冲击，在通信领域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但仍在通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随着通信技术的

发展，其应用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目前主要集中在高功率放电、模块化设计、环境适应性

提升、监测升级、浮充备电与循环使用兼顾等几个方面。对蓄电池的可靠性、寿命等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未来，蓄电池的规格、类型、外观必将更加多元化，以满足通信行业不断的发展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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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能源五层次精益度模型与量化评估方法探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章异辉 

中国铁塔公司   高健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 艾兴华 

【摘要】通信能源系统健康度可以通过结构、容量、质量三个维度进行量化度量，健康度和

网络能效共同体现通信能源系统精益度。根据精益度的不同，将通信能源系统定义为粗放、

约束、自律、精细和精益五个层次，引导通信能源建设与维护向精益化方向发展，健康度和

网络能效可视、可控、可管理的智能通信能源网络成为发展趋势。 

【关键词】通信能源、健康度、网络能效、精益度、智能营维 

一、背景 

通信能源系统包括通信动力系统和环境，对于铁塔公司来说就是站点能源网络，对于

电信运营商来说包括站点和机楼动环系统。 

电源作为通信能源中关键设备，是通信系统的心脏，保障供电不间断是通信能源维护

人员的关键职责。在网络提速、云化转型过程中，设备的功率密度大幅提高，不间断制冷也

逐渐成为机房关键需求。一旦通信能源系统发生重大故障，不仅仅面临通信中断，还可能发

生爆炸、着火等事故，甚至造成人身伤亡。根据通信网络运维管理数据分析，通信能源因素

占通信网络中断所有因素中的 57%，因此，打造高可靠的通信能源系统，在全行业正在走

向数字化的今天极为重要。 

运营商站点数量众多，能耗很大，全球主要运营商平均能耗成本占收入的比例接近 3%，

中国运营商能耗收入比总体超过 5%。随着全社会数字化持续进步，电信运营商业务高速增

长，数据流量按年增长达 100%，能耗平均年增幅 10%左右。由于互联网对电信运营商传统

业务的冲击，电信业务收入增长放缓，能源成本持续上升导致电信业务增量不增收压力持续

扩大，降低能耗成本，是运营商利润增长或保持的重要举措之一。根据全球运营商站点能效

分析，直接被通信网络主设备消耗的能源占比不超过 65%，被通信能源系统自身消耗的比

例超过 35%。降低自身能耗成本，是通信能源系统建维的重要目标。 

对于通信能源运维来说，如果经常发生通信中断或重大故障，肯定不是好的状态，但

程度如何，与其它区域相比是否更好或更差，目前还很难评价。没有度量指标，不能评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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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能源建维层次，不利于引导高运行质量、低运维成本的通信能源系统发展。  

二、通信能源系统精益度五层次模型 

从通信能源系统的结构是否合理、运行容量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告警和故障等运行质

量问题可以评价通信能源系统健康度。健康率和能源利用效率越高，通信能源系统越精益，

因此可以由健康度和能效综合评价通信能源系统精益度。根据精准度的不同，可以将通信能

源系统分为粗放、约束、自律、精细和精益五个层次。从定性角度看，五个层次分别如下： 

粗放型：没有动环监控系统，运行状态不能实时掌握，系统经常发生超载情况（如 1+1

并机系统单机负载率超过 50%），重大事故频繁，能耗情况不被关注。粗放型通信能源系统

可用性不可控，运维缺乏有效管理，经常发生严重事故或通信网络大面积中断事件。 

约束型：采用干接点监控系统，重要的告警可以远程获取，系统有一定超载情况，发

生少量重大故障，显著高能耗站点受到关注并获得一定改进。相比于粗放型通信能源，重大

风险有一定控制，通信网络大面积中断现象偶有发生，但用户对网络投诉很普遍。 

自律型：有模拟量监控系统，但存在较多误告警和站点通信中断现象，超载情况总体

受控，极少发生重大故障，能发现部分极低能效的站点并获得一定改进。自律型的通信能源

系统是当前国内主流运营商通信能源系统状态（不包括小站），几乎没有大面积通信网络中

断事件，用户对网络状态投诉也不普遍。 

精细型：模拟量监控系统覆盖所有站点，误告警和站点通信中断现象少，核心机房和

数据中心高低压配电系统、交流供电系统、直流供电系统、柴油发电系统、温控系统都被监

控，系统运行无超载情况，可靠性等 KPI 有保障，显著低能效站点得到改进。相对于自律

型，精细型通信能源系统高度可靠，通信用户有极好的体验。 

精益型：通过面向业务的智能营维平台进行运营维护，基本没有误告警，站点通信中

断现象较少，能够在智能营维系统指导下精准投资达成 KPI 的低成本保障，系统容量按经

济性适配，符合投资回报要求的低能效站点得到全面改造。相对于自律型，精益型网络平衡

了经济性与可用性之间的关系，能支撑运营商长久发展。 

三、健康度量化度量方法 

量化有助于科学地评估。根据通信能源系统建维实践经验总结，从结构、容量、质量

三个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可以度量通信能源系统健康度量化值。 

结构是通信能源系统健康的基础，结构包括系统冗余度、容量匹配度、监控系统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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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对于核心机房或数据中心，按机楼评估健康度各维度量化值。系统冗余度包括高低压

系统备份率、直流不间断系统备份率、交流不间断系统备份率、温控系统备份率等；容量匹

配度主要包括柴油发电系统容量匹配度、电池与电源容量匹配度；监控系统覆盖率指关键设

备类别的监控覆盖率。对于站点，结构的评估按子网（如地市）进行，系统冗余度包括开关

电源配置比例、电池备份冗余配置比例；容量匹配度主要指电池容量与备电时长匹配度；监

控覆盖率指已监控站点所占比例。 

超过设计容量运行是通信能源不健康的主要表现。容量评价维度主要包括动力设备带

载率和温控系统容量风险率。对于核心机房和数据中心，动力设备带载率需要评估高低压配

电系统、直流不间断系统、交流不间断系统带载达标率；温控容量风险率是实际热负荷与温

控系统设计总容量的比例关系。对于站点，动力设备带载率包括开关电源带载率和电池半容

放电达标率（放电至 48V 时，放电时长达到备电时长的一半）；温控容量风险率以长时间高

温告警作为指标。 

运行质量可用能源可用度、监控可用度、重大故障发生率进行评估。对于核心机房和

数据中心，能源可用度包括直流不间断系统可用度、交流不间断系统可用度、温控系统可用

度；监控可用度包括监控系统通信状态达标率、监控系统异常告警比例、告警被屏蔽时长比

例等。对于站点，能源可用度就是开关电源的可用度、电池平均健康度，监控可用度包括监

控系统通信状态达标率和监控系统非故障告警率等。不论是核心机房还是站点，发生重大故

障时，评估区域或子网的质量都计 0 分。重大故障的定义由运营商根据业务情况定义，如核

心机房 10kW 以上负载掉电、区域内 30 个站点同时中断 30 分钟以上等。 

四、网络能效的评估 

网络能效高低直接与运营成本相关，提高网络能效，就是节省运营成本。区域或子网

的所有主设备能耗与总能耗的比例，就是该区域或子网的网络能效。对于已经实现了能效管

理的网络来说，网络能效是一个直接可以获得的数据。 

由于庞大的存量站点往往并没有实现能效管理，网络能效数据的采集一般采用半人工

方式。不论核心机房、数据中心或站点，通过监控系统报表导出所有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电压

和电流、UPS 及逆变器输出功率等，可以获得近似的主设备能耗。通过电费管理报表获得

总用电量数据后，两都的比值就是网络能效。如果因为办公用电未分离、偷电、计量不准确

导致网络能效偏低情况，仍然采信相关数据，通过网络能效管理推动改进，剥离办公用电、

制止偷电，并推动准备计量用电量，提升网络能效，按当前网络现状，网络能效提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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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成本节省 7%，损耗减少 21%。 

五、通信能源系统精益度量化评价方法 

定性的通信能源系统五层次划分有助于运维团队确定当前运维状态及改进目标，而科

学管理需要定量评价。当通信能源系统层次量化后，甚至可以将之设置为 KPI 进行管理，

推动各子网都向精益型通信能源系统演进，量化层次可以称之为精益度。表 1 是通信能源系

统层次评价四维度权重建议。 

表 1：通信能源系统层次评价四维度权重建议 

评价维

度 

结构 容量 质量 
网络能

效 
冗余

度 

匹配

度 

监控覆

盖 

动力设备无

超载 

温控系统无

超载 

设备可用

度 

监控可用

度 

重大故

障 

评价举

例 
80% 85% 70% 99% 95% 99% 96% 无 65% 

权重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0% 

得分 8% 8.5% 7% 9.9% 9.5% 9.9% 9.6% 10% 13% 

合计 85.4% 

由于子网中包括重要等级显著区别的多种站点，因而不同类型局站的通信能源系统在

层次评价中权重也应显著差别，表 2 是不同类型局站评价权重的一个建议。 

表 2：不同类型局站通信能源系统层次评价权重 

局站类别 数据中心 核心机房 传输节点 无线宏站 固网接入 末梢站 

权重 2000 2000 50 5 5 1 

数量 2 5 500 20000 5000 20000 

权重举例 4000 10000 25000 100000 25000 20000 

平均得分

举例 
87% 86% 86% 84% 82% 79% 

合计 83.63% 

根据通信能源系统精益度量化数据划分层次，使层次模型可管理、可改进。表 3 是针

对国内运营商通信能源系统精益度划的建议。对于某类型站点子网，也可用精益度指标评价，

例如，某地市核心机房、宏站都达到了精细层次，但室内覆盖站点仍是粗放型，相比周边地

市落后，有改进空间。 

表 3：通信能源系统精益度标准建议 

层次 粗放型 约束型 自律型 精细型 精益型 

精益度 <60% 60~70% 70~80% 80~90% >90% 

提高通信能源系统层次，需要有一套好的管理系统；当拥用一套好的管理系统时，又

能发现影响通信能源系统健康度和能效的因素，通过管理推动精益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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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能化通信能源系统成为趋势 

传统的通信能源系统可以概括为“电源+动环监控”。电源以能量变换为核心，动环监

控以告警管理功能为主。长期以来，通信能源系统运维管理以保障不间断供电为主要目标。

精益型通信能源系统在保障供电可靠性的同时，关注可靠性与经济性的平衡。 

在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快速发展并应用到通信能源领域之际，电源从能

源变换向能源调度转变，支持叠光（太阳能）、叠电（智能锂电）、错峰（利用波谷电价）、

削峰（消除负载尖峰免市电扩容改造）等多种措施，以柔性、灵活的手段实现低成本高保障。

基于智能化的通信能源系统，可以实现精准投资，提高通信能源系统可用性，并减少人力投

入，提升运维效率。 

5G 来临，站点还将倍增；云化加速，数据中心规模越来越大。要避免基础设施刚性增

长的同时人力不刚性增长，智能营维管理系统是通信能源系统不可或缺的管理平台。通过智

能营维系统对通信能源系统健康度、网络能效等进行在线可视化管理，可对各区域或子网通

信能源系统精益度排序管理，推动持续改进，通信能源系统从粗放走向全面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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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意见争鸣】 

一分为二看动态电压瞬变范围 

广州艾特实验室  刘苏宁 

摘要：“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是标准《YD/T 1095-2008 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中的一个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是在两个不同的输出电流突变（突加、突减）条件下，在不同的时间对

输出电压进行两次检测，得到两个检测计算结果,下文中分别用 BV1 和 BV2 表示。检验报告

中常用“BV1～BV2”这样的形式表示检验结果。本文的观点是，既然是在不同的检验条件

下，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两次检验，那就可把这个检验项目一分为二，视其包含两个同名的小

项目。并且认为，两次检测计算的结果 BV1 与 BV2，各是所求“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内的

一个最大值（绝对值）,“范围”内的另一个最小值是零（0），在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还隐

含有许多量值。两个小项目检验结果的表达形式分别是“0～BV1”和“0～BV2”。最小值

零（0）是必然存在，取值确定的，因而可以省略，就用“BV1”和“BV2”表示所在检验

条件下的“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同理，在“电压瞬变恢复时间”这个检验项目里，

一样包含两个同名小项目。 

关键词：输出电流突加，输出电流突减，输出电流瞬变值，输出电压瞬变值; 

1 UPS 三个检验项目之间的关系 

标准《YD/T 1095-2008 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以下简称《YD/T 1095》)中有三个

项目用于检验不间断电源的输出电压稳定性，①稳压精度，②动态电压瞬变范围,③电压瞬

变恢复时间。 

稳压精度与动态电压瞬变范围两个项目的检验计算方法是相似的，都是计算输出电压

实测值相对于另一个作为基准值的输出电压值的相对误差。稳压精度计算中的“基准值 1”

是输出电压额定值，动态电压瞬变范围计算中的“基准值 2”是瞬间变化前稳定状态下的输

出电压峰值实测值。 

“基准值 2”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其以输出电压额定值为基准，满足稳压精度的技术指标。 

稳压精度与动态电压瞬变范围两者的检验条件不一样。稳压精度的两个检验条件，①

输出电流为额定值和输入电压为下限值，②输出电流为零和输入电压为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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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稳压精度时，分别在这两个条件下检测输出电压实测值，计算得到输出电压实测

值相对于其额定值的相对误差值：S1 和 S2，从中选取一个绝对值较大的数，这个数就是稳

压精度的检验结果，稳压精度的技术指标是≤±3%。 

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是在输出电流突变条件下（突加、突减），在示波器上检测输出电压

峰值纵向突变幅度大小的相对误差，同时，电压瞬变恢复时间检测输出电压峰值变化的横向

持续时间。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发生突变（突减、突加）之后，电压峰值实测值快速“恢复”

到接近或等于输出电压额定值(基准值 1)，或者说，电压峰值实测值又快速“恢复”到接近

或等于发生瞬变前的量值(基准值 2)。当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从最大值（绝对值）“恢复”到

实测值 Vn；这 Vn 是一个有特定意义计时点对应的电压值，仅用于定义“电压瞬变恢复时

间”,下文用 V3 和 V4 表示。这个 Vn 与“基准值 2”(或称 V0)的相对误差值等于正 3%（在

突减条件下），或等于负 3%（-3%）（在突加条件下），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恢

复”到 Vn 所持续的时间就是“电压瞬变恢复时间”。 

不论输出电压峰值的波动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稳压精度技术指标（≤±3%）范围

以内，电压的波动都属正常。 

标准《YD/T 1095》中提出两个检验条件，检验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和电压瞬变恢复时间。 

条件 1(突加条件)：输出电流由零值突然增加到额定值。 

条件 2(突减条件)：输出电流由额定值突然减少到零值。 

在条件 1(突加条件)下，用存储示波器记录发生在突变前后几个周期的输出电压信号波

形，测量突变中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1），与突变前稳定时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基

准值 2，或称 V0）之差，得出“输出电压瞬变值”，该瞬变值与稳定时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

值（V0）之百分比就是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内的一个最大值(绝对值)。其应符合技术

指标≤±5%。 

在条件 2(突减条件)下，用存储示波器记录发生在突变前后几个周期的输出电压信号波

形，测量突变中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2），与突变前稳定时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0）

之差，得出“输出电压瞬变值”，该瞬变值与稳定时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0）之百分比

就是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内的一个最大值(绝对值)，其应符合技术指标≤±5%。 

按照不同的检验条件，不同检验时间，把这个检验项目分成两个小项目，此条件下的

“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非彼条件下的“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也！ 

不同时间，两种条件下的两个检验结果之间没有关系，应该同时分别列于检验报告中。

统称为“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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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叙述简单明了，在两种条件下，突变前稳定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都以

“V0”表示，显然两者是在不同时间检测到的，不是同一个量值。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这个检验项目也要在两种条件下各检验一次，得到两个检验结

果，突加条件下的“恢复时间”是 BT1，突减条件下的“恢复时间”是 BT2。 

2 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检验 

 

图 1 输出电流由零值突然增加到额定值时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波形 

图 1 是示波器显示波形的截屏，截屏中分上下两个区域。上方一半区域中,输出电流波

形呈现出“直线-矩形-直线”的模样。其中“矩形”是密集的叠加到一起的额定输出电流正

弦波信号波形，“矩形”两侧的“直线”是输出电流为零的波形。输出电流波形的“背景波

形”是输出电压波形，检测全程中输出电压的额定值保持不变。 

图 1，截屏上方一半区域中,记录的是输出电流由零值突加到额定值，又一次由额定值

突减到零值，两次电流突变条件下，所检测到的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的波形。波形密集叠加，

仅能大致判断信号的峰值大小。下方一半区域中清晰显示的正弦波波形是上方密集信号波形

的局部放大，被放大的波形部分出自截屏上方区域两条垂直线框定的地方。图 1 显示，两条

垂直线在“矩形”的左侧，其框定的波形，放大后显示在下方区域。再把两条垂直线移动到

“矩形”的右侧,其框定的波形，放大后显示在图 2 截屏下方区域。 

图 1 显示，“矩形”左侧的波形由“直线”突然变化到“矩形”,这是在做输出电流突加

条件下的检验，输出电流由零值突然增加到额定值。被框定的信号波形放大后，就清晰显示

出由一条直线波形突然转变成一条正弦波的两种形式的复合波形,线条左边一半是直线,右边

一半是正弦波，连接点就是突变点。而输出电压波形，呈现的是一条清晰的约十个周期的正

弦波波形。 

图 2 显示,“矩形”右侧的波形由“矩形”突然变化到“直线”,这是在做输出电流突减

条件下的检验，输出电流由额定值突然减少到零值。被框定的信号波形放大后，就清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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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一条正弦波波形突然转变成一条直线的两种形式的复合波形,线条左边一半是正弦波,右

边一半是直线,连接点就是突变点。而输出电压波形，呈现的是一条清晰的约十个周期的正

弦波波形。 

 

图 2 输出电流由额定值突然减少到零值时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波形 

输出电流在零值与额定值之间突变（突加、突减）时，随之输出电压波形峰值比突变

前的一个周期波形峰值有一定量值的瞬间变化（突减、突加），减少或增加的量值就是输出

电压瞬变值，输出电压瞬变值与突变前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0）之百分比，就是动态

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内的一个最大值（绝对值）。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技术指标是≤±5%。 

输出电流突然变化（突加、突减）时开始计时（T1、T3），随之突变的输出电压峰值实

测值偏离输出电压额定值后，再“恢复”趋近于输出电压额定值，当峰值实测值“恢复”到

与突变前峰值实测值（V0）的相对误差在±3%以内时，此刻是电压瞬变恢复时间计时截止

时间（T2、T4）。电压瞬变恢复时间是“截止时刻”与“开始时刻”之差。输出电流突加和突

减二次变化，二次测算“电压瞬变恢复时间”，从而得到二个检验结果。 

突加条件下的电压瞬变恢复时间：BT1=T2-T1； 

突减条件下的电压瞬变恢复时间：BT2=T4-T3。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的技术指标是≤60ms。所以说，检验结果是否合格？对于 220V 市

电 50Hz 正弦波信号，3 个周期内就可见分晓。每个周期 20ms。 

从四个不同的计时时间（T1、T3 和 T2、T4），可见两次不同条件下的检验是发生在不

同的时间。 

图 1 和图 2 两个截屏图形中，“矩形”两侧的突变点，可视为两个不同的“检验地点”。

“矩形”波形峰值大小是输出电流的额定值，“矩形”波形的延续时间，就是输出电流突加

变化与突减变化的间隔时间，也就是人为的加上额定负载，之后，再卸掉额定负载的间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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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间隔时间长短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等待输出电压“恢复平稳”之后，或者说，在突加

条件下进行检验后，最好等待几秒钟的时间,再做另一个突减条件下的检验。 

几秒钟的间隔时间，多长不计，根本算不上什么“要求”，但是却可得出一个重要的结

论，因为输出电流突加条件下的检验与输出电流突减条件下的检验是在不同的时间做的，所

以两者的检验结果之间没有关系！因而，不同条件下的二个检验结果应该分别列出。 

标准《YD/T 1095》并没有规定在两种输出电流突变条件下，进行检验的先后顺序，只

是大家习惯上先做输出电流突加条件下的检验，再做突减条件下的检验，对应着“准备-开

机-关机-测算”这样的顺序而已。标准也没有说明两种突变条件，一者是另一者的前提条件。 

由图 1 和图 2 也可比较几个检验项目检验时间点的不同，稳压精度是在输出电流波形

呈现正弦波（满载）和直线（空载）两种稳定状态的时间段进行检验。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和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是在输出电流突加和突减二个变化时刻进行检验。 

3 输出电流的取值 

把“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细分成两个小检验项目，各做一次检测，得到一个检测数据，

它一个数据就能表达这个“范围”？有点不可思义。从检验条件中的输出电流量值入手，来

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满足“突加条件”的做法，就是在 UPS 输出端一次性全部加上额定负载，输出电流为

额定值。实现“突减条件”的做法，就是在 UPS 输出端一次性全部卸下额定负载，输出端

呈现开路状态,输出电流为零。这两种极端的行为是不常见的。 

额定负载不必一次性全部加上，也不必一次性全部卸下。空载至额定负载之间的一个

负载量 R，对应一个大于零、小于额定电流的电流 Ir，常见的是电流 Ir 与电流零值之间的瞬

间变化所导致的输出电压的瞬变，那么这个瞬变中输出电压实测值的相对误差是否包含在按

标准要求所做的检验结果中？ 

为了与标准《YD/T 1095》中给定的检验条件及其检验结果进行比较，只考虑电流 Ir

与电流零值（0）之间的瞬间变化（突加、突减）以及检验结果。 

标准中，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检验方法，定义“输出电压瞬变值”是二个量的差值，

是输出电流突变时（突加、突减），突变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1、V2）与突变前输出电

压的峰值实测值（V0）的差值(V1-V0、V2-V0)。与此相似，给“输出电流瞬变值”下一个

定义,是突变前、后电流值 Ir 与电流零值（0）之差值：Ir-0=Ir。输出电流突变发生后,电流值

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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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 Ir 是在输出电流的零值与额定值之间任取的一个值，由一定的负载量决定。当 Ir

接近或等于输出电流零值时，输出电流瞬变值接近或等于零值，是最小值。当 Ir 接近或等

于输出电流额定值时,输出电流瞬变值接近或等于额定值大小，是最大值。 

输出电流突变（突加、突减），不同大小的输出电流瞬变值，都对应有不同大小的输出

电压瞬变值，两者的变化量呈正比关系。 

先看输出电流（Ir）突加条件下的检验。 

输出电流从零值突然增加到 Ir，导致输出电压突然有一个往下突降、低于突变前峰值

(V0)的跳变，实测值为 V1。输出电流突加，输出电压值“往下突降”是大概率事件。 

当输出电流（Ir）接近或等于额定值时，输出电流瞬变值接近或等于额定值大小，是最

大值，有一定量的输出电压瞬变值与之对应，也是最大值，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的相对误差

（BV1）也是最大值，这个 BV1 在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内也是最大值。这是依据《YD/T 1095》

中提出的突加条件所做的检验。 

当输出电流（Ir）接近或等于输出电流零值时，输出电流瞬变值接近或等于零值，是最

小值，输出电压瞬变值亦接近或等于零值，也是最小值，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的相对误差

（BV1）是最小值，这个 BV1 在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内也是最小值。 

一般而言，突加条件下，当 0≤Ir≤(额定值)， 

0≤（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1）的相对误差值）≤BV1。 

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是：0～BV1； 

所以，输出电流 Ir 在零值与额定值之间取值，由零值到 Ir 做突加条件下的检验，随着 

Ir 的不同取值，相应得到一个检验结果，其在最小值(0)与最大值 BV1 之间取值，取值

范围 

（0~BV1）就是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检验结果。项目名中“范围”的意义就在这里! 

再看输出电流（Ir）突减条件下的检验。 

输出电流由 Ir 突然减少到零值，导致输出电压突然有一个往上冲、高于突变前峰值(V0)

的跳变，实测值为 V2。输出电流突减，输出电压值突变“往上冲”是大概率事件。 

当输出电流（Ir）接近或等于额定值时，输出电流瞬变值接近或等于额定值大小，是最

大值，有一定量的输出电压瞬变值与之对应，也是最大值，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的相对误差

（BV2）也是最大值，这个 BV2 在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内也是最大值。这是依据《YD/T 1095》

中提出的突减条件所做的检验。 

当输出电流（Ir）接近或等于输出电流零值时，输出电流瞬变值接近或等于零值，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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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值，输出电压瞬变值亦接近或等于零值，也是最小值，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的相对误差

（BV2）是最小值，这个 BV2 在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内也是最小值。 

一般而言，突减条件下，当 0≤Ir≤(额定值)， 

0≤（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2）的相对误差值）≤BV2。 

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是：0～BV2 

所以，输出电流 Ir 在额定值与零值之间取值，由 Ir 到零值做突减条件下的检验，随着

Ir 的不同取值，相应得到一个检验结果，其在最大值 BV2 与最小值（0）之间取值。取值范

围（0~BV2）就是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检验结果。项目名中“范围”的意义就在这里! 

两种条件下的检验结果“0~BV1”和“0~BV2”中的“0”是必然存在，取值确定的，

所以，检验结果可采用省略形式“BV1”和“BV2”。 

4 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和电压瞬变恢复时间的检验计算 

图 3 和图 4 显示的是输出电压的正弦波正半周波形示意图，是突变前后的三个相邻周

期的波形，第一个波峰表示突变前的峰值高度，第二个波峰突变到最高（低）峰，第三个波

峰已恢复到与第一个波峰同高（低）。另外还有输出电流突加、突减示意图。 

4.1 输出电流突加条件下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计算 

从图 3 可见，输出电流由零值突然增加到额定值，开始时刻计时 T1，输出电压由突变

前峰值实测值(V0)开始突变下降,下降到波形峰值的实测值为 V1（中间波峰）。 

输出电流瞬变值是额定值与零值之差，大小就是额定值，是最大值。 

输出电压瞬变值（△V10）是突变后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1)与突变前峰值实测值(V0) 

之差： 

△V10=V1-V0。 

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的相对误差是输出电压瞬变值（△V10）与突变前输出电压峰值实 

测值(V0)之百分比，计算结果用 BV1 表示。 

BV1=（V1-V0）/V0*100%=△V10/V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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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T1 BT1

△V10
△V30

V1

V0

图3 输出电流由零突然增加到额定值,输出电压瞬变值（△V10）和恢复时间(BT1)

电流=零值 电流=额定值

V3

 

图 3 输出电流由零突然增加到额定值，输出电压瞬变值△V10和恢复时间（BT1） 

因为输出电流瞬变值等于额定值大小，是最大值，公式（1）中输出电压瞬变值（△V10）

也是最大值，计算结果 BV1 是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中的最大值。动态电压瞬变范围

中的最小值是零值（0）。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技术指标是≤±5%。 

所以，在输出电流突加条件下输出电压的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检验计算结果是

“0~BV1”。其中的“0”是必然存在，取值确定的，所以，计算结果的省略形式是“BV1”。 

4.2 输出电流突加条件下电压瞬变恢复时间检验计算 

从图 3 可见，输出电流由零值突然增加到额定值，开始时刻计时 T1，输出电压由突变

前峰值实测值(V0)开始突变下降,下降后的峰值实测值为 V1。 

突变后，输出电流维持额定值大小不变。 

输出电压由峰值实测值 V1“恢复”性上升，当第三个波峰波形的左上升沿“恢复”到

实测值 V3 时，此刻，V3 与突变前峰值实测值（V0）的相对误差值等于负 3%（-3%），此

时是电压瞬变恢复时间计时截止时间 T2。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是：BT1=T2-T1； 

如果突变下降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1)的相对误差(BV1)没有超出负 3%（-3%），没

有超出稳压精度的技术指标，那么电压瞬变恢复时间 BT1=0。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的技术指标是≤60ms，就是说，要求 50Hz 正弦波在三个周期内，

输出电压幅度（V1）“恢复”到正常范围。 

4.3 输出电流突减条件下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计算 

从图 4 可见，从 T3 时刻开始，输出电流由额定值突然减少到零值，输出电压由突变前

实测值(V0)突变上冲，上冲到峰值实测值为 V2。 

输出电流瞬变值是额定值与零值之差，大小就是额定值，是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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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压瞬变值（△V20）是突变后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2）与突变前峰值实测值

（V0）之差： 

△V20=V2-V0； 

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的相对误差是输出电压瞬变值（△V20）与突变前输出电压峰值实

测值(V0)之百分比，计算结果用 BV2 表示。 

BV2=（V2-V0）/V0*100%=△V20/V0*100%（2） 

因为输出电流瞬变值等于额定值大小，是最大值，公式（2）中输出电压瞬变值（△V20）

也是最大值，计算结果 BV2 是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中的最大值。动态电压瞬变范围

中的最小值是零值（0）。 

T4T3
BT2

△V20

△V40

V2

V0

图4 输出电流由额定值突然减少到零,输出电压瞬变值（△V20）和恢复时间(BT2)

输出电流=零值
输出电流=额定值

V4

V0

 

图 4 输出电流由额定值突然减少到零，输出电压瞬变值△V20和恢复时间（BT2） 

所以，输出电流突减条件下输出电压的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计算结果是“0~BV2”。其

中的“0”是必然存在，取值确定的，所以，计算结果的省略形式是“BV2”。 

4.4 输出电流突减条件下电压瞬变恢复时间检验计算 

从图 4 可见，从 T3 时刻开始，输出电流由额定值突然减少到零值，输出电压由突变前 

峰值实测值(V0)突变上冲，上冲到峰值实测值为 V2（第二个波峰）。 

突变后，输出电流维持零值大小不变。 

输出电压由峰值实测值 V2“恢复”性下降，当中间波形的右边下降沿“恢复”到输出

电压实测值为 V4 时，此实测值 V4 与突变前峰值实测值（V0）的相对误差等于 3%，此刻

是电压瞬变恢复时间计时截止时间 T4。 

电压瞬变恢复时间是：BT2=T4-T3。 

如果突变上冲的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V2)的相对误差(BV2)没有超出 3%，没有超出稳

压精度的技术指标，那么电压瞬变恢复时间 B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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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1） 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做两次检测，得到两个

检验结果，这完全可以当作两个检验项目来看待。 

（2） 一般需要用两个数来表达一维数字集合意义上的“范围”，但是在约定的情况

下，用一个数也行。 

（3） 输出电流突变条件（突加、突减）下“输出电压峰值实测值的相对误差值”与“动

态电压瞬变范围”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是在一个输出电流值(Ir)

与电流零值之间发生突变条件下的一个检验结果，后者是额定值及其与零值之

间的多个不同输出电流值，各与零值之间，在同样突变条件下检测结果的集

合。 

（4） 输出电压的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检验结果中，绝对值最大的数是在输出电流额定值

与零值之间发生突然变化（突加、突减）的条件下检测得到的。文中以 BV1、BV2

表示。 

（5） 输出电压的动态电压瞬变范围内，绝对值最小的数是零值(0)。输出电流没有变

化，输出电压实测值也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 

（6） 在输出电流零值(0)与额定值之间，任取一个输出电流值(Ir)，在其与电流零值(0)

之间突然变化（突加、突减）的条件下，得到的一个检测结果 JG,则： 

突加条件：0≤JG≤BV1,突减条件：0≤JG≤BV2。 

（7） 检验报告里要分别给出对应两个检验条件的动态电压瞬变范围的检验结果，如

同： 

突加条件：0~BV1，省略形式是：BV1。 

突减条件：0~BV2，省略形式是：BV2。 

而不应该笼统地写成“BV1~BV2”这样的形式。 

（8） 输出电流突加和突减二次变化，二次测算突变的启始时间（T1、T3）和截止时间

（T2、T4），从而得到“电压瞬变恢复时间”的二个检验结果。 

突加条件：BT1=T2-T1；突减条件：BT2=T4-T3。 

参考文献： 

YD/T 1095-2008 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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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新型光缆接头盒分析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泰尔实验室 

马俊 

一、接头盒的应用 

光缆接头盒是光缆线路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件，在光缆线路中起到配线和对光缆光纤接

头的保护作用，并且在雷雨天气中还能保护通信机房内设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从目前应用

情况来看，通信线路出现故障(除去光缆的显见故障如人为施工破坏或自然灾害外)多数并不

在光缆上，而大多数的故障都是发生在光缆接头盒，如接头盒进水，盒体损坏等导致光纤裸

露或长时间浸水造成线路故障。 

二、接头盒封装方式 

随着现在接头盒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工艺的提升，目前国内市场上常见的密封方式大体可

以归结为两大类：传统光缆接头盒和新型光缆接头盒。 

1、 传统接头盒 

传统双端光缆接头盒使用非硫化胶带、胶条、胶泥来封装的光缆接头盒。密封过程为下

方盒体放置适量粗细的胶条在盒体胶条安置槽内，用适量胶泥缠绕光缆装入盒体入缆口，放

置完成后加盖上方盒体，确定各点位置，用紧固螺栓将盒体整体密封好。操作人员需要有一

定的操作经验。在保证盒体和所用胶泥都使用质量较好的材料情况下，接头盒质量较好。在

网使用中如果不需要扩容维护能长时间保证密封性能完好。但是传统接头盒的弊端就是重新

开启时难度较大，打开密封完好的接头盒需要的时间甚至超过密封一个接头盒的时间，会耗

费大量的人力，而且在打开时会需要剪刀、刀片、改锥等工具很容易对内部已经熔接好的光

纤产生影响，同时需要重新换掉使用过的胶泥。从而增加了网络建设和维护的成本。 

2、 新型接头盒 

新型接头盒使用硅胶密封条、旋进式端头、螺栓或搭扣来封装的光缆接头盒。一般为

盒体四周密封材料采用硅橡胶，可以反复拆装并且不需要更换密封胶圈；盒体紧固方式可以

为螺栓、搭扣、或二者结合等方式；进缆口多为机械旋入式密封方式。操作起来相对简单，

对封装人员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在封装过程中仅需要打开盒体固定光缆，旋紧端帽，紧固螺

栓或者直接关闭卡扣就可以完成封装，在不熔接光纤的情况下封装速度最快的只需要十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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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大大提高了封装的效率。在维护和扩容时只需要打开卡扣或螺栓就可轻松打开，也不会

对内部造成影响，节省人力和物力。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传统和新型光缆接头盒的总体差异。 

表 1 传统和机械光缆接头对比 

密封方式 密封材料 材料特点 
封装

难易 

壳体二次封装是

否更换该材料 

新型 

搭扣 

硅胶 

良好的耐高、低温及耐油性

能。不宜变形同时可多次重复

开启，重复使用。属硫化硅橡

胶一体。 

容易 不需要更换 

螺栓 容易 不需要更换 

传统 非硫化橡胶 
粘性高，密封性能佳，耐高低

温和化学实验能力强， 
偏难 需要更换 

三、性能差异 

两种接头盒在封装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就会使接头盒的各项指标和性能都

存在不同盒差异，以下是对两种接头盒在封装用时，各种试验表现的分析。 

1、 封装时间 

传统接头盒在封装时需要很多步骤来完成整体封装，封装时间较长，新型接头盒的步骤

和操作都相对简单，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新型接头盒的密封时间基本在 10-40 分钟内分布，

最长不会超过 45 分钟。传统接头盒封装时间在 25-70 分钟，时间基本相差一倍。由此可见

新型接头盒在封装过程中确实可以节约时间成本。 

 

图 1 机械式接头盒封装时间 



69 
 

 

图 2 传统接头盒封装时间 

2、 温度性能 

根据方法依据标准 YD/T 814.1-2013。如图 3 所示。 

 
图 3 高低温循环时温度变化曲线图（1 个循环） 

温度循环对比见图 4。传统接头盒不合格略少于新型。 

传统接头盒漏气情况多出现于侧边，原因为在温度循环高温阶段，温箱内的气温为 65

度，盒内气体温度升高导致盒内压力变大，盒体膨胀形变，同时高温情况下密封胶条材料会

出现软化现象，导致接头盒体漏气现象发生；也可能与接头盒本身设计有关系。 

新型接头盒不合格情况为缆口漏气情况居多，接头盒入缆口采用旋入式设计，设计本身

是需要旋紧使密封胶圈不断挤压填充整个空间来达到密封效果，在封装时由于旋紧程度不够

导致留有缝隙或旋进太多导致出现密封圈损坏的情况，尤其对于较细的光缆出现漏气的现象

可能性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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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温度循环试验不合格情况统计 

3、 低温冲击 

试验要求：接头盒在-20℃时，盒内充入 40kPa 气压，应能承受落高 1m、锤重 1kg 的冲

击，冲击次数不小于 3 次，接头盒不漏气、不变形、不开裂。低温冲击试验不合格现象很少，

随着现在技术的进步各种优异的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只要使用厚度达标的优质

材料并进行合理的材料配比，就完全可以满足低温冲击试验。 

四、总结 

新型接头盒现阶段发展速度很快，结构和产品性能不断优化。有一些企业研发的新型接

头盒在各项测试中都有着很好的表现，相信不久后接头盒产品会带来更大的改进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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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用锂离子蓄电池与动力锂离子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在标

准上的差异总结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信息产业通信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曹涛 

在运营商的核心机房，对设备的可靠性要求较高，一般市电条件比较好且会配置双路供

电或后备油机；机房一般配置大型的中央空调或机房精密空调，有较好的空气控制调节能力。

另外，枢纽局站建设时一般都会根据网络的发展预留足够的机房空间和储备，非特殊情况对

蓄电池的摆放面积和空间都不会出现问题，基本全部采用铅酸蓄电池。 

在通信网络接入层面的通信局站，通信网络设备相对较少，功耗小，供电可靠性相对较

低，空间窄小，不配或少配油机或配移动油机，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环境条件方面基本少配

甚至不配空调，使用室外机柜甚至直接暴晒在户外，工作温度较高，工作条件恶劣。此种场

合下铅酸蓄电池的寿命会大打折扣，由于锂电的高比能量及优秀的温度适应性，锂电池已成

为接入层面局站的电池重要的备选。 

未来，随着通信领域应用对电源小型化、环境适应能力强、高倍率放电等要求的加强，

锂电池的物理性质的优势正进一步提升，通信行业的锂电池作为备用电源，主要有磷酸铁锂

电池、三元锂电池和钛酸锂电池。 

通信行业已有的锂离子电池方面的标准和研究内容如下： 

YDB 032-2009 通信用后备式锂离子电池组； 

YD/T 2344.1-2011 通信用磷酸铁锂电池组 第 1 部分 集成式电池组； 

YD/T 2344.2-2015 通信用磷酸铁锂电池组 第 2 部分 分立式电池组；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研究报告“三元锂电池技术在通信领域应用研究”；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研究报告“动力锂电池在通信基站梯次应用的研究”； 

2018-17778T-YD “通信用钛酸锂电池组”征求意见稿。 

说明：以上文件的相关技术要求在下文里统称为通信标准。  

这些标准标准里磷酸铁锂、三元锂、钛酸锂的安全性能指标要求如下表 1。 

表 1：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对象 电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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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 三元锂 钛酸锂 

1 抗重物冲击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2 抗热冲击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3 抗过充电 电池模块 √ √ √ 

4 抗过放电 电池模块 √ √ √ 

5 抗短路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6 高温存储 电池组 √ √ √ 

7 抗穿刺 电池模块 √ √ √ 

8 抗挤压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9 抗振动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10 抗碰撞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11 温度循环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12 阻燃性能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13 绝缘电阻 单体电池 √ √ √ 

14 抗电强度 单体电池 √ √ √ 

15 抗水浸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检测实际为单体） 
√ √ √ 

16 抗低压 
单体电池（标准里为：电池

组） 
√ √ √ 

17 恒定湿热 电池组 √ √ √ 

18 过充电保护 电池组 √ √ √ 

19 过放电保护 电池组 √ √ √ 

20 短路保护 电池组 √ √ √ 

21 过载保护 电池组 √ √ √ 

22 温度保护 电池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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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试验对象标明为单体电池的技术指标，在通信行业标准里统称为电池组，实

际在检测时为单体电池。 

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利用遵循先梯级利用后再生利用的原则，动力锂电池在通信基站的梯

次应用的安全技术要求应不低于以上的安全技术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 年 1 曰 10 日公示的《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报批稿，

依据标准 GB/T 31467.3-2015“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河系统 第 3 部分：安全性要

求与测试方法”、GB 31485-201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制定并升级

的强制性标准，其中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安全性能指标要求如下表 2。 

表 2：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对象 

1 过放电 单体电池 

2 过充电 单体电池 

3 外部短路 单体电池 

4 加热 单体电池 

5 温度循环 单体电池 

6 挤压 单体电池 

7 振动 电池包或系统 

8 机械冲击 电池包或系统 

9 模拟碰撞 电池包或系统 

10 挤压 电池包或系统 

11 湿热循环 电池包或系统 

12 浸水安全 电池包或系统 

13 热稳定之外部火烧 电池包或系统 

14 热稳定之热扩散 电池包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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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温度冲击 电池包或系统 

16 盐雾 电池包或系统 

17 高海拔 电池包或系统 

18 过温保护 电池系统 

19 过流保 电池系统 

20 外部短路保护 电池系统 

21 过充电保护 电池系统 

22 过放电保护 电池系统 

说明：以上标准里的相关技术要求在下文里统称为动力标准。 

锂离子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和通信基站用后备电源，是锂离子电池应用的 2

大技术需求和应用场景，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 年 1 曰 10 日公示的《电动汽车用动力蓄

电池安全要求》报批稿的相关内容，通信用锂离子蓄电池与动力锂离子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在

标准上的差异，做如下分析： 

1、 相同项目：单体过放电、外部短路、单体电池加热（抗热冲击）、单体电池温度循

环。 

2、 电池模块安全性要求 

动力标准：电池模块并非电池包中必须存在的一种形式，不针对电池模块的安全性提技

术提要求。 

通信标准：因为标准里有允许电池外并的形式，电池模块还是存在的一种形式，有针对

电池模块的技术指标要求。 

3、 动力标准：从机械安全、环境安全、电安全、系统保护四个方面考虑安全因素。

比通 

信标准增加了电安全的因素。 

随着锂离子电池在通信 UPS、高压直流等产品上的配套应用，对应的电压等级提高，对

电安全也应有相应技术要求。 

4、 生产、运输、维护环节  

动力标准：不考虑生产、运输、维护和回收安全以及性能与功能特性，最基本的产品安

全及人身的安全保护；删除单体跌落、单体低电压及海水浸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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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标准：考虑单体电池、电池模块、电池组的生产、运输、维护和回收安全以及性能

与功能特性。 

5、 电池单体穿刺（针刺） 

动力标准：因为 IEC62660-2、IEC62660-3、GB/T31485-2015 中针刺为暂不执行项目，所

以动力标准里不要求电池单体穿刺（针刺）。 

通信标准：有要求电池单体穿刺（针刺） 

6、 浸水安全 

动力标准：主要从电池组层级考虑高电压下的安全性，对于单体电池海水浸泡，偏向于

考查单体电池腐蚀可靠性问题，不在动力标准安全要求范围。改为电池组的浸水安全要求。 

通信标准：有要求单体电池抗水浸要求。  

7、 振动： 

动力标准：因为电子装置的振动在别的系列标准里有要求，动力标准取消了电子装置振

动试验，增加和修改了电池组的振动要求。 

通信标准：有要求振动。  

8、 单体电池过充电 

动力标准：随着 BMS 功能、电池系统设计逐步完善，通过系统层级可防止单体过充； 适

当增加 SOC 要求的可行性。此指标从过电压过充或过容量过充 2 个方面考虑。 

通信标准：此指标从过电压过充方面考虑。 

9、 电池挤压： 

动力标准：有单体电池和电池的挤压要求。单体电池挤压要求 100kN 的挤压力。增加

了电池组的挤压要求。 

通信标准：单体电池挤压要求 13kN 的挤压力。 

10、 湿热循环 

动力标准：有电池组的湿热循环，要求 5 个循环。 

通信标准：有单体电池的恒定湿热要求。 

11、 电池组机械冲击： 

动力标准：有电池组的机械冲击要求。 

通信标准：有单体电池的抗重物冲击要求。 

12、 电池组碰撞 

动力标准：有电池组的模拟碰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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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标准：有对电池组的碰撞要求，但是测试的技术要求不一样。 

13、 电池组温度冲击 

动力标准：有电池组的温度冲击，循环 5 次。 

通信标准：无温度冲击要求，有高温存储要求。 

14、 热稳定之外部火烧 

动力标准：增加了此要求。 

通信标准：无此要求。 

15、 盐雾 

动力标准：增加了此要求。 

通信标准：无此要求。 

16、 高海拔（抗低压） 

动力标准：标准里要求为高海拔，修改了要求内容。 

通信标准：标准里要求为抗低压。与动力标准的指标要求不一样。 

17、 电池组的过温保护、过载（流）保护、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短路保护 

动力标准：修改了要求内容。 

通信标准：有要求。与动力标准的要求不一样。 

18、 热稳定性之热扩散 

动力标准：此项指标要求为动力标准的首创要求，目前国内外未达成一致意见，动力标

准中要求：电池包或系统在由于单个电池热失控引起热扩散、进而导致发生危险之前 5min，

应提供一个热事件报警信号。 

通信标准：无此要求。 

19、 阻燃性能 

动力标准：无此要求。 

通信标准：有要求，主要对是塑料外壳的单体电池和电池组，均应有此要求。 

20、 绝缘电阻 

动力标准：无此要求。 

通信标准：有要求，主要考虑单体电池盒电池的金属外壳与金属电池架、接地的安全要

求。 

说明：动力电池的电压等级高，除考虑人身的电安全因素外，应也考虑电池组的绝缘电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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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抗电强度 

动力标准：无此要求。 

通信标准：有要求，主要考虑单体电池盒电池的金属外壳与金属电池架、接地的安全要

求。 

说明：动力电池的电压等级高，除考虑人身的电安全因素外，应也考虑电池组的抗电强

度和绝缘监察。 

从整个标准来看，动力标准对单体电池和电池组的标准要求区分的很清楚，通信标准在

界定有些项目是对单体电池、电池模块、电池组（电池系统）的要求还描述不清楚，所以在

执行时，特别是检测结构和认证中心对样品的要求有些模糊，需要下次标准修订或制定其他

锂电池标准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动力标准对锂离子电池作了一系列标准规划,安全标准单独做系列标准中的一个标准。

对于通信用的锂离子电池标准，也应做一个标准系列规划。 

综上所述，随着生产厂家的不断技术积累，和各行业的检测单位对锂离子技术指标的不

断完善，对各个行业的锂离子电池标准的借鉴意义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