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另存



























技术视野

 26  27   

技术视野

三、理论验证

光缆受力分为两种情况，施工中受力与使用中受力，在施工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光缆主要的受力分析集中在使

用中受力。光缆最主要的是使用性能，既光缆在预定环境中能够正常稳定地运行，该光缆的设定运行环境是楼与楼

之间、街道之间、村与村之间、线杆与大楼之间等。安装的环境复杂，同时安装的跨距不大于 50m。将使用中光缆

的受力状况分为三种情况，对其所受拉力进行计算，来得到光缆在使用中所受的拉力范围。

按照左表中的数值，光缆的受力范围要小于标准或客户规定的数值。

我们再采用国外采购商的要求 “光缆承受的最大拉力为光缆自身单位重

量的 3 倍”来计算。据此可得以下结果：

对于 GYFXTY 型光缆，其承受的最大拉力为 1000N。

我们设计中的受力要求较之使用中的受力范围要大的多。其实，在

规定短期受力下的光纤应变不大于 0.1%，非核心网不大于 0.15%，长

期受力下光纤无明显应变，非核心网不大于 0.05%，这已经是一个保守

的数值了。美国 Bellcore GR-20-CORE 1998 版本文件中，规定光缆在
表 3：使用中光缆受力表

2．光缆有端差（两端位置有水平高度差）时，光缆承受的拉力

图 3．光缆水平悬挂示意图

图４．光缆有端差悬挂示意图

注：悬挂点Ｂ、D，最低悬垂点 C，跨距５０m，悬垂高度１m．

注：悬挂点Ｂ、D，最低悬垂点 C，跨距５０m，悬垂高度１m，Ｂ、D 高度差 1 ０m．

W：光缆单位长度的重量

L：等高跨距

f：等高敷设垂度

由此看出，光缆在两个悬挂点处所受的张力最大，PB=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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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光缆单位长度的重量

L：等高跨距

f：等高敷设垂度

F：不等高敷设垂度

由于 F=f+ 不等高度，因此光缆在 B 悬挂点处所受的张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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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力 情 况
受 力 值 （N）

GYFXTY 型

情 况1 105

情 况2 108

情 况3 777

长期允许拉力下，光纤的最大残余拉伸应变为筛选应变的 20%，在筛选应力为 100Kpsi，即筛选应变为 1% 时，光

纤最大残余应变为 0.2%，而我国标准为“无明显应变”，如此大的应变余量，还需要这么大的拉力余量吗？

光缆的使用寿命很大程度上和光纤的使用寿命是一致的，光纤的使用寿命和以下三点有关系，1、光纤在制作

过程中形成的缺陷； 2、光纤受损；3、光纤在使用过程中受力情况。对于第 1 条，通过光纤的筛选工序来消除低于

筛选强度的光纤，现在的光纤筛选强度从最初的 50Kpsi 到今天的 100Kpsi，甚至是 120Kpsi，已经能够确保光纤使

用的可靠性。对于第 2 条，光纤受损经常发生在一次涂层的局部剥离，光纤弯折，光纤在束管内壁的粘连，光纤的

机械刮伤等，通过控制可以得到解决。对于第 3 条，光纤的受力在长期使用中的残留应力不大于筛选应力的 1/5，

则可保证光纤有 30 年以上的使用寿命，也就是说光纤长期应变小于 0.2% 时能够保证 30 年的正常使用。

武汉长飞生产的新型光缆，企业发布的拉伸标准中最大拉力是 1000N，但是这只是作为它的企业规定，不具有

广泛性。

四  结论 

光缆拉伸标准中规定的最大拉力和光纤应变的大小，对于结构设计和原材料选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提高标准

中的数值，就需要采用大的加强件，同时光缆各个部件都要增大，制造成本需要增加很多。在当今光缆制造业生存

艰难的情况下，采用合适的拉伸标准，对于生产企业就是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生存的能力，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同

时早期的标准采用粗放型的方法，对于光缆的实际尺寸和重量差别没有区分，建议相关标准的制定应当考虑进去，

个人认为，比如采用根据缆重来确定拉伸标准中最大拉力等具有弹性的方法，来灵活对待不同型号规格的光缆，可

以作为标准的一个方向。合理的制定行业的门槛，将会对行业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来稿 ：金信诺光纤光缆——研发部——刘玉刚）

1. 光缆两端位置无水平高度差时，光缆承受的拉力：

3． 光缆在环境条件下的负荷情况

光缆在气候环境下会遇到结冰、大风等自然情况，这些额外的负荷等效于光缆自重的增加，考虑到光缆主要的

使用范围是人口聚居区，2mm 冰厚和 8 级风同时作用的情况已经可以代表最差气候环境了。
2 2 1/2

M=[（M1 ＋ M2）＋ M3  ]           M：光缆负荷后的等效质量                M1：光缆自身质量

M2：光缆上负冰层质量                M3：水平风力负载                            ｔ：覆冰厚度  D：光缆外径

        
根据相关公式：在 2mm 的冰厚情况下，M2=0.00283× ｔ ×（ｔ＋Ｄ）   在 8 级风的情况下 ,  M3=[C1×（D

＋ 2t）×v ×α]/16000 , 在这种环境下按照不等高敷设时的受力就是光缆可能承受的最大拉力。将 GYFXTF 型光缆

代入上述公式中可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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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在 RRU 拉远系统；

2-1：实现 1 对光纤连接在一个 BBU 和多个
RRU 之间；

2-2：实现 1 个 BBU 连接 8 个 RRU;

2-3：可以作为光纤资源紧缺时的紧急解决方案；

      应用在 IPRAN 系统；3

3-1：支持长距离传输系统；

3-2：支持 BIDI 模块解决光纤资源紧缺场景 ；

应用在 PON 系统；4

4-1：光模块支持 PON 网络上 / 下链路传输 ；

5     应用在 OTN 系统；

5-1：可以应用在每个链路层；
5-2：支持长距离传输；

      应用在 Metro Network / IPTV 网络；6  6-1：可以应用在每个链路层；

五、SFP 光模块的选用

光模块的传输距离分为短距、中距和长距三种。模块型号标称的传输距离只作为一种分类方法，实际应用中

不能直接套用。因为光信号在光纤中传输时会有一定的损耗和色散，无法达到标称的传输距离。

损耗是光在光纤中传输时，由于介质的吸收散射以及泄漏导致的光能量损失，这部分能量随着传输距离的增

加以一定的比率耗散。

六、光收发一体光模块应用注意点

     光口问题

光链路上各处的损耗衰减都关系到传输的性能，

因此要求：

A 选择符合入网标准的光纤连接器；

B 光纤连接器要有封帽，不使用时盖上封帽，避免光纤连接器污染而二次

污染光模块    光口；封帽不使用时应放在防尘干净处保存；

C 光纤连接器插入是水平对准光口，避免端面和套筒划伤；

D 光模块光口避免长时间暴露，不使用时加盖光口塞；光口塞不使用时储

存在防尘干净处；

E 光纤连接器的端面保持清洁，避免划伤；

1

2     ESD 损伤

ESD 是自然界不可避免的现象，预防 ESD 从防

止电荷积聚和让电荷快速放电两方面着手：
A 保持环境的湿度 30 ～ 75％ RH；

B 对光模块操作时做静电防护工作（如：带静电环或将手通过预先接触机

壳等手段释放静电），接触光模块壳体，避免接触光模块 PIN 脚；

C 使用的相关设备采用并联接地的公共接地点接地，保证接地路径最短，

接地回路最小，不能串联接地，应避免采用外接电缆连接接地回路的设计

方式；

D 包装和周转的时候，采用防静电包装和防静电周转箱 / 车；

E 禁止对非热插拔的设备，进行带电插拔的操作；

F 避免用万用表表笔直接检测静电敏感的管脚；

七、简易光模块失效判断步骤

1. 测试光功率是否在指标要求范围之内，如果出

现无光或者光功率小的现象。处理方法：

A 检查光功率选择的波长和测量单位（dBm）

B 清洁光纤连接器端面，光模块光口。

C 检查光纤连接器端面是否发黑和划伤，光纤连接器是否存在折断，更换

光纤连接器做互换性试验

D 检查光纤连接器是否存在小的弯折。

E 热插拔光模块可以重新插拔测试。

F 同一端口更换光模块或者同一光模块更换端口测试。

2. 光功率正常但是链路无法通，检查 link 灯。

八、SFP 光模块相关参考标

INF-8074i：SFP MSA

SFF-8472：数字诊断接口协议

DWDM MSA SFP ：密集波分复用模块标准

GR-468-CORE：光器件可靠性方面的通用标准

ITU-TG.651：多模光纤标准

ITU-TG.652：单模光纤标准

21CFR 1040.10 激光安全等级

YD/T1352-2005：千兆以太网行业标准

 （来稿 ：金信诺光纤光缆——预研部——李明明）

色散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在

同一介质中传播时速度不等，从而造成光信号的

不同波长成分由于传输距离的累积而在不同的时

间到达接收端，导致脉冲展宽，进而无法分辨信

号值。

因此，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组网情况选

择合适的光模块，以满足不同的传输距离要求。

实际传输距离取决于对应型号光模块的实际发射

功率、光路上的传输衰减和光口的接收灵敏度。

发射光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是影响传输距离的

重要参数。

损耗限制可以根据公式来估算：

损耗受限距离 =（发射光功率 - 接收灵敏度）/ 光

纤衰减量

光纤衰减量和实际选用的光纤相关：

G.652 光纤可以做到：

1310nm 波段 0.5dB/km

1550nm 波段 0.25dB/km

50um 多模光纤：

850nm 波段 3.5dB/km

1310nm 波段 2dB/km。

对于长距光模块：平均输出光功率 > 饱和光功率

注意光纤使用长度，以保证到达光模块的实际接收光功

率小于其光饱和度，否则有可能造成光模块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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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前面描述的都是概率很低的最差的情况，

事实上长沙金信诺防务公司的研发进程还是相当富有

成效的，我们希望它未来能为金信诺集团的发展锦上

添花。

所以你做一个决策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知道哪些地

方是可胜的，为什么能胜。我做这个投资能胜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项目涉及的相关人员在军工领域具有很大

的影响力，而金信诺的产品质优价廉，是肯定能打动

他们。所以，即便这些人原来可能之前并不重视你，

但是经过这个产业报国的举措你就得到了他们这样一

个资源入口。与此同时我对手的资源和我所拥有的资

源相比，就不足为惧，所以我们就必胜。

就像吃西瓜最难的是吃第一口，而西瓜被吃了第

一口后，其他的人都会跟着第一个人来吃。所以兵器

这个庞大的集团，我们原本是进不去的，因为你不知

道怎么吃这个西瓜的第一口。所以我对郑总说，这就

好比我们长沙金信诺防务公司的所有的人脉去帮忙吃

了兵器系统这第一口，接下来你就知道怎么办了，因

为你是真真实实拥有远胜于你对手的东西的了。

《孙子兵法》里面还提到，打仗要有几个要素“主

孰贤？将孰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

卒孰练？赏罚孰明？”其实对于我们的企业管理也是

这样的，不要忌惮与你的竞争对手短兵相接、低价竞

争，你要能深入的理解你自己、你的公司、你的对手

和你的客户，不要盲目的“先战求胜”而是要“先胜

求战”，要弄清楚你在哪些层面上优于对手，进行合

理的要素配备，做出分析之后，快速执行。

人要有信心，尤其是做销售，不过不是盲目自信，

而是通过长期的分析判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改

善自己的状况。去思考自己哪些要素还不具备，从而

逐步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像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是在汉胜做销售的。

当时的汉胜的销售是代理制的，我 93 年负责代理整

个广西市场。我去的时候广西汉胜一个月销售只有 6

万元，半年之后，我离开广西汉胜的时候一个月的销

售做到 60 万元。而且我还帮助广西汉胜收回了一个客

户拖欠一年多接近 100 万的欠款。

所以我当时的老板就跟我说，既然我业务做的这

么好就回来珠海，让我去做外贸，因为当时外贸是趋势，

但是汉胜一直都没有打开局面。但是我说我英语不行，

他说我先送你去广外读书，然后在让我负责整个外贸

的销售工作。当时我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把我一个

月两万多的收入直接移交给了下一个人了。

其实我当时的思考就是，你要看的长远一点，要

能看到所谓最后的成果。你想人最后成功，最重要的

是积累你的能力，这远比你当时获得的回报重要。我

英语不好，英语对我来说就是和其他人竞争的短板，

迟补不如早补，至于我曾经打下来的市场，虽然移交

给了别人，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改天再打一片就好了。

对我来说，我特别清楚，我的对手，不是你，也不是

那个接管我位置的人，是国内所有和我同龄段，想取

得成功的人。我要战胜他们，他们有什么优势，有哪

些方面比我强。那我就积累这个能力，不用短视我目

前付出的代价。

所以在金信诺奋斗的销售人员，当你有新的挑战

要去实践的时候，你之前做出的努力我们都会看在眼

里，我们也会用其他的途径去补偿你的努力。但是我

们希望销售都是能够不断的进行能力提升，能够追求

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的。

从而要成功，你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能力都不能

缺失。作为老板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公司在不断的提

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公司能力不到的时候，我不会逼

着你们去干，比如医疗线，我十年前就想做了，但是

那个时候公司的能力不够，技术队伍不够，市场影响

力不够，承受失败的资金配备不足，对对手和客户诉

求的分析不够。无论哪一方面，当时公司都不具备打

仗的准备。

所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先进行能力建

设，等到公司的能力和你个人的能力都得到补足的时候，

再抓住市场的窗口期进入，这样就会是事倍功半、百

战不殆的了。

金信诺的核心文化就是不断的进行能力建设。但

是目前的情况来看，销售队伍的能力建设严重缺失，

尤其是军品领域。一个公司要走到想要的高度，需要

全部的人都关注公司的能力建设。不然一旦公司的能

力起来了，市场的机遇也出现了，但是我们人才的能

力没有成长起来，也是要吃败战的。

分析清楚，才能轻松取胜。比如说我们做半柔

电缆，华为的市场份额只有几个亿。但华为的线路板

有却有 100 多个亿，净利润达到 20%，爱立信加华

为应该有能超过 200 亿的市场。而金信诺作为爱立

信和华为的优质供应商，既然有了这个机遇，就要通

过自身的能力建设，继续获得认同，继续获得关系，

最后拿下这个新的市场。

其实这跟我从广外学习归来主导汉胜的外贸销

售是一样的，我已经分析出了客户的问题在哪里。他

们就是不相信中国可以做出这样的产品，他们也只相

信自己的判断。所以你要让他相信，你可以做出来这

样的东西，他通过自己的判断，觉得你可以，然后你

就会自然而然的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当时我的老板给

了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卖了第一单给新加坡，之后凭

借新加坡市场的口碑就打开了欧洲市场，然后就一发

不可收拾。

所以从能力储备到价值实现是需要一个主动求索

的过程，而关系与能力潜在逻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得

到体现的。要了解情况，以静制动，因为你活着，而

且活得比别人好，完全可以静如处子。分析清楚以后

就要立即去做，执行力就是生命线，要动如脱兔。

一个掌握了胜利要素的人，成功是迟早的事。因

为他能看到问题中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元问

题”，然后基于这个问题做分析：如果它确实对于你

是个事？那就说明你的能力建设是不足的，所以你要

提升；如果它确实对于你不是个事？那就说明你的执

行力是不足的，所以你要落实。

从而我说，事物最终的结论都是反客为主的。你

通过自己的需求分析，能够让自己处在一个主动的位

置，静如处子；然后通过自身的能力建设，能够让自

己获得一个处理的方式，动如脱兔。

华为的成功是这样的，我相信金信诺的成功也将

会是这样的！

            （来稿 ：集团总部——战略发展部——乾超逸、孙思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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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前文所言，金信诺能够活下来离不开通

讯行业的迅猛发展：从 2G 到 3G，从 3G 到 4G，从 4G

到 5G，通信标准的迭代更新使得通信运营商的基础需

求大大增加，由通信运营商往设备集成商往小系统配

套商往组件供应商的需求传导使得金信诺的配套产品

供不应求，金信诺抓住了一个行业发展的红利期，从

而能够站稳脚跟活了下来。

金信诺能够活下来离不开突破性产品的布局：感

知市场需求之后的半钢电缆为金信诺攫取到第一桶金，

也为金信诺带来了前期的设备产能投入。并通过不断

的摸索与创新，金信诺改良了国内落后的高温 PTFE 电

缆制作工艺，一举打开了 PTFE 电缆市场，成了国内

PTFE 电缆产能最大性能最好的厂家。拳头产品的导向

作用让金信诺在互联信号产业的布局更加得心应手，

从而能够在众商云集的通信行业存活下来。

金信诺能够活下来离不开以技术为先的宗旨：金

信诺从设立之初就一直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主

要推动力，通过不断强化跨学科协作、建立有效激励

机制、引进研发和技术精英以及保持对外学术交流等

手段，其技术实力一直在同行中保持了持续领先优势。

12 项 IEC 国际标准的颁布，12 项发明专利的申请，以

及在射频电缆、连接器、光纤光缆、光器件、光模块

等互联信号产品上的技术积累，使得金信诺能更准确

的感知市场变化，更为有效的以技术革新引领产品变

革，从而为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金信诺能够活下来离不开市场营销的策略：爱立

信、华为、安费诺、泰科、安德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中兴、创维等，这些客户无一不是国内外

通信行业的巨头，通过先贸，续工，后技的发展轨道，

金信诺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优秀产品品质成功囊括了

上述客户。并通过 Design In 模式，更加契合客户的

需求，从而逐步完成从中国小字辈厂商到国际巨头同

路人的华丽蜕变。

还有我们前文提到的创始人之间的互补协作：郑

总在市场营销上的游刃有余，肖总在资本市场上的长

袖善舞，王总在技术改良上的突破创新，以及黄总在

各个方面的全局统筹。通过创始人内部的协调协作，

然后将企业职能垂直细分下去，这样形成了企业凝聚

力和战斗力的高度统一，不可否认这也是金信诺能够

存活下来的原因之一。

以上我们列举了这么多的事实用以佐证金信诺走

到今天的内在原因，但用黄昌华董事长的话来说，我

们看到的要么是“术”要么是“果”，而没有追寻到

真正的“道”上面来。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来解读下这个逻辑：

我们说到通信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珠三角的地缘优

势，这些都是客观的原因，因为它作用在每一个我们

与之对比的企业当中，这可能是金信诺走到现在的历

史必要性，但不构成它成功的内因；我们提到的突破

性的产品布局带来了客户资源，技术为先的研发带来

的 IEC 以及专利优势，还有市场营销策略协同带来的

更为广阔的市场与客户资源，这些都是“术”的过程，

是我们存活下来走的道路，是我们的方式方法。而“道

术果”的逻辑就是要追溯到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

道路？

其实从创始人的协作上可见一斑，就跟现在互联

网创业这么火，风投基金面对琳琅满目的创业项目如

何选择一样。基本上除了特别好的商业模式是看项目，

绝大多数是看创业团队。那么金信诺选择了一个不算

好的项目，更加迫切的需要一个好的团队来推动。

“诚信、创造、融合、责任”这是对这个团队最

好的概述，也就是我们追寻“道”上的终点。

诚信和责任更多的是被动的属性，更多的是一种

必要性条件的。出于诚信，我们要以真诚之心，行信

义之事；我们要承诺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均遵守国家的

法律法规；我们要把对客户的承诺视为公司经营的命

脉和第一信条；我们要致力于成为一个诚信的人。出

于责任，我们要对客户负责，我们要对员工负责，我

们要对股东负责，我们要对社会负责。

创造和融合更多的是主动的属性，更多的是一种

充分性条件的。对于创造，我们要有追求卓越的态度，

要有持续改善的精神；我们要坚信持续创新才是金信

诺获得长久竞争力的关键；我们要持续改善工作绩效，

永不安于及满足现状，追求卓越；我们要鼓励成员进

行有组织的创造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对于融

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精诚团结，合作共赢；我们希

望大家工作之中是同事，工作之外是朋友；我们希望

在面对科学与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家能以谦卑的心态

学习，博众家之长；我们希望通过开放共赢的心态与

行业伙伴共享行业成长。

从而我们会发现，我们强调的金信诺竞争优势：

自主创新的研发能力、领先同业的供应资质与行业品

牌、全球供应能力、设计进入模式与一站式服务；以

及上述提到的行业红利、产品布局、技术积累、市场

营销、管理协作等等，都是“诚信、创造、融合、责任”

在各个层面的体现。

在这套经营理念的感召下，我们聚集起来了一批

人。并不断的将这套理论深入到我们的产品中去，深

入到我们的客户中去，深入到我们的系统中去，深入

到我们的生态中去。金信诺所有的优势都根植于这套

理论，金信诺所有的客户都认可着这套理论，金信诺

所有的系统都反映着这套理论，金信诺所有的举措都

反馈着这套理论。

“如果有一天，我们所谓的竞争优势都不再犀利

了，我们所处的创业环境也不再滋养了，金信诺虽然

会有所影响，但我们依旧会雄心万丈，依旧会自信满满。

因为道法自然，我们从道上的求索没有改变，我们全

员创新、二次创业的核心精神没有改变，那么面对错

综复杂的环境我们就敢于革自己的命。如果你一定要

问我什么是金信诺成功的内涵——道的层面——那么

就是“诚信、创造、融合、责任这八个大字。”黄昌

华董事长如是说。

（本文作者是集团总部战略发展部乾超逸，于 2016 年 8月 22日发布于金信诺人微信企业号特别推送板块，当日阅读数 419人，集赞 2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