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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S:
群英鹏城聚首 热议三网融合

谈
论了十多年的三网融合，终于在

2010年真真切切地起步了，成为

各相关行业的焦点，更是各相关行业活

动上的热门话题。在刚刚过去的第12届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0年9月

6~9日于深圳举行）期间，由中国光学学

会、中国电子商会、中国科学技术部高

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中国国际光电

博览会组委会主办的2010中国光电高峰

论坛（COES），也紧跟形势，于系列专题

论坛之一的2010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设立三网融合技术分会，来自光通信领

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电信、广电的运营商

和设备制造商的相关技术负责人济济一

堂，从技术到市场、运营直到政策、体制

层面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三网融合，并非强调电信网、广

电网、互联网的物理合一，其核心是业

务应用的融合，说白了，是广电、电信

两个行业业务的准入，即在广电、电信

两个物理网上实现全业务运营，因为电

信网、互联网都是电信运营商在运营，

已经是统一的网络体系，不存在融合的

问题。就电信而言，是可以介入视频服

务，名正言顺地发展IPTV等业务；对

于广电来说，是可以开展宽带接入等业

务。三网融合的业务驱动力，应该说是

以宽带接入网络为基础的个性化、差异

化的互动视频服务。政府主导、用户需

求、技术进步等多种力量驱动宽带业务

高速发展，以光纤物理网为承载网的三

网融合将进一步刺激宽带提速， 2010年

4月，工信部联合六部委发布了《关于

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书》，计

划3年内投资超过1500亿元，新增宽带

用户逾5000万户，光纤宽带将步入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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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据中国联通集团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唐雄燕介绍，2009年中国联通在全国范

围投资上百亿元，启动了宽带升级提速

工程，对带宽目标的基本要求是2009、

2010、2011年分别达到2M、4M、8M。

他认为，PON将成为我国宽带接入的

主力军，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目前还

是以EPON为主，而中国移动则倾向于

GPON。他着重探讨了“三网融合对电

信网络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面 向 三 网 融 合 ， 电 信 网 的 主 要

接入技术有基于光纤的接入网FTTH

（PON）和基于电缆（含五类线）的接

入网FTTB、FTTN；广电网基于同轴电

缆的接入技术有CMTS、EPON+EOC。

中国电信广州研究院网络发展研究部马

培勇先生，全面分析了三网融合背景下

的接入网发展，并指出：在三网融合的

大背景下，积极发展FTTH的接入网模

式将是大势所趋，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总 工 程 师 毛 谦 分 析 认 为 ， 光 纤 到 户

（FTTH）是实现三网融合的基础，三

网融合将加剧行业视频业务、宽带接入

的竞争，为此，电信将扩大宽带业务市

场，加快FTTx特别是FTTH的建设步

伐；广电在三网融合的初级阶段应把主

要精力放在现有业务和高级业务的互联

互通所需接入网和城域网的改造以及业

务能力的建设上，PON+EOC是双向改

造的最佳方案。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产品拓展部经理吴江认为，三网融

合驱动FTTx发展，FTTx以多业务、低

成本、易维护、长距离、大容量5大优

势而成为三网融合的最佳技术选择，其

产业成熟度足以支撑三网融合建设；他

并介绍了FTTx网络部署方案。武汉长光

科技有限公司胡保民博士探讨“三网融

合新形势下的接入网技术”，主要介绍

PON、EOC及其标准和技术动向。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李卫东先生也是面向

三网融合，探讨各种宽带接入技术和网

络建设模式，提出基于现有接入网络基

础设施并加以优化的融合建网模式，并

使之与FTTH模式按一定比例结构共存

相当长一段时间，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网

络的特点，提高运营商的投资效益，并

通过滚动投资的方式使接入网最终过渡

到FTTH。

全球宽带网络建设如火如荼，各国

政府积极鼓励超宽带网络建设，政府主

导国家宽带项目建设成为趋势。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接入网MKT高级经理付裕在

《三网融合与国家宽带建设》的报告中

分析认为，承载三网融合的物理光纤网

络的建设需要政府扶持，丰富的业务是

三网融合健康发展的根本。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总工程师

傅峰春在《三网融合与传媒产业趋势》

的报告中分析指出，三网融合的难点在

突破有形、无形的行业壁垒，落实“两

个服从，一个尊重”，即：打破两个行

业垄断，建立适度竞争产业格局，让广

电网对国家宽带普及和提速做出应有的

贡献，让电信IPTV为民众看电视提供

多样化选择；实施“国家宽带”计划，

提高中国宽带普及率（28%）和户均带

宽（1.8M）。他认为，三网融合的最

大作用与贡献不在于为行业的全业务运

营打开了闸门，而在于打破垄断的力量

会促使行业置死地而后生式的反弹发

展，更在于打破垄断后诱发的产业链加

速融合、内容产业价值的回归、产业格

局的重大调整。三网融合对内容产业而

言，意味着更多的分发渠道。三网融合

的未来是互联网，而视频业务是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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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信息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业务。从

长远来看，内容提供商将是最大的受益

者，影视内容为重中之重。中兴通讯接

入科科长李昌夫指出，三网融合给数字

影视业带来了机遇，面向以电视为终端

的家庭影视发行、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

网影视发行、移动终端和网吧的影视发

行，提出三网融合组网方案和影视云发

行平台。

在三网均为全业务运营的情形下，

竞争靠的是内容服务。觊觎提供内容服

务的不仅只电信运营商，电视机厂商也

借网络电视的概念意欲进军内容服务领

域，而国家对在互联网上提供视音频服

务有严格的审批监管制度，这无疑给电

视机厂商进军内容服务领域设了一道

坎。中国电子商会会长王宁透露，商会

将与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签定战

略合作协议，为商会成员（即消费电子

制造商）突破政策的限制、提供网络电

视服务而寻求途径，让电子企业在三网

融合的新形势下获得平等竞争的机会，

在提供丰富的内容服务的同时赢利并获

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网融合与下一代互联网、物联

网一道，被视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NGIA国家工程实

验室主任刘德明，介绍三网融合与物联

网。

报告之余，举行了三网融合专题产

业链对接圆桌会议，专家学者、电信与

广电的运营商以及设备厂商的代表就监

管、市场、技术、业务、网络等方面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行业利益之争在中国

一直以来是不争的事实，在三网融合的

问题上也不例外。傅峰春先生呼吁，三

网融合要站在国家利益上而不能只站在

行业利益上；三网融合准入政策之后，

还要有形成适度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的政策，比如结算方式、结算价格

就不能由运营商来定，而应该由监管部

门来定。唐雄燕先生强调：三网融合的

关键，是要在业务形态的创新上有所突

破，把市场带动起来；国家推动三网融

合，要注意整个产业的发展，需要分工

协作。

对于三网融合的技术路线，付裕

先生认为要考虑如何适应现网并面向未

来。尽量适应网络现状，也即尽量利用

现有网络资源使之使用寿命最长，同时

结合新技术使带宽做到最优，还有就是

如何令网络运维成本最小、如何集成业

务。对于三网融合中存在的问题，胡卫

东先生提出思路：边做边解决，通过内

部二次创新、消化吸收，把产业先做起

来；不要紧盯存量市场，而通过创新来

开拓增量市场。

应该说，是数字压缩、通信和网

络等技术的发展，令广电网、电信网、

互联网在技术上、业务上汇聚；而光通

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光纤成为三网融合

中炙手可热的承载媒介。在COES上就

三网融合进行专题研讨，电信运营商和

广电运营能够平等地、面对面地公开交

流，坦诚中不时上演激烈的争论甚至交

锋，堪称一场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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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中指出，我国三网融合的实施将对广电进行政策、资金倾斜，带动行业视

频业务和宽带接入的激烈斗争。电信业一定会奋起自卫，加速扩大宽带业务

市场，加速FTTx，特别是FTTH进程。

相比工信部，广电总局在三网融合当前阶段获得了更多权益，将主导IPTV、

手机电视等业务的开展。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表示，在三网融合试点正式启

动，以及广电各省有线资源整合完成后，广电总局将启动组建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

公司，将其作为主体参与三网融合建设。

关于FTTH技术发展的趋势，毛谦指出，更高速率、更大容量、更长距离、更

大覆盖范围、更低成本将是明显趋势，10GEPON标准和产品都相对成熟；XGPON

标准有较大进展，产品已有试用；10GPON之后又会是什么？（WDM+TDM）

PON的研究力度在加大，但相关技术发展较慢，如高速无色光源等；EDFA在光接

入网中得以应用；增大容量、加大分光比；光器件和光电器件的进一步成熟、大规

模应用，使系统成本不断下降。　　 

除此之外，毛总认为FTTH可以在新建区规模应用，一年来，FTTH的综合建

设成本已经减低25%，有源设备OLT PON价格下降50%，ONU价格下降40%，端到

端有源设备价格已经基本达到100美元/户以下的规模推广启动值。另外速率方面可

以达到100MB/S乃至更高，很有竞争优势，还有FTTH技术寿命长，避免了后续二

次改造的麻烦和代价，除此外FTTH还有采用GPON技术，速率和分路比高一倍。

他还认为10GEPON即将成熟，可以进一步改进性价比。尽管FTTB+LAN的投资仍

最低，但若考虑30%的典型实安装率，则其建设投资与FTTH很接近了。毛总认为

FTTH可以开始在发达城市新建区域规模应用。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对下一代PON技术的推动作用》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和烽火科技集团
高级顾问、总工程师

毛   谦

嘉宾精彩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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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正在成为新增宽带接入市场的主力。今天EPON还是我国光接入的主

流手段，但GPON由于其技术和产业链的日趋成熟，已显现出良好的上升势

头，应用日益增多。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目前还是以EPON为主，宽带市场的新军中国

移动则更倾向GPON。我国运营商在对EPON与GPON的选择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

态度，更多地关注产品本身的性能和成本。性价比是技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规模

和产业链的强弱将是决定竞争态势的关键。无论是EPON还是GPON，二者对于用户

所呈现的业务和应用是类似的，目前许多设备商已将EPON和GPON集成在同一平台

中。”

“除此之外，未来MSTP与WDM需求依然强劲，PTN则是移动承载IP化的必然

要求。而移动基站的分布化和微型化趋势将是：RoF，PON大显身手。另外，随着

宽带业务和视频应用高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对带宽的消耗，容量将继续增长；3G发

展和FTTx建设也在拉动光纤光缆需求的增长，市场竞争带来新机遇：中国电信运营

商在传送与接入网建设上发力；广电运营商也在加大投入。”

“ 随着三网融合正式进入试点城市实施阶段，其相关的产业将面临巨大的市

场需求。电信公司和有线运营商将加快建设或升级高速宽带网络，提供高

质量和互动性内容，实现竞争差异化以提高APRU值。据三网融合试点方案评审项

目专家组负责人预测，三网融合未来三年可带动投资和消费6880亿元。其中，电信宽

带升级、广电网络改造等投资2490亿元，可激发和释放社会的信息服务与终端消费

近4390亿元。为赢得这一巨大商机，国内产业界以及资本市场动作频频，竞相加大市

场布局力度。”　　

“实际上‘融’的是业务，意味着节目和用户之间的通道更加丰富。三网融合

对内容产业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分发渠道。三网融合的未来是互联网，而视频业务

则是未来电信、广电、信息业发展最重要的业务。从长远来看内容提供商将是最大

受益者，影视内容则为重中之重。”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对电信网络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和数字影视发行》

中国联通宽带业务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副总工程师

唐雄燕

深圳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接入科科长

李昌夫



2010年11月 7

在
2010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上，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胡保民做

了题为《三网融合新形势下的接入网技术》的主题报告。胡保民指出，三网

融合中，广电和电信的接入网架构趋同。广电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在未来的改造中

至少需投入2000亿元投资。目前，广电改造有两种主流的解决方案：EPON+LAN和

EPON+EoC。在互动电视方面，存在着IPTV和IPQAM两种策略。　　

据悉，年初国务院做出“加快推进三网融合”的决定，加快了广电网络双向

化改造的进程。我国广电的双向改造目前正经历多种技术的探索，包括CMTS、

PON+EoC、PON+LAN甚至纯PON的FTTH等。　　 

“目前国内EOC市场十分复杂，生产厂家多达50余家，算上OEM代理等等有

上百家以上，令人无所适从。如果EOC标准能尽快定下来，会很好地推进广电的双

向网改造进程。” 　　 

如何在这个“标准混战、迷雾重重”的局面，更快地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

胡保民提出了自己的两个思路：“一种可能就是参考一些成功地区的标准，比如说

江苏在网络改造上做得相当成功，一旦有成功的案例，其他地区也会进行模仿，慢

慢形成事实标准。”在他看来，这种思路最大的优势在于，标准已经经历过市场检

验，使后进者有例可循，降低了风险性。

“ 我认为有线电视三网融合的对策是高水平防守+快速发展，争取公平竞

争环境：与电信运营商同等待遇、公平监管、资源配置、结算方式、定价标

准…，另外，还需树立行业标杆，实施转型战略；整合分散体制，建立国家级、省级有

线电视运营公司。”　　 

“从内容产业视角看三网融合的话，有利因素是传输打破垄断，落地费节省。

传播渠道更多、更广，形态更新。内容价值凸现，有利于多平台、多平分发，离虚

拟网络运营商更进一步。不利因素是内容竞争加剧，竞争对手增加了电信及互联网

内容制造商。收视习惯由线形向非线性转变，广告资源枯竭，运营模式颠覆。”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新形势下的接入网技术》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与广电产业趋势》

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胡保民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总工程师

傅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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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尤其广电传媒，在三网融合中的地位、功能与走向，是一个战略性要素。

然而，业界诸多困惑与纷争，源于“媒体/媒介”理念之混淆。为此，潭总独创

了一个公式来阐述两者关系，那就是：大众传媒=（传输）媒介+（文化）内容。从这个

意义讲，电信网属于典型媒介网，广电网属于本征媒体网，而互联网则堪称大杂烩。

对三网融合的看法是，传输媒介多元化，广播媒体在变型，产业链需要重整。

演讲题目：
《媒体视角 三网融合》

随
着三网融合的步伐越来越快，各运营商的激烈竞争，以及客户市场的争夺，

如何能够快速实现高速光网络覆盖，减少局端布线，采用大分光比的方案

是各运营商最关心，也是最乐于采用的。目前，链路预算从EPON的最大32分光比，

到GPON的最大64分光比。在如此紧张的预算额度下，如何保证链路在产品寿命周

期内满足良好的光信号传输，避免光纤接续损耗，提高网络可靠性、稳定性摆在我

们面前；寻找最佳产品、最优方案、最易查障是产品开发的目标。宇特在2006年推出

“非预置光纤技术”产品后，其产品链不断成熟、完善，把快速接续的插损从相关标

准的0.7 dB减少到0.5 dB，再减少到0.3 dB！而且，从现场制作到后续使用中，可以随

时了解接续的状况，减少维护排障难度。经过3年的应用，从刚开始的无锡春申路电

信大楼的试点，到现在上海东湖别墅的施工，从单一快速接续产品到多品种全方位

解决方案，江苏宇特可以为您提供FTTH光纤到户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能够使

用最简单、最可靠、成本最低的方法解决光纤接续问题，是我们宇特人孜孜不倦的追

求，希望大家能不断与我们沟通，敦促我们提 高产品质量、推进新产品开发、推出更

好的产品方案、尽量减少使用成本，为尽快实现三网融合，早日实现光纤到户共同努

力。

演讲题目：
《“宇特冷接续技术”引领FTTH光纤到户潮流》

江苏宇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根良

《世界》系列杂志总编辑

谭民望



2010年11月 9

“ FTTx是三网融合的最佳技术选择，FTTx已经形成完善的接入场景体系，

无论电信运营商或广电运营商均可采用FTTx技术组建光纤接入网络；

FTTx产业链成熟，设备成熟度，互通性，发展演进能力均可支撑国家三网融合战

略；目前FTTx已近完成了数千万线的部署、成本不断降低。”

FTTH逐渐成为新建楼盘的主流建设方式

当前现状：

从EPON设备和OSP的技术、成本等方面看，目前已经具备进行FTTH规模建

设的条件，电信运营商已经不再把FTTB/C建设作为新建场景首选模式

FTTB模式的局限性：

设备在楼道内的安装问题

ONU端口利用率

设备供电问题

铜缆入户费用问题

虽然设备平均成本比FTTH低，但前期设备投资需一次到位

虽然建设成本比FTTH低，但网络升级时需投入二次建设的费用

发展趋势：

FTTB是过渡阶段的建设模式，FTTH是最终发展方向。对于FTTH接入方式，

通过合理规划，可以大幅降低综合建设成本，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回报率。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与FTTx产业发展》

进
入2010年，三网融合风起云涌，广电布局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电信力

推光纤到户（FTTH）。两大阵营排兵布阵，动作频频，令人眼花缭乱。另一方

面则是物联网的异军突起，受到各界热捧。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等正在

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下一代互联网将成为三网融合和物联网的重要基

础信息设施。下一代互联网IP地址极其丰富，不仅可以接入千家万户，实现三网融合，

而且还可互联世间万物，构成“物联网”。

演讲题目：
《物联网与三网融合》

烽火通信宽带产品拓展部经理

吴   江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NGIA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刘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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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TH技术在带宽能力上具有远高于同轴电缆网的优势，并且标准完善、技术

成熟、产业生态链完备，在组网能力和网络管控能力上更是同轴网望尘莫及

的。因此，在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FTTH的接入网模式将是大势所趋，三

网合一的趋势必然会促进FTTH的发展，反过来FTTH的发展必然会促进三网合一

的尽早实现。

“ 三网融合需要运营商和设备商的共同协作，统一的三网融合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成熟的产业链将推动三网融合进程快速发展，同时这也需要灵活

拓展的网络架构，融合的业务，高质量的体验，盈利的商业模式和低成本的网络运

维。”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背景下的接入网发展分析》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与广电产业趋势》

随 着业务多样性和快速部署的需求，网络架构继续向业务与控制分离、控制与

传输分离的方向演进，网络扁平化的端管云模式，成为最好的例证。三网融合

的业务驱动力是以宽带接入网络为基础的个性化、差异化的互动视频。三网融合标

志着接入网络的信息承载方式从模拟到数字化、分组化到以IPV6为传送基础的全IP

化、高带宽、端到端QOS、低时延和抖动、高可维护性、安全保护的全面转变。随着三

网融合业务的逐步推进，基于现有接入网络基础设施并加以优化的融合建网模式将

与FTTH模式按一定比例结构共存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两种模式都可以满足一定应

用场景和带宽模型的家庭用户的业务需求，既利用了现存网络的特点，也提高了运营

商的投资的效率，并通过滚动投资的方式使接入网络最终过渡到基于光纤的FTTH。

演讲题目：
《三网融合的技术选择及网络建设》

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广州研究院
网络发展研究部

马培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接入网MKT高级经理

付   裕

中兴通讯

李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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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半导体照明在高端应用，如LCD-TV和汽车灯方面取得一定进展，道路、隧道等市政照

明应用增长较快。业界人士预测，到2015年，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在30%左右；产品

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功能性照明达到20%左右，液晶背光源达到50% 以上，景观装饰等产品市场占

有率达到70%以上。按目前发展速度和趋势测算，半导体照明市场规模到2010年将达到1000亿元，

2015年达到1500亿元。在此大背景下，由中国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中国国际光电

博览会（CIOE）联合主办了“2010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针对LED各个领域技术和市场

热点进行深入分析。

本届“2010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分为多个主题分明的分会，包括大功率芯片技术分

会、封装关键技术分会、应用市场探讨分会以及“十城万盏”专题研讨会，另外，与第十二届中国国

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0）同期开展的IIC（国际集成电路研讨会暨展览会）也举办了LED/Display 

Technology & Applications以及电源管理等四场分会，令“2010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的

议题异常丰富和前沿，邀请的专家也囊括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以及市场分析机构等各个层面的嘉

宾和学者，可谓“盛况空前”。

2010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

LED仍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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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9年启动的“十城万盏”半导体

照明应用示范计划目前已经推行

一年有余，如果单从参与城市和应用规

模来看，目前 “十城万盏”LED路灯示

范城市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目

前已经快速扩增至“五十城二百万盏”，

但是在实际推广应用中，由于LED灯具

厂家对道路和隧道照明的特殊性认识不

足、而LED光源本身也尚在发展中，因此

在前期国内各地的LED照明试点工程中

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作为新技术，新光

源，LED道路灯具没有经过长期实际应

用的检验，相关技术还尚未成熟。现有

不少灯具在结构、散热设计等方面不够

优化，在应用中出现LED芯片失效率高，

光衰严重，电源损坏、包括光效、色温、

眩光等存在的问题，实际使用寿命也低

于50，000小时。种种因素形成了路灯和

交通主管部门对隧道LED照明总体持谨

慎态度。

在2010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

坛上，与会嘉宾和专家就当前LED路灯

以及隧道灯等产业所存在的问题（包括

系统的可靠性、可维护性、标准等）和

挑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设

性意见。

·可靠性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半导体照

明实验室副主任钱可元表示：LED路灯

是LED照明产品中要求最严格的产品之

一，系统的可靠性是影响LED路灯应用

的一个重要方面，LED光源的可靠性是

则是制约灯具寿命的关键因素。但可靠

性的评测并非易事。主要原因是半导体

器件对温度的敏感性太强，室内测试并

不可以替代现场实测，测量的时间跨度

较长，环境影响很大，——“路灯产品

对测试的要求：越接近实用越好，路

灯散热设计精准到位是产品成败的关

键。”

当然，目前可靠性测试标准和检测

体系尚未建立。检测设备、检测方法研

发和标准制定工作不能适应产业快速发

展的要求。“半导体照明产品的标准与

检测体系建设亟待完善，权威检测平台

尚未建立，无法对现有半导体照明产品

进行质量评价或认证。”

关于测试标准的颁布更应该是政府

或机构的职责，企业还是多研究点技术

问题。“制定标准并不等于企业目标，

没有那家企业可以通过用标准来阻止对

手的步伐而赢利。” 钱可元表示。

·可维护性

关于可维护性，来自上海市路灯管

理中心的谢俊彦指出，道路照明有一个

很大的特点，就是‘一致性’，这一点

和其他照明有明显的不同。‘一致性’

把握好了，无论白天和夜晚，路灯无论

装饰性和功能性都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要表现这‘一致性’，道路照明的设计

选型、器材加工、包括施工作业都很重

要，而日常维护更是体现道路照明‘一

致性’的重中之重。要确保路灯长期的

‘一致性’始终处于良好状况，道路灯

具中光源和电器零部件的互换性是关

键。

目前，各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全

国公共道路各路灯管理部门维护半径愈

来愈大，线路远则要上百公里，人均维

护量近千盏，虽然车辆等机械设备也在

增加，但同样维修1盏路灯，路途远、

近成本大不一样。由此对道路灯具的标

准化、模块化、系列化有了更高要求。

这和景观照明及厂区、居民小区、体育

场馆、工业园区的路灯维护截然不同。

就目前的道路灯具灯范畴而言，传统灯

具早已实现标准化，光源和电器规格、

接口均成系列且不少已形成模块化。这

些都为日常维护提供了便捷，同时也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灯具的使用寿命。

LED道路灯具在目前快速发展中看

似节约了电能（主要是150W以下），

但遗留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相

当一部分灯具得不到日后有效的维护而

被过早的换下，其中造成间接的浪费切

不可视而不见，为了日常维护的简便与

灯具使用寿命的真正延长，并能及时的

应用最新LED照明技术成果，在灯具设

LED路灯：
可靠性、可维护性、标准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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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必须考虑可维护和维护的便利、必

须体现出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的设

计理念。

为此，谢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

先，必须对LED灯具的防水防尘进行优

化设计，尽量通过灯体结构来保证防护

等级，避免灌胶，尤其要杜绝灯具整体

灌胶封死的情况，使现场拆卸维修成为

可能。其次，建议将LED灯具按功能分

为电源驱动、LED芯片、配光器件（反

射器及透镜）和灯体几个相对独立的部

分，每个部分须规定一定的接口标准。

通过以上的设想，至少可以保证部分厂

家的道路灯具配件可通用或相对统一，

并留有升级的余地。同时灯具行业管理

部门应积极收集LED路灯实际应用情况

反馈，比较各种解决方案，分阶段做出

相应改进或更新要求，待技术成熟时即

形成统一标准。对一些缺乏互换性、现

场维修难度大的LED道路灯具目前的使

用范围要加以限制。

针对谢工的建议，来自复旦大学

电光源研究所所长刘木清教授也提出了

“大功率LED灯具的光源化设计思路”

来应和。刘教授指出，光源化思想就指

大功率LED灯具中若干颗LED光源做成

一个配光、散热与防水防尘IP等级等结

构一体化的模组，一个灯具由若干模组

组成，而并非原先的所有LED光源都安

装在一个灯具内。整个LED灯具由三个

部件组成，一是灯具基座，二是光源模

组，三是驱动器，这与采用传统光源的

灯具是一样的。通过该光源化思路，灯

具能够现场快速维护，且多数部件能够

循环利用，有效延长LED灯具的生命周

期。

重庆市LED照明研发与产业联盟

秘书长，重庆大学教授陈伟民也对隧道

LED照明灯具提出了可维护性建议，包

括安装、维护的结构设计的问题，驱动

电源的问题，灰尘污染等问题，引发了

现场热议。

目
前人们在宣传和推广LED路灯以

及其他照明产品时候似乎已经忽

略了LED路灯的照明本质，过度宣扬节

能和环保好处，从市场推广角度看，紧跟

当前绿色低碳生态的社会潮流，特别强

调LED路灯在节能方面的作用，在发展

初期无可厚非，客观上起了很好的宣传

普及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值得商榷，当前

在LED路灯节能还是伪节能的问题上仍

不能下定论，即便是真的节能，LED路

灯就会成为主流吗？会不会无极灯后来

居上？以上一代道路照明光源为例，低压

钠灯的光效比高压钠灯高，但最后占据

主流的是高压钠灯，而非更节能的低压

钠灯，值得我们深思。

深圳市灯光环境管理中心规划设计

室主任吴春海在谈到“LED路灯本质是

什么？”的时候表示，随着芯片光效提

升和封装、配光水平的提高，LED路灯

的整灯光效已经能够超过80Lm/W，节

能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不应再是最重要

的考虑。LED路灯应该追求更本质的意

义，回到其道路照明产品的终极定位。

对道路照明产品来说，低碳节能固然重

要，照明质量更值得应关注。只有在达

到一定的照明质量的前提下，LED路灯

的节能效果才有意义。

目前，LED路灯技越来越成熟，应

用越来越广，但阻力也越来越大。在不

少城市，因节能效果明显而推广（推动

力以领导为主），因照明质量不佳而停

止（阻力主要来自市民和管理部门）的

故事正在重复上演。LED路灯只有提供

更好的道路照明效果，才能得到广大市

民和管理部门的支持，变阻力为新的推

动力，促进规模应用。

“照明质量和节能效果是LED路灯

腾飞的两翼，缺一不可，必须在两者之

间取得平衡。简言之：照明优先，兼顾

节能。” 吴主任表示。

LED路灯：
回归照明本质 注重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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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COES VIEWPOINTS

在
2010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

论坛上，LED芯片厂商的身影引

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日亚化学、广州晶

科、真明丽等厂商均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上海日亚光电销售有限公司廖国新

介绍了日本LED市场发展现状以及对中

国市场的期望，他表示，2009年为日本

LED球泡灯发展元年，5家大型照明公司

开始销售，包括松下、夏普、东芝、日

立和NEC，都推出了LED球泡灯。从日

本LED市场的发展轨迹看，2008年开始

进行白炽灯的替换，2009年进行荧光灯

的替换，2010年之后开始进行水银灯、

金卤灯的替换。

但从世界范围来看，LED应用产

品制造加工的70%以上都集中在中国进

行。不远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半

导体照明市场的中心。“日亚集团将把

中国半导体照明市场，作为最重要的课

题之一，积极、有力地开展我们的工

作。”

面对Cree、OSRAM、日亚等海外

厂商的大力进攻，台湾和大陆企业也在

积极备战，来自台湾的真明丽集团在论

坛上表示，目前真明丽已经在中国大陆

20多个主要城市建立了销售渠道或办事

处，未来也还会继续增强在这个世界上

增速最快市场的拓展力度。这些都将给

国内芯片厂商带来不小的冲击，晶科电

子（广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肖国伟

表示：“国内LED厂商必须要拥有自己

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含量，如果自身没有

独到的特色，那么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

争当中生存会比较困难。”

真明丽集团公司梁伏波在《中国之

芯!自主掌握芯片技术对真明丽的意义》

演讲中也重点谈到了掌握芯片核心技术

对真明丽的重大意义，除了提高产品集

成、增强性能之外，还可以大大降低成

本，稳定供应，抢夺LED背光和照明市

场引爆的庞大商机。据预测，不包括照

明和其他应用，单是LCD背光市场，

2010年就需要1270万片2英寸晶圆（合

计547套MOCVD设备），截止2010年1

季度，台湾地区总配置400台MOCVD设

备，大陆为80台，2010年MOCVD的产

能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预计到2011年

2季度，MOCVD才能满足LCD背光市场

的需求。与此同时，由于LED照明市场

也在急速发展，预计到2011年三季度和

2012年，LED芯片在照明市场将呈现供

不应求局面，我们预测这个时候将需要

更多的MOCVD。——而下一波兼并和

收购浪潮将出现在2012年。

晶科电子肖国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

点，“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LED

芯片产能的不断扩大，技术水平的不断

提高，我们认为LED芯片的系统成本也

将大幅的下降，因此未来2-3年LED照

明市场可能会出现爆发性的增长。LED

产品在未来的背光、显示、汽车照明、

景观装饰以及通用照明等领域都会有非

常广泛的应用（套用一句俗话，LED具

有无限开发的潜能）。”

目前真明丽外延片生产线配置7台

31x2 MOCVD 系统，产能为15,000pcs/

month，芯片生产线已经投产，目前可

以生产小尺寸芯片（7milx9mil），中尺

寸芯片（10milx23mil）以及大功率芯片

（40milx40mil)）。真明丽对芯片业务

的期望是，增强LED业务的完全垂直集

成，确保为集团LED产品稳定供应高质

量、客制化芯片，将LED芯片制造成本

降低20-30%，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

为此真明丽制定了核心芯片技术的

发展计划，计划分3步，第一步（2008.3-

2009.6）已经结束，主要生产65lm/w到

110lm/w的产品，第二阶段（2009.12-

2012.6）正在实施，目标是130lm/w的芯

片，第三阶段（2012.5之后）是生产超

150lm/w的产品。“不过LED领域的Haitz

定律在2008年之后已经达到极限，我们

准备迎接这个挑战，力争到2015年让真

明丽的LED进入千家万户。”

谈到Haitz定律，肖国伟表示，“随

着外延芯片技术的不断突破，预计3年

内芯片光效可以达到200lm/W，也相信

更好效能的光源指日可待。随着光效

接近理论极限，亮度提高的速度将会放

缓，Heitz法则可能失效。”

LED芯片厂商：

坚决看好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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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从2004年Sony与Lumileds合作生产

出 用1W 大功率RGB－LED做直

下式背光LCD电视以来，LED作为TV背

光源的研发工作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

尽管Sony首推的产品由于价格、光效、体

积和散热等问题，市场的接受程度不尽人

意，但人们看到了新的市场机会和其巨大

的潜力。随后2006年，三星公司在欧洲推

出了用侧入式白光LED作为背光源的40

英寸LCD－TV。超出很多人们预料的是，

这款LCD-TV仅仅以其轻薄的特色赢得

了消费者的普遍赞许和青睐。随之而来

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电视厂家连续不断地

推出所谓的“LED电视”。国内海信公司

也在2008年推出了用LED作为背光的42

英寸LCD电视，并得到了市场的好评。进

入2009-2010年，LED电视进入高速爆发

期，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LED背光技术也在快速提高，从

LED背光电视的技术发展轨迹可以概

括为：侧入式：白光+小功率――》

白光+中功率――》白光+大功率；直

下式：RGB+大功率――》白光+小功

率――》白光+中功率――》RGB+小

功率――》RGB+中功率――》。“目

前LED背光电视的尺寸已经由早期的32

英寸发展到了 55－65英寸。价格也随着

LED和背光系统技术的成熟在不断地下

降。”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

仿生研究所研究员梁秉文博士表示。

梁博士指出，LED背光源的发展方

向包括：1.轻薄；2.局域控制；3.RGB

（CY）；4.混合式；5.偏振光；6.低电

压；7.3-D等。从而对LED提出新的要

求，比如说LED光谱与彩色滤光片匹

配；光效高，散热处理简单；光学耦

合效率高；LED光色均匀；偏振光；光

色纯；稳定，衰减一致；电压一致；

“由于初期成本和技术等问题，到目前

为止，LED背光的优势只发挥了一小部

分，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开发和实施。因

此，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 

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个让 LED真正发挥

作用的高品质LCD显示器一定会在市场

上得到普及和推广。”

正在LED背光技术得到大发展的

同时，近年来，OLED背光源技术也取

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其发光效率及

使用寿命等性能指标获得稳步提升，华

南理工大学半导体照明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文尚胜介绍了OLED背光源技术的

最新研究进展，他指出目前已经有部

分OLED厂商开始出货OLED背光模块

给小尺寸STN-LCD面板的手机厂商，

但距离大规模应用仍存在一些问题：

（1）大面积、膜厚均匀、发光均匀、

高品质背光源的制备；（2）OLED发光

效率还需提高；（3）OLED器件的使用

寿命和稳定性还需提高；（4）柔性衬

底的0LED背光源性能还需提高；（5）

白色0LED背光源电压变化下色纯度的

稳定性还需提高；（6）OLED背光源与

LCD一体化技术还需提升。（7）进一

步降低OLED的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

“当前，在LCD的背光模组及固态

照明应用上，OLED光源技术正在追赶

LED光源技术。相较于LED的点光源，

OLED还有白光材料的多样性、制程的

简单性和成本低廉性，特别是其面光源

的属性。可以预见，在液晶显示器的背

光源模组应用领域，OLED背光源将会

有一个更加光明的产业前景。” 文尚胜

教授如是说。

LED背光：

OLED正在追赶LED

除了上述嘉宾的精彩发言，中国电子

商会副会长、深圳LED产业联合会会长王殿

甫，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集成光电子

学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主任罗毅，香港理工

大学教授李荣彬，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

机工程学系教授刘纪美，深圳雷曼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漫铁，台湾大学化学系教

授刘如熹，广州市光机电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任豪，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高级经理陈建龙

等诸多嘉宾也分别就行业发展、热点和关键

技术、新兴应用、难点挑战等问题跟与会听

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引发了广泛的热

议。

有位国外照明权威在本世纪初曾声称：

“原则上发光二极管是灯的最终形式”。此

话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时至今日，半

导体LED发光二极管是照明领域的一场革命

已毋容置疑。在我国LED产业发展迅速，已

有广泛的基础，前景广阔，如引导得当由此

产生的节能成果和带动的相关产业链效能不

可估量。专家建言，作为业内人士既要看到

LED的长处，更要认识其存在的不足，正确

引导，稳步推进。希望行业主管部门、学术

界和产业界同仁共同为推进LED产品健康可

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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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电网：DILAS从一家德国本

地企业发展成为全球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

技术的领导者、规模最大的高功率半导体

激光器公司，成功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可

否简单介绍下DILAS的发展历史？

杨林：德国DILAS作为一个以创新

为主导的高科技半导体激光有限公司，

DILAS的成功一直和DILAS员工的积极

创新和锐意进取分不开。德国DILAS的

理念是客户满意、员工满意和股东满

意。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

最新、最多、最好的半导体激光器产

品。质量是DILAS成功的关键，在半导

体激光器这样的专业性目标市场尤为如

此。DILAS可全方位追踪每一个模块的

质量并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对模块进行量

身定制，与此同时尽量使其标准化，降

低风险。我们的研发成员拥有半导体激

光器的资深经验，对半导体激光器生产

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安全可靠。这些都

使DILAS能够维持很高的客户满意度。

德国DILAS半导体激光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年，是全世界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

技术的领导者和规模最大的高功率半导

体激光器公司。德国DILAS总部坐落于

德国美因兹工业园区，距德国法兰克福

机场西20公里。德国DILAS激光有限公

司于2005年在美国图森和2007年在中国

南京建立了分公司，各分公司集研发、

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为一体。  

中国光电网：DILAS在激光领域拥

有哪些关键性技术？

杨林：德国DILAS拥有半导体激光

界最领先的半导体激光器芯片测试技

术、封装技术和光束整形技术。 此外，

德国DILAS高集成度的自动化封装线和

自行开发的检测系统为生产高性能产品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传统手工制造的

产品相比，大大降低了成本，并具有优

良的重复再现性。

中国光电网：随着高功率半导体激

光器输出波长的不断拓展，半导体激光

器将在更多新的应用领域中大显身手。

我看到您在演讲中专门讲述了一些新的

应用，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

杨林：半导体激光器技术不断发展

使其应用日益广泛，其中主要的波段是

630-690nm、808～976nm、1064nm、

1210nm、1320-1380nm、1470nm、

1550nm-1650nm、1940nm等。

德国DILAS：
2010年度中国的业绩增长超过80%

编者按：成立于1994年的德国

DILAS半导体激光有限公司目前已经

发展成为全世界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

技术的领导者和规模最大的高功率半

导体激光器公司，该公司目前正在中

国市场大踏步地快速发展，在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上，中国光电

网/《中国光电》杂志编辑有幸采访

到了德国DILAS半导体激光有限公司

中华区市场销售总监杨林，一起分享

DILAS在半导体激光器产业的成功经

验和精彩观点。

——访德国DILAS半导体激光有限公司中华区市场销售总监     杨   林

□   文 / 于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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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630-690nm范围内的低功率

产品通常用于指示器和DVD应用中。

基于砷化镓（GaAs）晶圆上的铟镓铝

磷（InGaAlP）结构的半导体激光器巴

条，能够实现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

其在630nm的输出功率可达几瓦，在

680nm的输出功率最高达到10W。这些

波长可用于光动力治疗（PDT）、泵浦

Cr3+:LiCAF/Cr3+:LiSAF固体激光器以

产生超短脉冲、照明、全息以及显示等

诸多领域。

波长808～976nm这一波段通常被

认为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的标准输出

波长范围。人们对这个波段的开发研究

最久，目前半导体激光器已经能够输

出多种波长，用于固体激光器材料的泵

浦。这些波长几乎能够适合各种不同晶

体（如Nd:YAG）中的激活离子（在大

多数情况下是稀土离子）的各种吸收谱

线。除泵浦固态激光材料外，过去几年

人们还为这些波长开辟出了一些新的应

用领域。首先是碱性气体的光泵浦，以

便为核磁共振成像（MRI）中的医疗

诊断产生自旋极化稀有气体。在这种应

用中，铷和氙同位素（Xe127）的混合

气体，被放入位于高压磁场中的光学单

元中。用794.8nm的圆偏振光均匀地照

射该单元，铷被激活，然后通过碰撞将

其自旋传送到氙同位素的内核。随后，

自旋极化的氙同位素可以被冻结，保存

自旋极化状态。这个过程被用于MRI

中，以显示心脏或肺部的活动情况。为

了获得必需的波长，半导体激光器中还

采用了温度调谐功能，气态转变所需要

的小线宽，可以利用一个布拉格光栅

（VBG）使半导体激光器的线宽窄化

来实现。 在铷和氙同位素中所产生的

现象，也可以在其他碱性气体（如铯）

和其他惰性气体（如He3）中产生。碱

性气体只是用来产生自旋极化的稀有气

体，这是唯一引入到病人体内的元素，

在诊断治疗结束后，其对人体不会产生

任何负面影响。 

1210nm波长，其可用于激光辅

助吸脂，这种技术就是所谓的破坏脂

肪细胞，并且同时收紧皮肤。此外，

1320～1380nm（基于InP晶圆）波段的

半导体激光器已经可以用于医疗领域，

这个波段正是Nd：YAG激光器的输出

波长范围。激光对人体组织的作用基

于水对光的吸收。有了现在的成熟的

1470nm（基于InP晶圆）的高功率半导

体激光器，使得半导体激光器与Nd：

YAG激光器在这类应用中拥有了可比

性。光被人体组织中的水吸收，并使水

变热，直到细胞爆裂。这种方法可以用

于前列腺治疗中的组织移除。在治疗过

程中通过冲洗冷水，不但能为患者减少

痛苦，还能带走细胞碎片。

1470nm是半导体激光器的一个常

见波长，其最初主要用于光通信领域，

主要是为了实现光纤对光波的最小化吸

收，以致于数据能被传输更远的距离。

除此之外，1470nm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

器还开辟出了一些新应用，例如，在医

疗设备制造中用于白色聚合物的塑料焊

接；在国防应用中，用于飞机前方的湍

流探测；或者用于泵浦掺铒晶体，实现

2μm范围的激光波长。 

1550nm-1650nm主要应用于国防、

照明或红外线干扰措施（IRCM）。在

这种应用中，一个来袭导弹的红外目

标采集系统，会被一个活跃的高强度

信号误导，这将起到保护目标的作用。

另一个更加有趣的应用是距离选通激光

成像，在这种应用中，激光脉冲（如

1550nm波长）与一个门控摄像系统一起

使用，该应用对1550nm波长非常敏感。

随后，来自不同距离的反向散射光所创

建的图像被收集。在这里，通过只拍摄

反向散射渡越时间与障碍后面的场景相

关的图片，光的渡越时间信息以及摄影

抽样可以“穿过”烟雾或伪装网。 

1940nm的波长可直接用于照明，取

代基于Tm3+的固体激光器。另外，用

1908nm泵浦Ho3+的固态激光晶体将输

出大于2100nm的波长，这在国防应用中

引起了高度兴趣。

中国光电网：医疗应用是一个非常

有潜力的庞大市场，半导体激光器在医

疗市场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

杨林：半导体激光器医疗应用是

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不过因为种

种客观原因，激光在医疗方面的实际

应用还非常有限。半导体激光器波段几

乎覆盖医疗应用领域各种应用，可见光

波长630nm-690nm可用于光动力治疗

(PDT) ，波长800nm-1000nm可用于美

容应用如激光脱毛、光子嫩肤和静脉曲

德国DILAS半导体垂直叠阵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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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疗，以及牙科疾病等外科手术。

1470nm、1550nm、1940-2200nm可用于

医疗美容。目前半导体激光器在光子美

容嫩肤，防止静脉曲张方面效果明显，

但激光医疗器械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我

们的进一步努力。

中国光电网：除了传统的焊接方法

以外，用激光焊接塑料已被证明是一种

可行的焊接方法。DILAS激光技术应用

于塑料焊接的产品有哪些？相比摩擦焊

接、振动焊接和超声波焊接等传统方式

有什么优点？

杨林：激光塑料焊接产品应用非常

广泛，已经能够焊接汽车、电子、医疗

设备制造中的敏感零部件，并能服务食

品塑料包装和消费电子市场。和传统的

焊接方法相比，激光焊接的优势明显。

激光焊接产生最小的热应力和机械应

力。并且，激光焊接非常清洁，没有颗

粒产生，也不需要溶剂，并且具有高度

灵活性。焊接是在被连接的物体内部进

行的，适用于敏感元器件。

中国光电网：未来激光将朝大功率

加工和微加工两大方向拓展，半导体激

光器将发挥多大作用，市场份额如何？

杨林：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的优势

还是在激光材料热处理市场，比如激光

熔覆和激光硬化。在国内，半导体激光

器将逐步取代传统的CO2激光器而成为

主流应用产品，这个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光电网：来自设备商的财报显

示，在目前的形势下，今年整体经营情况

比去年好很多。制造业良好的增长态势还

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有专家认为，金融经

济危机带来的影响还未消除，尤其是对企

业家心理上的影响更为严重，这一点在国

外更明显。国外同行厂商对未来都比较谨

慎，不愿扩大产能，造成了今年供应链的

紧张, 相关元器件产能无法满足国内市场

的需求等问题。您是否认同这一说法？能

否透露下贵公司今年的业绩增长情况？以

及对未来市场的看法。

杨林：情况的确如此。2009年，

DILAS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些影

响，公司坚持和员工共渡难关，所以我

们并没有裁员，而且相反积极利用这段

时间进行新产品设备开发投资和人员培

训，并为将来增加的市场需求做好准

备。DILAS中国在09年依然保持持续稳

步增长，在2010年财务年度，我们在中

国的业绩增长超过80%。未来的市场还

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我们一直

积极和客户一起开拓新的应用市场和定

制产品，我们对于今后的新市场快速增

长非常有信心。

中国光电网：请您谈谈未来激光公

司及半导体激光器技术的发展趋势。

杨林：高效率、高功率和高亮度一

直都是半导体激光器技术的发展趋势，

但是半导体激光器的成本控制也同样重

要。半导体激光器的高价格一直是其应

用的最大阻力。DILAS 的发展方向是

基于T-BAR技术的封装和光束整形。

T-BAR是一种介于传统半导体激光器

巴条(Array)和单管（Single)的芯片，它

同时具备了单管优良的散热性能和长寿

命，也具备了巴条的高集成度。简单的

理解T-BAR是一种只有5个或者10个发

光点的巴条，而传统巴条一般都是19个

发光点。DILAS为T-BAR设计了芯片结

构、自动化封装线和光束整形系统，采

用它封装的高功率高亮度光纤耦合模块

的体积为以前体积的三分之一，亮度更

高，性价比也大大提高。这种光纤耦合

模块是下一代千瓦级光纤激光器首选泵

浦源，因为传统单管泵浦方式需要非常

多的合束器，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批量供

货到千瓦级光纤激光器市场。

德国DILAS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系列 德国DILAS传导冷却光纤耦合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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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

联网的三网融合在信息通信发展领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三网融合将带来

中国宽带的发展，以移动宽带为特征的

３Ｇ业务将加快发展。同时，三网融合

将带动技术业务终端和商业模式的创

新，包括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宽带无

线移动通讯、移动互联网等新的领域都

将发生巨大变革。目前中国三网融合的

现状、市场以及挑战如何？广电和电信

哪一市场机会比较大，双方究竟是合作

还是竞争？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武汉长光”）产品总监胡保民日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广电和电信

选择合作可能比竞争带来更多商机和收

入。

三网融合的首要问题
仍是体制问题

三网融合已经被纳入“十二五规

划”，并明确写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可

以说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发

展，但从目前归纳的信息看，三网融合

发展不如预期。这当中遇到什么问题

呢？胡保民认为，最大的问题仍是体制

问题，二是观念/心态问题，三是技术

问题。

“就体制而言，从试点城市方案出

台达6个月并数易其稿，可见工信部与广

电利益争夺的激烈，加上“出口带宽”

问题，视频开放问题、网台分离问题，

VOIP的问题（广电虽然可以做，但号码

权还在工信部）…….，显然分业监管总

体上不利于推进三网融合，因此，我们

必须在体制上寻求创新，但是怎么样协

调两个不同属性的行业和机构的尽职目

标和利益诉求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关于心态问题，胡保民认为，在目

前体制下，合作可能比竞争带来更大的好

处，但实际上地方上两大行业斗争很大。

从电信角度看，一直埋头做网络，这些年

已经逐步发展成巨无霸。从2009年的业绩

状况来看，中国移动利润上千亿，而广电

运营商的数字远小于此。另一方面，广电

现在的优势只有内容，从广电角度看，目

前普遍存在不自信、悲观的态度。这其实

也是有体制原因的，广电并非天生的不自

信，个头小、体制分散、观念保守、资本

不足都是历史问题，“无论从硬件、体

制、人才广电都很缺乏，但反过来讲未来

空间也更大。”

关 于 技 术 问 题 ， 电 信 方 面 已 经

摈弃了标准之争，已经明确了技术策

略——那就是融合，无论是EPON还是

GPON，都可以融合在一起，技术上已

经不存在争议。而广电方面还面临许多

技术上的争论，目前广电双向网改造最

常用的两种技术为HFC网络接入技术

(CMTS)及基于以太网协议的用户接入技

术(EPON+EOC、EPON+LAN)，但到

底选用哪种技术各地都在做论证，这样

做的后果是耗时耗力，劳民伤财，而且

许多地方不具备论证能力。

除此之外，胡保民表示，各地广电

的整合工作仍没完成，技术标准还不完

善，薄弱，执行也很难，这些都是未来

阻扰三网融合进程的重大问题。

长光看三网融合： 
合作可能比竞争带来更多机会

——访武汉长光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首席系统架构师   胡保民

□   文 / 于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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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商机大 长光主战场

三网融合无论对广电还是电信而言

均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在这一进程

中最大化自身优势，将是决定运营商们

市场成败的关键。如何看这两个市场？

三网融合带来的市场机会对电信和广电

而言哪个更大一些？

胡保民认为，三网融合带给电信运

营商的好处有很多，首先是IPTV，之前

IPTV政策不明朗，现在明朗了，这让电

信运营商具备了很大竞争力，可以说是

一个很大机会，但对运营商的收入影响

不大，不过粘性很大，可以帮助运营商

粘住用户。

其次是宽带业务，这原本就是电信

运营商的“命根子”，现在肯定要加速

建设，这就是竞争带来的好处，无论对

用户还是设备商而言都会有好处。

再次，语音业务也是电信运营商的

优势所在，而且语音业务也有逐步移动

化的趋势。

最后，无线宽带，目前电信运营商

都在推，中国移动是主力，目前中国移

动更多精力放在４G网络建设。

从市场机会和规模来看，单说接

入网，每年运营商集采的量增长都非常

快。这可以从数字上体现出来，比如

说2006年FTTx用户数才5000线，2009

年这一数字达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线，

2010年估计要达到2000万线。以中国电

信为例，目前新建高档小区都直接采用

FTTH；相对华为、中兴，尽管长光份

额小，但长光机会仍然很大。

而从广电角度看，目前政策已经允

许开展宽带、VOIP等业务，但“视频
图１：三网融合带来的市场机会

资料来源：CICC，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0年2月

是广电的命根子”。目前广电总局正在

不断推广高清电视（HDTV），这是电

信运营商没法比的，也是广电的先发优

势。另外是互动性，目前广电正在进行

双向改造升级，这将大大提高互动性，

大大提高ARPU值。

宽带业务，目前广电的宽带业务很

多地方收费标准是50元/月，但开通率

并不高，做的好的地区是25%，不发达

地区仅有15%，在开通率低的情况下，

带宽有保证。但目前广电遇到的最大问

题是“出口带宽”问题。

正如在2010COES三网融合技术分

会上深圳广电总工程师傅峰春所言，在

现有条件下，广电宽带业务基本不具

备竞争力，最大问题来自核心资源和定

价权掌握在竞争对手手中。广电做宽

带业务离不开租用电信出口和访问电信

IDC。在广电提供2M带宽的情况下，向

电信缴纳的出口费占运营成本的40％，

收支略有盈余，当带宽提升到4M时，收

支则略有亏损，当带宽进一步提高而向

用户收费不作调整的情况下，则会出现

投入越大、用户越多、带宽越宽，亏损

越大的奇怪现象。因此，导出广电宽带

做多亏大的结论。如此下来，三网融合

则会形成“双向准入，单边独进”的结

局，非常让广电人“纠结”。

所以有广电专家坦言，宽带接入业

务对广电三网融合是必争必做业务，但

广电宽带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逾越三道

壁垒。其一是资源与成本壁垒，其次是

网改与带宽提速壁垒，再次是多重业务

捆绑壁垒。

其次是VOIP业务，对广电而言，

这一块已经没什么机会了，只能开展

固话业务。原因是广电没有整合的情况

下，无法开展NGN，只有全国有线网络

整合完成后，才有机会推广VOIP。不过

即便有机会推广，VOIP也只能作为一个

捆绑业务，不可能作为一个战略业务。

也许正是看到了差距，广电在未

来将加大网络建设的投资力度，根据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看，未

来广电系三网融合的投资将达到1985亿

元，这里包括骨干／传输网、数字化以

及双向化改造的成本，而电信系投资主

要集中的FTTX/H，投资额将达到944

亿，从数字上看，广电市场的投资规模

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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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目前广电系统的“地方割

据，各自为政”也让许多中小设备商看到

了商机所在，“实际上我们在广电市场做

的非常不错。随着三网融合进程的加快，

我们也会做大做强，无惧大公司的竞争，

即便是广电系统整合完毕后我们也不担心

竞争。”胡保民乐观地表示。

PON标准之争已不重要　
10G EPON真正商用三年后

关于PON标准之争，近期随着10G 

EPON/GPON的进展，以及运营商对

GPON建设力度的加大，貌似GPON

开始逐渐占据上风，胡保民表示：目

前中国移动采取的策略是“两PON并

重，GPON优先”，中国电信依然是

“EPON为主，试用GPON”，中国联

通的策略跟中国电信类似。无论从产

业链还是市场角度看，EPON无疑比

GPON成熟，从全球市场占有率来看，

EPON也占主流，短期内长光将继续

侧重EPON，后推GPON，未来会推出

“EPON/GPON融合平台”。

至于10G EPON何时大规模商用，

未来仍取决以下几个因素，一是需求，

二是技术进步/成熟度，三是成本。

需 求 方 面 ， 目 前 用 户 不 太 需 要

10G，估计最先应用10G EPON的是

FTTB/N领域。从长远角度看，必须采

用10G EPON。从技术角度看，今年年

底估计才有OLT产品问世，明年初才有

ONU产品，而真正商用估计要等到2013

年-2014年。到那个时候，成本才会降下

来，用于FTTH。从EPON的发展历史来

看，从标准发布到应用也用了5年时间。

EOC标准之争似乎更加混乱

相比PON之间的争论，EOC标准

之争似乎更加混乱，标准庞杂同时也给

各地广电运营商带来了困惑，如果后续

出台的统一标准与已选标准不符，可能

造成投资上的浪费，但是网络改造又迫

在眉捷、时机不待，用一个现在流行的

词来表达广电现在的心情很贴切，那就

是“两难”，或者说“纠结”。

如前所述，当前广电双向网改造

最常用的两种技术为HFC网络接入技术

(CMTS)及基于以太网协议的用户接入技

术(EPON+EOC、EPON+LAN)，胡保

民认为，CMTS技术属于前端技术，采

用统一复用，带宽很小，适合NGN（语

音），不太适合带宽建设。尽管CMTS

发展很快，但如果要靠近ONU头端则发

展空间不大。

而从带宽、投资和运营的角度看，

EPON+EOC 无疑是当前发展的主流，

不过EOC的确存在很多标准，包括有源

无源、低频高频，下面是有关EOC标准

的一些进展情况：

P1901（Broadband over Power Line 

Networks: Medium Access Control and 

Physical Layer Specifications）Draft 3.0已

经获得通过；其物理层有两个选项：一

个兼容HomePlug AV，一个兼容HD-

PLC。IEEE最终放弃了对G.hn的支持，

原来统一标准的愿望再次落空。

HomePlug联盟正在制定“Green 

PHY”规范以及HomePlug AV2规范，

前者将较现有的HomPlug AV降低功耗

75%，并作为P1901的配置文件，相关产

品会在2011年发布。

G.Hn，ITU-T G.9660系列标准试

图统一电力线、同轴电缆和电话线的物

理层（G.9660，已发布）以及MAC层

（G.9661）规范，但它不能 兼容目前已

存的任何技术。G.hn的MAC层规范预计

在今年8月发布。

目前国内EOC市场十分复杂，生产

厂家多达50余家，算上OEM代理等等有

上百家以上，令人无所适从。

国内使用的主要标准：HomePlug 

AV、HomePlug BPL、HomePNA、降频

WiFi（BIOC/WOC）、MoCA以及无源

EOC（基带EOC）。

江苏广电已经将HomePlug AV下一

代的P1901定义为地方标准。

为了规范指导12个试点地区，广电

总局科技司7月22日召集的会议中初步

确定了低频使用HomePlug AV、高频使

用HiNOC来建设同轴电缆接入网络。

“但现在主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执行问题，就是上层确定标准了，

地方执不执行的问题，说道底仍是体制

问题。”

至于EPON+LAN，这种模式也可

以做，不过前提是开发商已经将双绞线

铺设好，这样推广起来就容易一些。在

低开通率的的地方，LAN模式成本高，

在高开通率的情况下，成本则可以降低

下来。总体来讲，我认为EPON+EOC

和EPON+LAN是互补关系。

最后，胡保民指出，不管网络如

何融合，技术如何选择，对武汉长光

而言均是“利好消息”：“我们拥有

EPON+LAN和EPON+EoC端到端的整

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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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强：
SSL引爆点预计2-4年内出现
AIXTRON: SSL may reach the tipping point within the next 2-4 years

——访德国AIXTRON AG公司研发副总裁  Michael Heuken博士
—— Interview to Prof. Dr. Michael Heuken, Vice President of Corpora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IXTRON AG 

□   文 / 于占涛     翻译 / 朱爱红

导语：随着半导体技术向相关新兴

市场转移，LED、光伏等产业日渐趋热。

AIXTRON作为沉积领域的专业公司，凭

借其核心技术和竞争力不断拓展其市场份

额，2008年AIXTRON公司MOCVD复

合半导体设备的全球占有率达到72%，回

顾过去几年，AIXTRON不断深入中国市

场，参与固态照明技术的开发和提升竞争

力。而最近中国厂商在MOCVD设备上的

疯狂投资也让AIXTRON赚的盆满钵满。

作为全球主要的MOCVD设备供应商，

AIXTRON对LED产业有着独到的见解和

判断，我们中国光电网/《中国光电》杂

志的编辑日前有幸采访了德国AIXTRON 

AG研发副总裁Michael Heuken博士，一

起来分享他的精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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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Stimulated by the LED backlight 

and lighting application, a great number of 

LED enterprises enlarged their factories 

or set up new branches recently. All 

these factors result in a short supply of 

MOCVD equipment. As one of the world 

leading suppliers of MOCVD equipment, 

we believe, you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is 

market change and must have made your 

own judgement and have a prediction 

about the tendency for the future. Could 

you please share this with us?

 

问1: 受LED背光、照明应用的刺

激，近年来许多LED企业纷纷启动了建

厂、扩厂计划，导致MOCVD设备供不

应求，作为全球主要的MOCVD设备供

应商，对LED市场的变化应该非常敏

感，对未来需求发展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和预测，我们很想听听您对LED市场未

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A.1:  I don’t think the industry has 

a short supply of MOCVD equipment. We 

have ramped up our capacity from ca. 50 

tools/quarter in Q1/09 to 100 by Q3 and 

are at 150 tools/quarter now with the lead 

time continuing to be 4-6 months. Since 

this does not involve any significant in-

vestment from our side and as the current 

production capacities still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even more, we are confident 

that IF we saw this level of demand,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even higher and I am sure that we could 

also produce 200 tools/quarter within one 

or two quarters if needed. Sometime next 

year, we will start to move parts of our on-

site lab into the new R&D center, which 

will free even more space on the shop floor, 

enabling more machines to be produced 

there.

Most people would recognise that 

in the past the industrys very dynamic and 

reactive investment behaviour, in Taiwan 

in particular, has led to the cyclical capital 

equipment pattern we saw first in Q2/Q3 

of 2006 which I would describe as the first 

LED backlighting investment cycle. 

Will this BLU cycle last longer? 

Most certainly as we have already reported 

healthy orders and tenacious shipments over 

the last 4-5 quarters but we still can’t say 

with any certainty what will happen more 

than two quarters ahead，but at the mo-

ment it continues to look and feel very 

positive. Why will it possibly remain on 

such high levels longer this time around? 

This will b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ar-

rival of new substantial leading companies 

which brings with it the very real prospect 

of an overall more sustainable investment 

program, causing several other large firms 

to be almost forced to follow if they do not 

wish to surrender their lead to be the first 

to market. The arrival of Samsung, LG, 

AUO, Chi Mei and others has had a very 

positively disruptive effect on the market. 

I should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lready a 

growing industry delivering SSL products, 

but it is equally fair to say that the industry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cost and perform-

ance tipping point to see the type of explo-

sive growth we are seeing in the backlight-

ing market. How big will the market be? I 

don’t think anybody really knows other 

than the generally held consensus opinion 

that it will be bigger than the whole LED 

market as it stands today. Some of today’s 

systems may be used to produce LEDs that 

could go into street lighting for example, 

but to a much lesser extent than for back-

lighting applications. Before the very large 

general or interior lighting market really 

takes off, 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key technical challenges to be 

met. 

The outstanding obstacles require that 

the industry finds an acceptable compro-

mise to the cost, performance and lifetime 

challenges that remain. Over time, the price 

will come down and, at some point, LED 

technology will become cheaper, i.e. the 

cost of ownership will be lower than for 

conventional technology. Once this has 

taken place, then LED lighting has the po-

tential to take over from traditional lighting 

on a much bigger scale. We still firmly be-

lieve that we will see a strong and sustained 

growth in equipment demand for LEDs 

for SSL over a 10+ year period and that it 

will fulfil its potential to become the single 

largest Compound end market of all. It may 

not be until sometime in the period 2011-

2013 that all of the technical and com-

mercial challenges will have been addressed 

in order to reach a truly commercially vi-

able market on a scale as large as the entire 

Compound Semiconductor market today.

答1: 我的看法是：当前市场上并

不存在MOCVD设备供不应求的问题。

我们已将生产量由2009年第一季度的

50tools扩展至第三季度的100tools. 目

前，这一数据已升至每季度150tools，

预计这一产量还将延续4到6个月。从我

们公司角度讲，这一举动并不涉及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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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投资，并且当前生产能力还能

容纳更大潜力生产量。我可以很自信的

说，如果我们看到这种程度的需求，我

们（AIXTRON）完全有能力继续扩大

我们的产量，而且坦白的讲，我很确

信，如果确实有这个需要，我们（AIX-

TRON）完全有能力在一到两个季度内

提供200tools/季度的产量。来年的某个

时间，我们将把一部分现场实验室转移

到新的研发中心，这一举措将直接空出

更多的生产场地，使更多机器实现同时

生产。

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识，过去，在

这个产业中存在很多积极的投资行为，

特别是在台湾地区，已经实现了周期性

的设备投资模式。我们注意到，这一模

式始于2006年第二，三季度，我可以将之

描述为第一波LED背光投资周期的开始。

这一背光模组投资周期是否会持

续更长时间呢？目前来看这是肯定的，

具体根据前面已述，在过去的四至五个

季度订单火爆，出货量强劲。但是我

们仍然不能据此确定两个季度之后市场

是否还会如此火爆。不过，至少从目前

这个阶段看来前景仍是非常乐观的。有

没有可能这种程度的市场强劲发展势头

保持更长一段时间呢？我们认为，这是

有可能的，因为新的实力型市场主导企

业的到来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

整体性可持续投资项目的前景。这一前

景直接导致其他几家大型的企业的被迫

性跟进，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抢占市场先

机的领先地位的话。Samsung, LG, 友达

（AUO）,奇美（Chi Mei）等企业的加

入，给市场带来了非常积极的颠覆性影

响。我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公司提供SSL产品，产业在迅速

发展，但是公平的说，这个产业还没有

达到成本与性能的引爆点以致仍不能

看到LED背光市场那种形式的爆炸性增

长。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呢？任何人恐

怕都不能准确回答，但是都有一个普遍

性的共识：它将会比目前所形成的整个

LED市场还要大。不过，一些现阶段已

应用的系统，例如用于道路照明的LED

路灯，相比背光应用而言，规模要小的

多。在大规模普通或室内照明市场真正

腾飞之前，我们相信仍然有一些关键性

的技术性挑战有待解决。

这些比较突出的难题要求行业内部

找到一条可接受的在成本，性能，寿命

这些现存挑战之间的妥协之路。随着时

间的推移，价格将下降，并且在某个时

间点，LED技术将更便宜，相比传统技术

更低。一旦这些要素实现，LED照明就

有潜力大规模的取代传统照明。我们坚

信，在未来十余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对于LED固态照明设备的强劲且持续增

长的需求态势，并且，SSL将发挥潜力最

终成为单一化的最大复合终端市场。大

概到2011-2013年这个阶段，所有的技术

和商业上的挑战都将得到较为完善的解

决，并形成一个真正足已与今天整个复

合半导体市场规模相当的商业化市场。

Q.2:  Some experts think that the 

chip price may go down in the near 

future with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on 

MOCVD. It seems to be good news for 

the whole industry and every enterprise 

must be interested in taking the first 

mover advantage at this stage. However, 

they  may have to  cons ider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talents, technology, 

production capacity, service etc. Which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your 

opinion and why?

问2: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未来大量

的MOCVD投产，芯片价格会下降，这

对产业是利好消息，但是哪个企业最终

抢占商机，涉及到很多关键要素，比如

说人才、技术、产能、服务….您认为哪

些因素比较重要？

 

A.2:  So far I would say that as a re-

sult of the many technical advances made 

by customer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par-

ticularly in lumens/watt, that the establish-

ment of commercially viable & sustainable 

Solid State Lighting has jumped forward 

by a couple of years. I also believe that 

the increased interest being shown by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that have a long 

track record of driving volume, yield and 

performance up in parallel to driving cost 

down may also become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bringing forward the onset of the light-

ing industry. I should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lready a growing industry delivering SSL 

products, but it is equally fair to say that the 

industry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cost and 

performance tipping point to see the type 

of explosive growth as we are seeing in the 

backlighting market. My personal feeling 

is that we will probably see healthy growth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nd perhaps even 

reach the tipping point within the next 2-4 

years - maybe earlier if the big semicon-

ductor companies become more serious 

about this area. Before the very large gen-

eral or interior lighting market really takes 

off, 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key technical challenges to be met. 

The outstanding obstacles require that 

the industry finds an acceptable compromise 

to the cost, performance and lifetime c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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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es that remain. Over time, this price 

will come down and, at some point, LED 

technology will become cheaper, i.e., its 

cost of ownership lower, than conventional 

technology. Once this has taken place, then 

LED lighting has the potential to take over 

traditional lighting on a much bigger scale.

答2：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过去

两年来由客户引导的许多重大技术进步

和成本降低共同促成了今天的结果，特

别是在流明/瓦（Lumens/watt）方面建

立一套商业上可行且可持续发展的固态

照明（体系），这些技术在过去两年获

得了跳跃式发展。我也相信那些致力于

不断提升量产、良率和性能，同时又推

动成本降低的半导体公司所显示出的愈

增的兴趣也将成为一个推动照明产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必须强调的是，

目前SSL市场正在快速成长，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提供SSL产品，但是公平的

说，这个产业还没有达到成本与性能的

引爆点以致仍不能看到LED背光市场那

种形式的爆炸性增长。我个人的感觉是

未来几年这个产业将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的态势，但有可能在接下来的2-4年内

达到引爆点，如果大型半导体公司更加

重视这一领域的话，（这个爆炸点）也

可能提前实现。不过正如前面所述，在

大规模普通照明或室内照明市场真正腾

飞之前，我们相信仍然有一些关键性的

技术性挑战有待解决。

这些比较突出的难题要求行业内部

找到一条可接受的在成本，性能，寿命

这些现存挑战之间的妥协之路。随着时

间的推移，价格将下降，并且在某个时

间点，LED技术将更便宜，相比传统技

术更低。一旦这些要素实现，LED照明

就有潜力大规模的取代传统照明。

Q.3:  At present, 2 inch and 4 inch 

substrates are the most popular products 

in the market. However, we have learned 

that some companies are considering 

developing 6 inch or 8 inch substrates. 

When do you think substrates of 6 and 

8 inches will be the market’s leading 

products? What percentage do these 

large size products account for in your 

company at the moment?

 

问3: 目前2英寸和4英寸衬底还是

市场主流，但是有些公司已经开始考虑

6英寸产品，甚至开始着手做8英寸衬底

的设计？您认为6-8英寸产品什么时候

大规模应用？从AIXTRON目前的出货

订货情况看，大尺寸产品占多大比例？

 

A.3: In Q3 of 2010, we reported 

that double digit numbers of our OI will 

be configured for 6” and larger substrate 

size. AIXTRON offers both Planetary and 

Showerhead MOCVD technology for the 

production of LED devices. I’d like to 

emphasize that our equipment is not limited 

by the substrate size: Both technologies are 

capable of growing epitaxial structures on 

2”, 4” as well as 6” and even up to 8” 

or 12” substrate sizes in the case of the 

showerhead system.

答3: 在2010年第三季度，我们报告

我们（AIXTRON）配置6英寸以及更大

尺寸衬底的OL产品出货量以实现双位

数的增长。目前，AIXTRON可以同时

提供用于生产LED器件的行星式（Plan-

etary） MOCVD技术及花洒式（Show-

erhead） MOCVD技术。这里，我需要

做一个特殊的强调：我们的设备应用不

受衬底尺寸的局限,两种技术既可以用于

2英寸和4英寸外延生长衬底，也可以用

于6英寸（外延生长衬底），甚至8英寸

或12英寸外延生长衬底，例如用于花洒

系统。

 

Q. 4: To enhance the LED luminous 

efficiency, the enterprise has to make 

steady progress in the technologies of 

chip design, light extraction, packaging 

m e t h o d  e t c .  O b v i o u s l y ,  t h e  L E D 

manufacturer has to take the advanced 

fabrication technology to meet the 

demand for LED luminous efficiency and 

cost-saving strategies. We can see the 

great influence of MOCVD technology 

on the LED luminance and cost savings. 

Could you please tell us more about 

the efforts being made by AIXTRON 

regarding the MOCVD technology, 

targeting in particula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nufacturer’s fund utilization rate, 

cutting the cost,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luminous efficiency?

 

问4: 要持续提升LED发光效率，必

须在芯片设计、光提取技术、封装方式

和驱动效能等技术领域不断进步。LED

制造商想要满足LED发光效率和成本

蓝图，很显然地必需采用先进的制程技

术。MOCVD技术是决定LED亮度、良

率和成本的关键性的一步，能否介绍一

下Aixtron的MOCVD技术在改善制造商

的资本效率、降低产品成本以及提高发

光效率所做的努力。

A.4: In more than 25 years of the 

company’s history, AIXTRON has al-

ways been involved in basic as well as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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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ed research. Numerous presentations 

at conferences and many scientific papers 

are the result of this work. Based on this 

knowledge our development team works 

on several areas to improve the perform-

ance of our MOCVD systems and to cut 

LED production costs. A larger number of 

high quality wafers per growth run with 

outstanding uniformity across the wafer is 

a characteristic of every generation of our 

new reactors. Less consumables, less energy 

and reduced waste are key performance 

parameters to allow a “green” produc-

tion of LED. Obviously our deep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MOCVD technology 

contributes to these targets. Our efforts to 

generate a physical and chemical model 

based on mathematical equations which 

have been solved by computer programs 

contribute to our endeavors to cut produc-

tion cost and utilize the investment better. 

As a result AIXTRON equipment produces 

the brightest LED at the lowest cost.

  

答4：自AIXTRON成立25年多

来，一直致力于基础性及应用性研究，

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性会议并发表了大量

的学术论文。基于此种共识，我们的

开发团队主要致力于若干领域用以提高

AIXTRON的MOCVD系统的性能，并

且减少LED生产成本：竭力在每个生长

周期内生产出更大数量，更高质量且一

致性好的晶圆是我们每一代新型反应器

的主要特征；低耗材，低能耗，减少

浪费是实现绿色LED生产的的主要性能

指标。显然，我们对MOCVD技术的有

深度的正确认识可以指导我们实现这些

目标。我们通过电脑程序编程数学方程

式，并用来生成物理和化学模型的努

力，帮助我们实现了节约生产成本及提

高投资利用率的目标。最终，我们实现

了“AIXTRON设备以最低成本生产出

最大亮度的LED产品”这一目标。

Q.5: We noticed that your recent 

speech gave a special emphasis to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control on 

the wafer-to wafer consistency and 

fabrication repeatability. Why do you 

attach so much importance to that? How 

do you solve this? 

问5: 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的一次

演讲中特别强调温度管理对晶圆一致性

和制程的重复性的影响，为什么如此重

视这个问题呢？温度管理有什么难点？

您是如何解决的？

 

A.5: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we 

found ou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

eter in our MOCVD technology is an eve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ver all substrates. 

Nearly 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ing 

layer in the reactor depend on tempera-

ture. Therefore we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managing this parameter. Several measuring 

techniques and control loops are introduced 

into our system to allow precise tempera-

ture monitoring. In Situ wafe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is only one technology. Re-

producibility and yield can be controlled by 

controlling the temperature.

 

答5: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及对大量

研究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AIX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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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MOCVD技术的最重要参数是对所有

晶圆的均匀温度分布。反应堆上的生长

层的几乎所有特性都取决于温度。因此

我们在控制这个参数方面投入了大量精

力，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系统引进了

几项测量技术及控制系统以保证实现精

确的温度监控。In-Situ晶圆温度测量是

一种独一无二的可重复性技术，其生产

工艺可通过控制温度予以控制。

Q.6: Could you please share with us 

your opinion on the technology tendency 

of the next-generation MOCVD?

 

问6: 能否谈谈下一代MOCVD技术

的趋势是什么？

A.6:  Next generation MOCVD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even higher productiv-

ity and lower cost compared to the tech-

nology that currently exists. Our technol-

ogy will become more mature and reliable. 

All the features and technology currently 

used in the Silicon IC industry will be uti-

lized in the LED industry. AIXTRON’s 

major activities in the CVD as well as 

ALD/AVD busines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Si IC will clearly con-

tribute to the future LED business as will 

the production experience we have gained. 

In addition to this, new technologies able 

to manufacture high performance white 

LEDs will appear on the horizon. New 

structures using Nanotechnology have the 

potential to open new ways to revolution-

ize the LED business. Nanocolumns and 

Quantum Dot structures which use much 

less precursor material and need less energy 

for their production are potential candi-

dates. In addition, these kinds of structures 

improve light out coupling and show fewer 

defects making them much more effective. 

AIXTRON is heavily involved with well 

known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kind of advanced study. We will make sure 

that our customers can use our equipment 

to commercialize these new and upcoming 

technologies. 

答6:  与当前存在的技术相比，下

一代MOCVD将以更高生产率及更低成

本为特点。我们（AIXTRON）的技术

将更成熟更可靠。当前用于硅芯片产业

的所有特征和技术都将被应用于LED产

业。显然，AIXTRON在CVD领域以及

下一代高性能硅芯片的ALD/AVD业务

领域的主要活动将有助于未来LED事业

发展，并为我们积累广泛的生产经验。

除此之外，能够生产高性能白光LED的

新技术也将初露锋芒。采用纳米技术的

新型结构也为LED产业革命开拓了一条

潜力无限的新思路。生产所需耗能少且

节省耗材的纳米柱和量子点结构成为最

具潜力的选择。另外，这些结构以其能

够有效提高光外耦合率且缺陷较少，令

人印象深刻。一直以来，AIXTRON组

织世界范围内的知名科学家在这方面做

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将确保客户通过我

们的设备能将这些最新和即将面世的技

术实现最大商业化价值。

Q.7: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ant to share with our readers (China 

Optoelectronics) and visitors (www.

optochina.net)? 

问7: 您还有什么希望和我们的读者

分享的吗？

 

A.7:  It has been a great pleasure 

talking to you. If you have more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ur recent R&D work you might like to 

visit the web pages of some of our ongoing 

R&D projects.

http://www.morganproject.eu/

http://www.nanowiring.eu/

http://www.rodsol.eu

Or see the list of projects on our 

company web site

http://www.aixtron.com/ 

答7: 非常高兴能与您交流。如果你

还有其他问题请随时联系我。如果你对

我们近期的研发工作感兴趣，欢迎访问

我们的网站（http://www.morganproject.

eu/）/(http://www.nanowiring.eu/)/

(http://www.rodsol.eu)看看我们正在进

行的研发项目。

或者在我们公司（AIXTRON）的

网站上（http://www.aixtron.com/）看

看我们的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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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Tx作为新一代光纤接入技术，在抗干扰性、带宽特

性、接入距离、维护管理等方面均具有巨大优势，其应

用得到了全球运营商的高度关注。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

对网络带宽和稳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铜线宽带受到严重挑

战，光进铜退的趋势不可避免，FTTx的大潮已经来临。用无源

光网络规模部署光纤接入网，是“光进铜退”的理想选择。无

源光网络建设可简化网络结构，大幅度提高接入带宽，提升网

络对业务的支撑能力，使光纤接入网可以满足全业务发展的

需求，成为能够承载未来所有业务的基础网络。随着3G运营及

FTTx建设高潮的兴起，通信产业的整个产业链科研、生产得

到高速发展。烽火经过多年xPON技术积累和光纤光缆产品的

发展，目前可提供全套FTTx系统设备、光缆线路、配套附件解

决方案及产品。

F T T x 系 统 由 局 端 机 房 设 备 ( O L T ) 、 用 户 终 端 设 备

(ONT)、光配线网(OSP)三个部分组成。通过现场测试和试

点、芯片级和设备级互连互通、标准制定、运营商大规模集

采等几个阶段的发展，FTTx系统中的设备部分已经逐渐趋于

成熟。OSP作为FTTx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OLT和ONU之

间的光传输物理通道，通常由光纤光缆、光连接器、光分路

器以及安装连接这些器件的配套设备组成。

为了适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客户的需求，烽火基于雄

厚的技术实力和开发队伍，推出了xPON综合接入的OSP产品

系列，产品覆盖了光分路器、光纤光缆、光缆终端盒、光纤

配线架及光缆交接箱、光缆接头盒、设备机柜、线路配附件

等7大系列，应用这些产品，可以组成完善的OSP应用解决方

案，可以全面解决xPON综合接入的分光器安装及应用、光纤

管理、ONU设备安装及应用、综合布线管理等各种问题，是

xPON综合接入的理想选择。

ODN建设就是要实现目标区域内各建筑的入户前和入户

后的网络覆盖，关键是解决好OLT局点位置的选择、分光架

烽火OSP引领光接入的潮流
□   文 / 烽火通信   朱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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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路单元、分纤盒、光纤插座、光纤现场连接器、ONU配套

一体化机柜等。

强大的研发团队，可根据客户特殊需求，提供产品快速

定制服务，包括产品功能的增减、外观、结构、尺寸等的改

变，如ODF、光缆交接箱、分光器、分纤盒、光纤插座和接

头盒、终端盒等，全面满足客户的ODN建设需求。针对具

体的ODN项目需求，完成设备选型，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

ODN产品。烽火开发的新型光纤现场连接技术和光分路器一

体化技术给光纤施工带来巨大革新，使得光缆施工像铜缆一

样方便和高效。烽火基于企业自身在光通信领域中的扎实功

力，在中国电信2009年光分路器集采项目中取得了招标综合

排名第一的骄人成绩。

面对时下愈加激烈的竞争格局，烽火本着以客户、市

场、行业需求为企业发展导向的理念，在OSP产品的研究与开

发方面不断创新与完善，志在实现企业稳步前行的同时，有

力助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构和分光器位置的选择及不同建筑和应用场景下入户光缆的

覆盖问题，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方案在经济性、实用性、灵活

性、可靠性、可管理性和可维护性等几方面的平衡。

烽火与全球的多家厂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客户提供性能优良的全系列OSP产品。根据FTTx工程需

求，从性能成本、可靠性、工程实施方便性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虑，为客户提供最优的OSP产品方案。产品覆盖从OLT到

ONT之间的每个节点，包括ODF、光缆交接箱、接头盒、光

图1：FTTx端到端的OSP解决方案

图2：典型FTTH方案分析—青海油田FTTH项目

图3：烽火OSP系列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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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

面临着能源、资源、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因此在中国

推动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十分必要，同时中国正处于世界

后金融危机时代和应对气候变暖的时代，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具有安全、节电、

长寿命、无二次污染等优点的LED产品应运而生，并向各行业

特别是照明行业大力发展，加上“十城万盏”和国家大力鼓励

新能源开发和节能产品应用政策的推波助澜，这几年来照明行

业言节能必谈LED，一股LED热席卷全国。 下面对目前LED路

灯现状谈几点看法：

一、混乱的LED路灯

1、投资项目的混乱

2009年8月31日，科技部组织的“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

应用工程正式启动，目标是，到2011年，21个试点城市面向

市政工程应用600万盏半导体照明产品。2009年10月，国家发

改委、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

展意见》提出明确目标：到2015年，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产

值年均增长率在30%左右;功能性照明达到20%左右；“十城万

盏”工程描绘的前景给国内外LED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的鼓舞，

许多做LED和原来不做LED的企业都扑向了“十城万盏”这个

香饽饽。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利好，既是

政绩工程，也是发展光电产业的好点子。随后多个城市申请

做示范城市犹如抢做文明城市，不管当地有没有LED企业或该

城市是否具备基本条件，企图或臆想以本地区的路灯新建与

改造来带动本地LED产业的发展和崛起，或者以市场来换投

资，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利益的刺激下，目前全国

共有4000余家LED生产企业争食LED市场这个蛋糕，但这些企

业并不是都能掌握LED的核心技术，许多企业鱼目混珠，加之

LED地方标准的不断涌现而国家生产标准的迟迟不出，导致

LED市场的混乱。

想给几条路路灯做LED工程就能扶持一个企业，甚至于

一个产业起来是太理想化了，LED路灯已被炒作为过度投资过

度竞争的高风险行业。

在LED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开始大力倡导，使用是

对LED路灯现状的几点看法
□   文 / 连云港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张  涛

摘要：本文主要是从投资、市场、政策、技术瓶颈、沟通等方面对LED路灯现状进行了阐述，并

针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已的理解和建议

关键词：混乱、瓶颈、节能、标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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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的有所急躁，各地区竞相上马LED生产项目，不知是否将成

为下一个产能过剩的光伏产业 。

2、政府政策的混乱

2010年9月22日，新华社报道说，截至目前，我国已在

“十城万盏” 半导体照明应用工程21个试点城市推广应用160

万盏以上各类LED灯具，年节电超过1.64亿度。每年节约电费

约9000万至1亿（路灯电费执行民用电费标准，每度电在0.5—

0.6元左右），而以每套LED路灯与常规绿色光源路灯2000-

5000元差价，160万盏共约多花费56亿元（按平均差价3500元

计算）， 需要60年左右才能收回成本，而LED路灯有60年的

寿命吗？这是节能吗？如果仅仅是为了拉动内需，这几十亿

不能用于其他用途吗？

科技部有条政策，各地政府垫资装灯，待科技部验收合

格后再予以补贴，但政府的文件迟迟未下发，因此在LED路灯

是否大规模推广应用的问题上，不同地区或城市表现出不同

的观点，一种是小规模、范围甚至于只在一两条道路上进行

试点、试用，进行评估，另一种则对LED路灯用于道路照明持

乐观态度，在城市内大规模进行新建道路安装LED路灯，并对

原采用其他光源的道路进行换装。试点城市不同的政府态度

和相关政策，更导致了其他城市的彷徨。

3、市场的混乱

由于目前LED路灯的价格过于昂贵，无法在市场中生

存，而政府因扶持产业的和节能减排的需要大力推广，因此

目前LED主要做政府订单的，而LED路灯在一定程度是全是政

府投资（民用实在是太贵了，没有政府补贴，估计大多数人

都不会用LED灯，谁见过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老板在

自已厂内安装过LED路灯的？或是普通老百姓家里用LED照

明？），因此，一些LED路灯大企业主要精力用在搞好政府关

系，四面八方找人，千方百计进入政府各种采购目录，而不

是面向市场，在性价比上下功夫，不在散热、延缓光衰、配

光上精益求精。目前，LED路灯每瓦的成本约20元左右，而政

府工程的价格一般为40元左右，如此厚待和呵护，更是阻碍

了企业的进取。而LED路灯市场的主要使用者和维护者---路

灯管理部门基本上也属于政府部门或属于其管辖，更是加深

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找市场不如找市长” 已成现在LED

路灯工程中一个普遍现象。而大部分路灯管理部门因被上级

政府部门所强制要求上LED路灯，也使其对相关LED生产商及

其产品产生了很大的抵制情绪，夸大了LED路灯的缺陷和不

足。由于基本是政府买单的国家市场，结算方式多种多样，

合同能源管理方法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善始善终地执行，大部

分地区和城市因资金不足，不及时支付工程费用…，再加上

虽然LED应用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但各同行间低价竞争却已开

始，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市场的混乱。

二、浮燥的LED路灯

1、节电率的夸大

120W的LED路灯能代替250W高压钠灯，甚至于代

替400W钠灯，节电50%，甚至80%。这是许多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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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LED路灯推广时的宣传，这也许在多年后LED光效

达到200LM/瓦以上时有可能达到，但不是现在，以今天

LED100LM/W来计算，120W也就12000LM，而高光效的

250W高压钠灯已超过30000LM，即使按有效光通量钠灯折半

计算，也有15000LM远大于LED的的光通量。而通过工程实例

来看，120W的LED路灯在主干道沥清路面的初始平均照度只

有13LX，而250W高压钠灯初始平均照度超过25LX，不在同

一照度水平上的节电没有可比性。

2、明暗视觉的忽悠

在LED进入路灯应用的热潮中，许多LED厂家为了打开

市场，打出人眼视觉特性的招牌，以“科学”的理论来论证

LED路灯要优于高压钠灯，就是用人眼的明视觉和暗视觉特性

来解释LED比钠灯要亮，他们讲对于相同的光谱分布，明视觉

与暗视觉条件下的亮充存在明显的差异，LED灯暗视觉的亮度

是明视觉的2.35倍，而钠灯暗视觉的亮度是明视觉的0.94倍。

通常光学仪器以明视觉条件下感光，而路灯是用于夜间照明

的，是属于暗视觉条件，所以用普通光学仪器测试的数据要

进行修正，LED路灯的修正系数（S/P）为2.35，而钠灯为

0.94，所以在同等照度条件下，LED路灯比高压钠灯亮2.5倍，

要达到与钠灯同等照度，LED路灯的照度仅需钠灯的40%就足

够了，这也是LED路灯节能的重要方面。

这些理论忽悠了很多人，事实上呢？明视觉是正常人

眼适应亮度高于几个坎德拉每平米时（一般取2-3，有的标

准取10），主要由人眼锥体细胞获得的视觉；暗视觉是正常

人眼适应亮度低于百分之几坎德拉每平米时（一般取低于

0.001），主要由人眼杆体细胞获得的视觉；间于中间的光刺

激的感觉即眼睛适应亮度介于明视觉和暗视觉适应亮度范围

之间时，由视网膜的锥细胞和杆细胞同时起作用的视觉为中

间视觉。S/P仅是表示光源的一个属性而已，其值仅在周围环

境的亮度值处于暗视觉亮度时才会出现，而不是所有处于中

间视觉条件下的都需要进行S/P修正，即使要修正也不会有S/

P那么大。根据我国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06规定，机动

车交通道路最小平均亮度值0.5（支路）最高平均亮度值2（快

速路、主干道或重要道路）可知，道路路面的平均亮度处于

人眼中间视觉范围，而且是处于非常靠近明视觉的一段，与

明视觉处于同一数量级，远离暗视觉，从一般规律性的观点

出发，道路照明处于靠近明视觉的一端，它所表现出的性状

必然接近于明视觉的特性而远离暗视觉的特性，由此可见，

道路照明亮度段处于中间视觉范围内，就算有点修正系数，

但数值上也是有限，即便是处于亮度最低的支路（0.5）时，

也绝不可能达到适应暗视觉亮度时的S/P的地步，CIE 的一个

TC1-58小组的工作已证实了这一点。 

3、理论的长寿命，实际的短寿命

LED光源有人称它为长寿灯，意为永不熄灭的灯。固体

冷光源，环氧树脂封装，灯体内也没有松动的部分，不存在

灯丝发光易烧、热沉积、光衰等缺点，理论上使用寿命可达

5万到10万小时，意味着每年工作4150个小时，可以有12-24

年免维护的理论保障，比传统光源寿命长5-10倍。LED的一

大优势就是其较长的寿命，可以免维护或减少维护量，这也

是厂家推销的一个重点、政府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

上，LED芯片的寿命很长，并不能表示LED光源或LED系统的

寿命很长，除散热原因外，其中很大的原因集中在其电子元

器件上，大多驱动电源因其所使用的电子元器件寿命而使其

整体寿命不到20000小时。 

一些生产企业宣称自己的产品寿命长达5万个小时、10万

个小时，但产品质量到底如何，我们无法把握，因为从LED路

灯开始推广使用，不过5、6年时间，见过5、6年还在工作的

高压钠灯，可谁见过5、6年前安装的LED路灯还在正常工作，

谁见过全寿命周期的LED路灯！

三、瓶颈的LED路灯 

1、散热和光衰问题

大功率LED光源本身的散热还有技术瓶颈；大功率LED

光源和大功率LED驱动IC本身的物理散热技术还有待进一步

改进，这方面的文章太多，不再啰嗦。关于延缓光衰的问

题，造成光衰的因素有很多，有散热问题，有内部结构问

题，也有电压等内外部环境的问题，散热问题应是LED灯光衰

的根源，不解决散热，也就没有根本解决光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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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驱动电源寿命问题

LED驱动电源不稳定是行业共识，正在拖LED照明行业

后腿，因为驱动电源是LED路灯的重要部件，其故障将导致

整灯的失效。由于户外工作的恶劣环境，其中电源部分元器

件的寿命成为驱动电源甚至整个路灯的寿命瓶颈。以电解电

容为例，电解电容只有15000小时平均寿命，远低于LED谓的

50000小时，不解决电解电容等电子元器件的寿命问题或另

起炉灶，驱动电源寿命不可能超过钠灯镇流器的国家标称寿

命，将永远成为LED路灯系统的一个短柄。

3、LED照明标准尚未制订，特别是生产标准

与其它光源（如高压钠灯、节能灯）有统一的技术标

准，灯具、光源、电器方面通用性强，不同厂家之间的产品

可以相互通用相比，LED路灯在产品规格方面缺少统一的技术

标准，每个厂家按自己的厂方标准生产自己的产品，相互间

难以通用。我们测试了数条路的LED路灯，其LED颗粒的排列

方式就有串联、并联、串并相结合及交叉连接等多种形式，

而且每款灯具所使用的LED颗粒数量和单颗功率也不同。从各

个厂商提供的灯具图册或产品说明上，也可得知，不同LED灯

具使用的LED颗粒数量有数十种之多。再加上各种规格的驱动

电源，如果要大面积使用LED灯具将给路灯管理部门的维护材

料的准备带来极大的压力并造成极大的浪费。

四、被愚弄的LED路灯

LED路灯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大干快上，电视、报纸、网

络、杂志等一切的宣传手段全面发动，仿佛只有中国人知道

LED是个好东西，只要用了LED就能节能，就能减排，就能完

成温总理所承诺的节能目标，照明界的节能希望就全在LED身

上，可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日本、西欧、美国）有多

少在使用LED灯作为城市道路或交通公路的功能性照明主光

源？没有，即使有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作试验用。他们也在室

外使用LED，但那是用于景观照明、庭院照明或装饰性照明，

我国是出口了许多LED路灯，大多数是草坪灯、庭院灯，如果

有LED道路灯也大多是出口一些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发达

国家将中国当成他们LED新技术的试验田，是他们技术投入的

成本、利润回收地，而我们只能试种，却得不到技术，最多

是把试种的一小部分成果再让一些亚非拉国家分担一点，如

是而已。

建议

1、节能要统筹、全盘的考虑

节能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最大限度的减少地球资源

的浪费、拓展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空间。在采用任何一种

新技术、新能源时，必须考虑能源使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

系，才能体现真正的节能，仅仅简单、片面地以能源的产出

或者运行费用作为节能的衡量标志，看运行的一次能耗形

式，不考虑这种能耗形式在制造以及转换过程的能耗情况；

不考虑能源使用以后，维护环境、处理废弃料等相关事宜，

不给子孙后代预留余地，就会从根本上违背了绿色节能的初

衷。

全地球能源是一个大系统。我们追求节能广义上是节约

全人类的总资源，狭义上说是在节约中国的总资源。因此在

节能的过程中，应当树立绿色、环保、周期节能的理念，实

现真正的节能减排。

对于LED路灯来讲，省电不能只限于表面现象，节能

要从整体、系统、全面的来看待，如果在其寿命周期内，在

其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其节约的能源（电费和相关

人工、机械费可折合成相关能量）要超过制造其所消耗的能

量，才是真正的节能，如果达不到只能是表面节能或从国家

意义上来讲其实是不节能。

2、标准与模块化

国家应尽快制定详细的LED技术、生产标准，统一LED

的相关技术要求，制定排列顺序、长度、串并联组合的标

准，制定最小LED单元模块标准，固定的或系列化的电压输出

值和恒流电流值，统一的或系列化的更换接口模式。同时对

驱动电源控制器的功能如过压保护、过热保护、欠压锁存保

护、短路保护等制定强制性标准，并对其功率因数、谐波含

量进行强制规定，如美国能源部“能源之星”（ENERGYS-

TAR）固态照明（SSL）规范规定LED驱动器的功率因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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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住宅应用）、大于0.9（商业应用）；欧盟的IEC61000-

3-2谐波含量标准中规定了功率大于25W的照明应用中的总谐

波失真性能，其取大限制相当于谐波失真（THD）小于35%，

功率因数大于0.94。

另外很多专家认为LED路灯，最终会选择模块化安装及

维修。 LED路灯的发展最终版本，就是发展成为模块化，光

源、电气等之间全部是按照插接进行更换。但这里要说，模

块化安装及维修不能到最终才是选择，国家要从现在开始要

立即制定LED路灯的模块化标准，以减少LED路灯发展的阻

力，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3、沟通与理解

绝大部份路灯维护部门对LED路灯不信任、排斥性较

强，主要不外三个原因：1、LED路灯技术的不成熟，2、路灯

维护部门对LED路灯技术的不了解，3、通过上级政府对路灯

建设或维护部门施压，导致的抵触情绪。第1个原因，正在逐

步攻克，第2、3个原因，各企业加强与路灯部门的联系，毕

竟LED路灯以后将由他们来维护的多，当然路灯部门也需及时

跟踪LED的最新发展，为其健康发展多提一些建议，减少对高

新技术的畏难心理，迎接新一代光源的到来。

4、对于现阶段的LED路灯，建议在政府扶持基础上，各生产
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降低成本，同时要在模块化、通
用性上下功夫，在市场方面多把目光投向景观照明、室内照
明，以其所得利润来保证技术研发，而不能只寄希望于政府

扶持，单靠政府的投入要形成一个健全的市场是很困难的；
对于LED路灯，建议在小范围内试用，毕竟道路环境与试验
室有着本质区别，另外也可减少不成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5、在LED路灯推广过程中，要根据LED技术的发展阶段，
适时地在适当领域推广应用，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一拥而
上，特别是在道路照明中，由于LED在技术上尚未成熟，
更应该以试用的方式，以试用、慎用、缓用的态度不定期推
进，这样才能促进LED路灯的良性发展。

LED路灯替换高压钠灯，是今后道路照明的必然趋势。

但不是现在，也不可能是近3、5年，而是达到客观要求的未

来的某一天。关于LED路灯来讲，在LED技术尚未完全成熟

的时候，就开始大力倡导使用，显然操之过急，政府和路灯

建设管理部门应本着摸着石头过河，慎用、试用、缓用的态

度，扶持产业，但要减少损失，利国利民利政府。而对于LED

路灯生产厂商，应从景观照明、室内照明、应急照明、商业

照明入手，利用其所得利润资金加上政府的扶持，对道路照

明用LED路灯进行攻关，解决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发展自

已，造福社会。只有认识存在的问题，解决好问题，才能使

LED产业发展更加健康，LED产品才能更适应实际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06

2、夏俊峰《人眼视觉特性不是LED爬高的杆》

3、章海骢《中间视觉在道路照明水平下的分析》

4、张涛   孙卫东《对道路照明中应用LED路灯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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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ED路灯本质是什么

L ED路灯从2005年开始在市场上出现，至今已经5年了。从

小功率芯片到大功率芯片，从高色温到低色温，从几何

配光到自由曲面配光，LED路灯展现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发展

空间。不过，时至今日，我们仍一直盯着LED路灯的节能效果，

而无暇他顾。从市场推广角度看，紧跟当前低碳生态的社会潮

流，特别强调LED路灯在节能方面的作用，在发展初期无可

厚非，客观上起了很好的宣传普及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值得商

榷。以上一代道路照明光源为例，低压钠灯的光效比高压钠灯

高，但最后占据主流的是高压钠灯，而非更节能的低压钠灯，值

得业界深思。

LED路灯本质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

为，随着芯片光效提升和封装、配光水平的提高，LED路灯的

整灯光效已经能够超过80Lm/W，节能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不

应再是最重要的考虑。LED路灯应该追求更本质的意义，回到

其道路照明产品的终极定位。对道路照明产品来说，低碳节

能固然重要，照明质量更值得应关注。只有在达到一定的照

明质量的前提下，LED路灯的节能效果才有意义。

二、照明质量的指标和看法

如何评价LED路灯的照明质量和节能效果？一是根据现

行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06，包括平均亮（照）度、亮

（照）度均匀度、亮度纵向均匀度、眩光、环境比、功率密

度等指标；二是LED路灯自身指标，包括光效、配光、色温、

显色指数、光衰、寿命、输入功率等。前者侧重整条道路的

照明效果，后者只是路灯本身的性能和质量，两者之间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部分指标可通过公式或照明软件换算。本文

根据2009年3月至今的深圳LED路灯测试数据，把道路照明设

计标准和LED路灯本身的相关指标结合在一起分析，寻找照明

质量与节能效果之间的平衡点。

（一）光效与节能

按设计标准，节能的关键是控制功率密度，即在满足亮

（照）度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路灯功率；对LED路灯本身

来说，与之关系最大的指标是整灯光效和利用系数。

表1是根据设计标准，综合考虑照度、功率密度、维护

系数等指标，并结合深圳道路实际情况所得出的经验值。从

LED路灯：

照明优先，兼顾节能
□   文 / 深圳市灯光环境管理中心   吴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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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测试数据来看，去年生产的27款LED路灯中只有1款

的整灯光效超过80 Lm/W，今年不少主流厂家都能提供超过

80 Lm/W的产品。整体而言，目前主流LED路灯的整灯光效

约70-90 Lm/W，已经能够满足所有道路等级要求。由于LED

的定向发光特性和良好控光能力，在照度均匀度相同的前提

下，LED路灯的利用系数比钠灯稍高。因此，从应用光效来

看，主流LED路灯已全面超过250W及以下功率的钠灯，指标

较高的甚至超过400W钠灯，在6车道或以下的道路上应用已

经成熟，路越窄节能效果越明显。以支路为例，通过合理设

计，总功率60W的LED路灯完全可以达到100W钠灯（总功率

约120W）的照明效果，节电率高达50%。

不过，受制于散热等原因，LED路灯的功率一般不大于

250W，因此在8车道或以上的快速路、主干道上应用比较吃

力。但是，不少企业出于示范目的，热衷于在8车道或以上

的快速路、主干道上挑战400W甚至600W钠灯，虽然节电明

显，但照明质量必然降低。北方某个“十城万盏”城市在10

车道的主干道安装LED路灯，笔者今年初曾到现场实测，平均

照度仅15Lx左右，路面昏暗，均匀度也差，“示范”不成，

反成“示丑”。

因此，LED路灯应用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道

路情况进行选择。节能与否和比例大小，除取决于LED路灯本

身光效，也与该路实际情况和所使用的钠灯光效有关。设计

得当，较低光效可以取得高节电率；设计不当，较高光效未

必有好效果。

（二）初始值还是维持值

沥青路面的主干道设计照度为30 Lx，是否安装时路面

平均照度达到30 Lx就满足设计要求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安装时路面平均照度是初始值，而非标准所指的维持值，两

者之间需按维护系数进行换算。以维护系数取0.7为例，设计

照度即维持值为30 Lx，安装时路面平均照度即初始值需达到

30/0.7=43 Lx。由此可见，维护系数对LED路灯非常重要，主

要取决于光衰。

去年，我们曾公布路灯测试的实验室2000小时和路面

1200小时光衰数据，LED路灯实验室光衰平均值为5.6%，路

面光衰平均值则高达14.1%。业界认可实验室数据，但对路面

数据质疑较多。之后，我们继续进行测试工作，目前已掌握

9款路灯（从全部路灯中挑选典型样品，其中7款LED路灯、1

款CosmoPlis、1款150W钠灯）的实验室5000小时和全部路灯

的路面4100小时光衰数据。由于路面测试无法避免环境温度

的影响，而温度对LED路灯的光效影响很大，因此路面光衰

包括不可恢复光衰和受环境温度影响的可恢复光衰两部分。

从目前所掌握的数据，路面1200小时光衰偏大主要是受温度

的影响，首次测试是3月18、19日，气温为22.4℃和23.0℃，

末次测试是7月9、10日，气温为29.4℃和30.5℃，分别提高了

7℃和7.5℃，造成LED路灯光效下降较快。如果首、末两次测

试的环境温度一致，路面1200小时光衰将会变小。路面4100小

时光衰数据也证实了这点，由于路面4100小时测试首、末两

次环境温度接近，部分LED路灯的光衰比1200小时的还要小。

不过，路面测试的影响因素很多，很难定量分析，为避免误

读，目前暂不公布路面4100小时光衰数据。

从表2可看到，7款LED路灯的实验室5000小时光衰比

CosmoPlis差些，但均好于150W钠灯。由于维护系数取0.7主要

以钠灯为参考，LED路灯光衰好于钠灯，维护系数能否取更高

的值？维护系数取高值，则LED路灯的设计功率会变小，对节

能有好处。不过，从整灯寿命来说5000小时太短了，样品数

量也不足够，调整维护系数还为时过早。而且，维护系数取

值比实际小些，LED路灯的维持亮（照）度会更高，能提高道

路照明质量，从长远来说能提高LED路灯的美誉度。

表1：CJJ45-2006不同等级道路的光效要求

道路
等级

车道
数

照度
(Lx)

按设计标
准反算的
整灯光效 
(Lm/W)

主流钠灯 主流LED
路灯

整灯光效 
(Lm/W)功率(W)

整灯光效
(Lm/W)

快速
路、主
干道

≥8

30 70

400 90

70-90

6 250 80

次干道 - 15 55 150/250 65/80

支路 - 10 45 100/150 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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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实验室光衰

路灯类型 实验室5000小时光衰

光衰最小LED 4.8%

光衰最达LED 8.4%

7款LED平均 6.3%

140W CosmoPlis 4.7%

150W钠灯 11.7%

（三）亮度还是照度

按设计标准，道路照明评价以亮度为主，照度为辅。但

由于设计和测量等原因，国内是照度一统天下，亮度少人谈

及。对LED路灯来说更是如此，大部分国内LED路灯企业从其

它领域转型而来，缺乏路灯配光经验，对道路照明评价指标

了解不深。

从测试数据看，LED路灯的照度均匀度普遍较好，比

CosmoPlis和钠灯更高，但从亮度均匀度看，LED路灯整体水

平相比CosmoPlis和钠灯还有一定差距，只有少数几款效果不

错。LED路灯照度均匀度高，原因在于配光按等照度的矩形光

斑概念设计，把光在指定区域内均匀分布。但是，这种配光

设计未考虑光的入射角度和路面的反射性能，通过路面反射

进入驾驶者眼睛的有效光并不多，亮度分布不均匀，特别是

纵向均匀度较低。从现场照明效果看，亮度纵向均匀度非常

重要，过低就会出现斑马线。由于等照度设计相对简单，各

城市一般以照度作为评价指标，再加上矩形光斑概念推波助

澜，使LED路灯配光从一开始就走错方向，追求过高的照度均

匀度，甚至以高于0.8的照度均匀度作为宣传手段。

因此，LED路灯配光必须充分考虑道路照明需求，善用

控光能力，尽快转到以亮度为主的方向，否则与国际品牌的

差距会拉大。我们曾对两个国际品牌的LED路灯进行测试和现

场评价，国内产品经常出现的叠影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在

相同的平均照度下，平均亮度比国内产品高不少，亮度纵向

均匀度的优势更加明显。虽然基于亮度概念的配光设计对整

灯光效有一定影响，但对照明质量来说是必要的代价。

（四）色温还是色坐标

设计标准对路灯色温没有限定，原因在于钠灯等光源所

能提供的选择很少，但对能提供全系列色温的LED路灯来说，

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LED路灯的优势所在。

从测试数据和现场效果看，LED路灯的色温高低固然重

要，偏色问题更值得关注，一般是高色温的光色偏蓝紫；低

色温的光色偏绿。而偏色关键在于色坐标偏离黑体辐射轨迹

比较严重，以y值偏高比较普遍。同时，光色的空间均匀性较

差，不同角度的色温变化较大，甚至在道路上形成“光色斑

马线”。与此相对应，某国际品牌LED路灯的色坐标基本与黑

体辐射轨迹吻合，空间上也无明显的偏色问题。

路灯光色决定城市夜晚的“底色”，对LED路灯的大规

模推广应用十分重要。我们对光色的评价指标除了色温外，

还要引入色坐标和色容差。以上指标跟封装技术密切相关，

而封装技术正是国内LED路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如果国

内企业不能在封装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把这块优势阵地也丢

掉，我们有可能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全面溃败。LED路灯的光效

与光色密切相关。因此，LED路灯切不能为了追求高光效而忽

略光色，偏色的产品长远来说没有竞争力。 

三、结语：照明优先，兼顾节能

目前，LED路灯技越来越成熟，应用越来越广，但阻力

也越来越大。在不少城市，因节能效果明显而推广（推动力

以领导为主），因照明质量不佳而停止（阻力主要来自市民

和管理部门）的故事正在重复上演。LED路灯只有提供更好的

道路照明效果，才能得到广大市民和管理部门的支持，变阻

力为新的推动力，促进规模应用。

照明质量和节能效果是LED路灯腾飞的两翼，缺一不

可，必须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简言之：照明优先，兼顾节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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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6年起，美国能源部就CALiPER计划，已经采购和

测试了普通照明的SSL产品。CALiPER 依靠由具有专

业资格、独立的检测实验室根据IES LM-79-08的标准，进行

了标准化的光度测试。

在过去的3年里，SSL技术和适用于市场的产品有了很大

的提高，但是不仅不同的产品和厂家在质量方面仍然存在很

大的差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厂家的宣称和他们SSL产品的实

际性能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2010年10月发布了CALiPER第11轮的检测报告，这一轮

的测试从2010年3月开始，到2010年9月结束的。抽检结果显

示，SSL产品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也发现有部分产

品的厂商宣称性能与检测的实际性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2  分析

在CALiPER第11轮的测试中，总共检测了35个样品，包

括路灯、灯管、高棚灯具、替代灯等。检测结果显示，SSL产

品表现出一个很宽范围的性能，包括光效、CCT、CRI和功

率因数。

在这一轮中，SSL产品的整体平均光效为57lm/W，范围

从26lm/W到93lm/W。色温一部分是由于挑选的选择，另一部

分依赖于产品的选择。色温的平均值，对于替代灯来说，更

接近于暖白和中性白光，而对于室外和高棚灯产品来说，超

过了5000K。CRI的平均值现在为75，替代灯的CRI平均值稍

微好点。最值得称赞的是，室外和高棚灯产品的平均功率因

数是0.99，基本上接近于1.0。

图[1]显示了从2006年CALiPER测试开始到第11轮的光效

摘要：美国商用的LED产品评估和报告（CALiPER, Commercially Available LED Product Evaluation and 

Reporting）计划第11轮LED灯抽检结果显示，目前美国市场中LED灯的平均光效和最大光效都有稳步的增长，并

且发现厂商也已经开始重视产品的颜色特性，而不仅仅是只追求高光效，但厂商宣称性能与产品实测性能不符的虚

假现象还有存在。从CALiPER第11轮的检测结果看，美国LED灯照明市场也逐步走向规范化。

关键词：LED；CALiPER；光性能；市场现状

由CALiPER第11轮检测结果
看美国LED灯市场现状
□   文 /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张鸿   彭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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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的年度进度，竖条表示性能范围，平均光效和最大

光效的稳步增长是明显的。实际上，第11轮的最小光效比2007

年的总平均光效高（第11轮的最小光效为26lm/W，而2007年

的平均光效为21lm/W）。

6个当中的5个SSL臂式安装路灯的预期光输出和光效满足

或接近满足制造商的额定值（大概在制造商宣称光效的10%

内），另外一个产品的性能高度被夸大。关于颜色参量，有

一半的产品的CCT不在ANSI定义的容限内，以及6个中的4个

产品的Duv不在允许的容限内。只有一个产品的CCT和Duv同

时在ANSI定义的容限内。相对于室内照明应用来说，室外照

明应用在颜色质量方面的变化可能会不那么敏感，但需要重

点注意的是，在产品的额定值（制造商宣称值）和CALiPER

测量的色度特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一轮的路灯测试

中，没有说明如可控性（调光能力，没有影响产品寿命的开

关循环，长期可靠性，灰尘折旧）方面的特性，这些性质也

可能是路面照明的采购决定的考虑因素。同时，有4个LED替

代灯样品的检测性能与制造商的宣称性能之间存在差异。

CALiPER计划是不可能测试市场上的每一种SSL产品的。

但是无论如何，买家可以通过学习如何比较产品及通过仔细

检验每一个潜在的SSL购买单，在很多程度上降低风险。在思

考一种SSL产品用于任何照明用途之前，有必要：1）确保你

了解你的照明应用需求（多少光，哪里需要光，需要的颜色

特性如何）；2）确定你有大量的比较点（耗电多少，会产生

多少光输出，目前或者其他更多应用于那种用途的传统光源

的相关色温是多少）；3）获得通过考虑和比较你的需求和参

考点的SSL产品的测试报告。如果厂家没有出示由具有专业资

格的实验室提供的该SSL产品的LM-79测试的性能结果，那就

不应该购买该产品直到他们提供这些标准化的性能指标。

如果没有用LM-79结果确定一种指定应用的SSL产品是合

适的，那么产品不能满足厂商的性能宣称和令客户不满意的

可能性会很高。仅仅是LM-79的测试是不能够完全描述产品

的性质，应同时认真考虑质量，可靠性，可控性，物理性，

保障性，以及很多其它方面。然而，理解和需要LM-79数据

是对采用SSL技术的重要环节。

3  结论

从CALiPER计划第11轮的市场抽检结果看，LED灯的光

效有了稳步的增长，同时制造商也已经开始重视产品的颜色

等各项性能的提高，但还是存在一些厂商宣称性能与产品实

测性能不符的虚假信息。总的来说，LED照明技术在逐步提

升，美国LED灯照明市场也逐渐走向规范化。

参考文献：

[1] DOE CALiPER. DOE solid-state lighting CALiPER program summary 

of results: round 11 of product testing [R]. CALiPER SUMMARY 

REPORT, Oct. 2010.

图1. 市场抽检的SSL灯具和替代灯
的平均测量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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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三网融合在接入网层面的3种主要技术CMTS、EOC、FTTH(PON)进行介绍，通过对该3

种技术各自优缺点分析，特别是对承载有线电视业务和互联网数据业务的能力分析，提出了发展FTTH是三网

融合的必然趋势。

关键字： 三网融合 接入网 FTTH CMTS EOC

三网融合背景下的
接入网发展分析
□   文 /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   马培勇

一、三网融合的背景及内涵

1. 三网融合的相关背景

2 010年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

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并审议通过了推进三网

融合的总体方案。三网融合工作将分两个阶段进行：2010年至

2012年为试点阶段，以推进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阶段性进入为

重点，制定三网融合试点方案，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

2013年至2015年为推广阶段，要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推进

三网融合。

2. 三网融合的内涵

VOIP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以电信运营商为经营主体

的电信网和互联网实质上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融合，目前的三

网融合实质上是要实现电信运营商的电信网和互联网与广电

的广播电视网之间的融合。在企业营运层面，三网融合就是

让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均可营运电视、通信及互联网

业务；在业务应用层面，就是通过使用统一的IP协议实现话

音、数据、视频类业务的互相渗透和交叉，提供综合多媒体

的通信服务；而在网络层面，则是逐步形成统一的业务层、

控制层、承载层和接入层网络，充分发挥融合网络的资源效

率，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充分发挥网络资源能力和效率，降低基础设施重复投资

是实现三网融合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业务应用和控制层，将

主要由各种应用系统的虚拟化的服务器组成，它们是由云计

算机技术来实现的各种大型化的服务应用系统中心。以光纤

+波分+高速路由器为主体构成三网的承载层，实现业务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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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传送。目前的电信网和卫星也用于电视传输，广电的干线

传输网有一部分也租给了电信公司传输电信业务，实际上已

经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融合。网络建设最大的投入是在接入

网，而电信运营商的宽带接入网和广电的同轴电缆网均接入

千家万户。因此，实现接入网的融合则是三网融合降低网络

建设投资的关键。

二、广电同轴电缆接入网的发展

1. 广电HFC数字化双向改造

广电HFC（混合光纤同轴网）网络架构逻辑示意图如下：

2. CMTS（Cable Modem Termination System）技术

CMTS是HFC网络数字化双向改造的主要技术方式之

一，其网络逻辑示意图如下：

各路电视信号在本地接收后，在总前端进行汇总（总前

端类似电信的枢纽局），然后通过光缆网传送到各个分前端

（分前端类电信的端局），再由分前端通过光缆网传送到各

个光节点（光节点类似电信的接入点），光节点进行光电转

换，以同轴电缆网传送到各家庭。电视信号的传送全部采用

广播方式，从逻辑结构上看，全部采用星型或树型结构；从

物理结构上看，总前端到分前端一般采用环型组网，以提高

物理路由可靠性，分前端到光节点既有环型，也有星型和树

型，而光节点到用户终端的同轴网全部采用星型或树型网。

HFC最初为单向的模拟传输网，目前各地均在进行HFC

网络的数字化和双向改造。其中数字化改造的通过线路整

治、更换数字化网络设备、增加用户端电视机顶盒等方式，

将模拟电视改造为素质有线电视；而网络双向改造就是在

数字化基础上实现数据信号的上行，以提供互联网宽带上

网、VOD点播、VOIP等业务，其主要技术有两种：CMTS和

EOC。

CMTS的本质是在HFC网络的分前端位置增加CMTS头

端设备，将IP数字信号插入HFC网络中，与电视信号共同传

送；在用户端增加CMTS终端设备，将IP信号与电视信号分

离，接入家庭电脑和电话，实现数据业务和话语业务的接

入。

CMTS需将原电视频道占用的频率重新进行规划分配，

以同时传送电视信号和数据信号，数据带宽分配相对比较灵

活。但是，CMTS头端设备位置相对较高（位于分前端），对

HFC网络质量要求较高，需对现HFC网络进行较大力度的改

造，网络运维成本也较高。同时，由于HFC在分前端以下基

本以星型和树型为主，数据带宽是共享方式，CMTS头端设备

位置较高，所带用户数多，则平均每个用户的可用数据带宽

较小，难以满足高带宽业务需求。因此，CMTS技术虽然发展

较早，但在国内应用很少。而且，由于涉及电视频率重新分

配，电信运营商几乎不可能进入。

3. EOC（Ethernet over COAX）技术

EOC是目前国内较常用的HFC数字化双向改造技术，其

网络逻辑示意图如下：

EOC的头端设备部署在光节点之下，一般位于小区内或

楼道内，所带用户相对于CMTS较少，其上联数据业务一般采

用EPON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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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技术无专用标准，目前几种主流EOC技术均借用

其他相关标准，如Homeplag AV、HomePNA(ITU G.9954)、

MoCA/C-LINK(MoCA 1.0)等，这些标准均为家庭组网标

准，标准规范比较简单，不能达到电信级的可管可控，各设

备厂家的设备都在这些标准上进行了个性化的修订，造成不

同厂家间设备性能差异较大、且不可互联互通。

4. HFC双向网络频率分配

同轴电缆可用频率段为0~1500MHz，其中85~860MHz为

广电的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其他业务不可占用。频率分布

如下图所示：

行光进铜退改造，有线接入网逐步由以铜缆为主向光纤接入

转型。进入2010年，中国电信进一步加大了FTTH的建设力

度，预计全年FTTH建设规模将达到100万线规模。

以PON技术实现的FTTH在能够高效接入数据和话语业

务的同时，为有线电视提供原大于同轴电缆的专用带宽，其

组网示意图如下：

可 用 于 传 送 数 据 信 号 的 频 率 段 为 5 ~ 6 5 M H z 、

860~1500MHz。由于高频段线路衰耗大，目前厂家设备以使

用低频段为主。同时为避免交流电等低频干扰，实际使用频

率一般在7~30MHz之间。

在同轴电缆上传送数据信号的调制方式主要有正交频分

复用OFDM、正交调幅QAM等，其频谱利用率一般在3~5bps/

Hz左右。如对7~30MHz频率段进行调整，一般可达80Mb/s的

数据业务接入带宽。

三、电信运营商有线宽带接入网的发展

光纤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传输媒介，光纤接入技术与其

他接入技术（如铜双绞线、同轴电缆、五类线、无线等）相

比，最大优势在于可用带宽大，它能提供的有用带宽高达

75000Gb/s，光纤接入网还有传输质量好、传输距离长、抗

干扰能力强、网络可靠性高、节约管道资源等特点，这正是

FTTH的发展动力所在。

在中国电信的牵头下，各电信运营商均在轰轰烈烈地进

PON系统使用1310nm和1490nm波长分别进行上下行数

据传送，广播电视可直接利用1550nm波长耦合进PON系统，

可提供10Gb/s以上的电视传送带宽，不但电视业务带宽能力

远高于同轴网，完全不对电视业务和频道产生任何影响，而

且不占用PON口数据业务带宽，不影响PON网络数据和话音

业务。目前10G EPON技术已经成熟并商用，如采用1：128分

光，每128用户可共享10G带宽，数据带宽能力也远高于同轴

电缆网。

结论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FTTH技术在带宽能力上具有远

高于同轴电缆网的优势，并且标准完善、技术成熟、产业生

态链完备，在组网能力和网络管控能力上更是同轴网望尘莫

及的。因此，在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FTTH的接入

网模式将是大势所趋，三网合一的趋势必然会促进FTTH的发

展，反过来FTTH的发展必然会促进三网合一的尽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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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球面光学透镜热压模具
成型与制造技术

□   文 /  湖南大学国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微纳制造研究所
               尹韶辉   余建武   陈逢军   王宇

【摘要】：随着光电通讯、光学、航空航天等产业迅速发展，超精密非球面玻璃透镜因具有极高的成像质量和

成像分辨率而被广泛应用于中高档镜头中，小口径非球面光学玻璃透镜的需求量也急剧增长。本文主要介绍了目

前非球面光学透镜热压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中一些关键性的新技术。其中主要包括非球面透镜热压成型仿真技

术、斜轴镜面磨削技术、斜轴磁性复合流体研磨技术。

【关键词】：非球面透镜，热压成型，斜轴镜面磨削技术，斜轴磁性复合流体研磨技术

1、引 言

近
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光电通讯产业的迅速发展，微

小球面、非球面光学透镜（口径一般在几毫米到几十微

米）在数码相机、照相手机、显微镜、ＣＣＤ摄像镜头、医用器

械等产品中的需求量不断增大。目前，这类微小光学透镜的大

批量生产，主要有玻璃热压成型和塑料注射成型两种方法[1]。

要实现微透镜的超精密微细成型，首先必须制造出微细超精密

模具[2]。这类模具一般要求达到PV300nm-100nm的高形状精

度、纳米级的表面粗糙度和极小的亚表面损伤。为了实现上述

的要求，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非球面光学透镜热压模具设计与

制造技术中一些关键性的新技术。其中主要包括非球面透镜

热压成型仿真技术、斜轴镜面磨削技术、斜轴磁性复合流体研

磨技术。

2、非球面透镜热压成型仿真技术

采用模压成型的方法大批量生产微小非球面玻璃透镜是

一种发展前景广阔的制造方法[3]。这种加工方法与传统的加工

方法相比，能大幅度的降低生产成本，有很好的环境兼容性，

特别适合大批量生产。采用玻璃模压成型能生产出与传统的去

除材料的透镜加工方法相比形状精度、表面光洁度和光学性能

相当的透镜。但是，目前来说，将这项技术方法应用于大规模

玻璃透镜模压生产中去，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困难的。我们

还没有完全掌握玻璃—模具之间的热传导规律和高温时玻璃的

热力学性能。近年来，伴随着数值仿真能力和计算技术进步，

可以用FEM模拟和检查玻璃透镜模压过程中那些在实际试验

中很难或者不可能测量的加工参数[4,5]。采用MSC.Marc有限元

分析软件，对微小非球面玻璃透镜的模压过程进行了模拟分

析，得出了最优的加工参数，热应力和模压之后的应力、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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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情况，对提高模具的寿命提出了解决方法。

典型的非球面光学玻璃透镜的模型成型过程可以分为[6]：

加热、压缩、退火、冷却四个过程（如图1）。首先，玻璃

毛坯和模具一起通过红外线加热装置加热到玻璃的模压温度

（玻璃的模压温度一般取在At点附近），紧接着模具合模，

玻璃毛坯被压缩并复制了模具的形状，然后保存压力一定的

时间以较慢的冷却速率进行退火，最后，成型的玻璃透镜被

迅速的冷却到环境温度并脱模，完成模压。

图1 模压成型过程：(a)加热，(b)压缩，(c)退火，(d)冷却并脱模

3、粘弹性理论与广义麦克斯韦模型

研究表明广义麦克斯韦模型（图2）最能解释玻璃在模压

温度下压缩阶段所发生的变形规律[7]。图2中E代表弹性模量，

η代表阻尼器的粘性参数。

图2 广义麦克斯韦模型

该模型中应力的变化可以用公式（1）表示[8]:

( )
0

( )
t dt G t d

d
εσ τ τ
τ

= −∫        （1）                                  

式中G(t-τ)为应力松弛函数，不为定值。可以用Prony 

Series 公式（2）表示[8]： 

( ) 0
1

r

tn
t

i
i

G t G eω
=

= ∑             （2）                                   

式中ωi为相对模量，tr为缩减时间，用来描述时间对温

度变化的影响。

4、非球面玻璃透镜模压仿真

使用MSC.Marc对非球面透镜模压成型过程进行模压参

数对成型镜片内残余应力的影响的仿真，建立二维轴对称模

型：上模为非球面，下模为球面；设置下模向上运动，合模

时停止运动。特征参数参考L-BAL42玻璃，忽略压缩过程的

热传导。实际生产中，温度是影响成品质量的重要参数，设

置了三次仿真，旨在分析不同温度下镜片内部残余应力分布

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1：仿真参数

序号 初始温度 合模速度

(a) 560°C 0.02mm/sec

(b) 570°C 0.02mm/sec

(c) 580°C 0.02mm/sec

L-BAL42玻璃的弹性模量E随温度升高而减小，但是精确

的变化关系尚不明了，因此在560°C和580°C的仿真中以经验

值代替[6]。成型后，三种情况下的残余应力分布如图3所示。

(a)560°C; 0.02 mm/sec  
 

(b)570°C; 0.02 mm/sec

 

(c)580°C; 0.02 mm/sec
图3  不同温度下非球面透镜内残余应力分布

在图3中，残余应力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透镜外边缘

的内侧，因为在成型过程中，该区域承受了较大的剪切力。

此外，透镜中心区域上下表面的残余应力并不相同，总体上

球面要高于非球表面。随温度的升高，最大残余应力呈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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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趋势。可以解释为：温度越高玻璃粘度越低，越容易

成型，因此在软化较充分的条件下产生了较小的最大残余应

力。模压速度也会对成型后镜片内部残余应力产生重要影

响。随模压速度的增大，最大残余应力呈现增加的趋势。 

使用有限元方法模拟高温下非球面玻璃透镜模压成型，

直观地分析出了玻璃高温下的变形过程，得到了镜片内部残

余应力场的分布规律，为实际生产中模参数的选择提供了一

定依据。

5、斜轴镜面磨削技术

斜轴平行磨削法

传统光学透镜模具的磨削方法多采用V形砂轮粗磨成形，

然后选择颗粒比较细的砂轮进行精密磨削。采用传统磨削加

工方法工序较多而加工效率低下，砂轮损耗量较大，且加工

过程中产生的表面、亚表面损伤及面形误差会对后续抛光加

工工序造成不利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庄司克雄[8]、Saeki 

等[9,10] 开发了平行磨削技术。

采用平行磨削法加工光学透镜模具时，一般采用微小球

头砂轮或直角砂轮作为磨削工具，本文采用的是微小直角砂

轮,其磨削原理如图1所示。砂轮被水平(X-Z 平面)斜置，且砂

轮轴线与工件轴线同时位于X-Z平面内并呈一定的角度,控制

砂轮沿加工路径移动,同时使砂轮按角速度绕砂轮轴线高速旋

转且工件绕其轴线以角速度旋转，理论上即可加工出任意面

形的球面或非球面光学透镜模具[10]。在使用直角砂轮时应设置

合适的角度，避免砂轮与工件间发生干涉。采用平行磨削法

减小了砂轮的磨损，延长了砂轮使用寿命，同时减小了被加

工工件的表面粗糙度, 而且由于减小了砂轮在半径方向上的磨

损，因此提高了被加工工件的面形精度。

图4 斜轴平行磨削法

形状误差补偿技术

采用平行磨削法时, 为保证残余形状误差的快速收敛,提

高加工精度，必要的形状误差补偿技术必不可少[11]，本文采用

的补偿策略如图5 所示。首先,通过恰当的NC 程序和参数生成

初始磨削刀具轨迹，并对工件进行磨削加工,生成初始曲面轮

廓。接着对工件曲面轮廓进行在线形状测量,对比初始磨削刀

具轨迹，计算出生成的形状误差。然后在过滤掉测量系统随

机误差之后，根据形状误差拟合出误差补偿曲线，生成补偿

刀具轨迹，再次对工件进行磨削。如此循环，直到形状精度

达到要求为止。

图5 误差补偿策略

误差补偿磨削

利用上述策略对直径10mm 的碳化钨模具进行了超精密

微细磨削加工。微小直角砂轮进行在机整形和修锐之后, 采用

图5 所示形状误差补偿策略进行形状误差补偿。采用NC 程序

生成初始磨削刀具轨迹, 在第一次磨削循环完成后,采用在机测

量装置测量磨削后的模具形状误差，PV 0.246μm。根据测量

的形状误差数据生成第二个磨削刀具轨迹以进行误差补偿，

PV 0.113μm。增加补偿循环的次数可进一步减小形状误差。

（a）补偿前PV 0.246μm

（b）补偿后PV 0.113μm
图6球面误差补偿磨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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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碳化钨模具表面粗糙度

采用超精密平行磨削法磨削透镜模具，可减小砂轮磨

损，延长砂轮使用寿命，减小透镜模具表面粗糙度和提高面

形精度。采用形状误差补偿技术可对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形状

误差进行修正和补偿，提高加工精度。结合平行磨削法和

形状误差补偿技术, 对直径10mm 的碳化钨模具进行了超精

密微细磨削加工试验, 获得的表面粗糙度Ra =5198nm、Rz 

=34195nm , 形状精度峰谷值为113nm、均方根值为23nm。

6、斜轴磁性复合流体研磨技术

超精密加工主流仍然是超精密镜面磨削和金刚石超精密

车削, 但在加工后仍会留下亚表面损伤, 因此, 高精度的光整

加工对于许多要求超光滑的光学电子元器件是非常必须的。

在传统的研磨抛光中，常用研磨抛光头与工件的相对运动和

研磨抛光液的化学作用形成高精度的表面。不同形状，不同

尺寸的工件需要专门的研磨抛光工具，不能提供一个适应性

强，高效率的光整加工方法，特别是对于非球面等其他复杂

形状的工件更加难以适应。磁流变加工是利用磁流液在不均

匀磁场中的流变效应实现光整加工的一种工艺方法[12]。

斜轴磁性复合流体研磨原理

原理如图8所示，磁性复合流体对工件精加工时，被加

工件位于运动轮上方，并与运动轮成一很小的固定不变的距

离，于是被加工的工件与运动轮之间形成了一个加工间隙。

磁极置于工件和运动轮的下方，与工件正好相对。通电后在

工件和运动轮所形成的小间隙附近形成一梯度磁场。在工作

区内，磁力线穿过运动轮与工件之间的小间隙，与运动轮槽

的运动方向近似垂直。当运动轮内的磁性复合流体随运动轮

一起运动到小间隙附近时，高梯度磁场使之受力并压向运动

轮，随着磁场的变化而凝聚、变硬，并逐步固化，成为粘塑

性的Bingham介质，形成一带状凸起缎带[13]。粘弹性的磁性复

合流体剪切流就在此间隙形成，它对工件表面与之接触的区

域产生剪切力，从而去除工件的表面材料。这种凸起缎带的

形状和硬度可以通过控制磁场来控制，又能确保任意一定的

磁感应强度下加工区的稳定性。

磁性复合流体循环系统

为了实现磁性复合流体循环系统，设计一套磁性复合

流体循环系统，包括磁性复合流体的喷射、回收、搅拌、循

环、自适应调节等。该技术解决了流体的喷射与回收，流体

的搅拌循环，流体的自适应调节，流体与磨头相互作用的优

化，流体粘度的自动调整，磁性复合流体流量的控制等。图9

是该循环装置用于磁性复合流体研磨的实物连接图。流体容

器中的磁性复合流体通过传送泵经过过滤器进行过滤净化，

通过粘度控制器，调整到合适的粘度，通过电磁流量计确定

磁性复合流体的流量，最后经喷嘴喷到研磨头上，进行对工

件的加工，参与加工后的磁性复合流体流入回收槽，然后通

过磁性复合流体回收泵吸回磁性复合流体容器中，同时在该

容器中混合均匀以便重新循环利用。

图9 磁性复合流体循环系统原理图

图8   斜轴磁性复合流体研磨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