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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0年 第157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入工程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技术标准》为国家标准，

编号为GB 51435一2020，自2021年3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
1.0.3、1.0.4、1.0.5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 .moh盯d.gov.cn)

公开，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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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的建设，实现资源共

享，避免重复建设，满足用户对通信业务的需求，保障用户的合法

权益，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光纤到用户单元方式实现光纤宽带接

人的公共建筑新建及改建、扩建工程。

1.0.3 当公共建筑内设置用户单元时，光纤宽带接入工程应采用

光纤到用户单元的方式建设。

1.0.4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入工程应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

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

1.0.5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入工程的地下通信管道、配线管网、

进线间、电信间、设备间等通信设施，应与建筑工程同步设计、同步

施工、同时验收。

1.0.6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应采用符合国家要求的定型

产品。不合格的设备及主要材料，不得在工程中使用。

1.0.7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应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

政策，并应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整体美观、维护管

理方便。

1.0.8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

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缩略语

2.1 术 语

2.1.1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通信设施 optical fiber broad-

band access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for public buildings
    公共建筑规划用地红线内的地下通信管道、建筑物内管槽及

通信光缆、配线设备、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等设施及进线间、设备

间、电信间等设备安装空间。

2.1.2 地下通信管道 underground。ommunication duct

    敷设通信线缆的一种地下通道。由管道、人(手)孔、室外引上

管等组成。

2.1.3 配线设备 wiring facilities

    连接通信线缆的配线机柜(架)、配线箱的统称。

2.1.4 配线管网 wiring pipeline networks

    由公共建筑外线引人管、建筑物内的竖井、导管、槽盒等组成

的管网。

2.1.5 用户接人点 access point for subscriber

    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电信业务共同接人的部位，是供用户

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部位。

2.1.6 用户单元 subscriber unit

    公共建筑内占有一定空间、使用者或使用业务会发生变化的、

需要直接与公用电信网互联互通的用户区域。

2.1.7 配线光缆 wiring optical fiber cable

    用户接人点至公用通信配线设备或与公用通信管道互通的人

(手)孔之间连接的光缆。

2.1.8 用户光缆 subscriber optical fiber。able
      2



    用户接人点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之间连接的光缆。

2.1.9 户内线缆 indoor。able

    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至用户单元区域内信息插座之间连接的

线缆。

2.1.10 进线间 cable room

    建筑物外部信息通信网络管线引人及人口设施的安装场地。

2.1.11 设备间 equipment room

    建筑物内具备线缆引人、安装通信配线设备条件的专用房间。

2.1.12 光缆分纤箱 optical fibre。able distribution box

    用于用户光缆中大芯数光缆分纤并与人户光缆进行接续的

箱体。

2.1.13 信息配线箱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box

    安装于用户单元区域内，完成信息互通与通信业务接人的配

线箱体。

2.1.14 尾纤 tail fiber

    一根一端带有光纤插头的光缆组件。

2.1.15 光跳纤 optical fiber jumper

    一根两端均带有光纤插头的光缆组件。

2.1.16 光纤适配器 optical fiber adaptor

    使光纤插头与插头之间实现光学连接的器件。

2.1.17 光纤连接器 optical fiber connector

    与光纤插头匹配的适配器。

2.2 缩  略 语

ONU(Optical Network Unit) 光网络单元

SC(Square Connector) 方形连接器

FC(Ferrule Connector) 金属套圈连接器



3 基 本 规 定

3.1 用户接入点设置

3.1.1 用户接人点应设置在设备间或共用型光缆交接箱。

3.1.2 用户光缆和配线光缆应在用户接人点进行交叉连接。

3.1.3 配线管理应仅在用户接人点处进行。

3.1.4 用户接人点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一个建筑群有多栋建筑时，每栋建筑应至少设置一个用

户接人点。

    2 当一栋建筑物仅设置一个设备间时，用户接人点应设于本

建筑物设备间内，应为电信业务经营者预留独立的设备安装空间

(图3.1.4一1)。

设备间
配线设备 楼层1 用户单元1~y

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

  室外配线光缆 丫
用户光缆

t价 1月，少一f不lr当 生业‘粼片
11召 ，咨口了，11一j自笼从5

_}
信息配线箱

元

月
J
7

单

沐
用户接人

信息配线箱

单元1~y

火l
信息配线箱

            图3.1.4一1 用户接人点设置于建筑物内设备间

    3 当一栋建筑物设置多个设备间时，用户接人点应按用户单

元分布情况设于建筑物的区域设备间内，应为电信业务经营者预

留独立的设备安装空间(图3.1.4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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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设备间1

用户单元1~y
尼/4芯用户光缆

又{
信息配线箱

    ‘”‘丁一”一匕绎型鲤鳄努1，
              区域设备间: 光缆分纤箱                  信息配线箱

              配线设备一、._，二楼层1 _._.____、.」_用户单元1~y

经馨滥髯匀丫碧臀坐匆州书竺竺兰燮州Xl
        } }光缆尹箱 信息黔箱
                用户接人点2 ! _卜 _二盆__

          匕翼翌鲤丝端‘‘，

              配线设备 .‘. 楼层1

经碧翟髯匀釜渭黑矫藉
        用户接人点‘} 楼蔚

光缆分纤箱 信息配线箱

            图3.1.4一2 用户接人点设置于建筑物区域设备间

    4 当一栋建筑物内用户单元数量不大于表3.1.4中规定数

量时，可在设备间或建筑物内公共区域安装共用型光缆交接箱，用

户接人点可设置在共用型光缆交接箱内(图3.1.4一3)。

      表3.1.4 用户接入点设置在共用型光缆交接箱的用户单元数

配置 用户单元数(个)

高配置 6

中配置 12

低配置 24

建筑物进线间/设备间

      配线设备
(共用型光缆交接箱 ) 楼层1

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
  室外配线光缆 丫

用户光缆月
。，，，。。、*用户单元1，
竺缨 竺竺一{XI

信息配线箱

用户接人点
用户单元1州

用户光缆n芯光巍分鲜箱 又{
信息配线箱

图3.1.4一3 用户接人点设置于共用型光缆交接箱



3.2 工 程 界 面

3.2.1 电信业务经营者和公共建筑建设方应各自承担相关的工

程量，工程分工界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建筑规划红线范围内地下通信管道及建筑物内的配

线管网应由公共建筑建设方负责建设。

    2 公共建筑群及建筑物内光纤宽带接入通信设施的安装空

间应由公共建筑建设方负责提供。

    3 配线光缆及相应配线设施应由电信业务经营者负责建设，

用户光缆及相应配线设施应由公共建筑建设方负责建设。

    4 用户接人点处的配线设施建设分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用户接人点处采用共用型光缆交接箱时，箱体应由公

        共建筑建设方提供并安装，箱体内连接配线光缆的配线

        模块应由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并安装，连接用户光缆的

        配线模块应由公共建筑建设方提供并安装;

      2)当电信业务经营者和公共建筑建设方分别设置机柜(架)

        时，应各自负责机柜(架)及机柜(架)内光纤配线模块的

        提供并安装;

      3)连接配缆光缆的配线模块与用户光缆的配线模块的光跳

        线应由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并安装。

    5 光分路器应由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

    6 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应由公共建筑建设方负责建设。

    7 用户单元区域内的配线设施、信息插座、户内线缆应由公

共建筑建设方或用户负责建设。

3.3 配 置 原 则

3.3.1 公共建筑规划红线范围内敷设配线光缆所需的室外通信

管道管孔与建筑物内配线管网的容量、用户接人点的配线设备安

装空间、进线间及设备间的面积均应满足不少于3家电信业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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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光纤宽带接人的需要。

3.3.2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所需的地下通信管道与建筑

物内配线管网的总容量与类型应根据光缆敷设方式及终期容量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型式应根据敷设的光缆种类及数量

选用。

    2 每一条光缆应单独占用多孔管中的一个管孔或单孔管内

的一个子管。

    3 地下通信管道应预留一个到两个备用管孔。

    4 配线管网导管与槽盒尺寸应满足敷设的配线光缆与用户

光缆规格、数量及管槽利用率的要求。

3.3.3 用户光缆的类型与光纤芯数应根据光缆敷设的位置、方式

及所辖用户单元数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户单元配置等级应根据用户单元用户对通信业务的需

求确定，光缆分纤箱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的光缆光纤芯数配置

应符合表3.3.3的规定。

                      表3.3.3 光纤与光缆配置

配置 光缆(条) 光纤(芯/条) 备 注

高配置 2 2 考虑光缆和纤芯备份

中配置 2 l 考虑光缆的备份

低配置 l l

    2 用尸接人点至楼层光缆分纤箱之间应采用多芯光缆 ，光纤

容量应满足用户光缆总容量需要，并应根据光缆的规格预留不少

于10%的余量。

3.3.4 用户接人点交换局侧光纤配线模块类型与容量应按配线

光缆的类型及光纤芯数配置。

3.3.5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光纤配线模块类型与容量应按用户光

缆的类型及光纤芯数配置。



3。3.6

      1

      2

      3

3.3。7

      l

      2

设备间。

3。3.8

进线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公共建筑应至少设置一个进线间。

进线间宜设置在建筑物外部通信网络管线的人口部位。

进线间可单独设置，也可与设备间合设。

设备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每一栋公共建筑应至少设置一个设备间。

当一栋公共建筑内具有不同业态时，每种业态可单独设置

电信间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

计规范》GB 50311的有关规定，并应满足光纤宽带接人设施安装

空间要求。

3.3.9 每一个用户单元应设置一个信息配线箱。



4 通信设施选择

4.1 光缆及连接器选择

4.1.1 光缆采用的光纤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户接人点至光缆分纤箱之间的用户光缆应采用G.652D

光纤。

    2 光缆分纤箱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之间的用户光缆应采

用模场直径与G.652D单模光纤匹配的G.657单模光纤。

4.1.2 光缆类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园区内通信管道内宜采用具有防潮层及聚乙烯外护

层的光缆;建筑物外引人进线室宜采用具有阻水层及聚乙烯外护

层的全介质结构光缆。

    2 建筑物内用户接人点至光缆分纤箱的垂直布线系统宜采

用具有紧套光纤及阻燃外护层的干式光缆;水平布线系统宜采用

具有非阻燃外护层的干式光缆。

    3 与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连接的光缆宜采用接人网用通信

引人光缆。光缆选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通信用引人光缆 第

1部分:蝶形光缆》YD/T1997.1及《通信用引人光缆 第2部分:

圆形光缆》YD/T 1997.2的有关规定。

4.1.3 光缆燃烧性能等级的选择应根据建设工程防火安全的实

际需要确定。

4.1.4 光纤连接器宜采用SC或FC类型。

4.2 配线设备选择

4.2.1 共用型光缆交接箱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箱体孔洞应满足进出光缆管孔的需求。



    2 箱体内宜配置熔接配线一体化模块，适配器或连接器宜采

用SC或FC类型。

    3 应有光分路器的安装位置。

    4 有光缆终接、保护及光跳纤的位置。

    5 箱门板内侧应有存放资料记录卡片的装置。

    6 应设置固定光缆的保护装置和接地装置。

    7 箱体应良好通风，光缆进出人口处应采取密封防潮措施。

    8 箱体应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耐老化、抗冲击损坏性能及防

破坏功能，门锁应为防盗结构。

4.2.2 ”英寸机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光跳纤管理。

    2 可安装各类光纤模块。

    3 应配置光缆水平与垂直理线器。

    4 应具备接地端子板。

4.2.3 光缆分纤箱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应满足下列要求:

      1)箱体应有光纤盘留空间及空余纤芯放置空间;

      2)紧固件联结应牢固可靠;

      3)箱门开启角度不应小于120“;

      4)密封条戮结应平整牢固，门锁启闭应灵活可靠。

    2 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有可靠的光缆固定与保护装置;

      2)光纤熔纤盘内接续部分应有保护装置;

      3)光纤熔纤盘的基本容量宜为12芯;

      4)应具有接地装置;

      5)容量应根据成端光缆的芯数配置，不宜超过36芯。

    3 应具有抗腐蚀、耐老化性能及防破坏功能，门锁应为防盗

结构。

    4 标识记录应满足下列要求:

      10



      1)箱门内侧应具有完善的标识和记录装置;

      2)记录装置应易于识别、修改和更换。

4.2.4 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应根据安装方式、线缆数量、模块容

量和应用功能成套配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应满足下列要求:

      1)所有紧固件联结应牢固可靠;

      2)箱门开启角度不应小于110。;

      3)箱体门锁的启闭应灵活可靠;

      4)箱体内应有线缆的盘留空间;

      5)箱体内应有不小于lm光缆的盘置空间;

      6)箱体宜为ONU、路由器等提供安装空间;

      7)当箱体内安装ONU时，箱体门开孔率不宜低于40%。

    2 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有可靠的线缆固定与保护装置;

      2)应具备通过跳接实现调度管理的功能;

      3)应具有接地装置;

      4)应具备固定装置;

      5)应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耐老化性能;

      6)当箱体内需安装家用无线通信设备时，箱体门应采用非

        金属材质。

    3 标识记录应满足下列要求:

      1)箱门内侧应具有完善的标识和记录装置;

      2)记录装置应易于识别、修改和更换。

4.2.5 光纤配线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光纤配线架》YD/T 778

的有关规定。

4.2.6 墙体内预埋的光缆分纤箱和过路箱应防潮、防尘，箱体的

防护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中IP53级的规定。



5 通信设施安装设计

5.1 地下通信管道

5.1.1 地下通信管道设计应符合公共建筑所在园区的通信管道

及通道规划的规定，还应符合城市通信管道及通道规划的规定。

5.1.2 地下通信管道宜设置两个不同路由与同一建筑物相连。

5.1.3 地下通信管道引人公共建筑建筑物内应采用直接由地下

引人的方式。

5.L4 地下通信管道的设计应与公共建筑其他设施的地下管线

整体布局相结合，应与所在园区的道路同步建设，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与公用通信网管道互通的人(手)孔相衔接。

    2 应避开易受到强烈震动的地段。

    3 应敷设在良好的地基上。

5.1.5 地下通信管道可根据光缆敷设要求采用不同管径的管材

进行组合。

5.1.6 地下通信管道宜采用硬质或半硬质聚乙烯或聚氯乙烯塑

料管，当有下列情况时，地下通信管道宜采用钢管:

      1

地段 。

      2

      3

5。1。7

管道附挂在桥梁上或跨越沟渠，或其他需要悬空布线的

管群跨越主要道路，不具备包封条件的地段。

建筑物引人管道或引上管道的暴露部分。

地下通信管道与其他地下管线及建筑物间的最小净距，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标准》GB 50373的

有关规定。

5.1.8 地下通信管道的埋深应根据场地条件、管材强度、外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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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土壤状况、与其他管道交叉、地下水位高低、冰冻层厚度等因素

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标准》

GB 50373的有关规定。

5.1.9 进人人孔处的管道基础顶部距人孔基础顶部不宜小于

400mm，管道顶部距人孔上覆底部的净距不应小于300mm，进人

手孔处的管道基础顶部距手孔基础顶部不宜小于20omm。

5.1.10 敷设塑料管道应根据管材与管型，采取相应的固定组群

措施。

5.1.11 塑料管道弯管道的曲率半径不应小于10m，同一段管道

不应有反向弯曲或弯曲部分中心夹角小于90“的弯管道。

5.1.12 地下通信管道敷设应有坡度，坡度宜为3.0%。一4，0编，

不得小于2.5%。。

5.1.13 引人建筑物内的地下通信管道不应穿越建筑物的沉降

缝、伸缩缝及抗震缝。

5.1.14 引人建筑物内的地下通信管道应伸出外墙，且不应小于

Zm，并应向人(手)孔方向倾斜，坡度不应小于4.0%。。

5. 1.15 地下通信管道进人建筑物处应采取防渗水措施。

5.1.16 人(手)孔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管道拐弯处、管道分支点、交叉路口、道路坡度较大的转

折处、建筑物引人处、采用特殊方式过路的两端等场合，宜设置人

(手)孔。

    2 人(手)孔位置应与燃气管、热力管、电力电缆管、排水管等

地下管线的检查井相互错开，其他地下管线不得在人(手)孔内

穿过。

    3 交叉路口的人(手)孔位置宜选择在人行道上。

    4 人(手)孔位置不应设置在建筑物的主要出人口、货物堆

积、低洼积水等处。

    5 与公用通信网管道相通的人(手)孔位置，应便于与电信业

务经营者的管道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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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 人(手)孔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远期管群容量大于6孔时，宜采用人孔。

    2 当远期管群容量不大于6孔时，宜采用手孔。

    3 当采用暗式渠道时，宜采用手孔。

    4 管道引上处宜采用手孔。

5.1.18 通信管道手孔程式应根据管段的用途及容量选择，通信

管道手孔程式可按表5.1.18确定。
                    表5.1.18 通信管道手孔程式

管道段落 管道容量
手孔规格(mm)

用 途
长 宽

3孔及3孔以下 900 700 用于光缆分支与接续

3孔及3孔以下 550 550 用于光缆过线

引入

管道

至进线间 6孔及6孔以下 1500 1000 用于光缆接续及管道分歧点

至光缆

交接箱
3孔及3孔以下 550 550 用于光缆过线和引人

衔接

手孔
1500 1000

  用于衔接电信业务经营者通

信管道

5.1.19 对于管追容量大于6孔的段落，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通信

管道人孔和手孔图集》YD/T 5178、《通信管道横断面图集》YD/T

5162的有关规定选择人孔程式。

5.1.20 人(手)孔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人(手)孔设置在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采取防渗水措施;

当设置在地下冰冻层以内时，应采用钢筋混凝土人孔，并应采取防

渗水措施。

    2 人(手)孔应有混凝土基础，当遇到土壤松软或地下水位较

高时，还应增设渣石基础或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3 人(手)孔的盖板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钢纤维材料预制，厚

度不宜小于 IOOmm。手孔盖板数量应根据手孔长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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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手)孔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

设计标准》GB 50373的有关规定。

5.2 建筑物内配线管网

5.2.1 建筑物内配线管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内配线管网宜为树形拓扑结构。

    2 建筑物内配线管网布局设计应满足进线间、设备间、电信

间、光缆分纤箱、用户单元区域光纤配线设施之间互通的要求。

5.2.2 当导管或槽盒在穿越防火分区楼板、墙壁、天花板、隔墙等建

筑构件时，空隙或空闲的部位应按建筑构件耐火等级的规定封堵。

5.2.3 布线导管或槽盒暗敷设于楼板时不应穿越机电设备基础。

5.2.4 暗敷设在钢筋混凝土现浇楼板内的布线导管或槽盒最大

外径宜为楼板厚的1/4一1/3。

5.2.5 当建筑物内采用导管敷设光缆时，导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可弯曲金属电气导管。

    2 当导管在地下室各层楼板或潮湿场所敷设时，应采用壁厚

不小于2.omm的热镀锌钢管或包塑金属软管。

    3 当导管在二层底板及以上各层钢筋混凝土楼板和墙体内

敷设时，可采用壁厚不小于1.smm的热镀锌钢导管或可弯曲金

属导管。

    4 当在多层建筑砖墙或混凝土墙内竖向暗敷导管时，导管外

径不应大于50mm。

    5 由楼层水平金属槽盒引人用户信息配线箱或过路箱的导

管，宜采用外径20mm~25mm钢导管。

    6 当在电信间内钢筋混凝土楼板上敷设导管时，应按竖向导

管数量及规格预留楼板孔洞或预埋外径不小于89mm的竖向金

属套管群。

    7 导管的连接宜采用专用附件。

5.2.6 建筑物内配线管网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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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 1348的有关规定。

5.3 其他配线设备

5.3.1 机柜(架)安装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柜(架)单排安装时，柜前净空不应小于800mm，后面及

侧面净空不应小于60omm。

    2 机柜(架)正面相对排列时，净距离不应小于 1000mm。

    3 机柜(架)安装宜采用螺栓对地固定，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YD 5059的有关规定。

5.3.2 光缆分纤箱安装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缆分纤箱应安装在楼层电信间内，宜采用壁挂式安装。

    2 当采用壁挂式安装时，箱体底边距地高度不宜小于1200Tnln ，

光缆分纤箱正面操作空间距离不应小于1000mm;当采用壁嵌式

安装时，箱体底边距地高度不宜小于1200mm，光缆分纤箱正面操

作空间距离不应小于800mm。

    3 当采用壁挂式安装在公共区域时，箱体底边距地高度不宜

小于180omm0

5.3.3 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安装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宜安装在柱子或承重墙等不被变更

的建筑物部位，当采用暗装时，箱体底边距地高度宜为300mm;当

采用明装时，箱体底边距地高度不宜小于180omm。

    2 当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引人交流220V电源时，应在箱体

内采取强、弱电安全隔离措施。

5.3.4 过路箱底边与地面的距离不宜小于 300mm，侧面与墙面

的距离不宜小于500mm。

5.3.5 建筑物内配线设备的金属部件应进行等电位联结。

5.4 光 缆

5.4.1 建筑物内光缆的敷设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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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在吊顶内敷设光缆时，宜采用金属槽盒的方式敷设。

    2 当光缆从吊顶或地板下引人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时，宜

采用导管方式敷设。

    3 当在墙体内敷设光缆时，应采用导管方式敷设。

5.4.2 当光缆垂直敷设时，应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或金属导管内

敷设。当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敷设时应在光缆上端和每隔1.sm

处固定;当水平敷设时应在光缆的首、尾、转弯以及每隔sm一10m

处固定。

5.4.3 配线光缆及用户光缆成端宜分别设置于不同的机柜

(架)中。

5.4.4 用户光缆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距离较短、安全和经济的路由。

    2 穿越墙体时应套保护管。

    3 当采用线卡沿墙体、顶棚、建筑物构件表面直接敷设时，线

卡应与光缆外径匹配，线卡固定间距宜为500mm士50mm，转弯两

侧的线卡间距宜为15omm一25omm。
    4 光缆金属加强芯应接地。

5.4.5 用户光缆敷设的管径利用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穿放4芯以上光缆时，直线管的管径利用率应为50%~

60%，弯曲管的管径利用率应为40写~50%。

    2 当穿放4芯及4芯以下光缆时，导管截面利用率应为

25%~30%，槽盒内的截面利用率应为30%一50%。

5.4.6 用户光缆路由中不应采用活动光纤连接器的连接方式。

5.4.7 用户光缆接续、成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户光缆接续宜采用熔接方式。

    2 在用户接人点配线设备及信息配线箱内宜采用熔接尾纤

方式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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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在成端处纤芯应做标识。

用户光缆预留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户光缆在机柜(架)处预留长度应为3m一sm。

    2 用户光缆在光缆分纤箱处光纤预留长度应为lm一Zm。

    3 用户光缆在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成端时预留长度不应小

于0.sm。



6 传 输指 标

6.0.1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光纤

链路全程衰减不应包含在线路两端进行活动连接时引人的衰减。

6.0.2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光纤

链路全程衰减不应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数值，当按下式计算所得

数值大于0.8 dB时，则应按0.sdB取定。

                  月=a「Lm。、+(N+2)a』 (6.0.2)

式中谓—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光
          纤链路衰减(dB);

    a，— 光纤衰减常数(dB/km)，在 155Onm波长窗口时，当采

          用G.652D光纤时按0.24dB/km取定，当采用G.657

          光纤时按0.30dB/km取定;

  Lma二—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光

          纤链路最大长度(km);

    N—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光

          纤链路中熔接的接头数量;

    2— 用户光缆两端成端接头数;

    a」— 光纤熔接损耗系数，按0.12dB/个取定。



7 工 艺 设 计

7.0.1 设备间的设置场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间宜设在建筑物的首层或以上的房间，当有多层地下

室时，也可设在地下一层。

    2 设备间宜靠近建筑物光缆敷设的竖井位置。

    3 设备间不应设置在厕所、浴室或其他潮湿、易积水场所的

正下方或与其贴邻。

    4 设备间应远离粉尘、油烟、有害气体以及生产或储存具有

腐蚀性、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

    5 设备间应远离强振动源和强噪声源的场所，当不能避免

时，应采取有效的隔振、消声和隔声措施。

7。0.2

7.0。3

处理 。

7。0.4

无关的管道不宜穿过设备间。

穿墙及楼板孔洞处应采用防火材料封堵，并应做防水

设备间场地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装修应采用不燃烧、不起灰、耐久的环保材料。

应防止有害气体侵人，并应采取防尘措施。

梁下净高不应小于2.sm。

地面等效均布活荷载不应小于6.okN/mZ。

设备间宜采用防火外开双扇门，门宽不应小于1.Zm;电信

间宜采用丙级防火外开单扇门，门宽不应小于1.Om。

    6 一般照明的水平面照度不应小于150lx。

    7 设备间和电信间应设置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7.0.5 设备间应设置不少于2个单相交流220V/1 OA电源插座，

每个电源插座的配电线路均应装设保护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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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设备间面积不应小于表7.0.6中的规定:

                          表7.0.6 设备间面积

用户数及光缆芯数 设备间

备 注用户光缆

总芯数(芯)
配置

最大用户

单元数

面积

(mZ)

尺寸

(m)

1~ 500

低配 500

10 4X2.5
可安装4个标准机柜(架)

(宽600mmX深600mm)
中配 250

高配 125

501~ 1000

低配 1000

20 4X5
可安装8个标准机柜(架)

(宽600mmX深60omm)
中配 500

高配 250

1001~ 1500

低配 1500

25 4X6
可安装12个标准机柜(架)

(宽600mmX深60Omm)
中配 750

高配 375

注:当采用共用型光缆交接箱时，设备间面积应按共用型光缆交接箱尺寸确定。



8 施工前检查

8.1 安装环境检查

8.1.1 电信间、设备间、进线间的土建工程应已全部竣工。

8.1.2 电信间、设备间、进线间应无水管、燃气管、供暖设备、消防

喷淋设施等。

8.1.3 电信间、设备间、进线间的位置、面积、高度、通风、防火及

环境温度、湿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8.1.4 电信间、设备间、进线间应提供可靠的等电位联结接地装

置，接地导线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8.1.5 房屋地面应平整、光洁，门的高度和宽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8.1.6 铺设活动地板的场所，活动地板防静电措施及接地应符合

设计要求。

8.1.7 建筑物内槽盒、导管、孔洞和竖井的位置、数量、尺寸以及

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8.2 器 材 检 查

8.2.1 设备及器材的外包装应完整、无明显缺陷，其规格、型号、

数量、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8.2.2 对地下通信管道使用器材的检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

信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0374的有关规定。

8.2.3 对建筑物内管网使用的槽盒、导管等设施的检查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50312的有关

规定。

8.2.4 光缆单盘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缆盘包装完整，光缆外护套应无损伤或变形，光缆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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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应完好，随盘资料应齐全。

    2 应对该盘光缆进行光纤性能指标测试，测试内容应包括光

纤传输特性及长度。

8.2.5 机柜、共用型光缆交接箱、光缆分纤箱、用户单元信息配线

箱应符合本标准第4.2节的有关规定。



9 管道及管网施工

9.1 地下通信管道

9.1.1 地下通信管道的路由、位置、坐标和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应按设计要求设置标识。

9.1.2 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数量、规格、材质、管孔断面，人(手)

孔的位置、类型、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9.1.3 地下通信管道的管道沟开挖、地基处理、基础规格、包封规

格、段落、混凝土标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9.1.4 管道的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管道工程施工及验

收标准》GB/T 50374的有关规定。

9.2 人(手)孔

9.2.1 人(手)孔的地基处理、外形、尺寸、净高等，应符合设计
要求。

9.2.2 管道进人人(手)孔的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引上管进人人孔处宜在上覆顶下 200mm一40omm，并应

与管道进人的位置错开。

    2 人(手)孔内相对管孔高差不宜大于50Omm。

9.2.3 人(手)孔的施工及质量检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

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0374的有关规定。

9.3 建筑物内配线管网

9.3.1 建筑物内配线管网的导管、槽盒的位置、规格、材质、安装

方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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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当导管或槽盒在穿越建筑结构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时，

应采取补偿措施。

9.3.3 建筑物内预埋敷设的导管或槽盒应便于线缆布放，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当导管或槽盒直线敷设路由较长时应加装过路箱，并应安

装在建筑物的公共部位。

    2 当导管弯曲敷设时，路由长度不应大于巧m，且该段内不

得有5弯。当连续弯曲超过两次时，应加装过路箱。

    3 导管的弯曲部位应安排在管路的端部，管路夹角不得小

于900。

    4 引人线导管弯曲半径不得小于该管外径的6倍，其他导管

弯曲半径不应小于该管外径的10倍。

    5 导管管口应光滑，并应有管口保护，管口伸出部位不宜短

于25mm。

    6 至进线间、设备间、电信间导管的管口或槽盒应排列有序。

    7 导管或槽盒内应安置带线。

    8 在墙壁内应按水平和垂直方向敷设导管或槽盒，不得斜穿

敷设。

    9 导管或槽盒与其他设施管线最小净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9.3.4 槽盒的直线连接、转角、分支及终端处宜采用专用附件
连接。

9.3.5 在明装槽盒的路由中应设置吊架或支架，吊架或支架宜设

置在下列位置:

    1 直线段每3m处。

    2 直线段接头处。

    3 首尾端及进出接线盒0.sm处。

    4 转角处。

9.3.6 布线路由中每根暗管的转弯角不应多于2个，且弯曲角度

应大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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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导管管口伸出地面部分应为25mm~50mm。

9.3.8 金属槽盒和导管应良好接地。

9.3.9 建筑物内导管及槽盒等设施的安装和保护，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 50312的有关规定。



10 光 缆敷 设

10.1 一 般规 定

10.1.1 光缆的规格、数量、敷设路由、敷设方式及布放间距应符

合设计要求。

10.1.2 敷设光缆时牵引力应限定在光缆允许的范围内。

10.1.3 光缆敷设安装的最小曲率半径应符合表10.1.3的规定。

                表10.1.3 光缆敷设安装的最小曲率半径

光纤类型

G.652D

        静态弯曲

10D/10H且不小于30mm

G.657A I

G.657A2

SD/SH且不小于20mm

SD/SH且不小于 15mm

        动态弯曲

20D/20H且不小于60mm

10D/10H且不小于 40mm

10D/10H且不小于 30mm

    注:D为缆芯处圆形护套外径，H为缆芯处扁形护套短轴的高度，单位为mm。

10.1.4 建筑物内光缆与其他设施管线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10.1.5 光缆敷设后应设置清晰永久的标识。

10.1.6 当光缆敷设完毕后，占用的管孔、子管或槽盒等两端出线

处应进行封堵。

10.2 室外通信光缆敷设

10.2.1 地下通信管道的光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缆的占孔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未做要求时，孔

位的选择应从下而上，从两侧往中间，逐层使用。光缆在各相邻管

道段所占用的孔位应相对一致。

光缆在出管孔 150mm以内不应做弯曲处理。

敷设后的光缆应平直、无扭转、无明显刮痕和损伤，并应保

，
曰

，
J

持自然状态，不得拉紧受力。



4 光缆在管道出口处应采取避免损伤光缆外护层的保护措

施，空闲的管孔及子管管孔应及时封堵。

5 光缆在管道人(手)孔内应紧靠孔壁、固定牢靠、排列整齐，

并应采取保护措施。

10。2。2

保护。

10。2.3

      1

      2

      3

10。2。4

在地下通信管道管孔内敷设光缆时，应采用子管进行

  引人建筑物光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光缆引人建筑物时应设置标识并加装引人保护管。

沿建筑物外墙引人的光缆宜采用钢管保护。

引人光缆敷设完成后，在引人管两端应采取封堵措施。

室外光缆敷设安装的增长及预留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10.3 建筑物内通信光缆敷设

10.3.1

10.3。2

建筑物内光缆的敷设方式、布放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光缆分纤箱至用户单元的通信光缆宜一次性布放，光缆

的布放路由中不得出现接头。

10.3.3 当在槽盒中敷设光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光缆的布放应自然顺直、不交叉，在光缆进出槽盒的部位、

转弯处应绑扎固定。

光缆的固定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光缆在建筑物内易触及部分、易受外力损伤处、绑扎固定

2

3

处，应加装保护措施。

10.3.4 当在预埋槽盒及导管中敷设光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槽盒或导管两端对敷设的光缆进行标识。

    2 导管中穿放的光缆应涂抹无机润滑剂或专用润滑油。

    3 当使用导管内的带线敷设光缆时，应将带线和光缆的加强

构件相连。

10.3.5 光缆的预留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10.4 光缆接续与成端

10。4。1

      1

      2

伤光纤。

      3

      4

光缆接续应符合下列规定:

接续前应核对光缆的端别、纤序，不得出现纤序错接。

切割光缆、剥除光缆外护套应使用专用工具，并应避免损

光缆端别及纤序应做永久性标识。

光纤熔接接头损耗衰减值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不应超过表

10.4.1的规定。

表10.4.1 光纤接头衰减

光纤类别
单纤接头衰减(dB)

测试波长(nm)
平均值 最大值

G.652/G.657 0.06 0.12 1310/1550

    注:单纤平均值的统计域为中继段光纤链路的全部光纤接头损耗。

10.4.2 光缆(纤)接头的封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光缆接头盒的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光缆加强芯在接头盒内应固定，金属构件在接头处应成电

气断开状态。

3 当光纤在接头盒内盘绕时，曲率半径不应小于30mm，且

盘绕方向应一致，并应无挤压、松动。

接头盒密封后应保持水密性和气密性。

光缆接头盒的安装方式和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应有

4

5

保护和固定措施，接续后的光缆余长应按设计要求盘放并固定，光

缆盘绕曲率半径不应小于本标准表10.1.3的规定。

    6 人(手)孔内的光缆接头盒应安装在常年积水水位线以上

位置，并应采用保护托架等方式进行承托。

    7 光缆接头盒的标识或标牌应符合设计要求。

10.4.3 光缆的成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缆的光纤连接方式及纤序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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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成端后应有标识，并应与用户标识相对应。

尾纤盘绕曲率半径不应小于本标准表10.1.3的规定。

未使用的光纤插头应盖上防尘帽。

，
自

3



n 配线设备安装

n.0.1 配线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线设备应安装牢固，并应按抗震设计要求加固。

    2 配线设备各部件应完整并安装就位，标识应齐全、清晰、耐

久可靠，安装螺丝应拧紧，门锁的启闭应灵活可靠，面板应保持在

一个平面上。

    3 机柜(架)、光缆交接箱、配线箱应就近良好接地。

11.0.2 机柜(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架空活动地板时，架空地板不应承受机柜(架)重量，应

按设备机柜(架)的底平面尺寸制作底座，底座应直接与地面固定，

机柜(架)应固定在底座上，底座水平误差每米不应大于Zmm。

    2 机柜(架)垂直偏差不应大于3mm。

    3 机柜(架)的主要维护操作侧的净空不应小于800mm。

    4 安装完成后，标识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11.0.3 光缆分纤箱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壁嵌式箱体应预装于墙体内，并应在建筑建造时同步完

成;明装箱体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箱体应采用膨胀螺栓对墙固定，箱体安装应牢靠、稳固，并

应无明显歪斜。

    3 箱体内的通信设备与配线模块应安装牢固。

    4 引人线缆应在配线箱终接，连接端子应标识清晰、准确。

    5 箱内线缆应排列整齐、绑扎松紧适度。



12 性 能 测试

12.0.1 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光纤

链路施工完成后，应测试每条链路的全程衰减指标。

12.0.2 光纤链路衰减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第6.0.2条规定。

12.0.3 光纤链路衰减指标宜采用插人损耗法，并宜分别测试

13lonm和155onm波长的衰减。

12.0.4 仪表的现场校准与光纤链路衰减测试方法应符合本标准

附录A的有关规定。

12.0.5 性能测试结果应有记录，测试记录可采用自制表格、电子

表格或仪表自动生成的报告文件等记录方式，测试报告应作为竣

工文档资料的一部分。



13 工 程 验 收

13.0.1 竣工技术资料应内容齐全、数据准确，并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安装工程量;

    2 工程说明;

    3 设备、器材明细表;

    4 竣工图纸;

    5 测试记录;

    6 工程变更、检查记录及施工过程中的洽谈记录;

    7 随工验收记录;

    8 隐蔽工程签证;

    9 工程决算。

13.0.2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检验项目、内容及检查方

式宜按表13.0.2确定，检验结果应作为工程竣工资料的组成部

分。

                  表 13.0.2 工程检验项目及内容

序号 } 阶段 }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检查方式

设备安装环境 设备间和电信间环境条件

施工前

检查

  1.规格、数量、外观等检查;

  2.通信管道和人(手)孔器材

检查;

  3.光缆及连接器件检查;

  4.配线设备检查

施工前检查

器材检验



续表 13.0.2

序号 阶段 检验项 目          检验内容

  1.室外预埋管道路由及施工

条件;

  2.管道沟开挖和回填土;

  3.管道埋深;

  4.管道敷设和连接;

  5.进人建筑物及防护措施;

  6.子管敷设

检查方式

地下通信管道

2 1管道敷设

1.地基、外形、尺寸等;

2.施工质量;

3.管道进人位置

随工检验

隐蔽工程

签证记录

人(手)孔

建筑物内

配线管网

1.导管敷设;

2.槽盒敷设;

3.其他

建筑物内光缆
光缆敷设

与连接

1.光缆敷设路由;

2.光缆保护措施

随工检验

光缆接续与

    成端
光缆接续与成端

4 1设备安装 1 配线设备

1.规格、容量;

2.安装位置及安装工艺;

3.抗震加固措施;

4.接地措施

随工检验

系统测试 1光纤链路测试 光纤链路衰减指标
随工或

竣工检验

竣工技术资料 清点、交接技术资料

工程总

验收
  考核工程质量，确认验收

结果

竣工验收

工程验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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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的质量评判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试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管道

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0374的有关规定，当竣工验收需抽

验时，抽样比例应由验收小组确定。

    2 工程安装质量应按10%的比例抽查，当符合设计要求时，

被检项检查结果应为合格。被检项的合格率为100%时，工程安

装质量应判为合格。

    3 竣工验收需对光纤链路抽验时，抽样比例不应低于10%。

当全部检测或抽样检测的结果符合本标准第6.0.2条规定时，整

体光纤链路质量应判为合格。当有光纤链路检测结果不符合本标

准第 6.0.2条规定时，应对该光纤链路进行修复并重新检测，当修

复后符合本标准第6.0.2条规定时，可判为合格。当采用抽验方

式并有光纤链路检测结果不符合本标准第 6.0.2条规定时，应对

全部光纤链路进行检测，当全部光纤链路检测结果符合本标准第

6.0.2条规定时，可判为合格。

    4 当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工程

质量应判定为合格。



附录A 测试仪表的校准及光纤链路衰减

          测试方法

A.0.1 三跳纤法校准及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被测光纤链路的两端均为插头时，应采用三跳纤法对仪

表进行校准。

    2 采用三跳纤法校准时，应将测试设备光源与光功率计经

“光源侧光跳纤”“校准用适配器”“参考跳纤”“光功率计侧光跳纤”

相连，并应启动仪表校准按钮完成对仪表的校准(图A.0.1一1)。

测试设备
〔光源)

光源侧

光跳纤

参考跳纤  测试设备
(光功率计)

光源接口  校准用适配器          校准用适配器  光功率计接口

                  图A.0.1一1三跳纤法测试示意图

    3 完成校准后，应将校准用“参考跳纤”取下，参与校准的测

试光跳纤应分别保留在光源和光功率计上，并应用防尘帽保护。

    4 测试时应分别将用户接人点和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处被

测光纤链路的插头与测试跳纤上的光纤连接器连接，并应启动仪

表测试按钮进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应记录读数(图A.0.1一2)。

被测光纤线路

座到毙裂争 一燕-桓载羹暴惬画
光源接口  校准用适配器          校准用适配器  光功率计接口

              图A.0.1一2测试两端为插头的光纤链路

    5 三次测试读数的平均值不应大于本标准第 6.0.2条规定

的衰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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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双跳纤法校准及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被测光纤链路用户接人点一端为光纤连接器，用户单元

信息配线箱一端为插头时，应采用双跳纤法对仪表进行校准。

    2 采用双跳纤法校准时，应将测试设备光源与光功率计经

“光源侧光跳纤”“校准用适配器”“光功率计侧光跳纤”相连，并应

启动仪表校准按钮完成对仪表的校准(图A.0.2一1)。

测试设备
(光源)

光源侧光跳纤 光功率计侧光跳纤  测试设备
(光功率计 )

校准用适配器
光源接口 光功率计接口

                    图A.0.2一1 双跳纤法校准示意图

    3 完成校准后，应将校准用适配器保留在后续与被测插头相

连接的仪表一侧，并应用防尘帽对插头和连接器进行保护。

    4 测试时应在用户接人点一侧将测试光跳纤插头与被测光

纤连接器连接，同时应在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一侧通过校准用适

配器与被测光纤链路的插头连接，并应启动仪表测试按钮进行测

试。测试完成后应记录读数(图A.0.2一2)。

被测光纤线路
，下)了守、
搜1)Jl

二“ 二乙，-- _

光源接口  用户接人点被测连接器  校准用适配器  光功率计接口

                    图A.0.2一2 双跳纤法测试示意图

    5 三次测试读数的平均值减去。.sdB所得数值不应大于本

标准第6.0.2条规定的衰减值。

    6 当对双跳纤测试结果有疑义时，应将用户接人点侧插头从

适配器上取下，并应采用三跳纤法复测。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 50312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标准》GB 50373

《通信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0374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 1 34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

《光纤配线架》YD/T778

《通信用引人光缆 第1部分:蝶形光缆》YD/T1997.1

《通信用引人光缆 第2部分:圆形光缆》YD/T1997.2

《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YD 5059

《通信管道横断面图集》YD/T5162

《通信管道人孔和手孔图集》YD/T 51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技术标准

GB 51433一2020

条 文说 明



编 制 说 明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技术标准》GB 5 1433一2020，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2020年 6月 9日以第 157 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了适应城市建设与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快建设宽带、融合、

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落实“宽带普及提速工程”

并加快光纤宽带网络建设，本标准主要针对采用无源光网络

(P ON)技术实现光纤宽带接人的公共建筑，并对其提出工程设计

要求。

    本标准主要针对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是对《综合布线

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和《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TS0312两项国标的有益补充，不仅涵盖了商住楼宇等办公

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同时扩展到了所有设置 “用户单元”的公

共建筑，与针对居住建筑的《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

施工程设计规范》GB 50846和《住宅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

设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47两项国家标准一起，对民用

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实现了“全覆盖”。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

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技术标准》

编写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

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

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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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公共建筑实现光纤宽带接入有多种方式，光纤到用户单元

是其中一种宽带接人方式，目前公共建筑内光纤到用户单元主要

是采用基于无源光网络(PON，passive Optical Network)的FT-

TX[光纤到X，Fiber TO TheX(包括光纤到楼FTTB、光纤到路边

FTTC、光纤到户FTTH、光纤到节点 FTTN等)]技术。除了

FTTX，公共建筑实现光纤宽带接人还有其他方式，如点对点的专

线接人方式等。当采用其他光纤宽带接人方式时，具体实现应根

据用户自身需求及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服务及技术特性确定，不宜

进行具体限定。

1.0.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条是根据网络强国

战略的目标要求，为加速推进宽带网络建设并保障工程的有效实

施而提出的。许多公共建筑内会有一些空间或区域具有公共属

性，而这些公共区域的使用面积、空间划分、区域功能等需求经常

会随着使用者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为避免重复布线带来的浪费，

同时保证用户的自由选择权，要求在这些公共区域采用 “光纤到

用户单元”的方式建设通信设施。既能够满足用户对高速率、大带

宽的数据及多媒体业务的需要，适应现阶段及将来通信业务需求

的快速增长，又可以有效地避免对通信设施进行频繁的改建及扩

建;同时为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创造便利条件。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公共建筑内通常有专用的区域或空间，这

些专用区域不具备公共属性，因此其用户基本不会发生变化，这时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光纤宽带接人形式，因此这些

专用区域不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内。

1.0.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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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

“互联网+”行动计划，而宽带网络作为国家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在

网络强国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规范宽带网络市场竞争

行为，保障公共服务区域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公平进人，保障用户

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权力，需要将宽带网络建设纳人各地

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宽带网络设施与城市其他通信

管线、居住区、公共建筑等管线的协调等政策的实施，加强战略引

导和总体部署。

    同时，根据原信息产业部和原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住宅小区及商住楼通信管线及通信设施建设的通知})(信部联

规〔2007〕24号)的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管理者不得就接

人和使用住宅小区和商住楼内的通信管线等通信设施与电信运营

企业签订垄断性协议，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其他电信运营企业的

接人和使用，不得限制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的权利”。

1.0.5 光纤到用户单元通信设施作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由电信

业务经营者与建筑建设方共同承建。为了保障通信设施工程质

量，由建筑建设方承担的通信设施工程建设部分，在工程建设前期

应与土建工程统一规划、设计，在施工、验收阶段做到同步实施，以

避免多次施工对建筑和用户造成的影响。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

须严格执行。

1.0.6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中要用到诸多通信设施，如共

用型光缆交接箱、配线设备、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等，这些设备都

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而在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中经常要

用到的主要材料包括通信光缆、建筑物内管槽等，也应符合相关标

准的要求。



2 术语和缩略语

2.1 术 语

2.1.1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通信设施是指公共建筑规划红线

范围内所包括的光纤宽带接人通信相关的设备和设施，具体如图

1所示 。

设备间/光缆
  }交接箱

用户单元信息
电信间 1配线箱

信息插座

卜气籍债建竺
  建次物外{鲡内

光缆分纤箱

一 配线管网—

      用户单元外

终端盒

用户单元内

            图1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通信设施构成示意

2.1.6 用户单元设置的区域是公共建筑内公共区域，其使用者为

非特定用户，其占用的面积也会发生变化，同时，不同的使用者对

于语音、数据、视频等业务要求也各有不同，因此，空间、使用者和

使用业务都会随着租约而发生变化。



3 基 本 规 定

3.1 用户接入点设置

3.1.1 用户接人点一般情况下均设置在设备间，但在改造工程

中，受限于场地空间等原因，或当用户数较少时，可将用户接人点

设置在共用型光缆交接箱。当用户接入点设置在设备间时，一般

采用机柜形式。光纤宽带接人宜与无线通信室内覆盖系统进行衔

接，相应设施可考虑共用，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机柜也可适当考

虑无线通信室内覆盖系统的需求。

3.1.3 用户接人点设置在距用户最近的光分路器处，即用户接人

点之后不应有光分路器，用户接人点后的分纤箱等处光缆应进行

熔接，所以无法在分纤箱进行配线管理，因此配线管理只能在用户

接人点进行。

3.1.4 一般情况下一个楼层设置一个光缆分纤箱;当一个楼层用

户单元数较多时，同一楼层可设置多个光缆分纤箱;当邻近楼层用

户单元数均较少时，可以几个楼层合设一个光缆分纤箱。

3.3 配 置原 则

3.3.6 本条对进线间的设置做出了规定。

    1 公共建筑有多种形态，有些由一栋建筑组成，有些由多栋

建筑组成，但无论是一栋建筑还是多栋建筑，一个公共建筑或公共

建筑群均应至少设置一个进线间。

3.3.7 本条对设备间的设置做出了规定。

    2 很多公共建筑内包含多种业态，比如同时包含办公、商店、

旅馆等多种业态的商业建筑综合体，同时包含商店的交通场站建

筑。当一栋公共建筑内包含多种业态时，基于安全等考虑，可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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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态设置单独的设备间。

3.3.8 公共建筑一般设置楼层弱电间，在空间能够保证的情况

下，光纤宽带接人所需的电信间可以考虑与弱电间合并设置。



4 通信设施选择

4.2 配线设备选择

4.2.3 光缆分纤箱外形尺寸可按表1要求。

                      表 1 光缆分纤箱外形尺寸

容量(芯) 箱体外形尺寸(高x宽x深)( mm)

6~ 8 247X207X50

l2 370X290X68

24 370X290X68

32 440X360X 75

48 440X 360X75

72 440X450X 190

96 570X490X 160

144 720X540X300



5 通信设施安装设计

5.1 地下通信管道

5.1.1 公共建筑地下通信管道指公共建筑与城市通信管道网相

连接的通信管道，以及相邻建筑之间的通信管道。

5.1.3 直接由地下引人的方式对公共建筑物外观美化影响小，但

对防火、防水、防有害气体措施要求高;先室外引上后引人的方式

对公共建筑物外观美化影响大，但对防火、防水、防有害气体措施

要求低。

5.3 其他配线设备

5.3.1 本条对机柜(架)安装设计做出了规定。

    1 这里的机柜(架)单排安装，指的是机房内只安装一排机柜

(架)，预留净空是为了后期操作维护的便利性.以开门不受限及操

作维护人员方便操作为宜。由于放置在机柜(架)内的光纤宽带接

人工程相关通信设施、设备一般不需要后维护，因此对于柜后净空

没有要求。但要注意的是，当机房合设时，即光纤宽带接人工程所

用机柜跟其他弱电用机柜共用机房时，机柜相关空间要求应统一

考虑，同时，也应按照要求统一考虑柜后净空，以保证机房内设备

搬运通道的通畅。



6 传 输 指 标

6.0.1 本条明确和强调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工程建设方负责

的传输指标所涉及范围，即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

元信息配线箱光纤链路端到端的衰减值，不包括两端进行活动连

接时引人的衰减。因测试方法而引人的适配器衰减，应进行必要

的数据处理后再予以记录。

6.0.2 公式(6 .0.2)中，afLma、表示光纤的衰减，按光纤宽带工程

所在的公共建筑内最长的光纤链路计算衰减值;(N+2)。J表示接
头的衰减，其中包括用户光缆两端成端的接头。

    aJ是光纤熔接损耗系数，是根据国家标准《通信线路工程验收

规范》GB 5 1 171一2016中表 10.2.3(见表2)中的单纤最大值数据

取定:

                        表 2 光纤接头衰减最大值

光纤类别

接头衰减(dB)
测试波长

  (nm)
单纤 光纤带光纤

平均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大值

G.652 毛0.06 簇0.12 (0。12 (0.38 1310/1550

G.655 成0.08 成0.14 (0.16 (0，55 1550

G.657 簇0.06 (0.12 簇0.12 (0.38 1310/1550

  注:1 单纤平均值的统计域为中继段光纤链路的全部光纤正反向接头损耗。

      2 光纤带光纤的平均值统计域为中继段内全部光纤正反向接头损耗。

      3 单纤冷接衰减应不大于。.ZdB/个。

      4 最大值为统计域内光纤接头损耗的平均值+Za值，即统计域内有95%的接

        头损耗包含在最大值以内。

  一般情况下，公共建筑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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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信息配线箱光纤链路长度不会超过500m，在155onm波长窗口

时，当采用衰减较大的G.657光纤时按单位衰减0.30dB/km取

定;同时光纤链路中除用户光缆两端成端接头外，仅应在光缆分纤

箱有一个熔接的接头，考虑公共建筑的复杂性，适当放宽到允许光

纤链路除两端成端外有2个接头，即N=2，这样，按公式(6 .0.2)

计算:

          召=0·3X0.5+(2+2)XO.12=0.63(dB)

    即当用户接人点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元信息配线箱

50Om的光纤链路中有4个接头(包括两端成端)时，总衰减最大不

应该超过0.63dB，再将此值适当放大，即一般情况下用户接人点

用户侧配线设备至用户单元信息的光纤链路全程衰减不应超过

0.sdB，并且用户光缆小于 0.sdB的衰减才能保证光纤宽带接人

系统正常工作。



7 工 艺 设 计

7.0.4 本条对设备间场地环境条件做出了规定。

    4 当场地摆放其他通信设备时，应符合其他通信设备荷载

要求。

7.0.6 一个标准机柜(架)内空间可安装八个融纤子框，实际安装

七个融纤子框，预留一个融纤子框的空间用来盘纤，每一融纤子框

可融接72 芯，一个标准机柜(架)共计可容纳72X7=5O4(芯)，为

便于计算，这里取整为500芯，以此类推。



12 性 能 测试

12.0.3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人所采用的无源光网络(PON)技

术属于单纤双向波分复用技术，上下行采用不同波长。考虑工程

常用测试设备成本、仪表操作便利程度，以及光纤衰减特性，本条

提出了具体规定。



附录A 测试仪表的校准及光纤链路衰减

        测试方法

    测试仪表的校准及光纤链路衰减测试有三种常用方法:三跳

纤法、双跳纤法和单跳纤法。本标准推荐使用“三跳纤法”，可选择

使用“双跳纤法”，但不建议使用“单跳纤法”。“单跳纤法”与“双跳

纤法”相比的区别在于:被测光纤插头是直接与仪表接口连接，还

是与校准适配器连接。由于被测光纤插头直接与仪表接口连接，

容易对仪表接口造成污染和磨损，因此不建议在现场使用“单跳纤

法”。

    虽然本标准不推荐采用“单跳纤法”进行测试仪表的校准和光

纤链路的衰减测试，但还是将“单跳纤法”进行说明并与“双跳纤

法”进行对比，以供鉴别。

    “单跳纤法”校准(图2)时省去了校准适配器和一根跳纤。如

图3显示的是省去了功率计一侧跳纤的情形。如果去掉光源一侧

跳纤，只保留功率计一侧跳纤，则效果是一样的。

测试设备  门一兰燮些型竺
(光源 ) 日

  测试设备

(光功率计)

光源接口 光功率计接口

图2 单跳纤法校准示意图

测试设备

(光源 )

光源侧光跳纤 光功率计侧光跳纤

校准用适配器

  测试设备

(光功率计 )

光源接口 光功率计接口

图3 双跳纤法校准示意图



    测试时，需将校准跳纤的一端插头从设备接口上取下(例如从

光功率计接口取下)，接人被测光纤的连接器。被测光纤另一端的

插头直接接人仪表接口，如图4、图5所示。

被测光纤线路

光源接口    用户接人点被测连接器    光功率计接口

图4 单跳纤法测试

被测光纤线路

f于呀万亏、
_ 盏 盏 入 乙 乙 _

光源接口用户接人点被测连接器  校准用适配器  光功率计接口

图 5 双跳纤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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