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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PQM 应用文件描述了 PQM 的安装和运作程序 

1. 序言 光纖通信是一種速度極快的通訊系統﹐例如在 DWDM

系統裡﹐每個光道的波特率高達 40Gbps﹐而一條直徑

為 9 微米的光纖可容納多達 32 個光道﹐ 其信息速

率 之快﹐信息密度之高是可想而知的。正因如此光纖

通信的應用範圍已從語音通訊﹐視頻通訊擴展到商業 

方面﹐近年發展起來的電子商業 ( E-Commence) 就是

以光纖 通信為主干的。 

 

但是這種快速度﹐高密度的通訊對系統的本身提出更

高的質量和穩定性的要求。這是非常容易理解的﹕如

果在光纖通訊系統萬一有故障﹐和低速度低密度的通

訊系統相比﹐它會帶來非常嚴重的後果。例如現在有

越來越多的股票市場可用電子商業網絡來買賣﹐如果

因為光纖通信的故障造成客戶不能或者拖延股票買賣

的成交﹐不是一個客戶﹐可能會是成千上萬的客戶會

因此而遭受極大的經濟損失。光纖通信也已廣泛地應

用于海﹐陸﹐空的軍事通訊和控制系統﹐如戰艦﹐飛

機的火炮控制﹐這樣光纖通信的質量也就成了在戰場

上生死關攸﹐勝負相關的關鍵之一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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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確保光纖通訊系統的優質通訊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問題。除了提高光纖通信系統本身的質量和可靠

性外﹐還必須把光纖通訊的質量監控和質量管理系統

(簡稱 QS)組裝在通訊系統上。 

 

1.1 基本功能 QS 有以下二個基本功能﹕ 

 

1.它必須能定量地反映質量狀況﹐而不僅是一個“正

常＂或“故障＂的簡單判別。因此即 

使是在通訊正常的情況下﹐必須知道這個“正常＂是

在“臨界狀態“﹐還是有相當的余量。在通常情況下,QS

能定量地測量光纖通訊質量﹐執行對質量數據的統計

處理﹐然後顯示和報告全部信息﹐這樣光纖通訊質量

管理就 建築在一個非常堅固的質量數據基礎上。 

以下是從 QS 可能得到的信息的幾個例子,可以看到﹐

這比用一個簡單的＂通訊正常“的描述要有意義的多: 

“二號站的第四號光纖輸出光強度是 5.3dBm ﹐在所

要求的 低水平以上 2.3dBm“ 

“一號站的第三號光纖輸出光強度已經比 2 年 3 個

月前的初始值降低 0.1 dBm ,建議 能在 2004 年更換發

信機＂ 

“五號站的第三號光纖接收光強度已經值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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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Bm﹐0.1dBm 的  降低  是由于發訊機  的原因 , 

1.1dBm 的 降低是由于光纖的問題﹐建議對光纖作檢

查＂ 

 

2.當故障將要發生或已經發生﹐QS 能發出予警或警告

信號﹐決定故障的級別﹐故障的原因﹐故障的地點﹐

非常快地起動備用光纖﹐這樣故障就能盡早地被排

除。 

以下的信息比起簡單地指示“通訊故障＂或者消極地

等待顧客的抱怨要有用得多﹕ 

“衰退警告﹗第四號站的第八號光纖接收光強度由于

第五站發訊端的光功率的降低已經降低了 3.5dBm。雖

然通訊仍舊正常﹐但請檢查發訊機＂ 

“嚴重衰退警告﹗第二號站的第三號光纖接收光強度

由于和第一站之間的光纖的原因已經降低了 6.3dBm。

1 號備用光纖 已經起動。＂ 

“ 非常嚴重衰退警告﹗ 1998 年 6 月 15 日 5:51pm 

﹐第  十號站的第二號  光纖  輸出  光強度降低到

-10dBm。 備用發訊機 已經起動。＂ 

＂無光警告﹗1998 年 2 月 8 日 3:45am ﹐第五號

站第三號光纖由于 到第四站的的 光纖斷裂﹐接收光

強度降低  到-65dBm﹐斷點位置在第三號人井以東

3.45 公里﹐ 精確位置 見 GPS 數據。 備用光纖 1 號

已經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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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信息對于維修人員迅速找到故障原因﹐迅速恢復

通訊是非常重要的。 

以 PQM 為基礎的知能化 QS 可以實施這種功能。 
 

2. 光纖通訊質量監測与

管理系統的基本技術要

求 

一個光纖通訊質量監測和管理系統（以下簡稱 QS）應

當滿足以下的基本技術要求。 
 

2.1 完整性 一個光纖通訊系統基本上由兩部分組成，光端机和光

纖网。一個 QS 應具有完整地監測和管理這兩部分的能

力。如果一個 QS 只能監測和管理其中一個部分﹐那就

不滿足完整性要求了。 

 

2.2 定量性 作為一個 QS 系統必須要确定一個信息傳輸的質量參

數，用它作為信號傳輸質量的參數。這樣 QS 能通過對

該質量參數的測量和分析﹐來定量地顯示信息傳輸的

質量狀態，諸如該質量參數的即時值﹐与初始值比較，

退化的程度﹐与允許 低極限值的差額等。 

 

這樣質量監測与管理就基于這一個實實在在的定量數

据的基礎之上，而不是簡單的僅指示“正常＂或“故

障＂。信息傳輸質量參數應當易于測量和處理，理想

的參數應當是一個數据就能指示一個通道的通訊質

量。這個參數還應當具有通用性﹐即其它信息質量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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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也可以從這個參數被推斷出。 

 

2.3 實時性 QS 應能始終連續地監測光纖通訊系統。 

 

2.4.在線性 QS 應能在線地監測通訊系統的信息傳輸質量而不給通

信帶來任何不良的影響。 

 

2.5. 可靠性 QS 必須滿足兩個可靠性要求。第一，QS 本身故障率

應當遠遠低于光纖通訊系統的故障率；第二，万一 QS

產生了故障，這些故障對光纖通訊系統的影響應被減

小到 低的程度。 

 

具體地講﹐這就要求 QS 中插入光纖通訊系統的光學

元件數量應被減到 少。 

 

2.6 快速反應性 這包含兩方面的內容。第一，在正常運行過程中，Ｑ

Ｓ能快速指示通訊質量狀況；第二，當發生故障時，

QS 能快速反應而檢測出故障，快速找出引發故障的原

因及 

立即發出報警信號。 

所謂找出故障原因是包括： 
 
1）故障發生的站和線。 
2）确定故障發生在發訊机或光纖网絡 
3）如果故障發生在光纖网絡，要找出故障點的位置。 
 

2.7. 予警性 QS 應可設置數個予告警門檻值，當通訊質量參數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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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個門檻值，但尚未達到引起通訊中斷的情況，QS

將發出予警信號，以要求維護或作其它處理﹐防患于

未然之間。 

 

2.8. 預見性 根據通訊質量參數的累計記錄和質量退化趨勢,QS 就

能予見每個通道將在何時可能會發生故障。這樣可提

前採取措施﹐防止故障發出。 

 

2.9 擴展性 QS 應具備擴展監測范圍的能力，例如能把它的功能擴

展到 OTDR﹐GPS﹐電源中斷處理，無人站的門窗安全

報警等等。 

 

2.10 獨立性 實際上這是對任何一個監測系統的基本要求﹐這一點

也是很容易理解的﹕ 

一個質量監測系統必需獨立于被它監測的系統。 

 

2.11. 光插入損耗 當一個 QS 投入使用后，將會在光纖通訊系統中引入額

外的光插入損耗，這是不可避免的。但作為一個優秀

的 QS 應當把這种損耗降低到 小。這种光插入損耗可

分成兩部份：接頭損耗和 QS 內部插入損耗。 

 

利用熔接法聯接 QS 和光纖通信系統能排除接頭損耗。

而 QS 內部插入損耗取決于 QS 內部插入光纖通訊系統

的光學元件的個數和每個光學元件本身的插入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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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种 QS 內部插入損耗是相當重要的﹐它可被考慮作

為 QS 的本身品質的一個度量。 

 

圖 2-1 是使用 QS 前一個光纖通訊通道的框圖。每個通

道有兩個光接頭。 

 

 
圖.2-1 

 圖 2-1 中 R 代理接收機﹐T 代表發訊機﹐C 代表光纖

接頭。 
 

圖 2-2 是使用了一個完全插頭化的 QS 的光纖通訊系統

的一個通道的框圖，每個通道用了 6 個 光接頭，三倍

于原來的個數。 

 

圖2-2 

 圖 2-3 是一個 QS﹐一端用尾纖另一端用熔接，這樣每

個通道接頭的個數是和插入 QS 之前相同。 

圖 2-3 中 p 代表尾纖(pigtail)﹐f 代表熔接(fusion) 

 

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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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QM 和 PQM 

3.1 QM 是什么? 

ＱＭ是質量（Quality）及監測（Monitor）的英文縮寫，

它是一种光學上 無源的、高靈敏的、高速度的光電轉

換器件。ＱＭ的輸入是光能量而輸出是電壓信號。 

 

“光學無源＂意味著當它使用在光纖通訊系統上時，

它自身從不發出任何光信號去影響光纖通信系統，所

以從光學上講它是絕對安靜的。 

 

"高靈敏度 "是指當輸入到 QM 的光功率低至－

42dBm(大約 63 毫微瓦)時，ＱＭ的輸出電壓仍 

可維持在 0.4V 左右。 

 

＂高速度“則有兩方面的意義。首先,從光學角度上講，

ＱＭ能工作在波特率高達 2.5Gb/s 或更高速度的系統

中。第二，從電气角度上講，ＱＭ能在毫秒甚至微秒

級的時間內響應光強的變化。 
 

3.1 PQM 是什么? PQM 是從 QM 發展來的,它增加了可編程增益的功能。

一個 PQM 具有四級光-電增益﹕G1( 低增益)﹐G2﹐

G3 和 G4( 高增益)。光-電 高增益相當于 QM 的靈

敏度。 

 

光-電增益值定義為從 PQM 輸出的電壓對于 PQM 輸入

的光功率的比例。4 個 增益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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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不小于 5V/mW 

G2: 不小于 50V/mW 

G3: 不小于 500V/mW 

G4: 不小于 5000V/m 

 

高的光-電 增益值的確定是基于光纖通訊接收機的

靈敏度﹕-32dBm 或-39dBm 

 

當一個 90:10的分光器和 PQM使用在接收端時﹐對于

-32dBm 接收靈敏度﹐PQM 的  小光輸入功率為

-42dBm,它的輸出電壓不低于 400 mV ﹐對于-39dBm 

接收靈敏度﹐PQM 的 

 

小光輸入功率為-49dBm,它的輸出電壓不低于 80 

mV。 這樣的 低輸出電壓 已足夠模數轉換器和電壓

比較器的正常工作了。 

 

當 PQM 与分光器一起使用時，它可使用于任何光纖通

訊系統之中. 

PQM 用塑料封裝﹐底部有 12 個電氣出腳﹐正面有一

個光學插座。電氣出腳的間距為標準的 0.1 英寸。光學

插座可有 FC,ST 或尾纖(pigtail),供用戶選擇。 

關於 PQM 更詳細的資料請參閱 PQM 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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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PQM的智能化的

QS 

4.1. 泄漏測量法 

基于 PＱM 的 QS 也稱為采用泄漏法的ＱＳ，因為它的

基本工作原理是在一個光纖通訊系統通道的發訊端和

接收端，從光信號中各取出很小一部分來，輸入到 PQM

中去。由于PQM有很高的增益和很大的輸入動態范圍，

故能將這微小的光訊號轉換為合适大小的電壓信號。 

由于所取出的光信號的比例很小，只有 1%到 10%，故

而稱之為泄漏測量法。由于 PQM 的輸出電壓正比于輸

入的光信號強度或光功率，故而光信號強度是被用作

描述光纖通訊質量的定量化的參數。 

光泄漏是靠著光學元件﹐分光器 或光耦合器來完成

的。 

分光器是個三端元件，一個輸入端 I﹐兩個輸出端 O1 

和 O2﹐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圖 4-1 中 I 代表輸入端﹐O1,O2 代表兩個輸出端。 

 

進入到輸入端的光功率按一确定比例，例如 99:1，被

分光成兩部分，99%的光功率被送到輸出端 O1，其余

部分被送到輸出端出 O2。在 PQM 系統中， 分光比的

選擇取決于發訊端和接收端的光功率和PQM的增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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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當然大的分光比﹐如 99﹕1﹐有利于減少ＱＳ內部 

的光插入損耗。 

 

99:1 的分光比推荐用在發訊端﹐而 90:10 的用在接收

端。這樣光插入損耗分別是發訊端為 0.04dB，接收端

為 0.4dB，一個通道總的ＱＳ系統內部插入損耗是

0.44dB。 
 

4.2. 基本系統結构 PQM 系統結构框圖如圖４－２所示． 

 

圖４－２中 T 代表發訊機﹐R 代表接收機﹐PCC 代

表PQM控制板﹐Modem代表調制解調器﹐O.F.代表被

監測的光導纖維﹐Q.M.N.代表質量監測網絡。 

 

在此框圖中，可見在發訊和接收兩端均需PQM控制板。

但 IBM 個人計算机的 ISA 總線只是作為一個例子。控

制板可以插在標准的 ISA 總線插座內﹐也可以插在

PCI 總線插座內，PQM 控制板也可以放在獨立的箱子

內﹐通過總線接長線或串行口或并行口和計算機相

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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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２ 

 

 直接插入總線的方式的優點是結构簡單，但它的缺點

是板的面積受到很大限制，如需要大于八個通道的話，

板的面積可能是不夠的。 

采用總線接長線的方式﹐結构也很簡單，但接長線長

度是有限止的，不能太長，否則將影響總線的正常工

作。 

串行口与并行口在計算機通訊中是標准配置，通訊電

纜的長度可以大于一米，但需要在 PQM 控制板上內置

一個微控制器，而且通訊速率也較低，對串行口來講

更是如此。 

現在 通用 的串行 接口版本 2.0(USB V2.0)能提供高

速通訊 速率為 400Mb/s. 它是一個 很適用的通信接

口。 

質量監測通訊网絡，調制解調器或者其他网絡接口，

將在以后的章節詳細討論。 

發訊端和接收端的PQM控制板的電氣原理框圖分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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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３和圖４-４給出。 

兩者基本相似，區別僅在分光器的分光比﹐Ｄ/A 及電

壓比較器。 

 

圖４-３是發訊端的 PQM 控制板的框圖﹐圖中 F 是個

99﹕01 的分光器﹐ T 端接發訊機﹐ 

O.F 端接光導纖維。A/D 是模數轉換器﹐g.s 代表增益

設定﹐v.o 代表 PQM 的輸出電壓。 

 

圖４-４中 F 代表一個 0.9:0.1 的分光器﹐ R 端接接

收機﹐ O.F 端接光導纖維﹐ V.C 代表電壓比較器﹐

Vth 代表門檻電壓﹐D/A 代表模數轉換器﹐IR 代表中

斷請求,其它符號和圖４-３中一樣。 

 

 

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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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４ 

 

4.3 模/數操作 在正常情況下PQM控制板 基本的操作是模擬量到數

字的轉換。在Ａ/D 轉換操作之前﹐計算机必須按從初

始化程序所得到的數據來設定適當的PQM增益﹐使得

PQM 的輸出電壓在 0.4 V 到 4.5V 之間。 

 

如果輸出電壓超出這個範圍計算机將改變 增益 設定, 

使得 PQM 的 輸出電壓回到這個範圍。計算机通常使

用一個寫寄存器的指令來產生Ａ/D 轉換操作的觸發脈 

沖。 

 

A/D 轉換器把 PQM 輸出電壓轉換成數字數据并通過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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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把它們送到計算机。但 A/D 讀取的數據是原始的二

進制數據﹐它不能直接顯示出來﹐所以計算机要根据

PQM 的增益設定﹐線性-對數查閱表或在原始程序所

得到的 小二乘法擬合系數 來處理 這些數據, 把它

們轉換成以 dBm 的單位的數量﹐因為 dBm 是光纖通

訊系統 所常用 的光功能單位。 經過這個處理過 

程, 計算机將數据顯示在熒光屏上。 

 

每一個PQM控制板至少應有一個A/D轉換器﹐ 好每

一個光道有一個﹐但是幾個光通道能通過內附的或外

接模擬多路選擇器而共享 一個 A/D 轉換器。 

 

A/D 的分辨力至少是 8 位。 

 

在基本操作的基礎上，經過一個簡單的數据處理，能

很容易地獲得下列描述每一個通道質量的信息： 

1) 當前的光功率 

2) 初始的光功率 

3) 當前光功率對初始的光功率的衰落 

4) 該通道所要求的 小光功率 

5) 光功率的臨界值，即當前光功率与所要求的 小光

功率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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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這些信息，光纖通訊質量監測和管理就建立在一

個扎扎實實的定量數据的基礎上，而 

不僅是一個簡單的“通訊正常或不正常＂的描述。 

 

4.4 電壓比較器的電壓比

較 

電壓比較器的電壓比較是 PQM 系統的第二個基本操

作。 

 

電壓比較器的運行是為了給予質量下降和故障的警

告。每一個光通道 好有三個電壓比較器。這三個電

壓比較器有三個不同的門限﹐它們分別是質量衰落警

告﹐質量嚴重衰落警告和質量非常嚴重衰落警告。 

 

電壓比較器的門限電壓在系統初始化過程中由 D/A 轉

換器來設置，關于這一點以后會再詳細說明。不管是

因為發訊端發送光功率下降或光纖衰減增加，當接收

端所接收到的光功率降低到低于任何一個電壓比較器

的門限電壓，電壓比較器立即響應，并改變它的輸出

的邏輯電平﹐進而這邏輯電平的改變啟動中斷調用。

計算机 CPU 對于這中斷會立刻作出以下反應﹕ 

 

<1> 當嚴重或非常嚴重質量衰落的情況被探測到時﹐

在接收端的備用的光道立刻開始工作同時通過質量監

控网絡發出一個訊問質量的信息到發訊端的PQM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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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並通知發訊端立刻起動相應的備用的光道以保證

通訊的繼續工作。當質量衰落的情況被探測到時﹐通

訊仍舊正常﹐備用的光道不需開始工作﹐但訊問質量

的信息仍舊發到同一光道的發訊端。 

 

<2> 如果發送訊端的 PQM 輸出電壓也下降了， 則可

判斷為是發訊机部分引發的故障，隨即發出發訊端故

障警告信息，給中央控制站和維修人員。告警信息應

當包括下列內容： 

 

1）故障的站號；2）故障通道號；3）故障原因：發訊

机；4）故障類型：衰減，嚴重衰減或非常嚴重衰減；

5）故障發生時間和日期；6）故障發生前后故障通道

兩端的光功率數据。 

 

<3>如果發訊机端的 PQM 輸出電壓正常，那可判斷為

它是光纖部分的故障，QS 的反應步驟除以下兩點外与

發訊端部分故障相同： 

 

1）故障內容：光纖；2）使用 OTDR 查找光纖的故障

位置。 

 

如果 OTDR 已按裝在 QS 系統﹐它立刻開始查找光纖

的故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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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發訊端光功率改變會直接影響接收端的光功率

值，故而發訊端不再需要 D/A 轉換和電壓比較器。關

于PQM系統具體的操作過程在以后章節中進行更進一

步的討論。 

 

5. PQM 系統的分析 本章將分析以 PQM 為基礎的智能化的 QS(簡稱 PQM

系統)如何滿足在第二節中所提出的各項技術要求的。 

 

5.1. 完整性 因為 PQM 是使用在發訊端和接收端﹐在發訊端的

PQM 監測發訊端輸出光功率。在接收端的 PQM 監測

接收到的光功率﹐這個光功率是取決于發訊端輸出光

功率和光纖网絡的衰減值﹐所以當發訊端輸出光功率

下降或者光纖网絡衰減增加時﹐系統能象第四章所說

的那樣﹐區分出引發該故障的原因，所以它是監測著

整個光導纖維通訊系統﹐能滿足完整性的要求。 

 

5.2. 定量性系統 PQM 系統 選擇光信號強度或光功率作為光纖通訊質

量參數。這是個定量的描述﹐所以它能滿足定量性的

要求。 

選擇光功率為質量參數的优點是： 

1）高強度的光信號功率意味著良好的通訊質量，這是

眾所周知的。 

2）簡單明了。只需要一個數据就可以描述一個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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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質量，既便于處理又易于存儲。 

3）通過它很容易計算和估計其他通信質量參數。例如

信噪比是另外一個通信質量參數， 

它很容易由光功率來估算，假若一個接收机的靈敏度

是-32dBm， 接收端的噪聲功率必須小于-44dBm 以達

到誤碼率小于 10-9。當 PQM 檢測到接收端輸入光功率

是-26dBm，那么信噪比是 18db。 

 

5.3 實時性 由于 PQM 和分光器是价格便宜的元件，每一個光纖通

訊的通道中就有可能在永久地安裝上一套PQM和分光

器﹐時時刻刻﹐分分秒秒地監測著光強度。而且它既

不像 OTDR 那樣需要有几分鐘的平均時間，也不需要

逐個通道切換﹐這是一種真正的實時監測。 

 

一個 A/D 轉換器的采樣速率可以高至 100MHz，電壓

比較器的響應時間可達微秒量級，甚至納秒量級﹐因 

此 A/D 轉換器能提供實時光功率數据而電壓比較器能

全時間地監測全部故障。毫無疑問，PQM 系統能滿足

實時性的要求的。 
 

5.4 在線性監測 PQM 和分光器兩者都是無源光器件，它們從不發出光

信號到被監測的光纖通訊系統中去，因此們不會干擾

正常的通訊。PQM 系統每個通道總的內部光插入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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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0.44dB，這個損耗能几乎為所有的光纖通訊系統所

接受。所以它能實施在線性監測。 
 

5.5 可靠性 在 PQM 系統中，在每個光通道的每一端僅僅被插入一

個光學元件(分光器)。被插入的光學元件數已是降低到

少的了。 

 

PQM 本身是一個大規模集成電路﹐性能非常穩定。而

分光器的可靠性則由它的制造工藝過程所保證的。它

的制造過程是把兩根裸露的光纖一邊加熱、絞合并延

伸，一邊予以測試其光功率耦合比直到達到确定的數

值。因此分光器的可靠性与光纖通訊系統中非常常用

並非常可靠的熔接接點是完全相同的。 

 

PQM 系統的基本組成是 A/D 變換器﹐D/A 變換器及

ISA 總線，所有這些都是成熟的，可靠的元器件。因此

PQM 系統是非常可靠的。另外萬一 PQM 系統發生故

障，只要分光器是正常的，光纖通訊系統仍然保持正

常工作。 

 

5.6 高速響應性 在正常工作情況下，PQM 得到光信號強度或光功率的

響應時間，取決于 A/D 變換器的采樣速率。假如使用 8

位 A/D，轉換時間可短至 10 毫微秒，即每秒采樣一億

次。這個反應速度是很快的了。 

 

故障檢測響應時間取決于電壓比較器，可達微秒或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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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秒量級，加上監控系統网絡通訊的傳輸時間，啟動

備用通道，找到故障發生的站點和信道等，總的故障

檢測響應時間可在毫秒量級。這個個時間是滿足 QS 對

高速響應的要求了。 

 

5.7 予警性 PQM 系統的預報警功能在 4.4 中已描述了。 

 

5.8. 予見性 當大量的光信號強度或光功率數据的累積起來后，就

可以發現數据隨時間的衰減關系，根据采用線性或高

階的外推法可預見光纖信號強度或傳輸光功率的下降

到允許的 低值的時間。在此時間以前應當更換光纖

或終端設備以避免故障的發生。這是 PQM 系統的予見

性。因為在 PQM 系統中一個通道僅需記錄光功率一個

參數，因此可預見性的處理過程是比較簡單的。 

 

5.9. 擴展性 PQM 系統是計算机化的，它很容易通過 ISAI 總線或

PCI 卡﹐串行口/并行口來擴展其它功能。它能把 OTDR

集成到系統中來以用于自動尋找光纖故障位置。 

 

也能把 GPS (球定位系統)集成在系統中以提供更加正

確的光纖故障位置的信息其它常用于光纖通訊站的功

能如無人站的門窗報警，溫度控制，電源電壓的監測

等都可以作為 PQM 系統的擴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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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獨立性 PQM 系統從光纖中直接取出光強度信號，并不需要從

光纖通訊系統中得到任何其他電信息，因此它是一個

完全的獨立于光纖通訊系統的系統。 

 

5.11 光插入損耗 在 PQM 系統中僅僅只有一种光學元件（分光器）插入

一個信道的兩端，因此 QS 內部光纖插入損耗可低至

0.44db。 
 

5.12 PQM 系統的价格估

計分析 

本价格估算分析包括了每個站的化費与每條通道化費

兩部分： 

1）每站化費： 

• IBMPC 机一台：US$2000 

• 電子部分元件：US$200 

• 每個站的總化費：US$1200 

 

2）每通道化費： 

• 2 個 PQM/每個通道：US$300 

• 2 個分光器：US$600 

• 多通道的 A/D 和 D/A 僅幾元﹐所以能忽略 

• 每個通道的化費：US$900 

 

5.13 結論 PQM 系統能滿足 QS 的要求。 

6. QM 系統的操作 PQM 系統的基本操作： 

6.1 A/D 操作 模/數轉換的操作是 PQM 系統的 基本操作。操作過程

非常簡單。給每個 A/D 轉換器設定一個地址﹐CPU 利

用給該地址的寫操作起動一次 A/D 轉換﹐當轉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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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A/D 轉換器發出中斷請求，CPU 響應該中斷并利

用一個對該地址的讀操作把已被轉換成數字的數据從

A/D 轉換器通過總線讀入 CPU。 

 

對于 A/D 的分辨率﹐大多數的 PQM 系統推荐使用 8

位的或 12 位的 A/D 變換器。采樣速率取決于系統的需

要和系統的結构。當使用電壓比較器監測故障或衰減

時，A/D 的采樣速率可以很低，例如每五秒采樣一次。

這樣 CPU 不必在采樣上化費太多的時間； 

 

假若 PQM 系統使用軟件進行報警處理，而不是利用電

壓比較器，則 CPU 從 A/D 變換器讀到一個的數据，再

与原先存在存儲器內的予報警門限值數据進行比較，

并判斷是否發生故障或衰落，在這种設計中硬件是簡

單的，但 A/D 的采樣速率必須很高，以減小不敏感階

段的時間。在這种情況下推荐使用每秒几百千次的 

采樣速率。 

 

6.2 定標操作 對一塊新的 PQM 控制板﹐定標操作是必須的步驟，這

一步驟的目的是制作一個查閱表來建立以下參數之間

的關系﹕ 

1)光功率 

2)PQM 增益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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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QM 模擬電壓輸出數值。 

4)如果控制板使用多個光波長﹐如 1310 毫微米和 1550

毫微米，那光波長也要作為備查表的一個參數。 

 

備查表應存儲在控制板的 E2ROM 或 Flash 等非揮發性

存儲器中。如果為了演示或試驗，也可存儲在計算机

的硬盤中。對每一擋增益，要求有 8 個大致均等的 PQM

的輸出電壓進行定標測量。 

 

圖 6-1 和圖 6-2 分別顯示了發訊端和接收端作定標測量

時的光路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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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1左半部份 P是PQM控制板﹐其中 F是一個90﹕

10的分光器﹐C1 和 C2 是光導纖維的接頭。F1是一個

50﹕50的分光器﹐V.O.A是可調節的光導纖維衰減器

﹐LS是一個光源﹐OPM是光功率計﹐MT是終端匹配

器。 

 

圖6-2中 F 是一99﹕01的分光器﹐其餘的符號和圖6-1

的一樣。 

 

由于50﹕50的分光器把輸入光平均地分配給兩個輸出

端﹐在圖6-1中光功率計 的讀數﹐可認 為是輸入到

C1的光功率。 

定標過程描述如下： 

1. 把光導纖維衰減器的初始衰減置為最大。 

2. PQM的初始增益置為G4（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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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標軟件重复A/D變換器的基本測量操作，以采集

QM的輸出電壓，並轉換所采集到的二 

進制數據為以電壓為單位的數据并顯示在熒光屏上。 

4.調節衰減器，減少衰減以增加PQM的輸出電壓值。當

電壓分別達到大約(不要求精確的)0.5V，1.0V，1.5V，

2.0V，2.5V，3.0V，3.5V和4.0V附近時，操作人員按下

回車鍵，定標軟件暫停采集，并提示操作人員鍵入光

功率計所顯示的以dBm為單位的光功率值。 

在光功率值被輸入后，熒光屏上顯示以伏為單位的

PQM輸出電壓和以dBm為單位的光功率值。 

5.定標軟件將提示操作人員以輸入“Y＂或“N的方式

來确定該組數據是否合適＂。若輸入“Y＂，軟件把包

括增益、PQM輸出電壓值、光功率值及所選用的光波

長等數据存儲到非揮發性存儲器內，亦即把這組數据

增加到查閱表中，然后再重新開始采集數據。假如操

作者響應的是“N＂，那么將不保存該組數据而開始新

的采集。當PQM輸出電壓到4.0V，并完成采集數据后，

逐次改變增益到G3，G2，G1，重复上面描述的過程﹐

直到全部完成。 

 

有兩种方法處理標定所得的數据，一种是對查閱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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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內插處理，另一种是用最小二乘法進行處理。在這 

兩种方法中，變量應是以dBm為單位的光功率和以mV

為單位的PQM輸出電壓的對數值（以10為底）。假如

使用內插法，下面是一個查對表的例子： 

-3937 7 97 1330 
-3603 7 195 1330 
-3419 7 273 1330 
-3114 7 546 1330 
-3001 7 683 1330 
-2806 7 1093 1330 
-2607 7 1679 1330 
-2502 7 2148 1330 
-2405 7 2656 1330 
-2300 7 3398 1330 
-2207 7 4199 1330 
-2108 7 4980 1330 
-2312 11 332 1330 
-2213 11 410 1330 
-2107 11 527 1330 
-2009 11 664 1330 
-1802 11 1054 1330 
-1708 11 1328 1330 
-1602 11 1679 1330 
-1504 11 2109 1330 
-1402 11 2656 1330 
-1301 11 3281 1330 
-1207 11 4179 1330 
-1106 11 4980 1330 
-1515 13 214 1330 
-1401 13 273 1330 
-1319 13 332 1330 
-1204 13 429 1330 
-1105 13 527 1330 
-1001 13 664 1330 
-908 13 859 1330 
-803 13 1054 1330 
-703 13 1328 1330 
-605 13 1678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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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第一列是光功率（dBm為單位），“-1207“表示

“-12.07dBm＂。 

第二列是增益設置，7的兩進制數是“0111表示增G4 ﹐

11的兩進制數是“1011“表示增益G3﹐其余類似相推。

第三列是PQM的輸出電壓（mV為單位）。 

后一列是光波長 (如果需要多個波長)。 

定標文件是系統精度的關鍵，它的修改要有密碼保護。 

在正常操作下，從 A/D 變換器讀到一個數据，在對查

表中找到相同增益下的兩個鄰近的 PQM 輸出電壓值，

而讀到的數椐值在它們之間。對這兩個值做線性內插

值計算，由此得到對應的以 dBm 為單位的光功率值。

 

若使用 小二乘法，把光功率作為 PQM 輸出電壓對數

的線性函數，Y=kx+b。當定標過程結束﹐每個增益的

斜率 k 和截距 b 可從定標數據中計算得到﹐ 這樣需

要保存的是每個增益下的 k 和 b 值，而不再是全部定

標數据，這樣可大大減少存儲容量。 

 

PQM 的增益對溫度變化是相當穩定的，但是它的暗電

壓卻隨溫度變化。通常情況下，PQM 使用在室溫環境

下，暗電壓非常小，并不需要溫度補償，但對于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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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高精度測量或在環境溫度變化很大的情況下，需

要在 PQM 控制板上安裝溫度傳感器，以補償由于由暗

電壓隨環境溫度改變所帶來的誤差。暗電壓值隨溫度

變化的關系亦可采用建立另一查對表的方法保存在非

揮發性存儲器內。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的 PQM 輸出電

壓應當為測量到的輸出電壓減去所處環境溫度下對應

的暗電壓。有效的 PQM 電壓將被用於下一步的數据處

理。 

 

6.3 D/A 操作 D/A 操作的目的是為電壓比較器設置預報警電壓門限

電壓。用戶可根據需要決定設置電壓門限的個數。通

常推薦以下三個門限﹕ 

衰落，嚴重衰落及非常嚴重衰落。 

衰落門限的計算方法將在 6.4 節初始化中敘述。以下是

推薦的門限電壓﹕ 

• 衰落門限﹕正常 PQM 輸出電壓的一半。 

• 嚴重衰落門限﹕衰落電平門限的一半。 

• 非常嚴重衰落 ( 無光)門限﹕嚴重衰落門限的

一半。 

假如光信號強度低于非常嚴重衰落門限﹐系統必須判

斷是否 無光。 

 

無光判別的方法是﹕給PQM設定了 大增益值﹐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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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M 輸出電壓﹐如果輸出電壓小于 0.1V，就是無光故

障。 

D/A 操作在初始化時或系統接通電源時執行。 

若采用軟件方法設置門限，D/A 操作可以省略。 

 

6.4 初始化 初始化的過程也可稱為系統的自學習過程，初始化的

目的是當一塊PQM的控制板聯接到光纖通訊系統後﹐

在它正式工作前﹐需要收集各種它所工作的通道的初

始參數來設定它的工作環境﹐這些參數包括PQM增益

設置，PQM 輸出電壓，預報警或衰落門檻電平等的參

數以提供光纖通訊在正常的操作情況與初始過程比較

的參照。 

 

所以每一通道的初始化必需在PQM系統進入正常操作

之前做完。初始化過程由軟件自動探測各種數據﹐但

在這一過程中，也需要操作員輸入下列通道信息： 

1） PQM 是被用在發訊端還是在接收端 

2） PQM 的通道號 

3） 通道另一端的站點和通道號，通常情況下站點可

用電話號碼或网絡地址來表示。 

4） 中心站電話號碼或网絡地址 

5） 維護站或維護人員的電話號碼其中 4）和 5）兩項

在預報警后或當有故障檢測到時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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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列情況下需進行初始化過程： 

1）一塊 PQM 控制板第一次使用到光纖通訊系統時 

2）在通道的光纖被更新后 

3）通道的發信机被更新后 

4）中心站或維護站，維護人員的電話號碼被更換后。 

5）某個站的電話被更換后，所有相關站均需修改初始

化文件，但并不需要運行初始化程序。對于這種情況

4)和 5)﹐可修改初始化文件，但并不需要重新運行初始

化程序。 

 

由于初始化文件是很重要的文件，它的文件修改一定

要有密碼保護。以下是初始化過程： 

1）增益設置 

一開始軟件采用 低增益設置， A/D 重复采集 PQM

輸出電壓 100 次， 假若這 100 次的平均值低于 0.5V，

增加增益一級，重复采集直到平均值大于或等于 0.5V。 

若在 低增益 G1 時，輸出電壓平均值大于 4V，在屏

幕上顯示 PQM 出錯信息。若在 高增益 G4 時，平均

值仍然小于 0.5V，在屏幕上顯示 PQM 出錯信息。 

2）初始化數值与衰落門限值的設置： 

當 PQM 某一增益設置下﹐它的輸出電壓平均值在

0.5V~4V 之間，這就是該光導纖維通道在正常運行情

況下光功率的初始值。這種 PQM 輸出電壓連同增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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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測量的日期与時間要被寫到非揮發性存儲器的初

始化文件中。該增益設置被用于該PQM的正常操作中。 

3）預報警門限值計算 

在 2）中所獲得的增益設置下，計算 100 個數据的方差，

假若這 100 個數據的方差值大于或等于平均值的 17%，

預報警門檻值就設置為平均值減去 3 倍方差值。 

 

假若這個方差值小于平均值的 17%，預報警門檻值為

平均值的一半，預報警門限值通過 D/A 操作送到比較

器作為它的參考電壓。 

以下是一個初始化文件的例子： 

N02（PQM通道號為02） 

R（該通道是一個接收端） 

7（ 高增益G4，0111） 

2.15（平均值是2.15V） 

3.7（ 大差值是3.7mV） 

1.07（預報警門檻值是1.07V） 

010315（測試日期是2001年3月15日） 

1003（測試時間是10.03） 

653459（在通道另一端的電話號碼） 

04（在通道另一端的通道號） 

6529876（中心站電話號碼） 

5677855（維護電話號碼） 

5687653（維護電話號碼） 

（以上是一個PQM 的初始化數椐） 

N03（PQM通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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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該通道是發訊端） 

當 PQM 系統接通電源時，初始化文件內容將下載到

RAM 中。 

 

6.5 故障檢測和處理 故障的檢測和處理對 PQM 系統這是相當重要的操作，

但它取決于用戶需求和系統的應用。 

 

根据上述提到的基本操作，用戶能作出自己的決定。 

1) 雙邊或單邊的故障檢測。 

有些PQM系統具有在發訊端和接收端雙邊的故障檢測

能力，但也有僅在接收端進行單邊故障檢測。推荐使

用單邊的，因為任何光功率的變化將影響在接收端的

光信號幅度或光功率。 

2) 預報警門限設置的數量用戶可以對每個通道設置多

個門檻值，但至少需一個。當門檻值設置為多個時，

可能 D/A 轉換器的地址會不夠用﹐可用一個簡單的電

阻分壓器來代替 D/A 轉換器。 

 

3) 故障原因判斷 

有時候，光信號強度或光功率在接收端的下降，會由

發送端輸出功率下降和光纖傳輸衰減增加兩方面的原

因同時引起，在這种情況下，模糊數學的概念應該被

應用于此。80%這一尺度是個合理的標准，那就是，假

若在接收端接受到的光功率下降值中 80%是由光纖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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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增加引起，那么就可判斷光纖故障的几率是 100%；

同樣假若在接收端接收到的光功率下降值中 80%是由

發訊机輸出功率下降引起，則系統就判斷發訊机故障

發生的几率是 100%。 

 

界于這兩者之間的情況，則系統告知引起故障原因的

百分比。 

 

7. 質量監控网絡 通常情況下，一個光纖通訊系通需要三級監控网絡：

站，省，國家。所以有必須有一個質量監控信息网絡

把所有的站聯系起來，互相取得質量監控信息。 

該質量監控网絡要滿足下列基本要求： 

1)質量監控网絡應該獨立于光纖通訊网絡。 否則一旦

光纖通訊网發生故障， 質監网也不能執行其監控的功

能。 

2)質監信息至少要有三級不同的优先權：查詢信息，故

障信息及正常信息。查詢信息是由接收端在發現故障

時向發送端發出查詢其輸出光功率的大小的信息。它

具有 高的优先權。故障信息是發往中心站及維護站

或維修人員的。它具有第二級优先權。正 

常信息是當一個站需要其他站的正常操作信息時發出

的信息。它具有 低的优先權。 

3) 質控网絡的波特率并不需要很高。几百千比特/秒已

足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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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簡化系統，質量監控网絡不需要中心站，因此每一

站應該具有接收、發送及中繼功能。當一堆信息包到

達一個站，該站就接收發給該站的信息。若信息地址

是在中繼表中所列的其他站的﹐該站就轉發這信息給

其他站。電話線可以用于質量監測网絡，但是隨著 

現在電話网越來越多使用光纖网絡，為滿足質量監測

网絡与通訊网絡的獨立性，電話線已不推荐使用，而

無線通信和衛星通信或一個不屬被監測的光導纖維通

訊网絡被越來越普遍推荐使用。 

 

8. OTDR 組裝在 PQM 系

統 

以 OTDR 為基礎的 QS 系統不是一個合格的質量監控

系統﹐這在在附錄 A 將給予詳細的分析。但是 OTDR

本身仍舊是一個能發現光纖斷點位置的有用工具﹐所

以它可以運用或組裝在 PQM 系統中﹐本章將介紹 組

合方法。 
 

8.1. OTDR 組裝在冷備用

光纖 

光導纖維通訊標準要求在任何一條光纜网絡中的光纜

有備用光纖。在系統中的備用光纖有兩種﹕熱備用和

冷備用。 

 

熱備用光纖仍舊聯接發訊端和接收端﹐光通訊信息包

不斷被傳遞﹐但包內是空的。冷備用光導纖維是不傳

遞任何光信號的。把 OTDR 聯接冷備用光纖的方法是

基于這種一個假設﹕在一根光纜中所有光纖的性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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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這種一致性不光是靜態的﹐而且是動態的﹐

也就是﹐如果冷備光導纖維的衰減增加了﹐就假設所

有在同一光纜內的光導纖維的衰減都有相同的增加﹐

如果冷備光導纖維在某點上斷裂了﹐就假設所有在同

一光纜內的光導纖維在同一點上都斷了。 

這個方法的方框圖顯示在圖 8-1。 

 

 
 

 圖 8-1中 OS 代表光纖開關﹐L1﹐L2﹐Ln是在同一個

站內 n 條不同光纜的冷備用光纖。計算機通過總線來

控制光纖開關和 OTDR﹐而且和 OTDR 交換數據。 

 

因為在冷備用光纖中沒有光信號﹐所以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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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M(波長分路器)或光瀘波器。當 PQM 系統探測到一

根光纖有故障﹐計算機將控制光開關把 OTDR 聯接到

有故障光纖的光纜中的冷備用光纖上﹐OTDR 開始探

測斷點的所在點﹐然後通知維修人員去排除故障。 

 

這個方法的好處是﹕ 

<1>因為來自于 OTDR 的光信號不會進入到正在運作

的光纖通訊﹐所以對光纖通訊沒有干擾。 

<2>因為不需要WDM和光瀘器故相當便宜﹐而且不會

增加 QS 的插入損耗。 

 

這種方法的缺點是在一個光纜中所有光纖的性能是一

致的假設不總是正確的。例如在一條正在運作光纖的

熔融接點發現了漏水﹐但在冷備用光纖卻沒有漏水﹐

所以 PQM 系統探測到正在運作光纖的故障﹐但是

OTDR 不能夠發現冷備用光纖的故障。在這種情況下﹐ 

維修人員將動用熱型備用光纖﹐取代的正在工作的有

故障光纖﹐手工地把 OTDR 聯接到那個有故障的光纖,

而發現故障點。 

 

8.2 OTDR 組裝在運行光

纖裡 

這個方法容許測量在光纖通訊系統中所有的正在運作

的光纖。圖 8-2 是一 個在發訊端的 OTDR 的方框圖。

圖 8-3 是一個在接收端的 OTDR 的方框圖。 

 

在圖 8-2 和圖 8-3 中﹐R 是接收端﹐T 是發訊端﹐P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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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M﹐SW 是光纖開關﹐F 是光瀘波器, 

 

C 代表分光器。A 和 B 表示兩個相鄰的光導纖維通訊

站。OF 代表光導纖維﹐OSC 代表誇站的光纖聯接﹐這

種聯接是當站與站之間的距離較近﹐一台 OTDR 可以

跨站測量是使用的。 

 

不象在附錄 A 所敘述的以 OTDR 為基礎的 QS﹐組裝到

PQM 系統的 OTDR 並不總是向光纖發射光脈沖﹐僅當

PQM 探測到故障﹐並發現此故障是有光纖造成時﹐計

算機起動備用光道﹐並強制有故障的光纖變成冷光纖

﹐然後把 OTDR 聯接到這個光纖﹐起動 OTDR 找尋故 

障的所在點。當故障的所在點找到後﹐PQM 系統把這個

信息傳遞給維修人員﹐由他們去排除故障。 

 

相對于 OTDR 的 QS﹐OTDR 組裝在 PQM 系統有以下重要

優點﹕ 

1)在 正常光纖通訊時﹐OTDR 不發射光脈沖﹐ 它不

影響信號對于干擾 比率的 這個 通訊 

信號。 

2) OTDR 不需要終是處在工作狀態﹐所以它的使用壽

命變長了。 

OTDR 的光波長必須不同于光纖通訊的 光波長﹐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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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DR 的光脈沖不能耦合到光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