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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光纤光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光纤光

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光纤光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光纤光缆行业的现状、中国光纤

光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光纤光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光纤光缆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光纤光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光纤光缆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从&ldquo;宽带中国&rdquo;战略的深入推行到&ldquo;互联网+&rdquo;概念的提出，再到李

克强总理三令五申敦促&ldquo;提速降费&rdquo;，我国光纤光缆企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契机

。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业务应用的蓬勃发展，我国光纤光缆产业也迎来了较快

发展，国内光纤光缆需求维持着增长态势。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成为光纤光缆业

的世界工厂，是世界光纤光缆产品的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

     2015年，全国新建光缆线路441.3万公里，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2487.3万公里，同比增

长21.6%，比上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

     全国新建光缆中，接入网光缆、本地网中继光缆和长途光缆线路所占比重分别为62.6%

、36.7%和0.7%。接入网光缆和本地网中继光缆长度同比增长28.9%和16.3%，分别新建276.4万

公里和161.8万公里；长途光缆保持小幅扩容，同比增长3.4%，新建长途光缆长度达3.2万公里

。

    光缆是一定数量的光纤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缆心，外包有护套，有的还包覆外护层，用以实

现光信号传输的一种通信线路。  即：由光纤（光传输载体）经过一定的工艺而形成的线缆。

光缆的基本结构一般是由缆芯、加强钢丝、填充物和护套等几部分组成，另外根据需要还有

防水层、缓冲层、绝缘金属导线等构件。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光纤光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6

年我国光缆产量达32949.2万芯千米，累计增长13.2%。                                       指标             2016年12

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光缆产量_当期值(万芯千米)             3278.7             2952             2764.1             3032.8             3007.8

            3075.9                               光缆产量_累计值(万芯千米)             32949.2             29714.4            

26688.4             23952.6             21015.9             18008                               光缆产量_同比增长(%)             9.2    

        -4.2             5             12             20             2.1                               光缆产量_累计增长(%)             13.2           

 13.3             15.5             17             16.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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