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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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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 5G 到来和视频大带宽冲击，本地传输网应通过稳架构、结构扁平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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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transmission network is the bearer of full service access and transportation，is very complicates with many diverse element. Facing with 5G- era and heavy flow by video，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transmission network should
trend to asset-light by building basic architecture，delayering network element，estimating network quality，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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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本地传输网是本地网内各类业务接入、传送承载
的基础网，包括本地传送网（核心汇聚层传输系统）、
本地主干光缆、管道、基站/室分等业务接入（也有运营
商将宽带/大客户业务接入全部包含在内），本地传输
网（不含宽带及大客户）网络投资占比约 20%，宽带接
入、大客户网络投资占比 15%~18%。本地传输网/宽
带接入投资中管线投资占比均超过 70%以上，由于网
络整体建设思路差异不大，国内各运营商间专业投资
占比基本接近。
本地管线虽然投资占比最大，但是资源管理复
杂，几乎全部依赖人工进行管理，资源的准确性差、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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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质量好坏很难掌握。近年来出现的 IODF、RFID 识
别成本高，也需要人工录入管理，推广困难，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无源设备的管理问题，投资效率、质量要靠
各层级人员来负责，是个
“老大难”问题。
网络层级化是运营商电信级网络建设的必然选
择，保证了网络的稳定、高效、维护界面清晰、易于管
理，但同时也带来了网络的僵化，在设备性能、技术逐
步实现跨界跨域情况下，部分设备功能存在一定的重
叠，扁平化程度低，随着业务量的爆发式增长，投资效
率无法进一步提升。
互联网公司是依托运营商的网络逐步发展起来
的，从早期的互联网应用逐步向云计算、云接入、云通
信等发展，业务分布越来越广，数据量呈指数级别增
长，部分 OTT 甚至已经开始建设自己的骨干传输网
络。互联网公司在网络建设时没有普遍服务义务的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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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绊，表现出了较高的投资效率，业务质量优化和成
本效益相结合，网络安全通过云化、备份等方式解决，
而且在网络的 SDN 化方面表现积极，推动网络的智能
化。相比较而言，运营商“重资产”的网络建设思路投
资效率低下，通过借鉴 OTT 公司“轻资产”的建设模
式，在保证网络适度安全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率、提
升竞争能力，是本地传输网发展建设必须考虑的因
素。

1 基础网络架构是本地网络稳定发展的基石
通信网络正在从“人人通信”向“人物通信、物物
通信”发展，网络连接的领域、分布越来越广，网络控
制正在逐步向云化、集中化发展，作为业务收敛、接入
的主体，从数量有限的几个核心枢纽节点到数以万计
的末端业务接入点，需要高效的收敛手段提升业务的
接入效率。在 2G/3G 时代，业务收敛组织比较随意，网
络可扩展性差；4G 时代，随着移动 SDR、BBU 集中、
RRU 拉远/级联等多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配套建设成本
大幅度下降；同时，固网采用 PON 技术的 FTTH 接入模
式广泛推广，单 GB 建设成本持续优化。基于此，中国
联通在 2013 年提出了适应本地网络稳定、长期发展演
进的基础网络架构思路，在光缆建设“分层分区”概念
的基础上明确了汇聚节点、综合业务接入点在网络中
的地位，提出
“三点两面”的目标网规划思路。
本地基础网络架构全面梳理了本地网内各类网
络的组网模式，明确了城域网 BRAS/SR、承载网一级
汇聚节点等应部署在汇聚机房，OLT、BBU 集中点原则
上围绕综合业务接入点进行建设，强调了光缆建设、
系统建设、设备布局应围绕架构节点的建设思路，多
专业协同大力推广 RRU 级联拉远模式节约投资。经
过 3 年的建设，到 2016 年底基础架构建设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一是网络稳定性大大提升。汇聚机房自有率
提升 30%以上，综合业务接入点建成率超过 95%。二
是城区主干光缆基本完成覆盖，实现了城区业务的快
速接入响应，接入距离、接入单站造价均下降超过
50%。
本地基础网络目标架构的提出在业界获得了强
烈的反响，目前国内几家运营商都在向基础架构靠
拢。基础架构在满足业务最后 1 km 快速接入的前提
下又保证了网络的稳定性，架构形成后可以较好地兼
容 5G 网络部署和 DC 化布局。根据网络 DC 化布局目
标，通信云预计会采用三级架构，即区域 DC、本地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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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缘 DC，其中边缘 DC 的定位和汇聚机房定位完全
契合，条件较好的综合业务接入点可以作为 5G CU 下
沉机房使用。
根据测试，4G、5G 网络 BBU 池组化的效率在 7~10
个站集中情况下基本达到理想效果，结合 BBU 池组化
的发展演进，每综合业务接入点收敛 10 个左右的基站
是比较合理的（和本地基础网络架构制定目标一致），
如果 5G 移动网目标站址数为 120 万左右，那么目标综
合业务接入点机房保持在 12 万左右即可，对于机房条
件好管线资源丰富的区域可以进一步扩大收敛范围，
总的来看，除城区个别区域需增补综合业务点机房外
中国联通本地基础网络架构规划的目标基本可以满
足 5G 承载需要。

2 从业务承载效率出发，多专业联动推动传送
承载网络的扁平化
中国联通于 2013 年正式启动了面向未来可运营
的新一代网络架构体系研究，目前正展开网络架构重
构，传统网络架构正在向 IT 网络架构靠拢，并逐渐向
轻资产转型。作为基础承载网络的传送网，要从传统
的基础网络向业务网络转型，要从面向网络运行向支
撑客户需求转变，要从面向设备维护向支撑业务运营
转变，相比于其他业务网而言，传送网转型难度更大、
过程更复杂、更漫长，同时在转型过程中还要做好各
类业务的综合承载，不能影响到业务发展。为加快推
进传送网网络轻资产化，更好地满足业务承载和业务
发展需要，传送网专业在现阶段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
方面的工作。
2.1 推动传送承载网扁平化，简化运维，提高效率
由于 IPRAN、本地 CE 等网络建设管理、维护分属
不同专业、不同部门，造成现有传送承载网络结构仍
较为复杂，存在多张网并行的情况，使得移动回传业
务接入的层级较多，存在多跳转接、跨域复杂互通、投
资浪费等问题，承载效率低下。通过对单个 3G/4G 用
户流量流向的分析，如图 1 所示，可以发现单条业务最
多达到了 10 跳（IPRAN 网络 3 跳、本地 CE 网 2 跳、B 网
3 跳、省会 CE 网络 2 跳）、经过了 4 个自治域，除了造成
大量的背靠背端口资源浪费外，还带来如下影响：
a）数据路由器转发处理带来的时延增加。
b）网络故障点过多，
网络安全隐患增加。
c）维护设备种类过多，维护难度增大、维护成本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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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回传业务承载现状

d）业务端到端开通、调度难度大。
e）网络建设总成本 TCO 过高。
随着 LTE 基站规模的迅速增加、2I2C 业务的快速
发展，移动回传网络带宽需求大幅增长，互联端口由
早期的 10 Gbit/s 颗粒逐步提升至 100 Gbit/s 颗粒，现有
承载网络的结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加快传送承载网
络的扁平化已迫在眉睫。
承载网络扁平化应以简化网络层级、优化网络结
构、打造极简网络为目标，各本地网应结合各地实际
情况尽快完成。扁平化过程中，应在保证适度安全的
情况下尽量减少设备和端口转接，建议对本地的 IP 设
备进行融合，包括 IPRAN 网络、IP 承载 B 网、IP 承载 A
网、本地 CE 网络（移动综合承载 CE 网络、IMS CE 网
络、RAN CE 网络、移动电路域 CE 网络、移动分组域 CE
网络等），融合后的网络应定位于本地范围内多业务
统一承载的综合承载网络，并与骨干 IP 网唯一出口连
接，使得各类业务能在网络中实现统一管理、统一调
度、端到端发放，现网本地 CE 的业务应做好优化，并
逐步将业务迁移至统一的综合承载网络。
2.2 加快推进传送 SDN 化
基于 IP+光的超宽网络承载环境是传送网 SDN 的
目标技术架构，IP 层和光层协同，优势互补，共同构建
高性能、低成本的承载平面。通过对 IP 设备与光设备
信息的统一管理和集中控制，可实现多层网络乃至全
局资源的统一调度和流量的灵活分流，大大降低了核
心路由器转发压力，IP 层扁平化和光层的最短路由保
证了业务时延最低，并发挥 IP 层和光层保护各自的优
势，协同提高网络可靠性，达到资源效率和可靠性要

求的平衡。在具体方案实现上可有以下 2 种方式。
a）根据 IP 网流量流向，推动 IP 网结构扁平化，流
量大的局向通过 OTN 光层转发。目前大客户专线、部
分网络游戏对 IP 网的转发时延要求越来，影响时延的
最主要因素是 IP 网结构、光缆网结构，IP 网结构的逐
步扁平化、MESH 化是减少时延的最优方案，IP 链路通
过直达的 OTN 波道承载，OTN 系统应选择最短的光缆
路由。另外，IP 层的逐跳流量转发也会带来光接口资
源的浪费。因此，IP 网结构规划应充分考虑光传送层
路由和结构，通过联合规划制定最优方案，保证一定
流量收敛效率的基础上尽量扁平化 IP 网络，核心路由
器流量转发仅需考虑节点/链路故障下的迂回保护，节
约总体承载投资和运营成本。
b）IP 设备和光设备协同，功能去重减少光接口，
即路由器提供 OTN 的彩光口，传输设备只提供波长调
度/信号放大等线路功能。该方式对每条业务可以省
去 4 个客户侧光接口，将大大降低设备的功耗和占地
面积，所有的光纤连接调度都通过光层 ROADM 网管
自动完成，可大大降低维护成本，该方案也是传送网
SDN 化的最终目标。目前仍面临着跨层面间告警传
递、跨层协同器、彩光口不同厂家互通等技术难题，推
进难度较大，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a）彩光口的标准化和互通性，包括发光功率、发
光信号码型和波形、波长精度、波长调节、FEC 方式和
能力等。
（b）光层和 IP 层（电层）告警关联机制研究。
（c）开发第三方的 SDN 控制器/跨层跨域协同器
实现对多厂商 ROADM、彩光口的统一管理和控制、业
务端到端配置和管理。
（d）异厂家 ROADM 实现互通和混合组网。
另外，面临 5G 大带宽、低时延、切片化的灵活承载
需求，5G 承载网需要引入 FLexE/FlexO、SR 源路由技
术、低时延转发技术等，业界也提出了基于端到端 IP
设备和分组增强型 OTN 承载方案，两种承载方案需要
对现有的 IP 或 OTN 设备在低时延处理、切片功能、路
由转发能力上进行增强，目标是融合现有 IP 层和 OTN
层的功能，实现设备层面上的跨层融合，也是承载扁
平化的演进之路，但在设备开发、产业链协同上也存
在大量工作。
总的来看，随着 5G 网络部署的来临和固网业务的
提速，对传送和承载网的深度融合方案需求越来越迫
切，运营商应该从网络结构简化和总体成本节约的角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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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推动 IP+光融合的方案规划、标准制定等工
作，促进产业链发展和设备互连互通。

3 加强传送网的常态化网络优化
传送网是各业务网络的基础支撑网络，业务网络
不断升级对传送网提出了新的建设需求，传送网的建
设保障了业务网络的快速健康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业务网专业对传送网专业的需求往往时效性较强，因
此，传送网专业在网络建设时，优先考虑满足业务网
及时开通的需求，同时兼顾网络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健
壮性。
经过多年工程建设的积累，传送网体量更加庞
大，前期为了满足业务快速发展、实现业务快速接入
开通，积累的网络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与业务不匹
配、传输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逐渐凸显，而通信基
础网络的质量和稳定是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因
此，对现有传送网进行网络评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变得十分必要，它可以有效实现精准建设、资源优化
挖潜，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网络评测优化是是一个持续改进的动态管理过
程，只有全方位分析自身网络的优缺点，挖潜内在潜
力，建立常态和长效的评测工作，才能实现传送网持
续健康的发展。要做好常态化的网络评测，应重点做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 做好资源使用规范
通过网络评测可以发现，较多的网络问题均是由
于资源使用不规范造成。由于网络体量大，资源使用
没有统一的规范，造成各地资源不清，尤其对于管道
光缆等哑资源，使用不规范对建设、维护都产生了极
其严重的影响。因此，各本地网建设、维护部门日常
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
a）核心汇聚光缆、主干光缆纤芯管理应由专门部
门负责，包括常态化的使用记录、使用调度及业务停
用后的纤芯资源释放，负责部门应制定相关纤芯使用
管理规定、使用规则；对纤芯使用不规范的业务应逐
步进行优化调整，负责部门还应做好纤芯资源预警工
作，根据日常纤芯使用需求量，适时提出光缆建设计
划；对于业务应急使用的纤芯，应在使用完成后做好
相关纤芯拆除、记录等。
b）规范大客户业务接入模式。各本地网应针对
不同类型、不同等级、不同颗粒的大客户，制定相应的
业务接入规范，充分发挥汇聚机房、综合业务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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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的作用，避免客户接入对主干光缆、汇聚光缆资
源的无谓消耗。
3.2 依托网络流量监测系统，
做好IPRAN网络优化分析
经过多年建设，IPRAN 网络已成为覆盖全国、具
有数十万端设备规模、承载了 3G/4G 移动回传及大客
户业务的综合承载网络，由于其网络规模庞大、覆盖
广泛，单纯依靠人工手段已很难适应规划、建设需
要。在 2017 年，中国联通已全网部署了网络流量监测
系统，各本地网应依托建设的网络流量监测系统，做
好 IPRAN 网络的优化分析工作。
a）根据业务端口流量分析，实现 IPRAN 系统的精
准扩容，
实现网络投资的精准投放，
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b）通过对网络流量监控数据的多维度组合分析，
形成网络问题的诊断方法，分析网络存在的隐患，梳
理出 IPRAN 网络结构问题，
并及时进行优化调整。
c）通过对业务链路的综合分析，分析业务配置合
理性、流量均衡度等。
3.3 做好跨专业资源协同工作
通过网络评测发现，专业之间的协同问题仍较为
突出，存在较多专业墙、部门墙问题。由于专业之间
衔接不到位，造成了较多的资源浪费，也造成了整个
网络的建设成本增加，各本地网在日常建设维护过程
中应做好各专业之间的衔接工作。
a）加强本地传输网综合评价指标常态化对标分
析。2017 年联通集团制定了和业务网需求密切关联
的本地传输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给各本地网投资效
率评判提供了有效手段，各省各本地网应通过对标发
现本地网存在的投资效率问题，通过细致的分析挖
掘，发现投资效率低的根源，并通过方案制定、管理手
段改善等提高投资效率。
b）逐步清理业务虚占资源。通过评测发现，较多
本地网存在传输专业已用端口资源与数据网需求不
匹配，传输网端口资源虚占较多，各本地网在日常规
划、建设过程中，应做好专业之间的衔接与统筹，对于
业务网已退网或下电的需求，应及时通知传输专业释
放相应端口资源。

4 强化管理，提质增效
当前，本地传输网的网络智能化程度仍比较低，
尤其是管线资源的信息化可管理化目前没有很好的
解决手段，因此借鉴互联网“轻资产”模式，改变网络
建设维护管理中的“冗余低效”，提升网络投资效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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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运营商宏观指标的一个有效手段。
结合当前建设、维护管理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
题，建议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打破现有模式，实现本地
传输网的提质增效。
4.1 加强管理，
实现末端接入光缆的综合利用
由于网络建设的专业条块化分割、不同业务建设
时间差异、资源未实现统筹管理等因素，城区的入楼
光缆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缆入楼”现象，固网宽带、移
动室分、大客户各建各的光缆，甚至商务楼宇按不同
客户布放引入光缆的现象存在，每条缆的纤芯容量小
利用率低，
投资效率严重低下。
由于末端接入资源的复杂性和业务的突发性，末
端接入光缆的综合利用要打破现有的“条条框框”，首
先建议末端接入的建设维护市场经营“三统一”，可以
参照综合业务区划分或营销网格规划来进行“划小承
包”，通过机制更新促进资源统筹利用和投资效率提
升；二是建议入楼光缆的“首建负责制”，针对不同类
型楼宇的综合接入需求，统一制定明确的综合入楼光
缆容量、成端方式；三是加强资源管理系统建设，并实
现和电子运维、号线系统的实时对接，从技术手段上
解决资源使用不清问题。
4.2 及时进行老旧设备腾退，减少运维成本
近年来随着通信容量的指数级增长，传输设备升
级换代的速度有所加快，3~5 年时间新一代平台就会
走向商用，10 年以上的产品厂家在备件储备、售后服
务上都存在问题，而且厂家从销售策略上来讲也会主
动推动新一代产品快速替代老一代产品，部分大容量
平台甚至退服时都没有达到满配。
目前产品的更新换代除了增加新功能外，在设备
集成度、单位容量耗电方面是最大的改善目标，应加
快对老旧设备进行腾退，尤其是投产 10 年以上的设
备，如果新产品已稳定成型且性能优异（电费运行成
本远低于在网产品）时可考虑在折旧年限内进行腾
退。腾退后的设备应及时下电并拆除机柜，为后续设
备安装提供便利。
光缆寿命期一般为 20~25 年，部分光缆因频繁割
接、迁改、出厂质量差等原因在寿命期内也会出现性
能劣化严重无法使用的情况，在工程建设中因迭代建
设也会带来短段落光缆不再使用的情况，针对这些情
况应加强管线资源报废的流程规范，及时对无法/不再
使用的无源资产进行财务处置，节约代维成本。
4.3 加强支撑平台建设，
推进互联网化运营

目前运营商项目建设管理仍以传统的纸质文件、
会议纪要、验收文件等进行管理，效率低下，不易统
计，报表繁杂且统计质量差，为彻底改善这种情况，解
决建设项目越来越多的统计难题，应加强网络建设支
撑平台建设，逐步实现设计、查勘、施工、验收的全过
程数字信息化管理，同步推进和 OSS 系统间的衔接，提
高建设管理水平。
接入投资尤其是管线投资是本地传输网投资“大
头”，但是面临资源不清、割接频繁、管理手段不健全
等挑战，对管线等“哑资源”的管理改善建议借鉴互联
网化运营模式：一是可以推进资源的众筹摸查逐步摸
清资源，二是实现资源的平台化管理和使用，让“台
账”可延续，三是建设方案要利用平台手段尽量利旧
既有资源提升资源利用率。

5 结束语
本地传输网投资在本地网中占比高，如何提升投
资效率实现轻资产运营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从
现网状况和 5G 承载策略等角度出发，对本地传输网轻
资产战略演进提出了一些思考，建议从 4 个方面推进
轻资产战略。一是搭建好本地基础网络架构形成稳
定的目标结构；二是从业务承载效率出发，多专业联
合推进传送承载网络的扁平化降低建设成本；三是加
强常态化网络评测优化改善业务承载效率问题；四是
强化管理手段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提出综合解决方
案。设备融合化、跨层级的扁平化（IP+光）等轻资产思
路还存在不少待解决的难题，希望产业界携手推进，
让网络在保证“电信级”的基础上甩掉“包袱”，快速向
智能化、综合化的轻资产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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