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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在行业内创新性地提出本地基础网络目标网架构理念，取得了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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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面临 5G 和通信 DC 化布局，架构是否具有适应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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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调整推动是研究的重点。结合现网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出了加快推进汇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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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network foundation infrastructure plan is firstly invented by China Unicom during operators. Many profit are achieved，as
well as some problems are evolved. Facing with 5G-era and network DC trends，the adaption of infrastructure is the important issues. Combined wit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it put forward to three new advices，firstly accelerating the advance of the convergence node and full- service access node，secondly increasing moderately the new convergence node
and carefully carrying on convergence node DC transformation，thirdly moderately advancing construction of local trunk optical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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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本地网内，安装通信设备的生产性建筑一般分为
2 类，一是安装核心/骨干网络设备的核心机房（通信枢
纽楼、通信生产楼、IDC 等），二是面向无线、固定用户
接入的接入机房（移动通信基站、设备接入间），在数
个核心机房和数以万计的接入机房之间，除固网运营
商的端局以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局房、管
道、光缆线路等基础元素的设置、布局缺少明确的规
范，特别是局房（如后文所说的汇聚节点、综合业务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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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完全是一片空白。而本地网内面向业务发展需
要建设的无线网、城域网、宽带接入网等，主要考虑业
务网络本身能够形成的能力，对于发挥基础支撑作用
的局房、管线、传输系统等缺乏足够的重视和长远的
规划。随着业务的逐步发展或业务网络覆盖能力的
增强，业务站点逐渐加密，往往会导致早期发挥业务
汇聚作用、接入业务收敛作用的一些机房（基本全部
为租用）无法满足业务继续发展需要主动搬迁，受城
市改造、租金等因素逼迁的比例也很高，机房稳定性
非常差，网络调整、搬迁费用巨大，网络的安全性也无
从谈起；同时，由于机房不稳定、管线建设缺少统领、
业务接入无法规范，从而导致管道、光缆线路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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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益低下。基于上述因素，中国联
通在 2013 年提出了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的规划思路，在
充分考虑了各种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的基础
上，以“目标网”的方法进行规划，提出了“三点两面”
的分层分区目标架构以及相应的机房定位、管线和系
统衔接策略，为中国联通本地网结构的稳定明确了方
向，在行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

1 本地基础网络架构规划思路
本地基础网络架构是本地网内各类业务网络、承
载、传送网络的基础资源，宜采用目标网的规划方法，
构建稳定、易于扩展、满足业务快速接入的基础架构。
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目标规划首先要合理划分区
域，提升承载效率，各本地网应结合行政区划、现网节
点布局、现网业务收敛状况等进行汇聚区和综合业务
区规划。
汇聚区：依据地理状况、行政区划、业务分布等，
从网络组网的合理性和管理维护的方便性出发，将本
地网划分为多个汇聚区，汇聚区内保持一定的网络独
立性。北方省份以现有端局覆盖范围划分汇聚区，南
方省分的市区建议一个汇聚区覆盖 200 个移动节点
（含宏站室分），
每个郊区县原则上划分为 1 个汇聚区。
综合业务接入区：主要以服务公众用户宽带、商
企客户、移动基站等综合业务接入的区域，根据用户
分布、业务类型、接入方式将一个汇聚区划分为多个
综合业务接入区。
网络节点是本地网内业务的汇聚、收敛和处理的
核心，节点的布局要兼顾现网网元节点的覆盖范围，
并和机房布局相协调，本地基础网络架构明确了 3 类
节点的定位和机房要求。
a）核心节点：本地网内各类业务核心设备所在机
房，包括固网 IMS、固网软交换 SS/TG、移动网电路域/
分组域网元、城域网 IP 核心节点、传输核心节点、骨干
网等设备所在机房。核心节点机房面积、电源应综合
考虑各类网元中长期需求和 IDC 等需求综合考虑。
b）汇聚节点：本地网内各类业务汇聚设备所在机
房，包括传输汇聚节点、IP 网汇聚节点或业务控制层
（BRAS/SR）等设备。在单个汇聚区内，根据系统组网、
机房条件需要设置 1~2 个汇聚节点。新建汇聚机房使
用面积建议不小于 60 m2。蓄电池组不小于 2 组 800
Ah，开关电源满配容量不小于 600 A，外市电引入功率
不小于 70 kVA。

c）综合业务接入点：综合业务区内小范围业务收
敛设备所在机房，包括集中设置 BBU、OLT、传输边缘
汇聚等设备，是区域内传输汇聚节点的延伸，也是汇
聚节点和末端接入点之间的衔接节点。每个综合业
务区建议设置 4 个左右综合业务接入点，每个综合业
务接入点收敛 10 个左右移动站点或 20 个左右末端接
入点，北方可根据机房条件和管道条件酌情考虑。新
增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使用面积建议 30~40 m2。蓄电
池组不小于 2 组 400 Ah，开关电源满配容量不小于
300 A，外市电引入功率不小于 35 kVA。
上述 3 类架构节点之外的机房或设施定位为末端
接入点，指各种业务的末端接入节点，用于移动基站
（包含独立宏站、室分、RRU 拉远等）、商务楼宇、宽带
小区等业务设备的接入，灵活地通过各种技术接入到
综合业务接入点。
节点布局和区域划分明确后，各类网元设置应保
持协调一致，本地光缆网、传输系统结合架构布局也
要明确相应的目标网建设模式，并适度提前建设。
本地光缆网目标分为 3 层结构，分别是核心层、汇
聚层、接入层，其中接入层又分为主干层、配线层/用户
引入层。各本地网应向分层分区的目标网结构演进，
如图 1 所示。
核心汇聚层光缆主要用于核心节点、汇聚节点间
衔接，应按高效、直达的模式建设，一般和主干光缆分
开建设，并考虑未来业务发展进行容量预留。
城区主干光缆应按综合业务区进行规划，实现区
域内的业务收敛，一般采用环形不递减方式建设。主
干光缆又可以细分为一级主干和二级主干，一级主干
是以汇聚节点为中心，与综合业务点、主干光交间共
同组织的主干光缆环/链路，实现区域内业务的收敛，
考虑到纤芯利用效率，综合业务接入点和主干光交按
1∶2 的配比设置为宜；二级主干用于业务密集区域，可
以围绕综合业务点建设纯光交环，便于大量业务接
入。
本地传输系统主要包括 WDM/OTN、UTN、MSTP 3
张网，WDM/OTN 网主要定位于大颗粒、长距离业务承
载，网络结构以环形为主，目前主要覆盖市县系统；
MSTP 网主要用于 2G/3G 早期的移动回传承载和大客
户承载，因管道刚性、无法统计复用、配置复杂等因素
逐步不再发展；UTN 网络定位于移动网络回传和大客
户等精品业务的承载，是当前主要建设的系统，其网
络结构应和架构节点保持协调，图 2 给出了和架构匹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07

架构优化 尹祖新，朱常波，顾荣生，张 红，乔月强
Infrustructure Optimization 中国联通本地基础网络架构规划思路及演进

核心层光缆
骨干层

汇聚层光缆
接入主干光缆

核心层

接入配线光缆
省干节点

汇聚层

接入主干层

核心节点
汇聚节点
综合业务接入点
主干光交箱
配线光交箱
末端接入点
汇聚区域

接入配线层/
用户引入层

图1

业务网网元

业务网网元 图例 UTN 网络
业务汇聚

一级汇聚

逐步
演进 一级汇聚
二级汇聚

接入环

接入环

表1

2013 年

2016 年底

北方

南方

核心机房

①汇聚机房目标数量/个

1 904

4 137 2 135 4 469

一级汇聚
设备
二级汇聚
设备

汇聚机房
综合接入
机房
末端业务
接入点

本地 UTN 网络目标结构

2 基础网络架构建设进展
2.1 架构节点机房建设进展
中国联通在 2014—2016 年滚动规划中全面贯彻
了基础架构目标网的规划思路，全国共规划汇聚区
4 038 个，其中城区汇聚区 1 823 个，郊县汇聚区 2 215
个，规划目标汇聚机房 6 600 余个。全国城区共规划
9 458 个综合业务区，农村以现有乡镇环路实现业务收
敛，共规划综合业务接入点目标机房 7.47 万个，其中
城区 3.7 万个，
乡镇 3.77 个。
自 2013 年以来，中国联通在架构节点建设、节点
稳定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总体建成率已超过
90%，
整体上来看，架构节点已基本成形。
表 1 为汇聚机房和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建设进
展。
2017/11/DTPT

项目
一、汇聚机房

配的 UTN 网络目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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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机房和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建设进展

基础架构

核心设备

目标结构

图2

本地光缆网目标结构

核心机房

接入设备
现状结构

综合业务接入区

②-1 已建成符合条件的汇聚机房数量/
1 812
个
②-2 其中自有产权数量/个
③目标建成率/%

二、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
①综合业务接入点目标机房数量/个

1 758
95

北方

南方

2 500 2 114 3 610
1 975 2 051 3 069
60

99

81

25 110 44 556 23 770 50 906

②- 1 已建成的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数
21 928 34 356 23 384 44 033
量/个
②- 2 其中 20 m2 以上的自有+长租综合
17 559 18 528 20 514 25 334
业务接入点机房数量/个
③目标建成率/%

87

77

98

86

虽然整体建成率较高，但是南北方、不同省份间
差异较大。北方汇聚节点、综合业务接入点已基本完
成目标架构，南方部分省分、城市和目标缺口差异较
大。以南方一个发达省会城市为例，截至 2016 年底的
汇聚机房和综合业务接入点状况分别见表 2 和表 3。
从表 2 和表 3 中可以看出，该城市汇聚机房仍有 30%
的目标缺口，机房自有率不到 62%，且作为业务量发
达的省会城市面积小于 60 m2 的机房占比竟达 23%，汇
聚机房的整体稳定性堪忧。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目
标缺口 39%，且小于 20 m2 的机房占比达 36%，已建成
单综合业务接入点平均收敛移动站点（物理站址，含
室分）13 个，机房的可扩展性差，无法适应 5G 时代的
C-RAN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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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目标

目标建设情况

南方 A 省会城市汇聚机房状况

已建成机房状况

目标网数量/个 目标已建成机房数量/个 机房总面积/m2 机房平均面积/m2 <40 m2 机房数量 40~60 m2 60~80 m2 ≥80 m2 自有机房数量 动力隐患
67

47

4 128

表3
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

88

7

4

南方 A 省会城市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状况

目标网数量/个

已建成机房数量/个

机房总面积/m2

机房平均面积/m2

1 383

848

20 935.6

24.69

架构机房建设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节点机
房和主干光缆没有衔接起来，架构节点机房的业务收
敛仍通过既有的配线光缆模式收敛，主干光缆的资源
利用率也无法得到提升。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城区综合业务接入点 2.94
万个（不含汇聚机房兼做），其中 21%的综合业务接入
点未实现和接入主干光缆的衔接，南方个别省分情况
比较严重。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如主干光
缆建设在前而综合业务接入点定位在后没有进行优
化，也体现了对架构的僵化理解，只重视“点”的建设
而忽视“线”的衔接，导致架构的整体作用无法发挥，
网络的建设模式未发生根本转变。
2.2 和架构衔接的主干光缆目标网建设
为了实现节点层级收敛功能，和架构节点相匹配
的主干光缆建设至关重要。主干光缆的建设应围绕
综合业务区建设，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综合业务区的
100%覆盖。近几年，随着架构的提出和业务的逐步发
展，主干光缆覆盖率逐步提升。目前，城区综合业务
区的主干光缆覆盖率已超过 95%，城区站点接入距离
由 2013 年的 2.68 km 缩减到 2017 年的 0.96 km，平均接
入长度大幅缩减，提升了业务快速接入的响应能力。
全国城区新建站接入主干光交占比 42%，接入综
合业务接入点占比 33%，另有 25%接入普通基站，可以
看出，全国 75%以上的站址接入采用了目标架构接入
模式，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大大提升。宏站和室分的拉
远比例逐步提升，近 3 年新建站址的拉远比例均超过
了 80%，截至目前，3G/4G 站的拉远总比例已经达到
50%，采用 BBU 集中 RRU 拉远的 C-RAN 建设模式可
以大大降低末端机房的建设投资和运维成本，提高总
体投资效率。目前，有部分省分对于已经采用分组接
入的短支链节点、不稳定机房进行 BBU 集中回撤，加
快向目标架构的接入模式靠拢，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根据架构目标的节点定位，综合业务接入点应作
为 OLT 节点、BBU 集中节点。根据统计，截至目前全

<20 m2
303

6

30

29

15

已建成机房面积分布/个
20~30 m2
352

≥30 m2
193

国综合业务接入点已覆盖 OLT 占比 59%，接入宽带大
客户比例 56%，可以说大部分 OLT 布局实现和目标架
构的匹配，少数城市仍存在 OLT 过度集中在汇聚机
房、或大量下沉到小区的现象，OLT 过度集中到汇聚机
房会带来主干光缆的承载效率较低，如果综合业务接
入点机房条件具备，建议逐步推进 OLT 下沉到综合业
务接入点机房，对于下沉到小区的 OLT 因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建议根据机房条件逐步回撤到综合业务接
入点。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的综合业务接入点 91%已
放置 BBU，但约 37%的综合业务接入点放置 BBU 数量
小于等 2 个，考虑到 3G/4G 制式这些节点只实现了本
站 BBU 的 接 入 ，并 没 有 起 到 C- RAN BBU 集 中 的 效
果。全国有 10 余个城市，100%的综合业务点仅接入
了本站，基站的建设模式仍完全采用 D-RAN 模式，运
维成本居高不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有多种，如
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条件不具备、主干光缆资源不
足、该站点已有分组接入不愿意调整，虽然理由看似
比较充分，但从整体的 TCO 成本出发，D-RAN 接入模
式应尽快向 C-RAN 架构靠拢。

3 未来网络演进对基础架构的要求
5G 移动通信技术正在从理念走向现实，我国政府
明确提出了 2020 年商用的目标。和 4G 网络相比，5G
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单用户下载速率提升 100
倍，达到 10 Gbit/s，物联网连接数将达到 100 万连接/
km2，时延从几十 ms 下降到 ms 量级，移动性将支持
500 km/h 的速率，且根据不同的业务应用采用虚拟化
的切片灵活架构。
参考某厂家测算，如果 5G 采用 3.5 GHz 频段，5G
站覆盖半径和 4G 站相当，站址数量比 4G 站多 20%，大
多可以部署在现在站址，适当补点即可满足 5G 连续覆
盖需求，因此机房光缆仍是 5G 基站建设的重要基础。
另外，C-RAN 的 CLOUDBBU 应按需小集中部署，BBU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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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增益曲线拐点在 7 个物理站址左右，如集中过多，
将对集中点的电源带来压力，且纤芯资源需求较大
（单站 6 芯）。
业界普遍认为，5G 时代核心网和 RAN 侧将进一
步云化。5G 核心网的云化将实现控制面 CP 和转发面
UP 的分离，CP 面将尽量集中，UP 面根据不同的应用
场景进行下沉。5G RAN 侧 L1 和 L2 实时处理功能不
具备云化条件，L2 非实时和 L3 功能可虚拟化。按照
虚拟化的设想，5G RAN 侧网元逻辑功能将划分为 CU、
DU、AAU 几部分。根据不同的站型和应用场景，各部
分和架构节点的对应关系建议如图 3 所示。
UP CP
IP 承载 B 网

省集中

UP
CU

核心节点

汇聚节点

CUDUUP

CU

综合业务点 DU
DU
末端点

图3

AAU

DU

CU
DU

AAU

AAU

CU
DU
DU

5G 网络核心网/RAN 侧网元和架构节点对应关系图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核心网 CP 一般采用区域（省）
集中或本地集中方式设置，核心网 UP 面一般设置在地
（市）核心节点，对于低时延、大容量的业务应用视情
况向汇聚节点、甚至综合业务接入点下沉。移动网
RAN 侧 CU 一般位于汇聚节点，时延满足时可以设置
在核心节点，也可以下沉到综合业务接入点、基站，视
不同的业务应用场景而定。
5G 承载网中，前传接口进一步划分为前传（AAUDU）和中传（DU-CU）。前传接口采用 eCPRI 标准，压
缩后的单小区带宽为 10~25 G。前传的首选方案是光
纤直驱，投资最少且时延最低，每个 3 小区的基站需要
3 对光纤，单站接入的 24 芯配线光缆应该不成问题，纤
芯压力大的是主干光缆（站点接入的光交——DU 集中
的综合业务点）。如果纤芯资源不足，可以采用波分
方式或新建光缆解决，应综合比较成本后采用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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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的方案。
DU 池组化将成为 5G 的发展趋势，因此 DU 应该支
持多 AAU 的接入能力，如按 1 个 DU 节点能够汇聚 9 个
AAU 的业务，按小区均值 2G 和 1∶2 的收敛比，中传带
宽约为 10G 速率，每个综合业务点带宽 30~40 G，二级
汇聚环的容量约 100 G 容量。
CU 以上属于回传接口，CU 到核心网的带宽预计
在 100 G 左右，需要 100 G 大容量 UTN 设备承载。5G
时代，移动回传和固网回传的带宽预计都会达到 100
G 颗粒，而且随着核心网、城域网（vBNG）、RAN CU 的
虚拟化，承载网解决的基本都是云之间的业务调度，
从流量流向上来看，城域内的两张 IP 网可以合二为
一。但是，目前来看，城域网和 UTN 网的价格存在较
大差异，建议初期仍维持 2 张网的目标架构。
2015 年中国联通提出了 CUBENET2.0 架构，明确
了网络虚拟化的目标。网络虚拟化将从核心网开始，
逐步实现 IT 支撑系统、业务控制系统、RAN 侧控制的
虚拟化，另外，传统的转发设备将长期存在，并逐步引
入 SDN 功能，实现端到端的业务开通、带宽灵活提速、
流量调优等功能。通信的云化也会对基础架构带来
一定的影响。中国联通的通信云预计会采用三级架
构，即区域 DC、本地 DC 和边缘 DC，其中边缘 DC 从汇
聚机房中选取，因此会对通信机房的面积和电源带来
新的需求（见图 4）。

4 稳定的架构是未来业务发展的前提条件
5G 网络和通信 DC 化对本地基础网络架构带来了
较大的影响，边缘 DC 的网络定位和汇聚机房基本匹
配，综合业务点更是和 5G DU 池组化布局不谋而合，
可以说中国联通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的建设未雨绸缪，
提前为 5G 引入和通信的 DC 化进行了铺垫。在 5G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加快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的
完善显得必要而急迫。
从第 3 章 5G 和通信 DC 的需求分析来看，架构的
完善应聚焦在汇聚机房、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面积/电
源条件的改善、数量布局是否满足要求、主干光缆容
量是否能满足需求等方面。
根据业务网专业的初步测算，对于覆盖 200 个站
的汇聚机房，保守的测算 5G CU 和 MEC 大约需要 4 个
机柜，每个机柜的功耗大约 4 kW。按照本地基础目标
网规划，近几年新建的汇聚机房使用面积不小于 60 m2
基本可以满足 5G 边缘 DC 需要，但是考虑到机房 DC 化

尹祖新，
朱常波，
顾荣生，张 红，
乔月强 架构优化
中国联通本地基础网络架构规划思路及演进 Infrustructure Optimization

一级 DC

二级 DC

三级 DC

DC 名称

DC 定位

机房来源

区域 DC

全网性、大区和省
级业务类、核心控
制网元

省级（集团级）数
据中心基地、省级
通信枢纽机房

本地 DC

接入功能和用户
面功能

边缘 DC

城市核心机房、核
心节点机房

承载对时延、带宽
敏感的业务功能
网元

图4

汇聚机房

部署网元
vCDN

vAAA

Controller

vCSCF
vAS
物联网 vCore
vMME vGW-C AMF SMF 169 CUII
AR AR
云 OS
通用硬件平台
vCDN
vGW-U

vBRAS Controller
城域 CUII
UPF
CR AR
云 OS
通用硬件平台

MEC（UPF）
5G CU
云 OS
通用硬件平台

中国联通通信 DC 目标架构

改造的需要新建机房的使用面积建议放大到 100 m2
（尤其是密集城区）。现有的 60 m2 以下机房也不必盲
目地进行替换，可以先进行机房内设备整合，为 5G 设
备安装预留 4~6 个架位，考虑到剩余面积小，机房进行
DC 化改造得不偿失，建议仅通过冷风通道整改提高制
冷效率，不再进行高压直流改造。
5G DU 一般情况下要集中到综合业务点，为 DU
池组化做好准备。由于 5G DU 的尺寸尚不明确，暂参
考 4G BBU 尺寸大小，按 1 个机柜可以安装 10 个 DU 估
算，1 个 DU 至少应可以支持 3 个 AAU（建议更大），这
样，综合业务接入点仅需要为 5G 无线设备预留一个机
位。另外，考虑到 5G 前传主要接入模式为光纤，可能
需要新建一级或二级主干光缆、或低成本的 WDM 设
备，中传也需要引入 OTN 或大容量 UTN 设备，也至少
需要 1 架综合柜满足传送设备安装。综合来看，综合
业务点为满足 5G 引入，至少需要 2 个空余架位。随着
5G 容量的增大，DU 和相应的承载设备功耗都会增加，
现有开关电源、电池容量都面临扩容压力，建议暂不
进行电源扩容改造，待将来 5G 设备定型后、5G 部署时
机明确后再改造。
5G 时代前传如全部采用拉远模式，按目前单综合
业务点覆盖 10 个移动站点来测算，考虑 30%的局站直
接通过配线光缆入局，70%左右站址通过 2 个主干光
交接入，则平均单光交需要占用主干光缆纤芯 21 芯
（7×6/2=21 芯）。另外，考虑到部分汇聚机房的 OLT 会
逐步下沉到综合业务点，对一级主干的纤芯使用也会

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建议一级主干光缆的纤芯分配
应适应新形势需要，适度加大共享纤芯分配，可采用
预留纤芯方式暂不成端，将来根据需要灵活成端的方
式。另外，对于密集城区 5G 站址规模可能会有较大增
加，应考虑采用二级主干光缆的建设模式，以解决管
孔资源的压力。
对于站址增加较多的密集城区，目前规划的综合
业务接入点收敛移动站点已经较多，受机房面积、电
源等影响，可能现有节点无法实现 5G 站点的 DU 全集
中。这种情况下，建议适当增加综合业务接入点目标
数量，尤其是可以考虑将现有的小 BBU 集中点纳入
5G DU 的设备集中点，从组网上考虑其安全性。对于
大型体育场馆、高新科技公司集中的写字楼，还要考
虑 CU、MEC 下沉的可能性，选择合适的机房作为综合
业务接入点，机房面积可参考汇聚机房建设。

5 如何快速形成稳定的基础架构
结合当前架构建设存在的问题，为适应 5G 和 DC
化发展演进的需要，应加快架构目标网建设，重点做
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认识。部分省市认为机房建设投资大，
没有效益，即使没有机房也可以通过网络设备凑合解
决问题，这种思想是造成部分地（市）架构机房建设推
进慢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应充分认识到架构机房在未
来的 5G 建设、通信 DC 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对架
构节点的认识。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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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投资向基础架构倾斜。近两年中国联通营
收不足，投资效率低，随着集团对精准建设的重视，投
资额度逐年下滑，而房价却明显上升，导致投资额度
不足。这种情况的省市，应加强现有机房的挖潜工
作，逐个审视一下现有的机房能否挖潜、能否改造解
决，实在无法解决的，应根据重要性程度逐步建设，投
资在满足业务接入外适度向基础架构倾斜。
三是加强管理，简化机房建设流程。目前，机房
建设从立项、选址、合同谈判、入账等由多部门联合负
责，选择一个机房需要计划、建设、财务、法律等多专
业参与，因流程复杂导致业主反悔时有发生，这么多
部门也没有明确哪个部门具体负责架构机房的牵头
建设，导致建设缓慢；另外，部分小产权房或农村用房
因为土地产权问题无法签订合同。建议缺口大的省
市，应认真分析管理原因，理顺并简化相关流程，提高
建设效率。
四是多部门联合解决选址难问题。架构机房选
址的重要一条是机房稳定性，汇聚机房最好有自有产
权，而近年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大拆大建时有发生，
建筑物的稳定性有所降低，给选址造成困难。部分城
市选取的居民楼又因扰民、施工、发电等问题影响使
用，部分城市选取地下室又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根据
部分城市经验，汇聚机房选取应加大办公楼、背街商
铺、公共设施等来源的选取，建议加强多部门联动，如
将集客市场营销和机房选取结合，总体为企业争取利
益，解决选址难题。
五是加强现有机房挖潜，DC 化改造量力而行。从
网络演进需求来看，当前已建成的汇聚机房、综合业
务点机房存在着机房面积不足、电源缺口大等问题，
而架构的建设非一日之功，网络的演进要充分利用目
前已经形成的架构机房，对于面积不足的优先通过机
架整合/腾退、扩容方式解决，对于虚拟化需求不大的
机房不建议进行机房 DC 化改造。
六是加快主干光缆建设和接入模式优化。预计
5G 建设会采用快速建网模式，2~3 年内形成覆盖基本
完善的网络，对主干光缆的纤芯需求会很紧迫，因此，
在 5G 需求基本明确的前提下，适度加快城区主干光缆
建设十分必要，尤其是局部热点区域的二级主干光缆
建设，同时一级主干光缆应避免盲目的扩容，应结合
业务发展和低成本 WDM 的成熟度综合选择。对于传
统模式的接入站点，应尽快完成和主干光缆的衔接，
将接入超大环通过二级汇聚的建设优化为小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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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 5G 业务快速接入做好准备。

6 总结
中国联通在行业内创新性地提出本地基础网络
目标网架构理念，可以很好地适应 5G 和通信 DC 化的
发展演进。通过 3 年左右的建设，中国联通架构稳步
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面临
5G 的加速到来，应充分认识到架构布局的重要性，加
快推进汇聚机房、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建设，新建汇
聚机房面积应适度加大，汇聚机房的 DC 化改造应慎
重进行，同时，应结合 5G 业务预测适度提前建设主干
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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