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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梳理分析，提出了适用于本地传送层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指标体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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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与业务网紧耦合，全面呈现了本地网建网成本、网络能力，为集团/省/市公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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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ssiv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data of local transport network，wireless network，broadband
access network and data network in the past five years，it puts forwar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suitable
for local transport level. This indicator system which is directly coupled with the business network fully presents construction
cost and network capability of the local network，an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group/province/city company to evaluate the
network situation. It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enhancing the invest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nspor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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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地传送网综合承载无线网、宽带接入网、数据
网、核心网、大客户等多种业务，建设内容包含传输系
统、光缆管道、站点接入等多个方面，覆盖城域、市县、
县乡等全部本地网场景。历来各运营商对本地传送
网的分类评价方法、指标较多，对单一建设内容（如本
地波分系统、本地基站接入等）均有较为细化的衡量
标准，但各项指标分散、缺少综合分析、与业务关联性
不强，很难综合评价一个本地网的整体状况。
——————————
收稿日期：2017-09-25

本文通过对过去 5 年本地传送网、无线网、宽带接

入网、数据网的海量规划、建设数据进行分析，从传送
网的建设内容和各类业务的承载逻辑着手，梳理出传

送网与其他专业之间的数据关联关系，提出了本地传
送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建网成本、网络能力两
大维度，为各省/各本地网进行建设效率、承载效率对
标提供了统一标准。本文主要对网络效率指标进行
论述，在保证一定的业务承载安全前提下对网络安全
相关内容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2 本地传送网主要建设内容
本地传送网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本地传输系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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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主干光缆管道建设、基站及综合接入建设三大方
面，主要解决的业务网需求包括无线网、宽带接入网、
数据网、核心网、大客户、互联互通等。
2.1 本地传输系统建设
本地传输系统建设主要包括基站接入、综合接入
以上 WDM/OTN、UTN、MSTP 等系统的建设内容，主要
解决综合业务接入点及以上的业务承载需求。其中
核心汇聚 WDM/OTN 系统主要承载数据网 BRAS/SR/
SW/IDC 上联、UTN 系统组网、MSTP 系统组网以及少量
大颗粒大客户和核心网业务；UTN 系统主要承载无线
站点回传、小颗粒大客户及部分乡镇宽带 OLT 上联业
务；县乡 WDM/OTN 系统主要承载乡镇宽带 OLT 上联、
少量乡镇大客户业务；MSTP 系统主要承载大客户、少
量核心网 TDM 及小部分 2G/3G 基站回传业务。
2.2 主干光缆管道建设
主干光缆管道建设主要包括末端接入以外主干
光交接点以上的光缆管道建设内容，主要解决主干层
面各类业务承载的纤芯、管孔基础需求。其中核心汇
聚光缆主要承载核心及汇聚层面系统组网、城区数据
网上联、部分光纤直驱大客户业务等；城区接入主干
光缆主要综合承载无线站点回传/前传、宽带接入、大
客户业务等；县乡主干光缆主要承载县乡层面传输系
统组网、乡镇 OLT/交换机上联、乡镇大颗粒大客户业
务等。
2.3 基站及综合接入建设
基站及综合接入建设主要包括接入层设备、末端
接入段光缆管道等建设内容，主要解决基站、室分楼
宇、纯 WLAN/固网节点的站点末端接入需求。

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思路
本文旨在研究综合评价传送网的建设效率和承
载效率，主要分析其建网成本和网络能力指标。传送
网作为基础承载网络，最终为业务网提供电路、光纤
等能力，因此研究思路聚焦在剖析每部分建设内容发
生的投资、为业务网提供的主要能力情况。
3.1 单业务网承载产生投资与形成主要能力分解
通过对过去 5 年本地传送网发生的投资和形成的
能力进行分析，将部分占比较小的投资和能力进行剔
除，最终形成的主要能力包括：接入无线站址规模、接
入宽带用户规模、承载数据网 BARS/SR/SW/IDC 上联
带宽、提供无线网单站带宽。其中接入无线站址产生
的主要投资包括基站/综合接入投资、核心汇聚层及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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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业务接入点层面的 UTN 系统建设投资；接入宽带用
户产生的主要投资包括 FTTx 方式接入的城区接入主
干光缆投资、县乡层面 OLT 上联引起的县乡光缆及县
乡 WDM/OTN 系 统 建 设 投 资 ；承 载 数 据 网 BARS/SR/
SW/IDC 上 联 带 宽 产 生 的 主 要 投 资 为 核 心 汇 聚 层
WDM/OTN 系统建设投资；提供无线网单站带宽能力
主要和核心汇聚层 UTN 结构相关。
3.2 传送网效能综合评价
上述分析是从单业务网承载维度考虑，如何将不
同维度产生的投资和能力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对传送
网进行整体评价，则需要一个全网层面的建网成本综
合指标。另外管道及核心汇聚光缆作为最为基础的
底层传输资源，服务于整个通信网，一般建设投资大
却很难对应到具体的业务网专业和建设项目中。
根据传送网与业务网之间的承载关系，将传送网
提供的能力进行抽象化，全网提供能力可抽象为提供
移网总带宽、提供固网总带宽，其中提供移网总带宽
与站址进行关联，按每个无线站址需要的实际带宽进
行模型化，提供固网总带宽采用承载的数据网总带
宽，此处应包含大客户接入能力，但因大客户接入总
体投资占比小，效能抽象暂忽略，若承载大客户比例
达到一定程度，则需额外考虑大客户业务的影响；投
资部分按全网总投资考虑，包括基础管道及核心汇聚
光缆投资。本文分析暂按各 50%分配这两部分带宽
的权重关系，考虑到提供移网带宽和提供固网带宽需
要的单位投资存在一定差异，后续拟通过细化数据分
析和模型研究进一步精确。
3.3 时间周期等考虑
UTN 网络建设是近几年规模投资的分水岭，同时
传送网每年建设重点存在差异，对基础资源（如管道
光缆）的历年投入变化较大，新建系统初期和后续扩
容的成本也存在差异，因此时间周期暂按从 2012 年
UTN 规模建设进行测算，以弥补单一年度带来的投资
影响。另外，为了便于年度对比，可从到达值和当年
增量值 2 个维度对比分析，到达值作为主要衡量维度，
当年增量值作为参考，以更真实地反映网络承载效
率。考虑到影响主要指标的因素可能很多，指标体系
同时设计辅助指标，为进一步细化分析判断提供参
考。

4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组成
4.1 综合指标——本地网单 Gbit/s 业务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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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作用：体现 2012 年以来，整个本地传送网的

综合承载效率和成本，由本地传送网的总投资、提供

分楼宇规模，通过对过去 5 年宏站及室分楼宇接入成

指标计算公式为：
b
c+d

的核心汇聚、综合业务接入点层面 UTN 系统建设投
资。提供的能力主要为接入的无线宏站站址规模、室

给业务网的总带宽能力组成。
a=

建设投资（包括基站接入、综合接入），以及由此引起

（1）

本、能力进行分析，得出单个宏站与室分楼宇的成本

a——本地网单 Gbit/s 业务建设成本（万元/Gbit/s）

由于该指标高低受各方面影响较大，因此可参考

式中：

b——2012—201x 本地传送网总投资（万元）

c——2012—201x 新增传送网提供移动网总带宽
（Gbit/s）
d——2012—201x 新 增 传 送 网 提 供 固 网 总 带 宽
（Gbit/s）

本地传送网总投资包括 2012 年以来发生的传输

系统建设投资、主干光缆管道建设投资、站点接入建

设投资等全部投资之和。提供移动网总带宽根据宏
站站址、室分楼宇栋数计算，根据对现网数据的综合
分析，提出带宽模型：每宏站站址按 200 Mbit/s 带宽进

及能力关系约为 3∶1。

一些辅助指标进行协助分析，如单站平均接入距离、
站点拉远比例、设备端口利用率、农村场景站点规模
占比、农村场景站点平均站距等。
4.3 单项指标—核心汇聚层 UTN 系统单 Gbit/s 业务
建设成本

指标作用：体现 2012 年以来，UTN 系统核心汇聚

层面的承载效率和成本。

指标计算公式为：
2012—201x年 核心汇聚UTN投资
l=
2012—201x年 新增UTN一级汇聚设备上联带宽
（3）

行估算，平均满足 1 个单载波 4G 站和 1 个双载波 3G 站

式中：

每室分楼宇按 70 Mbit/s 带宽进行估算。传送网提供

本（万元/Gbit/s）

口带宽进行计算。

建设投资。一级汇聚设备上联带宽主要体现 UTN 系

的带宽需求；根据现网室分楼宇与信源的比例关系，
固网总带宽按数据网 BRAS/SR/SW 上联带宽、IDC 出

该指标为综合评价指标，其结果与各单项指标结
果关系较大，各单项指标均为其辅助参考指标，因此

l——核心汇聚层 UTN 系统单 Gbit/s 业务建设成
投资部分为 2012 年以来的核心汇聚层 UTN 系统

统核心汇聚层的承载能力。该指标可反映 UTN 系统

核心汇聚层的建设合理性和承载效率，包括结构选择

不再考虑其他辅助指标。

合理性、设备选型合理性，与设备端口利用率等也有

4.2 单项指标——3G/4G 站点综合建设成本

一定关系。

指标作用：体现 2012 年以来，平均每个 3G/4G 站

点接入的综合建设成本。
指标计算公式为：
e=

式中：

f+g+h+i
j+k

4.4 单项指标—单移动站点带宽提供能力

指标作用：体现现有 UTN 系统可分配给每个无线

站点的带宽能力，为累计到达值。
（2）

e——3G/4G 站点综合建设成本（万元/站点）

指标计算公式为：
201x年底UTN一级汇聚设备上联总带宽
m=
（4）
201x年底3G/4G站址总数 + 室分楼宇栋数/3
式中：

f——2012—201x 年基站接入投资（万元）

m——单移动站点带宽提供能力（Mbit/s/站点）

g——2012—201x 年综合接入投资（万元）

末端无线站点接入最终均经过一级汇聚设备汇

h——2012—201x 年核心汇聚 UTN 投资（万元）

i——2012—201x 年 综 合 业 务 接 入 点 UTN 投 资

（万元）

聚收敛后上联核心设备，一级汇聚设备上联总带宽反
映 UTN 系统核心汇聚层对移动回传的承载能力。

本指标过高反映一级汇聚上联可能存在链路过

j——2012—201x 年 新增 3G/4G 站址总数

度配置；指标过低反映可能存在核心汇聚层结构问

投资部分主要为 2012 年以来的 3G/4G 站点接入

造成单站提供带宽偏低。

k——2012—201x 年 新增室分楼宇栋数/3

题，如部分省分 UTN 网络一级汇聚结构以环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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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架构优化 杨 锐，张晶晶，张 红，尹祖新
Infrustructure Optimization 本地传送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4.5 单项指标—核心汇聚层 WDM/OTN 系统单 Gbit/s
业务建设成本

指标作用：体现 2012 年以来，核心汇聚层面 GE 以

上颗粒业务的 WDM/OTN 系统承载效率和成本。

式中：

乡 WDM/OTN 系统承载，因此新增宽带接入 FTTx 端口
能力主要与上述 3 项投资相关。

该指标受存量光缆资源能力、主干光缆纤芯利用

率、大客户占用主干光缆比例等影响较大，因此在分

指标计算公式为：

p
o=
q+r

主干光缆承载，乡镇宽带业务主要通过县乡光缆、县

（5）

o——核心汇聚层 WDM/OTN 系统单 Gbit/s 业务建

设成本（万元/Gbit/s）

p——2012—201x 年核心汇聚层 WDM/OTN 投资

（万元）

q——2012—201x 年 新 增 BRAS/SR/SW/IDC 上 联

带宽（Gbit/s）

r——2012—201x 年新增 UTN 一级汇聚上联带宽

析过程中，应关注这部分辅助指标的高低。通过本指
标对标，可初步反映出城区接入主干光缆、县乡光缆、

县乡 WDM/OTN 系统的建设模式及维护使用合理性，
如主干光缆单一专业使用、县乡光缆同一段落建设过

多、县乡 WDM/OTN 系统波道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均会
造成本指标过高。

4.7 单项指标——城区每业务占用主干光缆芯公里数
指标作用：体现城区接入主干光缆分配给城区每
个末端等效业务站点的芯公里能力，
为累计到达值。
指标计算公式为：

（Gbit/s）

核心汇聚层 WDM/OTN 系统主要承载的业务有城

x1 =

域网汇聚节点 BRAS/SR/SW 上联、IDC 出口上联、UTN

式中：

目。

里/站）

汇聚节点上联，投资仅涉及核心汇聚层 WDM/OTN 项
该指标可辅助核心汇聚层 WDM/OTN 系统支路端

口利用率、线路端口与支路端口之比、已用支路端口

y
z1 × 2 + z 2 × 2/3 + z3 × 2 + z 4 /30

（7）

x1——城区每业务占用主干光缆芯公里数（芯公
y——201x 年底城区接入主干光缆芯公里数
z1——201x 年底城区基站数

与 BRAS/SR 上联带宽之比等指标进行问题分析。本

z2——201x 年底室分楼宇栋数

如中继板卡配置过多、业务转接过多等，造成承载相

z4——201x 年底宽带用户数

指标过高可反映出 WDM/OTN 系统结构或配置问题，

z3——201x 年底大客户数

同业务所需投资更多。对于城区业务，通过光纤承载

城区接入主干光缆用于城区无线站点、大客户、

或 WDM/OTN 系统承载对单业务建设成本影响也较

宽带业务的综合承载。

4.6 单项指标—单 FTTx 端口占用传输建设成本

芯主干光缆考虑（拉远情况按级联考虑）；每大客户按

的传输网的建设成本。

入 30 户考虑（FTTH 方式，分光比 1∶64，实占率按 50%

大。

指标作用：体现 2012 年以来内，新增单个 FTTx 口
指标计算：

s= t+u+v
w

（6）

s——单 FTTx 端口占用传输建设成本（万元）

t——2012—201x 年 城区接入主干光缆投资（万
元）
u——县乡光缆投资（万元）

v——县乡 WDM/OTN 投资（万元）

w——2012—201x 年 新增 FTTx 端口数

城区宽带业务在配线层以上主要通过城区接入
2017/11/DTPT

占用 2 芯主干光缆考虑；宽带用户按每芯主干光缆接
估算）。

式中：

16

单业务占用纤芯估算模型：每无线站点按占用 2

本指标过低，表示纤芯资源预警，主干光缆对未
来业务支撑可能不足，可适时考虑扩容建设；本指标
过高，表示资源过度冗余，主干光缆建设模式可能不
合理，投资可能存在浪费，或是存在纤芯使用不合理、
承载效率低，如拉远接入未采用级联模式。

5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
本地传送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过去 5 年中国

联通本地传送网、无线网、宽带接入网、数据网的海量
规划建设数据分析，实现了对全国各省、各本地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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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祖新 架构优化
本地传送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Infrustructure Optimization

汇聚区的快速对标分析，为全面进行网络对标提供了
一个新的思路，为快速发现各省市/区域存在的问题提
供了手段。
a）首次将传送网建网成本分摊到相应的业务
网。将无线网的站点规模、业务场景、站型、带宽需
求，宽带接入网的 PON 口、FTTx 端口规模，数据网的
BRAS/SR/SW/IDC 上联带宽等，与传送网的 WDM/OTN
网络、UTN 网络、主干光缆网的投资规模直接关联
起来，可以直观地呈现出传送网建网成本和网络能
力。
b）为发现网络短板及现网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过程中，对每类指标高低
产生的原因做出相关预判，提出了网络可能存在的问
题点，并设计了相关辅助指标进行参考分析，为快速
发现网络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c）充分体现了传送网专业特点。传送网作为基
础承载网，与无线、宽带等业务网不同，它本身并不直
接与市场业务关联，不产生投资效益；但它承载了无
线网、宽带接入网、数据网、核心网、大客户等各种业
务，因此传送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几乎涉及到
所有网络专业，这也是指标体系研究过程中的难点。
指标体系在研究过程中，重点从网络建设效率、承载
效率方面着手，梳理了传送网与各个业务网之间的关
联关系，提出了建网成本、网络能力 2 个维度的指标，
并将两部分进行了关联分析。

6 结论
本文通过剖析本地传送网各子专业建设内容和
业务承载逻辑，首次将传送网建网成本与为各业务网
提供能力实现紧耦合，创新地提出本地传送网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基于现网海量规划建设数据
分析，充分考虑传送网建设特点，设计出 1 项综合指
标、6 项单项指标以及若干辅助参考指标，实现了从单
维度到全局的多层次科学评价。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传送网专业在建网成
本、网络能力方面全方位对标的空白，为发现网络短
板及现网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提高传送网投资精
准性指明了方向，并已在 2016 年的网络评测中取得了
非常好的应用效果。目前的研究在移动网、固定网带
宽权重关系以及大客户对指标的影响方面有待进一
步精细化，后续将通过对业务占比、业务接入模式的
分析优化相关指标计算，进一步提升指标对标的科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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