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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U 集中化部署对于网络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某省网络评测情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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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统筹增量 BBU 和存量 BBU，存量 BBU 迁移与集中化部署面临的问题及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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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BBU 集中对于本地传送网的需求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 BBU 集中化部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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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策略和本地传送网应对策略，并分享了具体案例。对于各地开展 BBU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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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署和本地传送网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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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BU centralized deploy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Unicom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t combines the network evaluation，BBU，ke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existing BBU network access to the integrated service point migration are
concentrated to the local transmission network demand and other aspects，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local transmission network BBU deployment，and share specific case. It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arrying out the centralized deployment of BB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transmission network.

Keywords：
BBU centralized deployment；Local transmission network；Construction strategy

引用格式：
段树侠，胥俊丞，
杨伟，
等 . BBU 集中化部署及本地传送网应对策略研究［J］.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18-21.

1 BBU 集中现状及对 OPEX 和本地传送网建
设的影响
由于受存量 BBU 影响，当前不少地方总体 BBU 集
中程度并不高。以某省为例，根据网络评测数据，现
网 BBU 的集中度（BBU 数量/设置 BBU 的机房数量）约
为 3.5，BBU 放置点的情况统计如下：放置在汇聚节点
的 BBU 数量比例为 6%，放置在综合业务接入点的
BBU 数量比例 20%，放置在基站的 BBU 数量比例为
74%。以放置在基站机房为主。
对 OPEX 和本地传送网建设的影响如下：
a）BBU 大量分散放置在基站机房，每年需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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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菲的租金、电费。
b）BBU 分散设置在众多基站，增加了运维管理成
本，数以万计的租赁基站机房带来巨大的 OPEX 压力。
c）3G/4G 基站 BBU 需要接入分组设备进行回传，
BBU 分散设置增加了分组设备需求，导致分组网络较
为庞大
“臃肿”
。
d）众多基站地理位置的多样性，也增加了分组网
中的大环、长链，影响网络质量和网络安全。
综上，提高 BBU 集中度，减少设置 BBU 机房数量，
对于降低网络 OPEX，实现提质增效具有重大意义。

2 BBU 集中化部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当前网络环境下，BBU 集中点的选择主要有 2 个，
以超高集中度放置在汇聚节点，或以高集中度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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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业务接入点，由于汇聚节点数量较少，BBU 以超
高集中度放置在汇聚节点，将给主干光缆带来巨大压
力，过度集中也会提高网络风险。因此以高集中度放
置在综合业务接入点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BBU 集中化部署面临着以下问题和挑战。
a）管 理 协 调 问 题 。 BBU 集 中 部 署 尤 其 是 存 量
BBU 的迁移涉及到无线、传输、局房、电源空调多个专
业及网建、运维等多个部门，需专业、部门间目标一
致、协同工作。
b）对本地传送网的挑战。BBU 集中部署对本地
传送网影响主要在基站的回传、前传承载和网络安全
方面。
（a）回传承载：主要影响设备侧，BBU 集中放置对
分组设备有大量的端口需求，对当前综合业务接入点
分组设备带来挑战。以某省为例，根据网络评测数
据，目前综合业务接入点部署的设备约 80%为接入档
设备，最大可接入 BBU 数量一般不超过 10 个，超过时
需新增二级汇聚设备或串接接入设备。
（b）前传承载：主要影响光缆侧。根据当前各种
技术的成熟应用程度，BBU 至 RRU 之间的 CPRI 接口
主要仍是用光纤承载。在 RRU 不级联情况下，每个
RRU 至 BBU 都需要 1 对纤芯，RRU 级联情况下，每个
级联组至 BBU 需要 1 对纤芯。前传承载需要的纤芯主
要由主干光缆提供，因此给主干光缆带来了较大挑
战。以某省为例，根据网络评测数据，某省本地网综
合业务接入点平均出局纤芯数为 236 芯，纤芯利用率
为 56%，由于主干光缆纤芯需同时用于宽带、大客户
等其他业务，按剩余纤芯的 40%可用于基站接入，同
时按每个 BBU 带 3 个 RRU 测算，前传承载对主干光缆
的纤芯需求如表 1 所示。可见，RRU 不级联情况下，若
要满足大规模 BBU 集中设置需求，需新建大量光缆；
RRU 级联情况下，仅需对部分资源紧张区域建设。
（c）网络安全：BBU 集中部署对本地传送网主要
涉及到 2 个方面的网络安全。一是大量 BBU 部署在综
合业务接入点，一旦单节点/单分组设备失效，将会影
表1

前传承载对主干光缆纤芯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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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大量站点，所以节点本身和节点部署的分组设备安
全至关重要。二是某一条光缆路由上有可能承载众
多 RRU 至 BBU 间的拉远光纤，光缆路由故障也会影响
到较多站点。
c）对局房、基础设施的挑战。部分区域可能存在
现有综合业务接入机房的数量、空间或电源不足，难
以满足区域内 BBU 集中需求的问题。需对区域内的
BBU 集中需求与综合业务接入机房能力进行匹配分
析，对无法满足需求的，通过增设其他 BBU 集中点，改
造现有机房、扩容电源等手段解决问题。

3 BBU 集中化部署及本地传送网应对策略
根据以上面临的问题挑战，结合网络实际情况，
以取得效益为本，分别提出 BBU 集中化部署的总体策
略和本地传送网对应建设策略。
3.1 BBU 集中化部署总体策略
3.1.1 管理与协调
本地网成立专项工作组，统一协调，各专业分工
配合，共同完成资源的摸查、需求的梳理以及方案的
编制与实施。
3.1.2 过程与投资
BBU 集中化部署应”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效益为
本、有序进行”，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集中化部署
的目标网和整体方案，再在目标网的引领下，循序渐
进，分批完成，避免重复建设。
新建 BBU 原则上必须集中放置，现有 BBU 迁移统
筹考虑投资、可行性、可取得效益、其他业务需求等因
素，成熟一批，实施一批，逐步完成目标。
集中化部署方案需充分利旧资源，充分通过现有
投资统筹考虑解决，以取得效益为本，不宜增加大量
的投资建设成本，不得为了集中而集中。
3.1.3 BBU 集中度与 BBU 集中点
本地网做好 CAPEX 和 OPEX 平衡，根据实际情况
合理设置 BBU 集中度目标，资源丰富区域鼓励提升
BBU 集中度目标（某省结合自身情况，建议城区为 20~
40 个，
县城 10~20 个，乡镇农村 5~10 个。
）
BBU 优先集中到综合业务接入点。在全部集中
至综合业务接入点难度较大的情况下，优先对机房整
改以满足局房、基础设施需求。可采取如下措施。
a）直接扩容改造现有机房；及时清理老旧设备以
腾退空间和电源；合理将多端设备整合进 1 个机柜、减
少或避免机柜的不完全使用以节省机房空间；根据目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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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BBU 集中数量，相应进行电源、空调的扩容完善建
设以满足基础需求等措施。
b）整改难度较大时，也可集中至条件较好的自有
机房，建议尽量选取无法进行 BBU 集中的 2G 基站机
房，或已设置 OLT 的机房，实现设备的集中放置，同时
应控制此类机房数量及相应机房内 BBU 的数量。
3.2 本地传送网应对策略
3.2.1 综合业务接入区/点设置的优化调整
综合业务接入区/点的合理设置是实现 BBU 集中
部署的前提和基础，本地网需根据综合业务接入区/点
的设置现状，对综合业务接入点覆盖区域内的 BBU 数
量及其他宽带、大客户业务接入需求统筹分析。
a）若机房空间、电源等条件较好，可集中放置更
多 BBU、收敛更多业务，则可适当扩大覆盖范围。
b）若机房空间、电源等条件较差，无法满足区域
内 BBU 集中放置和其他业务收敛需求，则首先向相关
专业提出机房整改需求，无法通过整改解决的，可增
设综合业务接入点或选取其他机房作为 BBU 集中放
置点。
通过以上措施进行综合业务接入区/点的优化调
整，夯实 BBU 集中化部署基础。
3.2.2 BBU 集中放置点分组设备的建设
根据 BBU 集中放置点集中 BBU 的数量，对于集中
数量较多的综合业务接入点建设二级汇聚设备，二级
汇聚设备应按目标网采用环形结构建设，宜单独组
网，不宜和接入设备混合组网，二级汇聚设备可下挂
接入设备满足 BBU 接入需求。
对于集中数量较少的综合业务接入点和其他
BBU 集中放置点，采用接入设备建设，有必要时可串
接，但单个节点串接设备数量不宜超过 2 个，同时应注
意控制整个环路上的设备数量不宜超过 8 个。
所有 BBU 集中放置点的分组设备均需成环，以保
障业务安全，如图 1 所示。分组设备建设时需充分利
旧因 BBU 迁移回撤的接入设备。
3.2.3 BBU 集中放置点的主干光缆建设
无线 RRU 支持级联的需设置为级联方式，以减少
对纤芯的需求。
BBU 集中放置点统筹 BBU 集中和其他需求进行
纤芯扩容建设。
BBU 集中放置点需与主干光缆充分衔接并双路
由成环，同一路由上承载不超过 3 个站的 BBU-RRU 业
务以保障业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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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BBU 集中放置点分组设备环路示意图

3.2.4 统筹考虑需求建设
现有 BBU 的迁移应统筹考虑 BBU 集中放置点的
成环、新建基站接入、超大环路/长单链的优化改造、基
站业务按区归属的调整优化等其他需求，在同一目标
网指引下，整合需求，统筹建设，避免各自建设，重复
投资。
3.2.5 无法进行 BBU 集中部署的非分布式传统基站传
输建设
对于无法进行 BBU 集中部署的非分布式传统基
站，可充分利用其机房，选取条件较好的基站机房作
为 BBU 集中放置点，进行 BBU 的集中放置，同时尽量
将由 MSTP 设备承载的基站业务割接至分组设备承
载，腾退 MSTP 设备利旧使用。

4 BBU 集中化部署案例
按以上策略，某省制定了全省的 BBU 集中整体方
案，目前已经启动了第 1 批集中方案的实施，第 1 批方
案完成后，全省 BBU 平均集中度可由目前的 3.5 个提
升 至 4.2 个 ，可 通 过 退 租 机 房 等 措 施 节 约 OPEX 约
2 000 万元/年。
图 2 为第 1 批实施方案中的 1 个典型案例示意图，
黑色粗线条为利旧主干光缆、黑色细线条为利旧接入
光缆、蓝色粗线条为新建用于 BBU 集中放置点成环的
主干光缆、蓝色细线条为新建用于现有 BBU 迁移的接
入光缆，紫色线条为新建用于新建基站接入的光缆。
图 2 中绿色线条为综合业务接入区边界，该接入
区现有 12 个基站，1 个综合业务接入点（广立机房），
2017 年计划建设 4 个基站和 1 个室分，区域内 BBU 计
划全部集中于广立机房。BBU 集中的整体方案如下：
a）现有基站 10、11、12 的 BBU 已集中放置在广立
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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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综合业务接入
点广立机房

现有基站 10

现有基站 1

新建基站 4

现有基站 11

现有基站 12

新建基站 3

现有基站 2
现有基站 3

现有基站 4
新建基站 2
现有基站 7
现有基站 8
现有基站 9

新建室分 1

新建基站 1

图2

传输投 无线投
可腾退 腾退机房可 静态投
电源投
资/万 资/万
分组设 节约租金/ 资回收
资/万元
元
元
备/端 （万元/年） 期/年

现有基站 1 0.00

0.50

0.00

现有基站 3 0.00

0.50

0.00

现有基站 2 0.00
现有基站 4 0.75
现有基站 5 0.43
现有基站 6 1.73
现有基站 7 0.65
现有基站 8 0.00
现有基站 9 0.00

现有基站 5
现有基站 6

站名

9 个现有基站 BBU 迁移静态投资回收期测算表

某省 BBU 集中方案案例示意图

b）现有基站 1、2、3 的 BBU 利旧接入光缆集中放
置在广立机房。
c）现有基站 5、6、7 的 BBU 通过新建接入光缆集
中放置在广立机房。
d）新建基站 1、2、3、4 和新建室分 1 的 BBU 通过新
建接入光缆和利旧主干光缆集中放置在广立机房。
e）现有基站 4 的 BBU 通过新建接入光缆和统筹
使用新建基站 3 的新建光缆集中放置在广立机房。
f）现有基站 8、9 的 BBU 通过利旧接入光缆和统筹
使用现有基站 6 的新建光缆集中放置在广立机房。
g）综合业务接入点广立机房通过新建主干光缆
和利旧主干光缆成环。
h）广立机房现有 1 端二级汇聚设备，本次现有
BBU 迁移可回撤 4 端接入设备，回撤设备 2 端利旧至
广立机房满足 BBU 接入，其余 2 端利旧至它处使用。
本次迁移的 9 个现有基站静态投资回收期测算见
表 2，表 2 中未计回撤接入层分组设备带来的收益。可
见，回收期较短，
因此在第 1 批已实施。
其中无线专业 BBU 搬迁、重新开通调测每站 0.5
万元；本次搬迁不需要电源投资；传输专业现有 9 个基
站 BBU 搬迁共利旧光缆 5.25 km，
新建24芯光缆1.7 km，

小计

3.56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4.50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4

0.00
0.00
0.00

0.30

1.67

0.30

1.67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2.70

1.67
4.17
3.10
7.43
3.83
1.67
1.67
2.99

新建 48 芯光缆 0.9 km，传输共投资 3.56 万元。
通过对上述典型案例分析可以看出，BBU 集中化
部署具有投资小、见效快等优点，对于中国联通实现
“资产轻、结构优、质量高、成本低”的总体网络目标、
促进盈利能力提升等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5 结束语
BBU 集 中 化 部 署 有 利 于 优 化 资 产 结 构 ，降 低
OPEX，对于网络提质增效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网络
现状和成熟的技术，重点提出了 BBU 集中化部署的总
体策略及本地传送网应对策略，对其他本地网开展类
似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随着 G.metro、UniPON 等
技术的发展，本地传送网对于未来 5G 时代 BBU 集中
采用更好的承载方式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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