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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机房是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的关键节点，是影响本地网网络稳定、业务安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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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因素。首先提出了基础网络架构对汇聚机房的建设要求，然后分析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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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汇聚机房建设方式、常见的汇聚机房类型和造价，并对各种类型汇聚机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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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总结了各种类型机房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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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出了汇聚机房选址建设的建议，为各本地网汇聚机房建设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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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vergence node is the key node of the local basic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it also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network stability and business security of the local network. It firstly proposes the basic network architecture’s dem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vergence node. And then it analyzes the constructing mode of convergence node in various places and the type
and building cost of the convergence node. It also analyzes the major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various convergence node and summari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kinds convergence
node. It finally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ite selection of the convergence node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convergence node of the loc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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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13 年初，中国联通战略性地提出了本地基础网
络架构布局规划，旨在分层分区的建设基础传输网
络，提升网络的健壮性、稳定性，其总体思路可简单概
括为“划分汇聚区、综合业务接入区，以稳定的汇聚节
点、综合业务接入点为基础，建设垂直分层、水平分区
的面向综合业务的基础光缆网”。本地基础网络架构
是中国联通在基础网络建设上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
中国联通各项业务健康发展的基石。
——————————
收稿日期：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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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014—2016 3 年的建设，全国新增汇聚机房
数量超过 1 300 个，建成率、自有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多数省分基础架构节点实现了稳定，但仍有部分省分
汇聚机房缺口较大，离目标网仍有一定差距。本文通
过分析近 3 年建设的汇聚机房，总结机房建设经验，分
析机房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汇聚机房建设
建议，为基础架构推进较慢的省分提供机房建设参
考。

1 基础网络架构对汇聚机房的建设要求
汇聚机房是本地网内各类业务汇聚设备所在机
房，包括传输汇聚节点、PSTN 端局、IP 网汇聚节点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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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汇聚机房类型及造价分析
中国联通 2016 年启动本地传输网络评测工作，
2017 年在全国 31 个省内全面铺开。本文选取了建设
规模较大的 19 个省，对其新增的 1 029 个汇聚机房的
建设方式及机房类型的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
2.1 汇聚机房建设方式及机房类型
新增汇聚机房的建设方式中，约 81%的机房采取
购置方式、13%的机房采取自建方式；新增机房中，自
有产权比例达到 94%，各本地网新增汇聚机房建设方
式基本合理。
新增汇聚机房类型主要有住宅小区、临街商铺、
办公楼、背街商铺、地下室、写字楼等几种，其中以住
宅小区和临街商铺两种类型机房较多。
2.2 汇聚机房造价分析
不同城市汇聚机房建设造价差异较大，其中省会
级城市建设成本较一般本地网高出较多；同时近几年
各地房价上涨较多，汇聚机房购买成本也逐年增加。
因此，各本地网汇聚机房目标规划完成后，应加快汇
聚机房建设，
避免购置成本增加过多。
不同类型的机房，其建设造价也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对采用购置方式建设的 800 多个汇聚机房的购置
成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临街商铺类机房购置成本

最高，住宅小区类机房购置成本最低，两者相差 1 倍
多，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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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控制层（BRAS/SR）等设备。
汇聚机房应按全业务的发展需要统筹规划，汇聚
节点应合理布局，分期建设。汇聚节点位置的选择应
根据城市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并结合汇聚区进行选
择；一个汇聚区内，当机房在稳定性、面积、供电、安
全、出局管道容量等条件较好时，可设置一个汇聚机
房；机房条件较差时可设置两个汇聚机房互为分担。
汇聚节点机房应为自有产权或有长期租约（不少于 15
年）。
汇聚机房面积需求测算应综合考虑所在汇聚区
业务量、接入主干组网模式、设备组网模式对机房装
机面积的影响，充分考虑空间预留（预留面积应考虑
中远期扩容所需面积和设备更替所需面积），以满足
长期发展需求。新建汇聚机房使用面积建议不小于
60 m2、建筑面积不小于 75 m2 计算（对应得房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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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5G 承
载及 DC 部署需求，省会城市新建汇聚机房条件可适
当放大，密集城区新建汇聚机房面积可提高至 100 m2。

图1

汇聚机房建设成本分析

3 各种类型机房的建设问题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常见汇聚机房类型主要有住宅小
区、临街商铺、背街商铺、办公楼、写字楼、地下室等，
本文对各类机房选取过程中的优劣势进行梳理分析。
3.1 住宅小区
住宅小区类机房的主要优势为价格低，并且一般
周边人口密集、业务发展好，选取该类机房可以方便
辐射周边业务，因此各本地网选取该类机房数量也最
多，但住宅小区类机房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最
多。
a）扰民问题。由于机房的噪声较大，同时楼内其
他业主对辐射的担心，选取住宅小区作为汇聚机房较
容易产生业主纠纷、小区用户抵触，对后期使用可能
产生不良影响，存在光缆敷设进局困难、新增设备搬
入机房困难等问题，甚至出现汇聚机房无法使用的问
题。在住宅区选取机房时，建议加强噪声处理，如进
行吊顶隔音处理，同时做好机房隐蔽工作，可选取小
区边缘、靠近小区围墙、小区公共场所或小区附属设
施所在地等位置，尽量避免选择在居民楼里。
b）过户及物业问题。对于新建住宅楼，开发商交
房慢，机房两证办理一般时间较长，影响机房建设进
度。对于二手房，业主一般不愿意开具增值税发票，
同时过户手续繁琐；由于购置汇聚机房内部审批流程
较长、谈判过程复杂，若同期内房价涨幅较大，业主可
能反悔或要求补偿等问题。
c）进出局光缆管道路由问题。对于成熟的小区，
很难新建管道入局，光缆布放路由选择较难，尤其是
双路由出局就更加困难。另外槽道进房间一般只有
一个方向，存在机房引上光缆单路由隐患问题。因此
建议选择在小区围墙附近、光缆等路由好引入的区
域，同时选取底层的位置，便于管道接入和日常维护。
d）机房引电问题。机房引电一直是汇聚机房建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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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过程中的难题，对住宅小区机房尤其困难。很多小
区外市电管理未交给供电局，很难新报装变压器，只
能共用小区变压器，采用小区物业用电，这也给使用
带来了较多问题：无法直供电、只能转供电、电费单价
高；且只有一路市电引入，市电不稳定，断电次数多；
市电只能引入 220 V 电源，380 V 三相外电引入困难；
市电容量不足时，难以扩容。同时对于住宅小区，发
电也不方便，存在居民小区抵制发电，特别是晚上，无
法安装油机等。
e）机房承重问题。机房承重改造涉及到在原有
承重墙上施工，改变房屋结构，容易遭受物业阻拦，同
时承重钢梁需打入墙体内 但住宅小区墙体较薄 会存
在打到隔壁邻居家的情况。因此选择住宅小区时，应
选用一楼、无地下室，无需考虑承重问题。
f）机房使用效率问题。由于为住宅小区，户型不
便于机房整体规划布局，实际机房可用面积受户型影
响较大，存在机房卫生间、厨房空间浪费问题。
g）法律风险。由于住宅小区房子使用性质为住
宅，而汇聚机房为商用，若被用户告发，面临一定的法
律风险。
3.2 临街商铺
选取临街商铺作为汇聚机房是本地网内较好的
选择，但相对来说其价格昂贵，建设成本较高。其主
要优点如下。
a）扰民问题相对较少。相比于住宅小区，临街商
铺一般纠纷少、周边居民投诉问题较少，发电方便不
受居民阻扰，空调室外机不扰民，后期机房光缆及装
修施工不易受周边居民/业主阻挠，同时进出方便、协
调问题少。
b）进出局光缆路由选择方便。临街商铺一般靠
近城区主干道路，管道进出方便，进出局光缆路由条
件丰富，传输接入方便，便于维护。
c）可与营业厅统一建设。可选择上下 2 层，楼上
用于汇聚机房，楼下用于营业厅使用及蓄电池安装，
尽可能降低建设成本；一层的商铺进深较深的，可临
街区域作为营业厅，
后面区域作为机房。
d）机房使用效率高。多数临街商铺户型开阔，便
于走线架及设备摆放，空间可完全利用，用作汇聚机
房非常合适。
e）临街商铺房屋使用性质为商用，可避免相关法
律风险。临街商铺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引电问题、过户
问题，若外市电仍由小区或物业管理，外市电引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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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与住宅小区类似的问题。过户问题中，相比于住宅
小区，临街商铺价格变动一般较小，因此因涨价要求
赔偿或过户难等问题相对较少。建设过程中还应注
意其他商户引起的水、电灾害隐患等；同时若楼上为
住宅楼，需注意楼上渗水的可能性。
3.3 办公楼
办公楼也是常用汇聚机房类型，其建设成本与临
街商铺较为接近，其优点与临街商铺较为接近，主要
如下：
a）用户纠纷少，出入不受业主影响，方便后期维
护。
b）可与营业厅进行统筹考虑，或与办公区合设，
降低建设成本，同时便于故障处理及日常。
c）离主干道路管道近，光缆进出局方便，业务接
入便利。
d）办公楼房屋层高比普通楼房高、利于设备散
热，适合用于通信机房；
且房屋利用率高。
与住宅小区、临街商铺类似，办公楼汇聚机房建
设过程中也经常遇到引电问题。
3.4 背街商铺
选取背街商铺用于汇聚机房，其优点与临街商铺
基本类似，主要包括扰民问题少、进出路由选择便利、
维护方便、机房结构合理使用效率高、无法律风险等，
但其价格较临街商铺减少较多，建设成本更低。机房
引电问题与临街商铺类似。
3.5 地下室
通过梳理分析，存在少数本地网选取地下室作为
汇聚机房，其建设成本较低，基本与住宅小区相当。
其优点主要如下：
a）小区地下室，对居民无影响，协调问题较少，方
便进出，便于施工、后期维护等。
b）直接与开发商进行交易，过户问题相对较少。
c）位于地下室，无需考虑机房承重问题。
但在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机房引电问题，另外还存
在以下突出问题：
a）地下室防水、防潮较差，防水问题较突出。
b）机房进出局双路由建设困难。
需注意，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易淹没地区不
宜在地下选择机房。
3.6 写字楼
写字楼建设成本与办公楼、临街商铺基本相当，
与临街商铺类似，一般地理位置好，不存在用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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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空调室外机不扰民，管线接入便利，进出维护方
便。选取写字楼作为汇聚机房时，还存在如下突出特
点。
a）周边业务集中、业务需求较多，潜在大客户需
求较多，发展潜力大。
b）机房公摊较大，大多数业务只租不卖。
c）一般楼层较高，不利于抢修。
d）楼房承重大部分不满足条件，需槽钢加固。
3.7 各类机房选取的优缺点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从建设成本、扰民问题、过户及物
业问题、出局管线路由选择、机房引电、机房承重、机
房使用效率、法律风险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总结，各
类机房的优缺点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各类汇聚机房优缺点总结

对比项目

住宅
小区

临街
办公楼 背街商铺 地下室 写字楼
商铺

建设成本

低

高

高

中

低

高

扰民问题

多

少

无

少

少

无

过户及物业问题

多

少

无

少

少

无

出局管线路由选择

难

易

易

易

难

易

机房引电问题

多

多

多

多

多

多

无

多

机房使用效率

低

高

高

高

高

高

法律风险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机房承重问题

与楼层相关

从表 1 可以看出，住宅小区类机房问题最多，对后
期建设维护影响最大，临街商铺、背街商铺、办公楼等
机房问题较少，比较适合用于汇聚机房。

4 汇聚机房建设建议
通过对各类机房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分析，为
加快汇聚机房建设，推动本地基础网络架构尽快落
地，特提出以下建设建议。
a）简化汇聚机房购置项目审批流程、付款方式，
缩短建设周期。现阶段多数分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太
长，极大影响了汇聚机房建设，如因房价上涨，造成部
分已立项机房无法完成购置；由于购买资金迟迟不能
到位，导致房主等不及将房子卖给其他买家，只能换
址等。建议对于一定额度以内的汇聚机房建设，可下
放机房购置合同审批权限至地（市）分公司；或通过第
三方机构代为进行项目操作，简化付款流程等。
b）新建机房类型优选临街商铺、背街商铺或办公
楼。为避免后期居民干扰风险、法律风险及维护便
利，机房类型应优先考虑商铺或办公楼，尽量避免选

择住宅小区，可重点考虑非繁华区域的临街商铺，密
集城区及繁华区域可重点考虑背街商铺，尽可能降低
建设成本。
c）与区县购置办公楼、营业厅进行统筹考虑，利
用办公楼部分区域改造为汇聚机房，提高投资使用效
率，降低建设阶段的干扰风险。
d）加强与政府沟通，争取政府支持。利用公共土
地场所（如公交车站、停车场、大型立交等）储备机房，
利用政府批地自建机房，在新的开发区、新城区预留
规划机房位置。
e）机房选址时应考虑后期建设的出局管道光缆
路由问题、外市电引入问题。
f）机房简单装修、市电引接等由一体化施工单位
承接实施，尽可能降低工程建设难度。
汇聚机房建设难度大，各分公司应充分调动资
源，发动多方资源参与机房寻址工作，并推进选址、购
置建设、装修、启用等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尽快完成汇
聚机房建设，实现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稳定。

5 结束语
汇聚机房是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的基础，各省市公
司应加快汇聚机房建设，提升汇聚机房自有率，实现
本地基础网络架构稳定，为即将到来的 5G 承载打下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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