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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目前正在标准制定和

研究中，预计 2020 年实现商用。为了解决面向 5G 接

a）目前在中国联通南方某分公司的本地传输网

中，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接入节点大量增加，需要足
够多的汇聚层节点来收敛和分流业务。但随着城市化
的发展，高额的房价导致汇聚机房的成本高昂，建设难

入的实际问题，提升全业务运营背景下的市场竞争

度增大；因此汇聚机房的建设无法和接入节点的增加

力，就必须合理设置综合业务接入点。综合业务接入

保持同步，单个汇聚机房收敛的业务过多，网络的风险

点是本地网架构的基本构成要素，其设置直接影响了

逐步增加，需要考虑在接入层进行一定的收敛。

务接入点的设置进行研究，旨在提出科学有效的设置

站的难度越来越大，
因此在城区将大力推广 BBU+RRU

本地网架构，因此有必要对面向未来 5G 时代的综合业
思路。

1 某分公司综合业务接入点总体情况

b）在基站建设中，
城区无线建设环境复杂，
设置宏

建设方式的应用，
BBU 集中设置对于节点的安全提出了
新的要求，
建设可靠稳定的
“BBU池”
十分必要。

面对网络中出现的新问题，
某分公司在2011年大胆提出

1.1 综合业务接入点提出背景

设置综合业务接入点的建设措施。综合业务接入点定

——————————

位于接入层，完成规划区域内接入业务的收敛和转接，

收稿日期：201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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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光缆汇聚能力，
提供分组设备（IP RAN）接入数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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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同时也可作为
“BBU池”
，
满足无线灵活覆盖需求。

1.2 综合业务接入点建设现状
经过 6 年的建设，某分公司基础架构基本成型，已
形成“12 个核心机房+80 个汇聚机房+1 200 个综合业
务接入点”的网络布局，其中综合业务接入点的数量会
随着业务点的数量增加而进行动态调整。
某分公司综合业务接入点基础架构目标网数量为
1 200 个，已建成综合业务接入点 1 123 个，2017 年规划
新建 30 个。1 123 个已建成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平均
可使用面积为 27.61 m2，小于 20 m2 的机房 274 个，占比
为 24.4%，20~30 m2 的机房 593 个，占比为 52.8%，大于
等于 30 m2 的机房 256 个，占比为 22.8%，2017 年规划综
合业务接入点机房面积均大于 30 m2。

2 某分公司综合业务接入点建设流程
2.1 综合业务接入点建设流程特色
a）规划先行，依据业务点需求规划综合业务接入
点，有的放矢，不盲目部署。
b）对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条件逐点评审，保证综
合业务接入点建成后机房空间及电源条件可以满足周
边业务点上联或 BBU 集中堆叠。
c）综合业务接入点开展动态滚入滚出调整，按照
实际需求对综合业务接入点动态布局。
d）综合业务接入点全量纳入本地投资改革管理
平台，为综合业务接入点建设提供网络系统保障。综
合业务接入点建成验收后录入资源管理系统，实现闭
环管理。
2.2 综合业务接入点设置规划
在区县接入网规划期间，某分公司结合整体区域
内业务规划，包括无线、宽带、大楼、小区、大客户等等，
匹配综合业务接入区内综合业务接入点数量，按照收
敛比和现有机房资源使用情况确定综合业务接入点的
数量。按照综合业务接入点的机房标准对现有机房进
行摸排，若机房数量及空间能达到综合业务接入区内
的接入点业务要求，则完成综合业务接入点布局；
若机
房数量不满足要求，则可结合无线、宽带等专业提出接
入点机房建设需求，直至满足机房建设要求。按照综
合业务接入区设置思路，某分公司在规划期制定下一
年的规划站点清单。接入网规划需区县管理层签字确
认，上两重一大会议，不得随意更改规划站点。接入网
规划通过后，各区县分公司可以依据规划站点经纬度
开展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寻址工作。

2.3 综合业务接入点评审原则
在形成综合业务接入点规划清单基础上，某分公
司根据区县分公司上报的实际寻址的综合业务接入点
逐点开展评审工作，保证规划落地并结合实际变化适
时调整。综合业务接入点评审会议原则上每周召开一
次，要求管线专业、局房专业、传输专业、运维部门一同
参会，各专业同时审核综合业务接入点选取依据是否
充分。同时综合业务接入点建设也作为区县分公司建
设进度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
评审按照以下原则：
a）寻址点与规划站点必须属一个综合业务接入
区。与规划站点经纬度距离，城区需要小于 1 km，郊
区需要小于 2 km。
b）综合业务接入点需要选择条件好、稳定性好的
机房作为接入点，
包括物业关系、管孔出局等。
c）综合业务接入点设置是否与周边业务点分布
匹配。
d）与现有综合业务接入点的距离，距离过近且现
有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条件宽裕，则不允许新建综合
业务接入点。
e）评审要求每个站点按照评审表格填写站点详
细信息，包括经纬度、机房大小、剩余架位、物业关系
等。同时需要提供该机房的平面图纸及现场照片。
2.4 综合业务接入点规划清单滚动方法
某分公司每季度末启动综合业务接入点规划调
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a）以季度为滚动周期，由区县分公司在每季度的
最后一个自然周上报综合业务接入点滚动调整需求及
调整原因。
b）综合业务接入点滚动通过 POP 点规划滚动评
审会议评审确认。
c）综合业务接入点满足该区域有明确业务需求
或现有综合业务接入点收敛能力不足可进入滚入，原
则上不宜滚出，无新增业务需求或不具备选址条件等
客观因素（例如市政拆迁、局房土建滞后等）可进行滚
出。
图 1 示出的是某分公司综合业务接入点规划调整
流程图。
2.5 综合业务接入点纳入基础信息库
某分公司综合业务接入点需在 PMS3.0 上立项管
理，系统把控综合业务接入点立项的精准性。
某分公司根据已建成的综合业务接入点导入本地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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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计划

f）网络承载前移：对于前传网的需求，从 4G 到 5G

的单扇区 CPRI 接口带宽约提升 160 倍（频谱带宽提升

每季度最后一个自
然周启动调整流程

10 倍，
天线数提升 16 倍）至 1.6T；
而 5G 的时延将下降到

100 μs 以下，
以 CPRI 接口方式建设前传网几乎不可能。

区县上报调整需求：
站点清单及原因

5G 对于传输承载具有很大的挑战。某分公司根

计划部组织区县、管
线相关负责人、设计
院会审确定调整意见
一周内反馈区县
调整结果

足 5G 多样化场景的差异化需求。

据 5G 综合承载主流场景对架构要求最高的场景进行

深入分析，考虑到 CU/DU 分离架构以下优势：可以实

现性能协调、话务管理、实时性能优化以及 NFV/SDN；
可配置的功能分割可以适应于不同场景，如传输时延

对清单同步调整

变化等；灵活的功能分割便于实现网络资源的实时按

需配置；有助于实现网络切片针对业务进行 C/U 的处
图1

某分公司综合业务接入点规划调整流程图

投资改革管理平台，并根据通过评审的综合业务接入
点进行动态调整。
本地投资改革管理平台：全量梳理综合业务接入
点，形成动态更新的全量综合业务接入点库，为多专业
提供基础信息。
综合业务接入点建成验收后录入资源管理系统，
机房属性显示为综合业务接入点，
实现闭环管理。

3 面向 5G 的综合业务接入点建设探索
3.1 5G 部署对于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空间需求
移动回传网络伴随着移动制式的不断改造而升
级，从最初的 SDH 刚性管道，逐步过渡到全 IP 承载，并
向 SDN 方向的弹性网络不断演进。同时，移动互联网
和物联网进一步规模发展后，新业务的应用对 5G 技术
指标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a）大带宽：网络带宽的需求呈指数增长，单基站
带宽将达到 Gbit/s 数量级。
b）低时延：结合 NGNM 给出的低时延场景得出，
Critical IOT E2E 时延要求为 1 ms（空口时延），eMBB
E2E 时 延 要 求 为 10 ms，承 载 网 要 求 双 向 时 延 小 于
4 ms。
c）超高精度时间同步：将采用 MIMO 和基站联合
发送技术，要求提供超高精度同步技术。
d）SDN/NFV 控制架构：实现网络能力的开放，提
供全新的运营模式和盈利空间。
e）
“网络切片”化：针对具体场景需求进行功能剪
裁及资源分片，并在其上进行各自的业务应用、业务控
制，实现面向业务场景的按需适配的网络架构，从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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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支持用户和应用的边缘分析。建议 CU 放置至汇
聚节点，DU 集中至综合业务接入点。另外 AAU-DU

一级前传采用点到点传输，建议纤芯充足时采用光纤
直驱方式，纤芯不足时采用波分方式。DU-CU 二级前
传采用综合业务接入点部署 UTN 2.0 或者 100G OTN

设备。由于 5G 无线及传输设备形态尚不明确，不考
虑与现有设备机柜整合，对于综合业务接入点至少需

要 3 个机柜空间实施 5G 部署，对于小于 3 个机柜空间
的综合业务接入点不建议作为 5G DU 部署站点。
a）5G DU 池预估 1 个机柜。

b）UTN 2.0 或者 100G OTN 设备预估 1 个机柜。
c）配线环光交配套 ODF 预估 1 个机柜。

为满足未来 5G 大规模开展部署，建议现网综合业

务接入点机房空间需要进行优化。

3.2 现网综合业务接入点存在问题
a）机房剩余架位不足：某分公司已建成 1 123 个
综合业务接入点，剩余架位不足 1 个的机房数量有 329
个，占比为 29.3%，剩余架位 1~2 个的机房数量有 340
个，占比为 30.3%，剩余架位大于等于 3 个的机房数量
有 454 个，占比为 40.4%。剩余架位不足的机房迫切需
要进行优化改造来满足未来 5G 网络发展。
b）BBU 大量堆叠：1 123 个已建成综合业务接入
点均已部署分组设备。安装大于 20 个 BBU 的机房数
量为 66 个，占比为 5%。单个综合业务接入点平均安
装 9.2 个 BBU。部分中心城区的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
安装大于 20 个 BBU，占用机房大量电源及空间资源，
不利于后期维护。BBU 大量堆叠加剧了综合业务接
入点机房空间和电源资源的紧张程度，需要在下一阶
段提出 BBU 整合的方案。
图 2 示出的是某分公司综合业务接入点安装 B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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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及电源的需求，更好地推动基础架构成型，满足未
安装大
于 20 个 未安装
3G/4G
BBU 的
机房数 BBU 的机
房数量/
量/个
个
66
142
安装 10~20 个 BBU
的机房数量/个
250

来业务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安装 2 个以
内 BBU 数
量的机房
数量/个
171

安装 6~10 个 BBU
的机房数量/个
261

安装 3~5 个 BBU
的机房数量/个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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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某分公司综合业务接入点安装 BBU 数量分布

数量分布。

3.3 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优化方案
通过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内设备梳理，综合业务
接入点空间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优化挖潜。
a）2G 无线设备整合腾退。
b）光改腾挪机架位。
c）老旧传输设备腾退整合，华为 metro2050 等老
旧设备可以通过割接业务腾退，小颗粒业务可通过大
设备整合归并；
腾退光纤收发器等小型接入设备。
d）无线大 BBU 整合，预计可以腾退 3/4 数量的
BBU 机柜。
1 123 个已建成的综合业务接入点可优化挖潜的
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数量为 274 个，其中可优化挖潜 1
个架位的机房数量为 168 个，可优化挖潜 2 个架位的机
房数量为 84 个，可优化挖潜 3 个及以上架位的机房数
量为 22 个。
通过优化挖潜，剩余架位不足 1 个的机房数量占
比下降至 21%，下降了 8%，剩余架位 1~2 个的机房数
量占比为 33%，其余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剩余架位均
大于等于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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