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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末端站点传输接入是本地传送网金字塔结构中
的最底层，其建设规模最大，投资占比最高，多数本地

点接入模式、提高接入层网络效能、降低接入成本提供
了参考。

1 末端站点常见接入模式

网末端站点传输接入投资占传送网投资比重超过

中国联通末端站点主要包括移动站点、固网宽带

50%，但目前各本地网对其接入方式却没有进行统一

站点、大客户站点，各类站点的主要接入模式有如下几

规范，各类业务接入较为随意，造成本地网光缆使用

种。

混乱、网络结构复杂，扩容升级牵涉范围过大。随着

1.1 移动站点接入模式
移动站点光缆接入根据 BBU 是否集中放置分为
传统 D-RAN 模式及采用 BBU+RRU 分布式技术的 CRAN 模式，其中 C-RAN 模式根据光缆接入点的不同
分为 C-RAN 站-主干光交、C-RAN 站-综合业务接入
点、C-RAN 站-站 3 种模式。
方式 1：传统 D-RAN 接入模式。如图 1 所示，传统
D- RAN 模 式 中 BBU 与 RRU 同 址 放 置 ，并 通 过 本 局

5G 的临近，该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现阶段规范末
端站点接入方式、优化接入层网络结构变得尤为迫
切。

通过分析现网末端站点接入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了较优的建设模式及网络优化建议，为规范末端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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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N/MSTP 设备实现移动回传，站点光缆接入主要采

用站到站、割接原缆接入为主，该类站点多数在 2014
年之前建设，2014 年以后新建站址站点多数采用 C-

RAN 模式建设。传统 D-RAN 方式接入及维护成本
高，每物理站均需安装一端传输设备同时租赁铁塔机

RRU
RRU
RRU

房、建设电源配套等。由于末端站点接入光缆随无线
基站建设，传输专业多数被动跟进，致使接入网络规模
庞大、凌乱复杂，又因无线站点数量多、位置分散、站点
建设存在时序差，接入光缆建设易出现长链及路由重
复等不合理现象，加之接头盒内多次割接，网络安全性
低，大范围组网、环路过长又易造成纤芯资源浪费，影

图2

C-RAN 站到站接入模式

空间限制 BBU 集中数量有限，且当单站点流量重载后

可能引起整个接入环路升级，造成投资浪费。就近接

响基础资源利用效率。

入基站缺乏总体规划，网络结构混乱。
接入主干光缆

汇聚机房

方式 3：C-RAN 站到光交模式。如图 3 所示，BBU

集中放置在综合业务接入点，RRU 就近接入主干光

交，并通过主干光缆环上联至综合业务接入点。该模
式优点是安全性高、结构清晰，同时通过合理设置光交

主干光交

密度可实现就近接入，充分利用主干光缆资源。随着
架构逐步完善，可明显降低接入距离、降低建网成本，
但若 RRU 与 BBU 之间不采用光纤级联方式，将对主干

同址
RRU
RRU
RRU

BBU

FE/GE

同机房/柜

图1

UTN

EI

MSTP

光缆资源需求较大，单站 RRU 数量一般占用 6~12 芯
主干光缆。

方式 4：C-RAN 站到综合业务接入点模式。BBU

集中放置在综合业务接入点，RRU 与综合业务接入点
之间建设直连光缆。与方式 3 类似，但由于综合业务

D-RAN 接入模式

方式 2：C-RAN 站到站模式。如图 2 所示，BBU 集

中放置在普通基站，RRU 与基站之间建设站到站直连

光缆。该模式优点为可利旧原有基站环路，对于基础
架构建设不到位的地区可降低接入距离。缺点是
BBU 集中至基站机房存在安全隐患，同时末端机房受

点覆盖范围有限，仅综合业务接入点周边业务站点可
采用该模式，若大量站点接入采用该方式势必影响接
入距离，同时增加入局光缆压力。

1.2 宽带接入模式
目前宽带接入网建设主要采用 FTTH 模式，其中
ONU 放在用户家中，每用户 1 个 ONU，分光器可设置
BBU
BBU
BBU

RRU
RRU
RRU

同机房/柜

FE/GE
E1

UTN
MSTP

站到综
合业务
点

站到光交
综合业务接入点
主干光交
接入主干光缆

图3

RRU
RRU
RRU

C-RAN 站到光交/综合业务接入点接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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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道或大楼地下室光分线盒内，OLT 一般设置在局

按照上游点属性不同，大客户目前主要有新建光

端，根据机房属性不同可以为汇聚机房、综合业务接入

缆就近接入普通基站机房、新建光缆就近接入综合业

点机房、接入机房。OLT 位置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对主

务接入点机房、新建光缆接入汇聚机房等几种方式。

干光缆芯数、长度及管孔资源的需求。

就近接入普通基站方式对主干光缆资源需求较少，但

当 OLT 集中设置在汇聚机房时，因有源设备集中

由于基站机房电源、双路由出局等难以保证，业务安全

设置便于维护和管理，有利于铜退之后对机房的充分

性不高；就近接入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对主干光缆资

利用，但对主干光缆光纤资源消耗较大。当局所覆盖

源需求较少，业务安全性相对较高；
接入汇聚机房方式

的宽带用户、移动站点较多时，由于出局光纤芯数大，

业务安全性最高，
但对主干光缆资源需求亦较高。

出局光缆条数会增加，占用更多的管孔资源。该方式
适用于机房条件好、辖区范围内用户接入距离满足衰

2 本地网末端接入存在的主要问题

耗要求且管道资源丰富的局所。

近年来，随着主干光缆网的不断完善，末端站点接

OLT 下沉至综合业务接入点或接入机房，由于每

入逐步规范，其接入成本已大幅降低，但通过网络评测

OLT 即可，可节约大量的 OLT 上联光纤，出局光缆总芯

突出的问题，影响了传送网投资有效性及末端业务安

个接入点覆盖的用户数量不多，基本上安装 1~2 框

分析，仍发现部分本地网在末端站点接入中存在较为

数会大幅减少，节约管孔资源，但有源设备分散设置

全。

后，不利于后期维护管理，同时对下沉机房有较高要

2.1 接入层分组网络大环及长链过多
末端移动站点采用 D-RAN 接入模式时，需安装分
组设备进行组网。根据前期相关规划指导要求，一般
建议 10GE 分组环路节点总数（含链节点）原则上不超
过 20 个，其中环上节点数量不超过 8 个，GE 环路节点
总数（含链节点）原则上不超过 8 个，同时应避免 3 个节
点以上的长链结构。评测发现全国较多本地网存在超
大环路、超长链的情况，导致环路承载效率低、网络安
全性差。
由图 4 可见，接入环路节点总数将近 40 个，且部分
长链数量达到 5 个。

求。该方式适用于汇聚机房、管线资源紧张或用户至
汇聚机房接入距离不满足衰耗要求且综合业务接入点
为自有或长租机房时。

1.3 大客户接入模式
目前大客户业务主要有互联网专线、数字专线等
几种，其中互联网专线一般通过跳纤至 PON 网络，就
近接入 OLT 站点，通过光纤直驱或 WDM/UTN 网络上
联 IP 城域网的 SR 路由器接入。数字专线业务中客户
设备一般通过光纤就近接入至本地 UTN/MSTP 网络承
载。

汇聚节点
环上节点
链上节点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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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评测发现该本地网超过 15 个节点的接入环

路达到了 56 个，占比 16%，其中 38 个环路为超大环路，
急需进行网络优化调整。

MSTP

城域网

UTN

另有部分本地网存在汇聚节点下挂接入环的情
况，造成小芯数配线光缆直接接入汇聚机房，降低管孔
使用效率；同时因配线光缆纤芯容量有限仅能通过设

MSAP

汇聚机房

备收敛，导致环路升级成本较高。

2.2 RRU 拉远方式下，末端接入仍以普通基站为主
不同的接入模式对于接入成本、后期维护以及网
络结构与效能等有较大影响，从网络结构清晰、投资效
率高 2 个维度分析，本地网移动站点末端接入应以
RRU 就近接入主干光交/综合业务接入点、BBU 集中放
置在汇聚机房/综合业务接入机房方式为主。
评测发现较多本地网存在拉远模式下接入方式不
合理现象，由于新建站大量接入普通基站，导致主干光
缆利用率低，架构机房无法发挥作用，降低了网络效
能。
如某南方省分 2016 年共新建城区站点 2 000 多
个，仅 13%的基站就近接入主干光交，超半数站点接入
普通基站（见表 1）。通过对该省现网全部 BBU 放置点
属性进行梳理，发现约 75%的 BBU 放置在普通基站、
20%放置在综合业务接入点、5%放置在汇聚机房内，
综合业务接入机房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表1

2016 年某省分城区站点接入方式分布

站到站

站到光交

站到综合业务接入点

52%

13%

34%

此外，综合业务接入机房条件较差、剩余空间不足

等问题也是导致节点未能充分发挥作用、RRU 接入方

MSTP

图5

大客户业务接入汇聚机房

75%），汇聚机房共设置 11 端 MSAP 局端设备。该区域
内共有主干光缆环 10 个，出局纤芯 4 464 芯，占用纤芯

1 501 芯，
其中大客户业务占用了 582 芯，
占比达 37%。

2.4 大客户接入以普通基站机房为主，网络安全性差
部分南方省分大客户以接入至普通基站为主，造
成网络安全性差、接入层结构复杂。如南方某省分大
客户接入至普通基站占比达 80%，导致接入设备分散、
网络混乱复杂运维不便，同时由于接入机房稳定性差，
亦存在搬迁隐患及安全性不足等问题。
此外，由于宏站接入、室分接入、宽带、大客户等工
程建设相对独立，存在已有管线资源不能充分利用、重
复建设等情况。

3 站点接入及网络优化建议
通过上述末端站点接入的关键问题分析，对接入

式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尽快梳理腾退老旧设备，

层网络建设及优化提出以下建议。

改善机房空间，
提升综合接入点接入能力。

3.1 规范接入层分组系统组网方式
接入设备以双节点 或单节点就近上联至汇聚或
综合业务接入点设备，网络结构应以环形为主、链形为
辅，一般不建议跨汇聚区上联，城区内接入环建议不跨
综合业务接入区。
对于接入层超大环路，应分析环上节点类型，梳理
是否存在普通基站与综合业务点混合组网的情况，是
否存在跨汇聚区/综合业务接入区组网的情况。若存
在上述情况，建议按照汇聚区、综合业务接入区对接入
层环路进行调整、裂环优化及长链改造，降低大环、长
链数量，提高网络安全及接入层承载效率，提升单节点
带宽能力。

2.3 大客户直接接入汇聚机房，
主干光缆资源消耗大
不同大客户接入方式对传输网资源需求差异较
大，城区内大客户应根据地理位置就近接入汇聚机房、
综合业务接入点，并通过机房内系统收敛，减少对主干
光缆资源的消耗。
评测发现部分北方本地网城域内大客户均直接接
入汇聚机房（见图 5），
占用了大量的主干光缆资源。
对某本地网单个汇聚区的大客户业务和纤芯占用
情况进行梳理，该汇聚区内共有 432 条专线/大客户业
务，其中电路承载 378 条，裸纤承载 54 条。大客户业务
全部直接接入汇聚机房，以接入 MSAP 设备为主（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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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站应优先采用拉远方式，避免汇聚节点直接
下挂接入环的组网方式，同时应尽量避免将现有超大
GE 环直接升级至 10GE。

3.2 推广 C-RAN 模式，RRU 就近接入主干光交
对于新建站址的 3G/4G 站点，应推广 BBU 集中、
RRU 拉远的 C-RAN 建设模式，降低单站传输接入建
设成本。RRU 拉远情况下，应以就近接入主干光交及
综合业务接入点方式为主，同时推动 RRU 级联，减少
对主干光缆纤芯资源消耗。对于特大型室分楼宇，当
RRU 数量过多，C-RAN 建设模式下对主干光缆纤芯需
求过大时，可考虑安装分组设备进行承载，避免盲目拉
远。
同时应不断完善城区主干光缆建设，夯实基础网
络架构，避免因主干光缆覆盖密度不够、单条光缆业务
覆盖范围过大、光交设置不足等造成城区接入距离过
长。
3.3 推进 BBU 集中至综合业务接入点
由于综合业务接入机房条件过差，造成部分本地
网综合业务点未能有效使用，导致 BBU 大量集中在普
通基站，因此建议对现网综合业务接入机房条件进行
全面分析，梳理机房内老旧设备，及时腾退以改善机房
空间、降低运维成本。
优化挖潜可采取如下措施。
a）老旧设备腾退，如光改接入设备（老旧 MDF、
ADSL 设备等）、早期柜式 SDH 设备、未使用的 PDH 设
备等下电拆除，
无线 2G 设备退网整合或 SDR 改造等。
b）腾挪设备合并整合机柜，对机柜空间使用率较
低的综合机柜进行整合，提升机柜空间利用率。
对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综合业务接入机房，应逐
步新建替换或扩建改造。
3.4 规范大客户接入方式
大客户业务应尽量在本汇聚区内通过设备收敛，
充分发挥综合业务接入点作用，将 MSAP 局端设备、交
换机、UTN 设备下沉至综合业务接入点，小颗粒大客
户业务直接通过综合业务接入点设备接入、收敛，减少
对主干光缆纤芯资源的消耗。大颗粒业务可考虑采用
光纤直驱方式至核心/汇聚节点。除农村区域外，在主
干光缆覆盖较完善的情况下，城区内大客户业务应尽
量避免直接接入普通基站，以免影响业务安全性并导
致网络结构过于复杂。
大客户接入汇聚节点时，须避免从汇聚节点直接
接入小芯数光缆，
应优先通过主干光交接入主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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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通过对本地传送网末端接入关键问题的梳理和探
讨，总结提出了末端站点接入的优化建议。构建以架
构为目标的接入方式，对于降低业务接入成本、厘清网
络结构、提高网络安全性和网络效能具有一定帮助，同
时规范化的接入方式及组网策略也为本地网接入层网
络建设及移动、宽带、大客户优化接入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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