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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 UTN 网络评测方法，并总结全国网络评测工作，归纳提炼评测的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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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10 个 UTN 网络评测指标。重点对评测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判断标准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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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结合指标和评测工作，给出了评测指标在网络中的应用示例，并对未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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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建设和优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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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nalyzes the methods of UTN network evalu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national network evaluation，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evaluation，and puts forward ten UTN network evaluation indexes. Focusing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alculation of indicators and criteria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standard，combined with the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work，gives the application
example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the network，and the future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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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TN 网络评测的背景
经过多年的建设，UTN 已经成为一张覆盖全国、
具有数十万端设备规模、承载 3G/4G 移动回传业务及
大客户业务的庞大网络。由于网络规模庞大、覆盖广
泛，建设过程中过多地考虑网络安全、设备安全、维护
习惯、采购策略等因素，导致部分地（市）网络效率、网
络安全性、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合理因
素。随着网络建设的深入，对网络存在的不合理情况
进行评测并优化显得十分重要。
——————————
收稿日期：2017-09-20

本文通过总结全国网络评测工作，归纳提炼评测
的问题，力求能够通过一些可量化的网络指标比较全
面地评价 UTN 网络，对未来网络建设和优化提出建
议。

2 UTN 网络评测方法
2.1 网络评测优化的目的及最优化网络定义
网络评测优化的目的是逐步使网络趋于最优。
最优网络是指网络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可用性、延展
性并在三者之间达到匹配自身条件的均衡。
UTN 网络可靠性包括网络结构合理度和网络恢
复能力。网络结构合理度是指网络结构符合要求的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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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包括无过度链路配置、核心汇聚无大环等要
求。网络恢复能力是指通过多链路、多设备备份，并
配置隧道层（LSP）保护和业务（PW、VPN）保护，使得网
络可在链路失效、节点失效时快速恢复。
UTN 网络可用性是指网络容量、网络资源利用
率、业务均衡度等方面有较高的匹配度。空余容量
高、冗余资源多、业务均衡度高的网络，
可用性强。
UTN 网络延展性主要是指网络适应业务发展的
可扩展能力；包括基础架构匹配度和设备低配度。基
础架构匹配度越高，网络适应业务发展的可扩展性越
强。低配设备数量越少，网络延展性越好。
2.2 网络评测指标定义
综合考虑 UTN 网络的可靠性、可用性、延展性，分
析评测中的问题，总结如下 10 个指标，综合反映网络
状况。
指标 1：链路过度配置比。UTN 核心汇聚层网络
中，建议链路成对保护，AB 链路成对互为保护，若存在
C 链路可作为 AB 链路的保护链路，则 ABC 三条链路均
属于过度保护链路，链路过度配置比指过度保护链路
占总链路数的比例。做链路捆绑的多条链路视为一
条链路。
过度保护链路数
链路过度配置比=
× 100%
总链路数
指标 2：汇聚层大环比。汇聚层大环比例包括 2 个
网络层次的要求，一级汇聚非口字型组网的即认为属
于大环，二级汇聚环环上二级汇聚节点超过 4 个的认
为属于大环。
一级汇聚大环数
汇聚层大环比= 60% ×
+
一级汇聚环数量
二级汇聚大环数
40% ×
二级汇聚环数量
指标 3：核心汇聚层链型接入比。核心汇聚层链
型接入比例是指链型接入的核心汇聚节点数占总节
点数的比例。
链型接入节点数
核心汇聚层链型接入比=
× 100%
总节点数
指标 4：节点可靠性比。该指标考察网络出现单
节点失效故障时，业务恢复能力，可按照单节点失效
后中断的接入层业务数量定义该指标。建议 2 种定义
方法：一是核心汇聚层节点单挂 1 个以上接入环的，定
义为无保护节点；二是核心汇聚层单节点失效后中断
10 个及以上接入节点的，定义为无保护节点。节点可
靠性比为无保护节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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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保护节点数量
× 100%
总节点数
指标 5：端口资源利用率。分不同速率端口计算
此指标，从现网评测看，评估网络可用性主要采用
10GE 端口利用率。由于可能存在不均衡情况，全网端
口利用率应结合端口分布均衡情况一起考察网络可
用性。
已用端口数
端口资源利用率 =
× 100%
配置端口总数
指标 6：槽位资源利用率。全网槽位利用率应结
合槽位分布均衡情况一起考察网络可用性。
已用槽位数
槽位资源利用率 =
× 100%
槽位总数
指标 7：网络容量利用率。分不同网络层次计算
此指标，从现网评测看，评估网络可用性主要可采用
一级汇聚层/二级汇聚层利用率。
网络容量利用率 =
一/二级汇聚层截面总流量
× 100%
一/二级汇聚层截面配置总带宽
指标 8：业务均衡度。业务均衡度主要是指网络
中流量是否均匀分担，业务均衡度越高，网络可用性
越强，网络故障时需倒换业务越少。AB 两条链路为保
护链路组，若 AB 两条链路上带宽之差的绝对值除以
AB 两条链路带宽之和小于 20%时，定义为均衡链路。
均衡链路数量
业务均衡度 =
× 100%
链路总数量
指标 9：基础架构匹配度。该指标包括 2 个网络层
次，一级汇聚设备基础架构匹配度和二级汇聚设备基
础架构匹配度。一级汇聚设备基础架构不匹配主要
是指一级汇聚设备放置在非核心汇聚机房，一级汇聚
设备建设与一级汇聚区划分不一致。二级汇聚设备
基础架构不匹配主要是指综合接入点设备放置在基
站接入机房、跨汇聚区组网等。基础架构是以业务为
基础划分的网络单元和层次，匹配基础架构的组网更
符合业务发展。
基础架构匹配度 =
匹配基础架构的一二级汇聚节点数
× 100%
一二级汇聚节点总数
指标 10：设备低配比。设备低配是指所配置设备
性能低、升级扩展性差，不适应所在网络层次对接入
新技术、新业务的要求。如一级汇聚层配置接入档设
备、综合接入点设备配置接入 B/C 档设备等。
低配设备数量
设备低配比 =
× 100%
核心汇聚设备总端数
节点可靠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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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络评测指标应用说明
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判断标准如表 1 所示。由于
各个本地网建设存在差异，对于指标的优劣判断也就
不同。但是通过同类型本地网的指标横向对比、同一
本地网的指标纵向对比，可较好地反映网络中存在的
问题。

3 指标在 UTN 网络评测工作中的应用
在网络评测工作中，综合应用 UTN 网络评测指标
体系，更明确具体地指出网络中需优化的问题，亦对
网络优化取得的效果进行了量化评估，网络评测工作
取得了良好效果。
评测中某城市 UTN 网络核心层链路过度配置比
（指标 1）较高。而随着 2I2C 业务发展，网络流量增长
迅猛，部分段落网络容量利用率（指标 7）较高，由于链
路过度配置比高，造成网络扩容投资较大，此时应先
优化网络结构再进行网络扩容。
评测中某城市 UTN 网络核心汇聚层端口资源利
用率（指标 5）并不高，但槽位资源利用率（指标 6）很
高。综合对比指标，该本地网核心层设备配置低密度/
低速率端口较多。
某本地网一级汇聚大环组网较多（指标 2），环上
网络容量利用率（指标 7）较高，该本地网做网络优化
时从环上选取节点建设直达核心的链路，降低了网络
容量利用率（指标 7），但是这种方式劣化了链路过度
配置比（指标 1），将给网络的进一步扩容带来困难。
表1
指标反映的网络问题 指标序号

网络可靠性

网络可用性

网络延展性

指标名称

此时，正确的优化方法，应该是拆环优化，将大环组网
拆为小环组网。
表 2 为评测中总结的常见的网络问题，各问题均
反映到了相应的指标上，对这些具体问题给出了优化
建议。通过这种对应，可以将指标与优化建议对应起
来，作为某项指标提升的常见方法。
最优网络是指网络在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可用
性、延展性并在三者之间达到匹配自身条件的均衡。
所谓匹配自身条件，主要是指与本地网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结合考虑，例如，若综合指标中的单移动站点带
宽提供能力较大，则对指标 2 汇聚层大环比可适当放
宽要求；若综合指标中核心汇聚层 UTN 系统单 Gbit/s
业务建设成本较低，则对指标 5、指标 6 适当放宽要
求。结合 UTN 网络的 10 项指标，网络优化中每项措
施，应综合考虑对网络指标的影响，防止出现指标的
此消彼长的现象。

4 结束语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业务发展不同，一
直无法较直观的评价一张 UTN 网络；由于网络管理/设
计人员知识水平不同、网络认知侧重点不同，无法较
为统一的规范网络优化方法。本文尝试通过一个指
标体系，使得网络评测横向可比，网络优化方法可界
定。
基于本文的工作，仍有几点问题待进一步研究和
优化。一是部分指标人工统计计算复杂，且可能存在

UTN 网络指标评判标准
指标判断标准

其他说明

指标 1

链路过度配置比 本项指标越小越优，
建议最优指标值为 0

指标 2

汇聚层大环比

指标 3

链型接入比

指标 4

节点可靠性比

指标 5

端口资源利用率

本指标介于 0.2~0.8。值过大，网络可用性降低，
值过小，
浪费建设投
资

指标 6

槽位资源利用率

本指标介于 0.2~0.8。值过大，网络可用性降低，
值过小，
设备配置过
高，
浪费建设投资

指标 7

本指标反映网络承载业务量，
介于 0.3~0.4 为较好。值过大，
网络需
网络容量利用率 尽快扩容，
值过小，
应控制网络扩容投资，建设目标转向网络优化调
整

指标 8

业务均衡度

指标 9

基础架构匹配度

指标 10 设备低配比

本项指标越小越优。考虑部分区域纤缆资源建设成本过高，
不追求
该指标为 0，
尤其郊县区域组网，
可存在部分较大环路
本项指标越小越优，
建议最优指标值为 0

指标 1/2/3 反映网络结构
合理性。可分配一定的权
重，
制定网络结构合理性
综合指标

本项指标越小越优，
考虑网络中节点失效故障概率小于链路故障以
及投资效益，
不追求该指标为 0

本项指标越大越优，
建议最优指标值为 1

指标 7/8 应联合使用，随着
网络容量利用率增加，
应
逐步调整网络业务均衡度

本项指标越大越优，
考虑机房条件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考虑投资小
于不追求该指标为 1
本项指标越小越优，
建议最优指标值为 0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37

系统优化 刘 琦，尹祖新
System Optimization UTN 网络评测及优化

表2
UTN 网络常见的问题描述

序号 问题归类
1
2
3
4
5
6
7

核心与业务汇聚网状网结构组网
影响网络 核心层组网不是 2 节点或 4 节点结构
扩容及投
核心汇聚层组网存在链路过度配置
资
存在区域汇聚
一级汇聚上联到同一核心局址

影响网络
一级汇聚链型结构
安全
二级汇聚部分未成环

8

核心节点直挂二级汇聚

9

10
11
12

UTN 网络评测中常见问题及优化建议

核心节点直挂接入
一级汇聚二级汇聚混合组网
基础架构 一级汇聚环形结构
不匹配 一级汇聚跨汇聚区组网

13

一、二级汇聚节点设备不匹配

15

综合接入点与基站混合组网

反映的指标

优化建议

指标 1

调整网络结构，
拆除多余链路，采用口字型组网

指标 1

调整网络结构，
拆除多余链路，采用口字型组网

指标 1

调整节点定位，
核心层割接调整为 2/4 节点

指标 1

取消区域汇聚层，
一级汇聚直连核心层

指标 3

新建光缆或波分，
一级汇聚组环

指标 9

调整匹配基础架构，
二级汇聚挂在一级汇聚设备上

指标 9

根据机房及光缆网情况逐步优化

指标 9

根据机房及光缆网情况逐步优化

指标 9

根据机房及光缆网情况逐步优化

指标 4

一级汇聚割接调整至不同核心节点，
提高节点保护能力

指标 3

新建光缆或波分，
二级汇聚组环

指标 9

可在核心机房新增汇聚设备，
将接入层设备调整到新增的汇聚设备

指标 2

根据机房及光缆网情况逐步优化

指标 9

根据机房及光缆网情况逐步优化

指标 9

根据机房及光缆网情况逐步优化

14

二级汇聚跨汇聚区组网

16

核心设备，
部分一级汇聚设备无冗余端口及 指标 5、指标 先将核心设备上的低密度板卡更换为最高密度板，
拆除核心设备上的
槽位
6
低速率板卡。若仍有端口缺口，
可更换为更高接入能力设备

17

影响网络 部分链路带宽利用率较高，业务单边配置现 指标 7、指标 尤其对于流量较大的链路，可采用不同接入环主用路径配置在不同边
8
的方式，
实现负载均衡
发展 象明显
业务汇聚、核心、一级汇聚部分设备 BFD 能
力不足、背板带宽受限

18

指标 10

人员理解偏差造成的指标偏差，所以，采用软件平台
系统做网络评测指标的计算分析显得尤为重要。二
是部分指标做全网统计，不能完全反映网络的问题，
如端口资源利用率指标（指标 5），全网端口利用率相
近的本地网，可能端口利用分布均衡度差异很大，端
口利用分布非常不均衡的本地，应重点结合业务分布
分析网络设备配置等情况。类似于基尼系数一样的，
反映网络均衡程度的指标，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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