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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网业务、政企客户等业务需求不断增长，UTN 承载网络的持续优化工作

UTN；
伪线；
架构优化；
业务双归

对于业务承载质量起关键作用，也有助于适应未来多业务承载需求。介绍了某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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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 UTN 网络的整体情况，结合 UTN 网络测评，归纳总结了某省联通现网 U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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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现象及问题，分别给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优化方案包括了网络架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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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归及设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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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ly deployment of bearer services for mobile network and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customers，persistent optimization program for local UTN’s network plays a key role in service quality guarantee，it also help to adapt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 Firstly，it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s of China Unicom X province branch，the phenomenon
and problems of X province branch were summarized combining the evaluation of UTN’s network. The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modify the design of network.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includes network architecture，service dual- homing and equipm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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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省联通 UTN 网络综述
某省联通 UTN 网络从 2012 年开始规模部署，截至

目前，全省 UTN 网络层次清晰，覆盖完善。核心汇聚
节点已完成了 100%覆盖，综合业务接入点覆盖率达
95%。UTN 网络核心汇聚层基本采用口字形组网结

构，边缘接入层面采用环形为主，链形为辅的组网结

构。全省规模部署 UTN 设备约 15 000 端，其中核心汇
聚设备约 600 端。

UTN 网络定位于移动回传业务、集团客户业务为

主的电信级业务综合承载，兼顾其他业务，承载定位
合理；目前某省联通 UTN 网络承载业务以移动回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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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主，兼顾少量集客业务，网络运行基本稳定，硬件
故障较少，网管和设备升级情况较多，维护人员基本掌
握监控和移动网业务开通。作为移动业务（2G/3G/

4G）的主要承载网络，UTN 网络在某省联通近年来的
业务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1 UTN 网络架构综述
各本地网的 UTN 目标网络架构有所区别，概括而
言，主要可分为 A 类重点地（市）、B 类重点地（市）和一
般地（市）3 种情况（见图 1）。A/B 类重点地（市）目标网
络架构设置核心、一级汇聚、二级汇聚和边缘接入层的
四级网络架构，一般地（市）目标网络架构只设置核心、
汇聚和接入三层架构。由于北方本地网市区接入主干
光缆资源较为丰富，光交密度大，所以重点地（市）的市
区组网一般也只保留三层的扁平化架构，四级网络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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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省联通本地 UTN 目标网络架构

构中的二级汇聚一般只设置在县区的重点乡镇，主要
完成重点乡镇业务的二次收敛，也与原县乡光缆网架
构匹配。

1.2 UTN 设备配置综述
某省联通现网 UTN 设备主要按照网络层级划分
为：核心设备、业务汇聚设备、一级汇聚设备、二级汇聚
设备、综合业务接入点设备、末端接入点设备。
核心设备主要完成整个网络链路调度，一般只完
成业务的转发不做落地，设备配置级别最高，相应低速
率端口需求一般采用业务汇聚（扩展设备）进行配置，
主要在与 BSC/RNC/EPC 对接时设置。汇聚层设备分
为一级汇聚和二级汇聚，一级汇聚一般布置在区县汇
聚机房（原城区端局和县核心端局点），起一次收敛作
用，二级汇聚布置在重要的市区模块局节点和乡镇中
心机房，起到二次收敛作用。综合业务接入点负责本
综合业务接入区内业务的接入，末端接入点主要完成
表1

核心设备
业务汇聚设备
一级汇聚设备
二级汇聚设备
综合业务接入点设备
末端接入点设备

接入环

接入环

A/B 类重点地（市）

一般地（市）

设备分层

县节点

偏远接入机房（远端末梢基站节点）的业务接入。

某省联通的主要 UTN 厂商为华为和中兴，具体各

层级的设备选型建议如表 1 所示。

1.3 UTN 网络流量综述
UTN 网络流量监测是衡量整个网络承载效率的
工具，也是判断链路扩容的依据。目前某省联通主要
基于现有网管提供分钟级别流量监测，提供 5~15 min
时间间隔的流量监测。采集链路按照网络层次划分，
主要包含：
a）业务汇聚—业务网元，业务网元主要包含各地
（市）的无线网 BSC/RNC、IP 承载 A 网和 B 网的 AR。
b）核心—业务汇聚，
核心互联，业务汇聚互联。
c）汇聚上联核心。
d）接入层上联汇聚。
全省基于分钟级别的流量监测，选取了 2017 年某
小长假进行了 3 天集中监测，主要对上联端口的峰值

UTN 设备选型统计表

华为设备选型
现网主要设备型号

整机线速接入容量

中兴设备选型
现网主要设备型号

整机线速接入容量

CX600-X8

1.6T

ZXCTN9008/9000-8E

640G/1.6T

CX600-X8/X3

1.6T/300G

ZXCTN9008/9004/9000-8E

640G/320G/1.6T

CX600-X8/X3
CX600-X3/M8

CX600-M8、ATN950B
ATN950B

1.6T/300G
300G/320G
320G、56G
56G

ZXCTN9008/9000-8E/9004

640G/1.6T/320G

ZXCTN9004/9000-5E/9000-3E
ZXCTN9000-2E10/6150
ZXCTN6150/6220

320G/1T/600G
240G/80G
80G/4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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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流量/峰值出流量以及忙时均值数据进行了分析。

c）分组设备方面：同机房多台设备叠加，普遍存

一般地（市）的各层级链路峰值带宽利用率均在 20%以

在于综合业务接入点层面，由于 BBU 集中化放置，导

几个层面链路：业务汇聚—IP 承载 B 网、核心—业务汇

遍解决方案是通过叠加扩展设备（接入档）来实现端口

下；流量阈值告警主要出现在 A 类重点地（市）的以下

致对接入层 UTN 设备的端口需求量非常大，现网的普

聚、一级汇聚-核心、接入层超大环。

的扩展。设备性能局限性，主要集中在汇聚设备的 L2/

图 2 所示。

大量早期引入的低性能汇聚设备作为一级汇聚的场

以某 A 类重点地（市）为例，TOP4 瓶颈端口流量如

景，概括而言，该类设备主要存在 3 个方面的设备能力

目前某省联通 UTN 网络整体架构清晰，网络建设

情况与集团、省分指导意见基本一致，由于分期部署、
光缆网匹配、与业务网规划步调偏差等因素，本地网尚
存在一些现象及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
归纳如下：

a）网络架构方面：个别地（市）的网络架构存在问

题。核心兼做业务汇聚，低速率端口占用槽位，网络层
次不够清晰；
部分本地网存在接入层超大环，大部分是
由于接入环套接入环引起的。超大环所有节点在同一

个 OSPF 域内，当大环中有一处断纤，整个环路内设备
路由表都会更新，
影响设备路由计算时间。

b）业务承载方面：无线 A 类基站单归（PW 单归）

改双归需求。北方联通传统主干光缆网架构，均是围
绕端局（UTN 一级汇聚节点），通过环形非递减方式部
署主干光缆环网，端局下所有主干光缆环的起始点和

终止点都是该端局。对于部分汇聚区只存在 1 个汇聚
机房 1 台汇聚设备的情况，给基站业务的物理双归造
成一定的困难。目前某省联通现网部分场景存在单归

接入环，单归场景下如果汇聚设备出现故障，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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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TN 网络重点优化方案
3.1 网络架构优化
3.1.1 核心层架构优化
现象或问题描述：核心兼做业务汇聚，低速率端口
占用核心槽位过多。个别地（市）UTN 网络在建网初
期，出于成本考虑，核心设备兼做业务汇聚。随着 4G
网络深度部署，核心兼做业务汇聚的设备需要同时承
担转发、落地对接（本地 BSC、RNC）以及 ASBR（与 IP 承
载网对接）功能，2G/3G 的 TDM 业务大量占用宝贵的核
心设备槽位端口。
现象或问题优化建议：可在 2 个核心机房分别部
署 1 端高性能的核心设备（例如 9000-8E 替换 9008），
替换原核心设备。原核心设备作为业务汇聚，维持与
原业务网元的对接现状，减少割接工作量的同时也提
升了核心设备性能。
优化前后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3.1.2 接入层超大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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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

源等指标。

端口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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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负载/%

对节点故障的保护，
将影响下挂环路的所有基站业务。

指标问题：L2/L3 桥接接口资源表项、BFD 资源、路由资

端口负载/%

2 网络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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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或问题描述：某省联通部分本地网存在接入

图4

层超大环（环带链节点数大于 20），大多是接入环带接

某本地网接入层超大环现状

入环，或接入环带接入链形成的，因此主接入环节点的

优化改造。

L3 承载方案的本地网，由于所有网元处于同一 OSPF

设备，同时将二级汇聚层的链路带宽升级为 10GE，将

链路路径，共链路路径再触发备用隧道计算时，会将工

路中断重路由时间缩短。该方案可不用增加光路资源

方案 1：A、B、C、D 4 个主环节点升级为二级汇聚

中断会引起下挂环业务全部受到影响。对于选择 L2+

二三层桥接点下移，将环路拆分为不同的 OSPF 域，链

域，环套环的结构当备用隧道有故障时，会引发主备共
作、保护路径计算为同路由，引起业务闪断。在容量方

的耗费，适用于目标架构存在二级汇聚区域的本地网。

将来业务发展。某本地网典型的接入层 GE 超大环现

点双挂一级汇聚，C 和 D 站点双挂一级汇聚，原处于同

现象或问题优化建议：对于接入层超大环的网络

一级汇聚设备的压力。主接入环同步升级 10GE。该

方案 2：结合光路资源情况进行拆环，将 A 和 B 站

面，GE 接入层超大环由于多节点共享带宽，也不利于

一 OSPF 域的网元被拆分成 2 个 OSPF 域，以缓减 2 台

状如图 4 所示。

方案为传统的拆环方案，光路资源需增加 1 倍。

改造，建议结合环路流量进行分析，设置一定的流量阈

针对某本地网的现状，2 种改造方案见图 5。

值，对于远远低于流量阈值的环路建议保持现状。如
果节点数小于 20 个，且现网流量小于 30%，建议暂时

3.2 业务双归优化
现象或问题描述：PW 冗余（PW Redundancy）保护
是 UTN 网络中提供的主要业务保护方式，一般设置要

维持现状。对于节点数大于 20 的 GE 接入环，可密切
关注流量监控，大于 30%时，可采取以下 2 种方案进行
一级汇聚 1
Ar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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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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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接入环改造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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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接入层超大环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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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同源异宿，能够提供节点设备宕机的保护。早期
引入分组技术时受限于传统传输组网模式的继承考
虑，目前现网各本地网中，还存在一定比例的单归接入

庙李-ATN950-CSG01
市区-于河支局-CX600-M8-CSG01
潍坊市区-经济技术开发区-ATN950B—CSG01
潍坊市区-潍城于河支局-ATN950B-CSG01
光缆网实现物理双归

环。随着某省联通机房整合部署，目前县局主汇聚机

房均为 1 个，一般设置 2 台一级汇聚设备，对 PW 的双

一级汇聚（原模块局机房）

归提供了条件，
目前也基本改造完成。

北方联通传统城区主干光缆网架构，均是围绕端

市区-经济开发区-汇聚环五-CX600-X3-ASG01
于河-汇聚环五-CX600-X3-ASG01

局（UTN 一级汇聚节点），通过环形非递减方式部署主

图7

干光缆环网，端局下所有主干光缆环的起始点和终止

点都是该端局。对于部分城区的汇聚区只存在 1 个汇

汇聚区

聚机房 1 台汇聚设备的情况下，给基站业务的物理双
归造成一定的困难。目前某省联通现网部分场景存在

单归接入环，单归场景下如果汇聚设备出现故障，无法
实现对节点故障的保护，将影响下挂环路的所有基站
业务。

光交

现象或问题优化建议：

方案 1：市区一级汇聚区配置 1 台设备的区域需要

增加 1 台一级汇聚设备，将接入设备采用双归接入到
同一机房 2 台汇聚设备。

方案 2：市区一级汇聚区保持 1 台汇聚设备，实现

业务双归实现方式 1

说明：跨局承载可采用光缆
直驱或城域波分方式，10GE
接入环建议光缆直驱，城域
波分充分利旧资源。

汇聚机房 1

汇聚机房 2

汇聚设备

汇聚设备

接入主干光缆环网 1

PW2（光缆路由 2）
PW1（光缆路由 1）
光交
跨汇聚区双挂环

光交

接入主干光缆环网 2
PW1（光缆路由 1）

PW2（光缆路由 2）

跨汇聚区双挂环

跨汇聚区双挂方案。

业务双归优化方案如图 6 所示。

接入设备

同机房双挂方案

跨机房双挂方案

汇聚区

汇聚区

汇聚机房 A

图6

汇聚机房 B

汇聚机房 C

业务双归优化方案

方案 2 跨机房双挂方案，
又分为 2 种实现方式。

方式 1：如该汇聚节点为市区的一般模块局节点，

则通过本地光缆网基本能实现物理双归，是最彻底的
双归方式（见图 7）。

方式 2：如该汇聚节点为市区的原端局节点，则可

通过 2 个汇聚机房的转接（光缆或城域波分）来实现双
归，在利用该方式实现业务双归优化时，应尽量充分利
旧资源实现，例如早期的城域波分一般都有空闲的 8×
GE 波道可以利旧。方式 2 如图 8 所示。

60

2017/11/DTPT

图8

接入设备

业务双归实现方式 2

3.3 设备优化
3.3.1 多台设备叠加优化
现象或问题描述：多台设备叠加普遍存在于综合
业务接入点机房，由于 BBU 集中化放置，导致对接入
层 UTN 设备的端口需求量非常大，现网的普遍解决方
案是通过叠加扩展设备（接入档）来实现端口的扩展。
分析各端设备的槽位、端口及接入能力，如果设备叠加
均是因槽位、端口不足而引起的，设备叠加合乎业务需
求，不存在盲目叠加现象，则多台设备堆叠只是一种现
象而非问题，
但多台设备堆叠会衍生一些其他问题。
a）综合业务接入点主环路中的节点是早期的低
性能接入设备，后期堆叠设备通过链形或者环形下挂
在主环路节点下，
导致低性能设备能力接近瓶颈。
b）综合业务接入点多台堆叠设备全部串环，导致
形成超大接入环网。
2 个典型案例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
现象或问题优化建议：对于多台设备叠加，应合理
分析其端口和槽位的利用率，优化挖潜接入层设备。

李壮志，
陆 源，
叶 祥 系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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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金雀山 2-扩展 3F

452-沂蒙路 2-扩展 4F

1190-沂蒙路 4-扩展 3F

1192-金雀山 4-扩展 4F
2876-金雀山核心-900-8E
2888-金雀山 6-扩展 4F

2866-沂蒙路核心-900-8E

2927-沂蒙路 6-扩展 3F

南坊齐鲁园 6150

1619-南坊 1

1617-南坊

584-沂州花园 6220

2316-潍坊沂州花园 9004

说明：沂州花园站点 4 台设备堆叠，
6220 作 为 二 级 汇 聚 ，6150 作 为 接
入，
6220 作为 L2/L3 桥接性能受限
2425-公务员小区 2423-滨河广州路 A5

2424-三合五街
586-齐鲁园
1699-公务员 I 区 2840-沂州花园 6150 585-沂州花园 6200
2435-济南路沭河路
2419-滨河路康和路 A16
2438-柳青河路北京路
2416-公务员 D 区
2426-柳青河路广州路 A2
1700-公务员 H 区
1508-动植物园
1725-公务员 E2 会所
2420-沭河路广州路
2838-南坊北大 2823-柳青河路上海路 A18
2417-顺和仁和路 A19

2418-滨河路顺和路

2422-公务员 I 区

2421-公务员 F 区西北角

1702-公务员 F 区

2437-柳青河路天津路

1493-公务员 B 区

图9

2436-济南路柳青河路

多台设备堆叠案例 1

RZ-LS-LS-CX600-ASG01

RZ-LS-ADW-CX600-ASG01

岚山-碑廊-ATN950B 说明：为满足接入成环要求，节点串环，同
一机房内所有设备均成环接入，导致过大
接入环；此环上只有 9 个机房，其中 2 个汇
岚山-碑廊扩 1-ATN950B
聚机房，7 个综合接入点机房，但是此环上
的设备有 15 台，接入设备为 13 台，接入环
网的机房节点并不多，但是同一机房内存
岚山-巨峰扩 1-ATN950B
在多端接入设备，导致整个环网设备数量
较多。

岚山-高兴扩 1-ATN950B
岚山-后村-ATN950B

后村-东山子河接入网-ATN950B
岚山-后村扩 1-ATN950B

岚山-巨峰-ATN950B
岚山-大坡-ATN950B
岚山-中楼-ATN950B

图 10

岚山-高兴-ATN950B

岚山-黄墩-ATN950B
岚山-中楼扩 1-ATN950B

多台设备堆叠案例 2

如果综合业务接入点中同时部署有汇聚档设备（仅作
为接入层定位），可考虑将 GE 需求采用汇聚档设备接
入，减少接入层设备堆叠数量。

案例 1 优化建议：该本地网中，存在原一级汇聚替

换下的 9004 设备，沂州花园 6220 设备可考虑用 9004
替换，形成二级汇聚的 L2/L3 双挂设备，6200 可视情况
进行退网下电。

案例 2 优化建议：该本地网中，同步考虑光缆网资

源满足的情况，综合接入点中放置 2 套 950B 以上设

备，进行拆环处理，将综合接入点独立成环后，再升级
10G。如果光缆网资源受限，可先维持现状，其余接入

点如有 950B 需求，可考虑用华为 M8 设备进行替换。

综合业务接入点多台设备堆叠解决方案归纳如表

2 所示。

3.3.2 设备性能优化
现象或问题描述：某省联通现网存在大量早期低
性能设备作为一级汇聚的场景，概括而言，该类设备主
要存在 3 个方面的设备资源受限问题：L2/L3 桥接接口
资源表项受限、OAM BFD 资源受限、路由表资源受限。
以某本地网为例，早期的一级汇聚区（县汇聚节
点）未设置二级汇聚，该县所有接入基站全部挂接于一
对低性能汇聚设备上，导致设备 L2/L3 资源瓶颈；路由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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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建议方案

综合业务接入点堆叠优化建议（大于 3 端）

方案描述

优点

缺点

场景建议

方案 1

设备网元数量少，接入 FE 电口/E1 支持能力有限，BBU 数 量 ≥50，接 入 环
选择 1 台汇聚档设备（华为 X3/X8/M8，中兴 9000-5E/3E/2EBBU 数量大，网络层次 设备扩展灵活性低，功耗和 10GE；3G 基站 IP 化，E1
10）接入所有 BBU，替代机房内所有接入档设备
清晰、简约
成本均较高，
割接工作量大 需求不宜过大

方案 2

选择 1 台接入档大容量设备（华为 M8，中兴 2E-10），通过该设
设备网元数量较少，接 有一定的割接工作量，需调
备作为上联主设备，由于其整机接入槽位也有限（主要受限
30≤BBU 数量<50，接入
入 BBU 数 量 较 大 ，有 整现网主环接入设备类型，
于低速率 2M 板卡占用槽位），因此部分场景下无法替换下所
环 GE/10GE
利于现网的平滑演进 保持性能高设备位于上层
有接入档设备，
可优先替换能力不足的老旧接入档扩展设备

方案 3

选择现网的 1 台能力相对强的接入档设备作为上联主设备，
基站业务收敛比大于 1∶
造价最低，交换机起端 交换机网管能力受限，不支
新增 1 台以太网交换机与接入层 UTN 设备连接，以太网交换
4，无线资源利用率低于
口汇聚作用
持 1588V2，
配置复杂
机作为端口汇聚设备接入 BBU
30%。接入环 GE/10GE

表资源瓶颈出现在 TPE 设备上。另外，现网最大的问
题出现在 BFD 资源上，工程建议值仅为 1k。
现象或问题优化建议：

a）优化开站方式，正常一个 3G/4G 基站业务需要

制作 2 条 L2+L3 业务（一条承载基站业务，一条作为基

站管理）。每个基站一条管理需要新建一对父接口，同
时还需要新建一对子接口；
同样业务也是如此，所以每

开通一个基站需要 8 个子卡资源。优化开站后，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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