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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 RAN 传输网络实际工程规划建设过程中，受无线基站及重要集团客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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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及选址随机性的客观影响，接入层大环或长链结构的现象突出。结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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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地（市）本地网 IP RAN 接入层情况分析接入层支链情况，在不新增成本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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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结合无线 BBU 集中建设思路提出了支链分组回撤的挖潜利旧方案，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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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减少接入层分组网元，低成本快速提升 IP RAN 网络的接入能力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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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actual engineer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P RAN transmission network，the phenomenon of large
ring or long chain structure of access layer is prominent due to the objective influence of the stage and site selection random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ireless base station and important group customer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city local network
IP RAN access layer of the access layer branched，with no extra cost investment，combined with the wireless BBU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as，we put forward a scheme of tapping the potential of old branched retracement packet，so as to
better reduce the access layer packet network element quantity. With minimal cost，we quickly improved the access capability and security of IP RA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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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传送网络是整个通信网络的基础，随着移动通信
网络技术的不断演进，业务网络不断向 IP 化、集中化、
宽带化、软件化的方向发展，以实现移动用户的高速
移动上网。
在 IP RAN 传输网络实际工程规划建设过程中，受
无线基站及重要集团客户建设的工程逐年建设的客
观影响，导致无法对接入层传输网络的组网做出整体
考虑。IP RAN 接入层网络建设通常是逐步“加站”，以
及主要采用“就近纳入现有环路”的方法，接入层 IP
RAN GE 环上节点逐渐增多，
“超大环”、
“单归环”现象
——————————
收稿日期：2017-09-31

越来越突出。
同时随着近几年 4G 基站大规模建设和重要集团
客户等站点的急剧增多、站址愈趋密集，IP RAN 接入
层网络优化已成为目前承载网络中最重要的部分。
本文根据无线网络的 BBU 集中需求和集团客户需求，
基于通信运营商的组网现状和网络需求，给出了相应
的网络优化建议，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支链结构模
式，提出了不新增建设投资先进行节点数量为 1 的支
链分组回撤优化方案，后期根据物理成环可行性的情
况新增光缆建设投资进行支链优化改造提升分组网
络安全性，这种方式主要应用于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
链路数量现网占比较高的情况。此种建设思路对运
营商低成本快速提升 IP RAN 网络安全性具有一定的
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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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边缘接入层设备采用经济、可靠的二层或三层
设备组网，以环形结构为主，同时考虑到地理环境及
资源因素，应支持采用双上联、链形、Mesh 及其他组网
结构。
IP RAN 网络的组网结构如图 1 所示，其典型组网
方式为（2）、
（4）、
（5）。

2 IP RAN 网络现状及问题分析
2.1 IP RAN 网络组网现状
IP RAN 网络主要定位于承载 2G、3G 及 LTE 业务
的移动回传。IP RAN 网络的核心汇聚层网络采用三
层的路由器设备组网，可采用双星形、口字形或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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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P RAN 网络参考架构

接入设备为网络的边缘，用于提供经济、可靠的
大容量业务接入；汇聚设备用于接入设备流量的汇
聚；
核心层设备用于转发业务流量。
IP RAN 分组网络主要建设目标如下：
a）网络层次清晰化。清晰的网络功能层次，实现
动态三层网络和各种业务的高效承载与传送；边缘接
入层灵活选择各种二/三层承载传送技术。实现经济、
可靠的高带宽业务接入和传送。
b）网络结构扁平化。整合各种业务，统一采用
IP/MPLS 技术构建核心汇聚层，承载电信级业务，满足
网络的灵活性需求。
c）可靠的网络保护和维护管理。采用可靠的网
络保护手段，满足各种业务承载的性能需求。在同一
网管系统下实现从接入到核心层端到端的网络管理，
提供图形化网管功能。
2.2 现网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在 IP RAN 分组建设中参考图 1 和图 2 的目标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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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局 1 下挂分组支链网络图

设，核心层、汇聚层已基本按照基础架构进行分组部
署完成。在 IP RAN 分组接入层规划建设过程中，受客
观因素影响，现网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a）在主城区主干光缆区域，IP RAN 分组接入设
备简单的通过主干光缆独享纤芯下挂到综合业务节
点分组设备，接入层分组设备未结合本综合业务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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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光缆共享纤芯和独享纤芯进行接入层分组成环建
设，造成接入层分组支链情况的存在。
b）在乡镇及农村区域，IP RAN 分组设备组网成
环率偏低，由于光缆物理网络结构不能满足 IP RAN 分
组设备成环需要，导致农村的分组设备单链挂在分组
设备上。
c）随着站点的不断增加，接入环上节点过多，基
于安全性及成环指标要求考虑需要拆环。
随着 LTE 基站的建设原则由广度覆盖向深度覆
盖转变，同时重要集团客户的需求不断增长，对现有
承载网的接入能力及安全性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主
要有以下几点。
a）网络规模日益庞大和复杂。随着 LTE 基站迅
速增加，IP RAN 网络规模日益庞大，网络规模每月都
急速增长和变化，网络结构更趋复杂。各类接入站点
越来越密集，对末端传输管道、光缆资源提出更大的
需求。
b）带宽需求迅猛增加。相比 2G、3G 基站的带宽
需求，LTE 站点的带宽需求迅猛增加，尤其是双频段及
载波聚合等技术的应用，对传输网络带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IP RAN 分组网络初期采用的汇聚层 10G、接
入层 GE 的典型组网模型，已难以适应实际业务需求。
c）网络规划、建设及维护要求更高。网络分层分
阶段建设，10GE 骨干汇聚设备和 GE 接入设备的配合
组网应用，特别是接入层建设速度太快，使得各层网
络组网和割接优化调整非常频繁。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满足 LTE 及集团客户日益
增长的业务需求，急需对现有 IP RAN 分组网特别是接
入层进行组网优化。本文结合各地（市）联通 IP RAN
网络实际情况及工程情况，针对分组支链情况对现有
网络提出瘦身优化方案，以供参考。

3 IP RAN 接入层网络瘦身优化分析
IP RAN 接入层分组设备的投入不仅会影响基站
的投资效益，同时支链分组设备故障等网络因素造成
的支链基站还会极大影响用户感知，损伤中国联通品
牌形象。支链数量过多的接入层基站占比最高的省
份，若能大幅度地减少支链基站的分组数量，势必会
极大提升投资效益。
3.1 分组接入层瘦身优化原则
原则上对无集团客户业务需求、网络上节点数量
为 1 的支链 IP RAN 设备拆除利旧，节点数量为 2 以上

的支链 IP RAN 设备根据物理网络成环可行性进行网
络优化；有集团客户业务的支链分组暂不考虑分组拆
除。从核心层、汇聚层和接入层从上到下进行对应的
梳理：
a）梳理现网 IP RAN 资源。以汇聚环物理区域为
单位，梳理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传输节点的业务类型和
业务流向。
b）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 IP RAN 设备拆除。结合
无线站点 BBU 回撤或者低效能基站的拆除对无集团
客户业务的 IP RAN 设备拆除，释放出 IP RAN 传输系
统容量，保留承载集客专线或 2G 业务的 IP RAN 设备；
结合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 IP RAN 设备机房条件评估
分组回撤的必要性，比如机房条件较差建议拆除挖
潜。
c）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 IP RAN 设备挖潜。拆除
的 IP RAN 设备用于新建集团客户的接入或分组未覆
盖的末端接入层基站接入。
d）节点数量为 2 以上的支链 IP RAN 设备根据物
理网络成环可行性与就近接入层分组设备利旧现有
光缆资源或者新建光缆路由进行网络优化。
3.2 建设案例和建设效果分析
通过几年的分组网络建设，现网部分分组节点出
现星形结构，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情况比较多，网络存
在安全隐患。如图 2 所示，某局 1 分组设备下挂节点
数量为 1 的支链分组设备 12 端，节点数量为 2 的支链
链路 1 条。通过分析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分组设备只
承载了 3G 和 4G 业务，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分组设备
到上端站分组的光缆全部为 24 芯光缆。加上节点数
量为 1 的支链设备所在机房为普通基站，机房面积在
10 m2 左右。通过未来业务发展预测，建议对某局 1 机
房空间位置进行改造，下挂的 12 端支链分组设备回
撤，无线基站同步改拉远方式。这种方式大大节约了
铁塔公司租金，同时拆除挖潜了 12 端分组设备。其中
节点数量为 2 的支链链路暂时保留。
类似图 2 的情况，现网整体情况如表 1 所示，某省
联通全省分组网元 2.3 万端，支链节点 11 954 个，其中
节 点 数 量 为 1 的 支 链 条 数 6 534 个 ，在 支 链 条 数 占
72%；节点数量为 2 的支链条数 1 467 个，在支链条数
占 16%；节点数量为 3 的支链条数 546 个，在支链条数
占 6%；节点数量为 3 个以上的支链条数 498 个，在支
链条数占 6%。
分组接入层优化主要是对接入层分组设备进行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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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支链情况统计表

支链（从核心/汇聚/综合接入点/环上节点开始数）
节点数
地（市） 支链节 量为 1 的 节点数量 节点数量
点数量/
为 2 的支 为 3 的支
支链条
个
链条数/条 链条数/条
数/条
某省
支链数
量占
比/%

分组
节点数量 网元
为 3 个以 数量/
上的支链
个
条数/条

11 954

6 534

1 467

546

498

23 181

-

72

16

6

6

-

成环优化或者 GE 环路升级为 10GE 环路，但目前结合
BBU 回撤可以优先考虑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分组同步
拆除挖潜。
针对节点数量为 1 的支链，按照分组接入层瘦身
优化原则，拆除未承载集团客户或者 2G 基站业务的分
组设备减少运维成本，并且对拆除的分组设备挖潜利
旧其他业务的传输接入。
节点数量为 1~3 的支链根据分组承载业务级别、
用户投诉情况适度进行网络物理成环优化。
节点数量为 3 个以上的支链建议在物理路由具备
条件下进行网络优化，提升分组网络安全性。
节点数量为 3 个以上的支链优化方案如图 3 所
示，为了优化节点 4 支链和节点 5 支链，根据本地网光
缆路由建设可行性，考虑新建节点 3 到节点 5 光缆段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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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数量为 3 个以上的支链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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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各运营商已具有覆盖基本完善、技术成熟、容量
较充足的 IP RAN 网络。IP RAN 总体发展目标是建成
一个容量合理、安全可靠、调度灵活、端到端可管理、
可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基础承载网络，满足客户、业务
和上层网络的发展需求。
通过对现有承载网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的分析，提
出了接入层网络优化原则和支链数量不同的接入层
网络优化方案，此方案致力于以最低成本优化支链过
多的接入层分组网络，达到拆除挖潜现有支链分组设
备实现 IP RAN 网络的提质增效的目的，并快速提升
IP RAN 网络的接入能力和安全性。同时，面向 5G 的
演进，对分组网络高带宽承载能力和灵活调度能力都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 5G 部署初期，特别是 Pre 5G 部
署过渡期，5G 承载网建议前传采用光纤直驱、粗波分
等技术，接入层支链分组回撤也是有一定的网络建设
必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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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链数量 6 534 条，可以根据分组设备承载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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