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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载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发现问题。同时，提出改善主干光缆网结构、优化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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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建设模式、优化和提高综合业务接入机房使用效率的可行性方案，从而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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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和投资有效性的目的。

Abstract：
It analyzes and discovers the problem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runk cable，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unk
cable and the integrated service access room，the construction mode and usage of the access cable，the bearing of large
customer，the broadband，the base station，indoor distribution system in hotpot. At the same time，it proposes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trunk cable network structure，optimize the access cable construction mode，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tegrated service access room，etc.，so as to facilitate UTN，MSTP，MSAP networking，reduce access distance，reduce
tube occupancy，improve network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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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地光缆网是综合承载本地所有业务的基础资
源，光缆网结构合理性对各网元设备的组网和结构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便于组网和提高光缆使用效
率，中国联通提出光缆目标网络架构，将本地光缆划
分为 3 个层级：核心汇聚光缆、主干光缆（含县乡光缆）
和接入配线光缆。
呼和浩特市区面积达 285 km2，下辖玉泉区、赛罕
区、回民区、新城区。呼和浩特市公司依据城区业务
和网络布局，将城区划分为 6 个汇聚区、24 个综合接入
——————————
收稿日期：2017-09-21

区。依据 2016 年、2017 年光缆网评测原则和 2016—
2018 年、2017—2019 年本地传送网光缆规划及业务发
展情况，中山东路汇聚区业务量较大，且主干光缆和
接入光缆建设最多，具有代表性，因此选择中山东路
汇聚区作为案例，对其主干光缆和配线光缆进行分析
和优化。

2 本地光缆目标网结构及承载策略
2.1 本地光缆目标网结构
本地光缆网应该按照垂直分层、水平分区的结构
进行建设，并按照所属业务区划分为汇聚区、综合接
入区。主干光缆按照层级划分为核心层光缆、汇聚层
光缆、一级主干光缆、二级主干光缆，原则上一级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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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跨汇聚区，二级主干不跨综合业务区，二级主干直
接接入客户业务。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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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干光缆现状和问题
中山东路汇聚区按照机房物理分布情况划分为 3
个综合业务接入区。每个综合接入区内设置相应的
综合接入机房和相应的出局光缆。中山东路汇聚区
现有主干光缆采用由汇聚机房至光缆交接箱的点对
点方式布放，现有主干光缆结构为星形结构且与综合
业务接入点机房没有衔接。
主干光缆的统计表格见表 1，主干光缆共计 68 条，
光缆芯数共计 3 600 芯。
汇聚区名 综合接入区
称
名称

综合接入区划分表
综合接入点
机房名称

东达综合接入机房
69 局综合接
汇通综合接入机房
入区
69 局综合接入机房

战备路综合 黄金口岸综合接入机房
中山东路 接入区
战备路汇聚机房
汇聚区
黄河娱乐城综合接入机房
都市华庭综
都市华庭综合接入机房
合接入区
内大综合接入机房
总计

说明：主干光交 C 在建网时允许上联综合接入区 D 的综合接入机
房，条件具备上联综合接入区 E 的综合接入机房效果更佳，光缆网安全
系数更高。

图1

本地光缆目标网结构图

2.2 主干光缆承载业务策略
核心汇聚层光缆原则上不承载 2M～FE 颗粒的大
客户专线、OLT 上联、移动基站组环等业务，其主要承
载的业务包括：核心网元之间的大颗粒链路，汇聚节
点 的 BRAS/SR/汇 聚 交 换 机 上 联 ，WDM/OTN/分 组/
MSTP 核心汇聚层系统链路，大颗粒的大客户业务直
连纤芯的链路。
一级主干光缆主要用于承载各个综合业务接入
点机房 BBU、IPRAN、MSTP、MSAP、OTN、OLT 等设备
上联汇聚机房等业务。一级主干光缆与二级主干光
缆同物理路由建设时，可以采用同缆分纤的方式。
二级主干光缆主要用于承载区域内的宽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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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干光缆现状及优化方案

表1

二级主干光缆
与相邻综合接
入机房组环效
果更好
主干光交 A

站、室分、大客户等收敛至综合接入机房的业务。
接入光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全部采取综合承
载方式进行建设，包括基站、宽带、大客户、室分、裸纤
出租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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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局光 光缆芯
缆（条）
数
2

288

10

1 440

3

432

45
2
3
2
1

68

288
288
432
288
144

3 600

通过分析，汇聚区内主干光缆存在以下 3 个主要
问题：
a）主要业务均通过光缆直连 69 局机房，69 局出
局主干光缆占到整个汇聚区出局光缆的 67.16%，导致
主干光缆资源利用率不高、69 局出局管孔和沿线管孔
消耗严重，造成光缆网建设成本增高、维护难度加大。
b）业务存在跨综合业务区的现象，导致跨综合业
务区的光缆布放长度过长，同时影响宽带专业分光比
的配置。
c）汇聚区内综合接入机房的业务汇聚作用没有
得到充分发挥。
3.2 主干光缆优化方案
3.2.1 一级主干光缆优化方案
针对主干光缆都汇聚到 69 局汇聚机房，导致汇聚
机房出局管孔和沿线管孔消耗严重，汇聚区内综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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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机房的业务汇聚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依
据中山东路汇聚区机房物理位置和管道资源，对一级
主干光缆提出以下优化方案，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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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主干光缆优化成环方案和 UTN 组网结构图

首先，将汇聚区内综合接入点机房一级主干光缆
优化成环，新建 144 芯主干光缆 4 段，共计 4.4 km，利旧
现有主干光缆 21.8 km，优化后一级主干光缆分别上联
至 69 汇聚局和战备路汇聚局。一级主干光缆形成完
整环形结构，提升网络安全性能。其次，完善 UTN 二
级汇聚网络结构；再次，新建基站、宽带、大客户、室分
就近接入光交上联至综合接入点机房，大幅缩短站点
接入距离。优化后的方案可以提高网络安全，并降低
接入光缆和传输设备建设投资。
3.2.2 二级主干优化方案
针对汇聚区内部存在业务跨综合业务区的现象，
综合业务接入点机房未发挥综合业务收敛作用的问
题，对二级主干光缆提出以下优化方案，如图 3 所示。
建议分年对 69 局内跨综合接入区的二级主干光
缆进行优化，减少 69 局汇聚机房出局光缆条数，缓解
69 局出局管孔和沿线管孔压力。
3.2.3 一级、
二级主干优化后业务调整策略
3.2.3.1 基站业务调整策略
中山东路汇聚区现有基站数 277 个，其中宏站 114
二级主干光交

综合接入点机房

69 局汇
聚机房
二级光缆环优化方案
（主干光交与综合接入点机房衔接）

图3

二级主干优化方案和主干光交与综合接入点机房衔接图

个，室分 163 个，全部以一级汇聚接入方式接入 69 局
汇聚机房，导致 UTN 网络拓扑图以星形为主，接入方
式不合理且未形成二级 UTN 汇聚环。
为此，对基站接入业务提出以下调整策略：
a）利用优化后的 UTN 二级汇聚环，分担 69 局一
级汇聚设备的压力。
b）调整 236 个基站业务收敛至归属的综合接入
机房，实现业务就近接入的目的。
c）网络结构调整后，导致 69 局的一级汇聚设备的
低速率板卡闲置，建议将这些板卡利旧至二级汇聚设
备上，同时建议一级设备后续扩容时配置高密度板
卡，提高背板带宽利用率。
d）网络结构调整后，69 局闲置的 CX600-X3 设备
可以利旧到其他业务量较大的综合业务接入点作为
二级汇聚设备使用。
e）推进“BBU 集中放置、RRU 拉远”的建设方式，
新建基站优先考虑拉远方式建设，并考虑结合主干光
缆尽量一次成环。
3.2.3.2 宽带、大客户业务调整策略
69 局现有 OLT 设备 21 框，单框 OLT 设备可以覆盖
4 096 用户，但是实际覆盖宽带用户 16 597 户，OLT 设
备槽位占用率和端口占用率都较低；同时部分 OLT 设
备存在跨区域收敛业务的问题。
为此，对宽带、大客户业务提出以下调整策略：
a）优化后的二级主干光缆与综合接入点机房有
效衔接，新增宽带用户就近接入综合接入点机房 OLT
设备，减少接入距离，降低光纤衰耗，为用户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b）优化后的二级主干光缆与综合接入点机房有
效衔接，新增大客户业务汇聚至综合接入机房，利用
机房内 MSAP、MSTP、SDH 设备收敛汇聚至 69 局汇聚
机房，减少主干光缆纤芯占用。

4 接入配线光缆现状及优化方案
现有楼内业务没有考虑综合承载，不同业务各自
布放光缆，造成重复建设，光纤利用率极低，从而形成
“投入高、产出低”的窘境。下面以巴彦塔拉饭店为例
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方案，
如图 4 所示。
a）后续新增业务不再考虑新建光缆，原则上利旧
现有光缆纤芯资源开通业务，以提高纤芯利用率。
b）对于新建楼宇的接入配线光缆建设，依据楼宇
性质和住户情况，配线光缆尽量一次到位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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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塔拉饭店
巴彦塔拉饭店接入光缆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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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配线光缆优化方案图

纤芯按照未来业务量发展的最大量进行估算。其中，
住宅楼宇按照每 30 户 1 芯光纤计算考虑；商业楼宇按
照每 1 000 m2 12 芯光纤计算考虑，每增加 2 000 m2 增
加 12 芯光纤。

5 优化前后投资及网络安全对比分析
5.1 一级主干优化前后投资及网络安全对比分析
现有一级主干光缆均由 69 局布放，UTN 汇聚设备
占用 6 个端口，每端口按照 1 万元估算，需要 6 万元投
资。光缆全部为星形布放，出现中断情况，综合接入
机房业务全部中断，
对网络安全影响较大。
按照优化方案进行调整后，由战备路和 69 局组成
2 个一级主干光缆环，各需要 2 个端口，每端口按照 1
万元估算，需要投资 4 万元。光缆全部改为环形结构，
出现中断情况，业务可以倒换到另一光缆方向，从而
保证业务不中断、用户零感知。
综上所述，优化后的 UTN 投资比现状节约 2 万元，
节约比例为 33%。如果对内蒙全区 185 个汇聚区全部
进行优化，
节约投资相当可观。
5.2 接入配线光缆优化前后投资对比及网络安全分析
巴彦塔拉饭店现有 4 条光缆进楼，共折合 36 芯公
里，每芯公里光缆按照 500 元计算，需要 1.8 万元；并
且，这 4 条光缆占用支线管孔 4 子孔，合计 2.4 子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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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管道每子孔公里按照 2 万元计算，需要 4.8 万元。
光缆和管孔合计投资为 6.6 万元。
按照优化方案进行调整后，利旧现状 1 条 24 芯光
缆和 1 条 12 芯即可，折合 21.6 芯公里，每芯公里光缆
按照 500 元计算，需要 1.08 万元；并且，光缆仅需要占
用 2 子孔，按每子孔公里按照 2 万元计算，管孔需要 2.4
万元。光缆和管孔合计投资为 3.48 万元。
综上所述，优化后的投资比优化前减少 47.27%。
优化后纤芯实占率比优化前提高 12.23%。拆除 2 条
12 芯光缆，节省 2 孔支线管孔，节约资金 2.4 万元，同时
还节省维护费用。保留 2 条光缆，既能满足网络安全
需要，冗余纤芯还可以为后续业务提供储备资源。

6 结论
6.1 对于主干光缆的优化思路
一级主干光缆形成完整环形结构，完善 UTN 二级
汇聚网络结构、提升网络安全性能。
二级主干光缆与综合接入机房衔接，新建基站、
宽带、大客户、室分就近接入光交上联至综合接入点
机房，大幅缩短接入距离。
6.2 对于接入配线光缆的优化思路
新增业务原则上利旧现有光缆纤芯资源开通业
务，以提高纤芯利用率。
新建楼宇的接入配线光缆建设，依据楼宇性质和
住户情况，配线光缆尽量一次到位统筹考虑。
基于以上思路对接入层主干光缆和配线光缆进
行优化调整，能够使网络结构简单清晰，大大提高网
络安全性和运行效率，节约管孔资源，节省光缆网建
设投资，降低维护和管理成本，提升了用户感知度和
投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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