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蓓，
贺晓博，
李 蓉 本期关注
GGSN/SAE-GW 下沉方法论研究 Monthly Focus

GGSN/SAE-GW 下沉方法论研究
Research on GGSN/SAE-GW Sinking Methodology

蓓，贺晓博，李 蓉（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7）
Tan Bei，He Xiaobo，Li Rong（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signing & Consulting Institute Co.，Ltd.，Zhengzhou 450007，China）
谭
摘

要：

关键词：

随着流量经营的多样化推进，国内某运营商现有核心网网络架构能否满足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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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业务发展成为困惑多省的问题，GGSN/SAE-GW 下沉方法论从投资有效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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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给出了架构评估模式及测算依据，解决了各省 GGSN/SAE-GW 是否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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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建设的疑问，并以某省应用该方法论的下沉实例，为各省的核心网建设提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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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raffic management，the problem of how the existing core network structure of China Unicom could
meet the new form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emerged. The project introduces the architecture evaluation mode and calculation
basi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vestment，to solve the problem whether GGSN/SAE-GW sinking construction is necessary. It applied on a local network of China Unicom，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core network deployment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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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 2I2C 业务的快速推广，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

点，GGSN/SAE-GW 布局直接影响了业务流量流向，与

承载网、CDN、传输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交集，彼此的
建设也互相制约；同时，又因为它的核心地位，采集其

低资费地享受到移动宽带体验，某运营商现有核心网

数据的安全系统等及核心机房的资源等也如影随形地

网络架构能否适应这些高速移动互联网的冲浪冲击，

成为它建设考量的因素；再加之核心网作为通信网络

如何用最优的投资解决新的核心网网元布局，都成为

该运营商各省 2017 年网络建设时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出影响核心网布局的核心网、
数据、平台、配套等多专业的投资评估测算方法，探索

出投资最优的核心网网元 GGSN/SAE-GW 布局方案，
并给出了具体实例，
从而解决了上述建设困惑。

1 影响 GGSN/SAE-GW 布局的因素分析
作为移动通信网与移动互联业务对接的关键节
——————————
收稿日期：2017-10-27

界最先步入虚拟化的网络专业，GGSN/SAE-GW 的设

备形态及维护力量也成为建设者左右为难的砝码；因
此，GGSN/SAE-GW 布局必须综合多重因素来考虑，下
面将进行详细分析。

1.1 流量疏通成本
鉴于 2017 年固移融合的 CDN 网络会部署至地
（市），移动互联网业务流量流向将逐步发生变化，一方
面该运营商自有手机视频资源会逐步丰富，可按需下
沉至地（市），另一方面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 OTT 将手
机 视 频 源 纳 入 该 运 营 商 的 CDN 网 络 、按 需 下 沉 地
（市）；届时，GGSN/SAE-GW 疏通的移动互联网业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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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将有部分视频流量可通过中国联通本地 CDN 直

CDN

接疏通，同时也解决了以往 GGSN/SAE-GW 下沉地

（市）带来的移动互联网流量兜圈子问题。下面，用几
幅图来展示相关的变化。

a）流量疏通现状。目前，该运营商核心网分组域

网元普遍设置在省会或者大区中心，以 GGSN/SAE-

GW 建设在省会的 4G 流量为例，从无线至业务的流量
路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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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示，图 2 中将通过本地 CDN 疏通的视频流量称

资源而带来机房配套成本、数通组网设备成本、维护培

169 骨干节点城市，从无线至业务的 4G 流量路径如图

身的投资则因为按户计量的投资单位，与布局城市不

为下沉视频流量 ；若 GGSN/SAE-GW 网元下沉至非
3 所示。

综上所述，GGSN/SAE-GW 布局的不同将会引发

训成本的增加，后续扩容则无差异；
而其核心网设备自
具有相关性。

另外，围绕 GGSN/SAE-GW 设备的采集分析及安

不同的流量疏通成本，下沉至该运营商 CDN 的视频流

全监测等系统也具有 GGSN/SAE-GW 布局城市首次调

频流量成本和其他成本应分别予以分析。

分析的数据送往省会城市方式，直接围绕 GGSN/SAE-

量与其他流量的疏通成本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下沉视

1.2 各类配套成本
GGSN/SAE-GW 作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均安装于
各城市的核心机房，同时也通过其外围数通组网设备
实现与无线、传输、数据及业务节点的网络连接；
因此，
GGSN/SAE-GW 布局城市的首次调整因无法利旧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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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所带来的首次成本增加，相较于通过传输将需采集

GW 设备建设系统仅在首次调整时发生费用，而传输
成本会随着数据流量的增加越来越高，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向高速化演进的时代。
综上所述，数通设备、采集设备、机房配套及运维
成本均是需考量的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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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因素
对于用户而言，一些移动互联网冲浪业务（如手游
业务）需要低时延保障以带来极致体验，因此地（市）的
无线网络通过本地的核心网疏通业务是提升这类客户
体验的优势条件；
但是，目前鲜有这类投诉，究其原因，
不漫游用户居高于 90%以上，用户在省内不漫游时从
地（市）至省会的传输时延普遍不会影响这类业务体
验，而漫游用户的体验不佳则是需要通过归属地接入
调整为拜访地接入来解决，与 GGSN/SAE-GW 布局在
什么样的城市不具有相关性。因此，2017 年的移动互
联网业务体验基本可忽略，除非省内地域过大，有用户
感觉到了时延影响。
另外，2017 年 GGSN/SAE-GW 的虚拟化设备普遍
转发能力较弱，且 C/U 分离的试点应用也有待验证，全
网推广虚拟化 GGSN/SAE-GW 设备的时机尚不成熟，
因此，2017 年的 GGSN/SAE-GW 布局建设仅考虑减少
新的 GGSN/SAE-GW 建设即可，如此可减少较早被淘
表1
因素

汰的设备套数。
至于核心网设备维护人员的运维能力成长都有一
个过程，但可通过及时的沟通及要求厂家的响应时间

来解决，因此，GGSN/SAE-GW 布局至新的城市所带来
的维护风险基本可忽略不计。

综上所述，这 3 类其他因素在 2017 年的 GGSN/

SAE-GW 布局建设中基本可忽略，仅需要注意尽量减
少新建 GGSN/SAE-GW 数量即可。

2 GGSN/SAE-GW 下沉评估测算方法
根据上一章的分析结论，2017 年新建 GGSN/SAE-

GW 的布局建设应聚焦成本因素，对标下沉与不下沉 2
种方案的投资因素，具体分析具体推算，最终选择出最
优投资方案用于核心网建设中。

2.1 流量疏通成本测算方法
根据图 1、2 和 3 可知 GGSN/SAE-GW 下沉和不下
沉 2 种方案的流量成本（见表 1）。

下沉/不下沉投资成本对比

内容

下沉方案

不下沉方案

下沉视频 融 合 CDN 下 沉 的 情 况 下 ，GGSN/SAE- 已下沉的视频源，其业务直接本地化对接 CDN，不产生额外的 B 视频业务需绕回至省会城市
流量成本 GW 不下沉会导致 B 网增加额外的投资
网投资
出网，
增加 B 网投资

下沉至 169 骨干节点地（市），
直接本地化出网，
不产生投资
其他流量 其他业务流量需对接 169 骨干节点，是否
流量仍绕至省会城市出网，增
成本
下沉引发 B 网及 169 网的成本增加不同 下沉至非 169 骨干节点地（市），
加 B 网投资
仍绕至省会城市出网，
产生投资

2.1.1 IP 承载 B 网投资测算方法
根据某运营商 IP 承载 B 网的建设经验以及采购框
架进行估算，1 Gbit/s 的流量在省内从地（市）AR 至省
内 BR 再至省会或大区中心节点 AR 设备，综合投资约
为 13 万元，计算表格如表 2 所示。
表2

项目
流量/（Gbit/s）

上下行比例/%
每 Gbit/s 成本/万元

IP 承载 B 网综合流量成本

IP 承载 B 网
参数

项目

1

端口利用率/%

1

综合成本/万元

80

经过的端口数/个

IP 承载 B 网
参数
50
8

13

在 GGSN/SAE-GW 不下沉地（市）的情况下，流量

需绕行 B 网到达省会或大区中心节点，带来的 IP 承载

在 GGSN/SAE-GW 下沉地（市）的情况下，产生的

流量不需绕行 B 网（如图 2 和 3）从本地城域网直接出
网，若该地（市）为 169 骨干节点，则流量直接到达互联

网，若该地（市）为非 169 骨干节点，则流量需绕行至省

内城域网至 169 骨干节点出网，增加的城域网投资详
见下节内容分析。

2.1.2 城域网投资测算方法
根据某运营商城域网的建设经验以及采购框架进
行估算，1 Gbit/s 的流量在省内从地（市）核心设备至省
内核心再至省会城市或大区中心城市核心节点设备，
综合投资约为 5 万元。计算表格如表 3 所示。
表3

项目

B 网投资计算公式=地（市）总流量×13，为了比较方便，

流量/（Gbit/s）

沉视频占比，D=地（市）总流量×13-地（市）总流量×13×

每 Gbit/s 成本/万元

可以将该式拆分为 C=地（市）总流量×13×视频占比×下
视频占比×下沉视频占比，其中 C 公式为不下沉方式比
下沉方式额外增加的投资成本，如果网元下沉，该部分
流量从本地直接出网，不再经由 B 网路由。

上下行比例/%

城域网综合流量成本

城域网参数

项目

1

端口利用率/%

0.8

综合成本/万元

80

经过的端口数/个

城域网参数
70

6
5

在 GGSN/SAE-GW 下沉地（市）的情况下，产生的

流量不需绕行 B 网，从本地城域网直接出网，其中在本
地 CDN 节点中可直接访问的视频流量公式计算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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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为：地（市）总流量×视频占比×下沉视频占比，若该

接口带来的增加为 7 万元。

地（市）为非 169 骨干节点，则流量需绕行至省内城域

下，对于地（市）需考虑新建机房或者利旧机房 2 种情

量-总流量×视频占比×下沉视频占比）×5。

电源），初步估算约需要 280 万元，利旧局址考虑电源

地（市）为 169 骨干节点，则流量直接到达互联网，若该
网至 169 骨干节点出网，增加的城域网投资 E=（总流

需要说明的是，在 GGSN/SAE-GW 下沉至 169 骨

干节点城市情况下，流量均从本地出网，不占用二干传

输资源，而下沉至非 169 骨干节点时，部分流量会绕行
省内城域网或 169 省网至省会 169 骨干节点出网，除占

c）机房配套成本。GGSN/SAE-GW 设备下沉情况

况，新建设局址按照 2 台空调、装修消防（90 机架面积/

系统扩容成本约为 30 万元，对中国联通来讲，北方省
份机房条件较好，可考虑利旧方式，南方省份大多数情
况需考虑新建机房的装修。

d）运行维护成本。由于 GGSN/SAE-GW 设备下

用城域网资源外，还会占用一定的二干传输资源，由于

沉带来人员培训费增加，结合目前人员的培训费用，按

分析造价，因此本课题不再做统一测算，具体测算时可

2.3 下沉流量门限的计算
结合 2.1 及 2.2 节的分析，GGSN/SAE-GW 设备在
下沉/不下沉情况下额外增加的成本归纳至表 4。
结合表 4，当（不下沉投资-下沉投资）>0 时，不下
沉投资大，不下沉，反之下沉；当（不下沉投资-下沉投
资）=0 时，计算出来的流量定义为地（市）的下沉流量
门限。下沉流量门限的计算结果如下：
下沉地（市）为 169 骨干节点城市时，地（市）下沉
流量门限=（数通采集成本+VoLTE SBC 警用接口成
本+机房配套成本+运维成本）/13。
下沉地（市）为非 169 骨干节点城市时，地（市）下
沉流量门限=（数通采集成本+VoLTE SBC 警用接口成
本+机房配套成本+运维成本）/（8+视频占比×下沉视
频占比×5）。
这样，对于判断 GGSN/SAE-GW 设备下沉地（市）
是否更节省成本，只需要根据其在规划期内的流量预
测值与下沉流量门限进行比较即可进行判断。判断流

二干传输需结合具体 DWDM 波分环路节点设置情况
根据网络实际情况进行酌情考虑。

2.2 各类配套成本测算方法
a）配套组网设备。在 GGSN/SAE-GW 设备下沉
地（市）情况下，考虑设备的容灾，新建设备需异局址设
置或设置在同一机房的不同楼层，在此情况下最少需
考虑增加的网络设备为 4 台路由器及 2 台防火墙，结合
目前集采经验，路由器设备估算可按照 40 万元/台。
防火墙按照 70 万元/台考虑。在 GGSN 设备不下沉的
情况下，组网设备在现有设备上进行扩容即可，成本远
低于上述成本。
b）采 集 系 统 成 本/VoLTE SBC 警 用 接 口 。 跟 随
GGSN/SAE-GW 设备的相关链路采集系统在下沉情况
下，增加成本测算可分为 2 部分，一部分初始基础投资
部分，包括统一硬件的新建，约为 90 万元，后续每增加
一套采集系统需增加 20 万元。由于 VoLTE SBC 设备
需跟随 SAE-GW 设备下沉，每下沉一套 SBC 设备警用
表4
成本项目
B 网视频流量额外成本

GGSN 不下沉/万元

总流量×视频占比×13×下沉视频占比

照 20 万元估列。不下沉情况无该部分成本。

下沉成本对比
GGSN 下沉/万元

（总流量-总流量×视频
B 网流量迂回（非视频）额外成 总流量×13-总流量×视频占比×13×下 占比×下沉视频占比）×5
本及城域网成本
沉视频占比
0
配套数通成本

0

40×4+70×2

采集系统成本

0

30×3+N×20

VoLTE SBC 警口投资设备成本

0

N×7

新局点建设成本

0

运维成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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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0

280
30
20

下沉城市为非 169 骨干节点
下沉城市为 169 骨干节点

考虑 GGSN 宕机状态，本地设置 2 套 GGSN，异局址设
置或设置在同机房的不同楼层，数通设备按照 4 台路
由器、2 台防火墙配置
GGSN 下沉后新增相关链路采集系统投资，初始投资
为 90 万元，每增加一个系统增加 20 万元
VoLTE SBC 警口按照一套 7 万元考虑

新建设局址按照 2 台空调、装修消防（90 机架面积、
电源），
约需要 280 万元
利旧局址考虑电源扩容约需要 30 万元
人员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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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图 4 所示。

下沉地
（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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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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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SN/SAE-GW 下沉涉及的成本因素进行罗列，并对

成本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给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从

测算：
门限流量=（数通采
集成本+VoLTESBC
警口成本+机房配套
成本+运维成本）/13

测算：
门限流量=（数通采
集成本+VoLTESBC
警口成本+机房配套
成本+运维成本）/
（8+视频占比×下沉
视频占比×5）

图4

而推导出下沉流量门限的计算公式。最后结合某省实
例给出了具体测算过程的展示。

地（市）流量是
否大于测算值

GGSN/SAE-GW 网元下沉方法论研究，可以指导

是

省分公司判断是否进行分组网络架构调整的建设，减
否

下沉

是

不下沉

视频及下沉视
频占比及地
（市）流量是否
大于测算值

否

下沉判断流程

3 某省联通测算实例
结合上述的方法论，对某运营商北方某省的 A 市

是否进行下沉进行综合测算和判定，A 市预测取定的
参数如下：

轻由于分组域流量增加带来的 B 网/城域网投资压
力。对于聚焦重点建设、精准投资、降本增效有重要的
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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