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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5G 正在朝着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低功耗的方向迈进, 前传光网络 (fronthaul optical network) 已成为提升其综合能力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本文阐述了 5G 前传光网络未来发展趋势
的 “三一” 观点 (一个关键问题, 一个重要特征, 一个发展目标): (1) 面向 5G 大带宽和低时延传送需
求, 探索光网络资源的多维度复用技术, 实现海量数据的高速与低时延传送是 5G 前传光网络亟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 (2) 天线数量的激增与虚拟化技术的不断部署, 导致面向 5G 前传光网络的拓扑不
再是固定的点到点的连接形式, 构建灵活与可重构的前传光网络是实现 5G 资源高效配置的重要特
征; (3) 满足不断增长的移动业务流量需求, 以及物联网等多样化业务接入下的高质量数据传送, 结
合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打造深度智能化的控制管理系统是未来 5G 前传光网络的又一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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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年来, 随着移动数据流量的极速递增, 组播等多样化业务的快速发展, 以及高质量网络服务与用
户体验的实际需求, 移动网络的发展面临着网络资源分配与传输时延控制层面的诸多挑战. 未来的无
线接入网络迫切需要支持更强的灵活性、动态性与宽带性 [1] . 而光纤通信技术可满足相关需求, 如利
用光纤实现分布式简易微天线的拉远, 利用高速光传输与光交换实现宽带接入与资源调配, 利用集中
式可编程控制实现灵活、智能和低耗管理, 因此, 无线通信与光通信相融合的接入网络代表了未来发
展趋势.
为了实现更高的无线资源利用效率, 业界提出了云无线接入网. 其本质是将基带处理单元 (baseband unit, BBU) 从传统的无线基站中分离, 仅剩下远端射频单元 (remote radio unit, RRU), 并将 BBU
集中起来进行虚拟化处理, 实现基带处理资源的高效利用. 前传网络是连接 RRU 与 BBU 之间的传输
通道, 需要满足大带宽和低时延的传输需求. 光网络作为移动前传的一种主要实现手段正受到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 此外, 国内外有关 5G 前传光网络的标准建议也正在研究与商讨中.
引用格式: 纪越峰, 张佳玮. 5G 前传光网络: 关键问题、重要特征与发展目标.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17, 47: 1435–1442, doi:
10.1360/N112017-00136
Ji Y F, Zhang J W. 5G optical fronthaul: key issues, features and goals (in Chinese). Sci Sin Inform, 2017, 47:
1435–1442, doi: 10.1360/N112017-00136

c 2017 《中国科学》杂志社
⃝

www.scichina.com

infocn.scichina.com

纪越峰等: 5G 前传光网络: 关键问题、重要特征与发展目标

目前, 在移动前传中普遍应用的通用公共无线电接口 (CPRI 接口) 存在带宽需求量大, 时延要求
高, 灵活性差, 难以扩展等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 3GPP 提出了基于基带功能分割的无线接入网架构,
即重新划分 BBU 与 RRU 的基本功能, 将 BBU 中的部分基带处理功能转移至 RRU 上, 以减少前传
网络带宽和时延的需求, 并增强了 BBU 与 RRU 资源分配的灵活性. 基于上述架构, 业界提出了下一
代无线前传接口 [2] (next generation fronthaul interface, NGFI), 其可变带宽速率与基于分组特性的传
输功能使得 5G 前传网络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灵活可重构的前传光网络将
无线信号传送到不同的基带处理单元中, 可实现无线信号与处理资源的高效适配 [3] .
此外, 由于 5G 时代用户设备的移动性, 数据的突发性以及巨大的数据带宽需求, 相比于传统的移
动网络管控方式, 未来 5G 接入网络需要新的资源管控方式. 人工智能通过其强大的学习能力, 对网络
状态进行分类并不断利用数据集进行学习, 使其自身能够根据网络状态的变化给出相应的资源管控策
略, 使网络变得更自适应与智能化.

2

低时延大带宽是 5G 前传光网络的重要技术挑战
5G 空口速率的急剧增长需要更大的传输带宽. 随着虚拟现实、物联网、高清视频等移动业务

的出现, 5G 无线通信需要支持更高频段的空口设计 (millimeter wave), 更大规模的天线阵列 (massive
MIMO), 更宽的频谱范围 (100 MHz, 200 MHz), 以及更密集的蜂窝部署 (small cell), 将会导致海量的
数据接入. 随着网络中天线数的不断增长, RRU 所需要的天线数将比目前 4G 系统大幅增加, 现有的
CPRI 接口的带宽需求也将会增长数十乃至上百倍, 这无疑会给 5G 前传光网络带来巨大的带宽压力.
因此, 如何利用光传输技术解决 5G 网络中因为空口速率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传输带宽需求, 是未来
5G 前传光网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为了解决前传带宽问题, 可通过对 CPRI 信号进行压缩的方式减
少前传带宽的压力 [4] . 此外, 在现有的波分复用系统中, 引入空分复用的方式, 通过多芯光纤技术实现
前传容量的提升 [5] . 特别是对于 Massive MIMO 场景下, 将无线中的 MIMO 处理技术和光传输中的
MIMO 处理技术相结合可实现更高的频谱利用效率和处理效率.
5G 业务数据传送的高要求需要更低的传输时延. 针对超可信低时延通信 (ultra-reliable lowlatency communication, uRLLC) 应用场景, 对无线信号在 5G 前传网络中的传输与处理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 无线信号在光网络中的适配、传输, 与交换等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 因此, 如何解决大量数据
接入下, 传输与处理资源调度过程中的时延控制, 满足 5G 时延敏感业务的时延要求, 是 5G 前传光网
络所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表 1 给出了不同天线配置下的前传带宽和时延要求. 为了减少前传时延, 可
利用光与无线网络协同工作的方式, 如通过 BBU 与 OLT 之间的信息交互, 将无线带宽需求与光传送
通道有效匹配, 解决了因 TDM-PON 上行时隙分配所带来的时延过大问题 [7] . 此外, 也可在带宽受限
的前传网中通过不同的数据封装策略来满足传输时延需求 [8] .
大带宽与低时延是 5G 前传网络的重要挑战. 通过先进的光通信与组网技术来解决上述带宽与
时延问题. 例如, 针对带宽问题, 采用密集波分复用技术 (DWDM) 实现 Gbps 多路并发数据传输, 目
前单波长 10 Gbps 的光收发单元技术以及 50 GHz 和 100 GHz 的波分复用与解复用器已经十分成熟,
且成本相对较低, 可以用于接入侧的大量部署. 此外, 为了实现更大粒度、更精细化的带宽处理, 采用
基于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的灵活栅格光网络, 以及基于多芯光纤的空分复用 (SDM) 光网络是未来
前传光网络的发展方向. 再如, 针对时延问题, 一方面通过改进现有的光传输网络技术, 如无源光网络
(PON) 和光传送网 (OTN), 减少其层间信号适配复杂度, 使其能够适应低时延业务传输需求; 另一方
面可以通过光波处理技术, 使前传信号适配扁平化, 射频信号可直接通过物理层信道进行传输,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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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天线配置下的峰值速率与平均吞吐量
Table 1

[6]

Peak rate and average throughput under diﬀerent antenna conﬁgurations

[6]

Antenna

Air interface

Fronthaul interface

conﬁguration

data rate (Gbps/s)

data rate (Gbps/s)

125 MHz-256QAM-8×8 MIMO

0.61

61

0.1

175 MHz-256QAM-8×8 MIMO

0.85

85

0.1

100 MHz-256QAM-16×16 MIMO

0.98

98

0.1

125 MHz-256QAM-16×16 MIMO

1.2

120

0.1

150 MHz-256QAM-16×16 MIMO

1.5

150

0.1

250 MHz-256QAM-16×16 MIMO

2.4

240

0.1

500 MHz-256QAM-16×16 MIMO

4.9

490

0.1

500 MHz-256QAM-32×32 MIMO

9.8

980

0.1

Latency (ms)

了信号处理所造成的时延问题.
综上, 实现移动用户数据的大带宽与低时延传送是未来 5G 前传光网络追求的目标, 探索光网络
中的多维 (时分、波分、空分等) 复用技术, 实现海量数据的高效传送是未来 5G 前传光网络中的关键
问题.

3

网络的灵活性是 5G 前传光网络的重要特征

5G 前传光网络要求接入网更加灵活, 重点表现为网络连接的动态可重构与前传带宽的弹性可变.
首先, 天线数量的持续递增和虚拟化技术的不断部署, 导致面向 5G 的前传网络拓扑不再是简单的点
对点式结构 (如图 1 所示), 因此支持更高自由度的前传连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其次, 在 5G 网络庞
大、多样的数据流量承载需求下, 提升网络带宽配置的灵活性, 实现按需高效分配, 可有效地缓解前传
带宽压力.

首先, 从移动前传光网络本身考虑, 为了提升其灵活性, 可以通过分析移动前传流量, 优化 TDMPON 移动前传网络的带宽分配 [9] . 在基于 WDM 的下一代无源光网络 (NG-PON) 中, 可通过设计新
型的动态带宽 (时隙) 和波长分配模型, 实现高效灵活的前传网络资源调配 [10] ; 相比于光载数字无线传
输来说, 光载模拟无线传输具有更高的带宽利用效率. 通过采用支持多用户多输入多输出 (MU-MIMO)
的 RoF-WDM-PON 系统, 设计动态的光与无线资源分配模型, 通过异构资源建模与启发式算法设计,
实现低成本和大容量的模拟无线信号传输 [11] . 其次, 对于下一代前传网络接口, 可变带宽传输接口
相比于传统的 CPRI 接口具有更加灵活的数据传输速率, 适用于未来移动前传网络的超大规模带宽需
求 [12] . 再次, 移动前传光网络灵活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在于网络控制与管理的灵活性. 基于 SDN/NFV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 的网络控制架构可实现网络的
虚拟化与弹性可切片, 从而为网络资源的灵活, 低成本适配提供了可能 [13] .
通过比对诸多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为支持复杂的网络拓扑, 实现对用户的优质服务, 必须对 5G 前
传光网络提出更高的灵活性要求, 这主要体现在对无线资源的灵活映射 [14] , 对网络带宽的灵活分配,
以及对虚拟化 [15] 技术的支持 3 个方面.
5G 前传光网络需要更灵活的资源映射机制. 目前, 尽管 BBU 与 RRU 在地域角度处于分离状

态, 但其间仍采用固定连接的方式. 此种非灵活的静态连接方式, 会导致资源利用率与服务质量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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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灵活的 5G 前传光网络示意图
Figure 1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ﬂexible 5G optical fronthaul networks

性下降, 这其中主要存在 3 方面原因: (1) 因为每个 BBU 基带池下辖大量的 RRU, 对于可靠性的要求
较高. 而当某个 BBU 池发生故障, 在固定连接的模式下, 将无法支持链路的动态恢复; (2) 移动流量的
潮汐效应导致 BBU 的利用率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 因而当某些 RRU 处于空闲状态时, 与其对
应的 BBU 处理资源将被浪费; (3) 固定连接的模式不利于多个 RRU 之间的数据共享, 从而限制了多
点协作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point, CoMP) [16,17] 的系统性能. 因此, 5G 前传光网络需要更灵活的
资源映射机制.
5G 前传光网络需要更灵活的带宽分配机制. 面对 5G 网络中急剧膨胀和频繁变化的移动数据流

量, 当前固定带宽分配的前传网络分配机制无法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其中主要存在 4 方面的原因:
(1) 现有网络架构中 BBU 与 RRU 之间的传输带宽资源紧张, 固定带宽分配模式势必导致带宽资源的
闲置, 致使资源利用率降低; (2) 网络中业务存在多样化的带宽需求, 刚性的分配机制无法根据实际需
求动态分配带宽, 从而导致网络调度过程中数据传输效率相对低下; (3) 数据流量的快速增长, 固定分
配模式势必引入额外的传输设备, 增加网络建设成本; (4) 刚性的带宽分配机制不利于无线网络的集中
式部署, 从而影响组网性能. 因此, 5G 前传光网络需要更灵活的带宽分配机制.
5G 前传光网络需要更灵活的 NFV 支持手段. 目前网络中存在诸多私有专用的网元设备, NFV
技术的引入能够整体性地提升网络运作性能, 使各项资源充分地灵活共享, 这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
(1) NFV 技术通过功能抽象, 使网络设备无需依赖专用硬件, 进而实现资源灵活共享; (2) NFV 技术支
持新业务的快速开发, 并且保证其灵活部署与故障自愈; (3) NFV 技术的引入有利于降低网络设备成
本投入, 为运营商提供更灵活的网络运营模式. 因此, NFV 在 5G 前传光网络中具有较高的技术定位
与广阔的应用前景 [18] , 能够从整体上为 5G 传送网络提升灵活性并压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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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灵活可重构的前传光网络包括两种实现方案. 其一是无源光网络 (PON) 方案, 通过支
持可调节激光器和滤波器的无源光网络实现 BBU 与 RRU 的灵活映射关系; 其二是有源光网络方案,
在前传网络的中间节点增加交换功能, 实现网络与链路的可重构.
另外, 就前传光网络的信号承载而言, 光载模拟无线接入系统和光载数字无线信号接入系统都是
5G 光载无线接入的技术手段, 应用于不同的无线接入环境和场景. 例如: 针对低频无线信号, 可以采
用光载数字无线传输, 其优势在于远距离传输和 QoS 保障, 但缺点在于带宽需求量大, 时延要求高; 针
对高频无线信号, 可以采用光载模拟无线传输, 其优势在于带宽需求量小, 无需高速数字信号处理, 但
缺点在于传输距离受限, 信号衰减和干扰较大. 两种技术手段, 各有特点, 可根据实际需求做灵活调整
与部署, 从而满足 5G 前传光网络的灵活性需求.
上述的资源映射, 带宽分配, NFV 技术对 5G 光传送网的弹性和可重构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构
建灵活的前传光网络是 5G 接入网未来发展的重要特征.

4

人工智能是解决 5G 前传光网络灵活控管的必然之路

为满足 5G 时代数据流量的极速递增, 以及多样化业务泛在接入下的高质量网络服务需求, 高智
能管控将成为网管平面的演进指向, 从而促进多维网络资源的弹性融合 [19,20] . 目前, 常规管控技术处
于网管指配甚至人工干预, 无法适应未来网络的演进需求. SDN 技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网络资源互
联管控的问题, 但从智能性角度而言仍有欠缺. 如何部署学习能力, 提升网络智能层级, 实现思维化管
控, 是 5G 时代的追求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 人工智能与 5G 的融合将势在必行 [21,22] .
关于提升网络智能性方面, 可通过基于软件定义的集中控制手段, 统一调控由无线网络资源和光
网络资源组成的多层异构网络, 实现资源的智能按需分配 [23] . 此外, 通过控制器和编排器之间的协作,
设计不同的智能化控管策略, 实现 5G 接入网络的层次化控制 [24] ; 在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解决网络控
管方面, 可通过一种人工智能的网络决策结构, 该结构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 且能够交互的决策内核,
一个负责感知物理层信息, 另一个执行对网络资源的控制, 旨在对前传网络与用户小区中的流量分布
进行联合优化, 尽可能地满足所有用户对于数据速率的实际需求, 并通过控制蜂窝开启数量最大限度
地减少网络能耗 [25] . 通过分析不同研究课题可以发现, 移动网络的演进将带动网管智能化的升级, 具
体表现如下.
业务属性的改变要求 5G 网络装备更智能的管理平台. 5G 前传光网络的业务属性将发生重大变
革. 在传统的前传光网络中, 用户业务属性相对单一, 其业务分布符合一定的统计规律. 然而, 5G 时代
下, 大量的数据业务从固定设备转移到移动设备. 智能手机、智能平板, 以及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生成
的业务, 呈现移动性强、突发性强、体量巨大等特性. 另外, 对于设备的移动趋势以及业务发生概率,
借助传统模型难以预测, 从而导致对移动用户进行资源分配较为困难. 因此, 在 5G 背景下, 仍然借助
传统的管控手段将无法满足上述业务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 5G 网络管控平台提供独立决策能力. 为使机器能够具有良好的思维能
力, 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嫁至网络管控层面, 如图 2 所示, 具有 4 大优势: (1) 能够使网络具备自学习性,
根据训练集不断调整自身参数, 最大可能地去适应所有输入场景; (2) 能够使网络具备自组织性, 传送
网络根据学习结果对输入业务, 对网络传输、处理功能模块, 进行非人为干预下的独立规划与适配; (3)
能够使网络具备无监督自推广性, 网络能够对全新的输入场景进行无监督下的分析, 从已有知识库中
对新问题进行归纳、演绎, 无监督地制定出适应新场景的全新策略; (4) 能够使网络具备无监督自适应
性, 该特性承接无监督推广的演绎结果, 将新策略在网络中按局部到全局的顺序逐步推广, 从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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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变化的网络负载. 上述特性中, 最后两项是人工智能管控的优势, 重点突出无监督的特性, 使网络
能够从真正意义上达成蜕变而实现智能化.
无论是从适应 5G 时代万物互联的全新场景角度, 还是实现高速流量下的多样化网络服务与高质
量用户体验角度出发, 人工智能管控技术都将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与拓展空间. 人工智能是解决复杂
光传送网管控的有效手段.
5G 前传光网络的研究与发展正愈来愈受到业界的广泛重视, 本文阐述了对其的 “三一” 观点 (一
个关键问题, 一个重要特征, 一个发展目标). 目前尽管一些系统指标、技术途径与标准规范尚未明晰,
一些观点也还在讨论或争论中, 但由于需求的强烈性和迫切性, 以及技术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研究工
作不会停止, 一些问题也会在演进过程中得到解决, 5G 前传光网络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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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optical fronthaul: key issues, features and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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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5G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s are advancing toward higher speed, lower latency, and lower power
consumption. The main viewpoint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s in 5G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s are: (1) Large bandwidth and low latency transmissions are the major goals for future 5G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s. This is the essential problem for multi-dimensional optical multiplexing technology,
with the goal of the transmission of massive data at high speeds with low latency. (2) With the surge in the number
of antennas and the continuous deployment of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the topology of 5G transport networks no
longer requires a ﬁxed connection mode. The construction of ﬂexible and reconﬁgurable transport networks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5G resource utilization. (3) In order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mobile traﬃc, as well
as high-quality transmission for the diversiﬁ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services, combining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deep-intelligence control plane for 5G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s
is another signiﬁcant development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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