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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对GPoN承载网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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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打造一张高带宽、高效率、高质量的光网络对于VR业务具有重要意义。文中主要介绍了Ⅵt技术是什么，vR
技术发展的情况，以及VR技术对承载网带宽的要求，最后对GPON光网络的主要参数与升级改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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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b create a high bandwidth，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optical net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VR business．Ⅵmat isⅥ之technology，the development ofⅥ王technology，andⅥ之technology to network bandwidth re—

quirements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L Fimlly，the main par啪eters and upgrade of GPON optical network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Ⅵ之technology；main parameters of GPON；upgrade

1 概述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集成了计算机图
形(CG)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人工智能、传感技术、
显示技术、网络并行处理等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是一

种由计算机技术辅助生成的高技术模拟系统，是未来
重要的通信和娱乐方式之一，被业界称为“下一代互联
网”和“下一代计算平台”，应用场景和发展空间巨大。
VR具有三大要素：

(1)立体性(Spatial)——用户感知到的虚拟环境
信息是立体空间的，蕴含海量信息；

(2)互动性(Interact)——用户能够和虚拟环境中
的空间数据以及其他用户进行信息互动，信息在用户
间形成连接与流动；

(3)实时性(Real一Time)——用户在虚拟环境中的
信息互动是实时的，要求信息连接的实时性。

2 VR(Virt眦l Reality，虚拟现实)

2．1 VR的历史概述

1965年，Sutherland在篇名为《终极的显示》的论
文中首次提出了包括具有交互图形显示、力反馈设备
以及声音提示的虚拟现实系统的基本思想，从此，人们
正式开始了对虚拟现实系统的研究探索历程。

随后的1966年，美国MIT的林肯实验室正式开
始了头盔式显示器的研制工作。在这第一个HMD的
样机完成不久，研制者又把能模拟力量和触觉的力反

馈装置加入到这个系统中。1970年，出现了第一个功
能较齐全的HMD系统。基于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
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美国的Jaron Lanier在80年代

初正式提出了“Virtual Reality”一词。

20世纪80年代，美国宇航局(NASA)及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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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组织了一系列有关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并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虚拟现实
技术的广泛关注。

进入90年代，迅速发展的计算机硬件技术与不断
改进的计算机软件系统相匹配，使得基于大型数据集
合的声音和图象的实时动画制作成为可能；人机交互
系统的设计不断创新，新颖、实用的输入输出设备不断
地进入市场。而这些都为虚拟现实系统的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虚拟现实所建立的虚拟环境是由基于真
实数据建立的数字模型组合而成，严格遵循工程项目
设计的标准和要求建立逼真的三维场景，对规划项目
进行真实的“再现”。
2．2 VR业务发展预期

十二五期间，我国加快铜退光进，光纤人户建设，
各大运营商光网络逐步完善，大容量，高质量，广覆盖
的网络资源为新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虚拟
现实(VR)技术的不断发展，已在流行文化中占据一席
之地。它提出的技术愿景鼓励人们去探索计算机生成
的虚拟世界。2017年，这些文化“试金石”开始引发电
视行业关注，许多业内人士尝试利用VR头盔提供欣
赏戏剧、纪录片以及讲故事的新形式，同时许多科技公
司提出360。视频将会是最先繁荣的在线VR业务，而
360视频业务的用户渗透率及其带来流量趋势，对分
析承载网架构影响至关重要，对于360。视频事件直
播，其应用主要是重大事件和热点事件，其中重大事件
收视率在8％～15％，热点事件收视率在2％～8％。
预计202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达44亿，而VR娱乐视
频渗透率将达0．55％，VR事件直播渗透率将达
0．65％，毫无疑问VR将成为下一个重要的大众媒体。

2．3 VR对网络带宽的要求
VR 360视频体验的演进可经历如下阶段：早期

发展阶段，入门体验阶段，进阶体验阶段和极致体验
阶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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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VR 360视频发展阶段表

sIandard 陆vR Ent驴kveIvR Ad啪cedvR U妇te、7I{
预计时间Now～2年Now一2年 3～5年 5—10年

连续体验时间 <20血 <20曲 2％om >60血

全视角4K 2D视全视角4K 2D视全视角4K 2D视全视角4K 2D视

视频分辨率 (全画面分辨率 (全画面分辨率 (全画面分辨率(全画面分辨率
3840*1920) 768()*3840) 11520*5760) 23040*11520)

PPD 11 21 32 64

淼z。。r。s。r z K。K

典型视频码率 16M 24M 279M 3．29G

典型网络带宽需求 25 Mbps 1(J0 Mbps 418 Mbps 1 GbpS(㈣
典型网络RTT需求 40 rIls 30IIls 20 T11s 10II】s

根据表1可以看出普通宽带上网，一般峰值(短
暂)在20 M～30 M就可以获得相当好的上网体验，但
对于高清视频、4 K／8 K视频，要获得良好的体验，就
必须有持续的30 M～100 M带宽保证，而对于VR视
频，要获得极佳使用体验，就需要超Gbit的入户带宽。

3 GPoN光网络

3．1 GPON概述

GPON技术起源于1995年开始逐渐形成的AT—

MPON技术标准，PON是英文“无源光网络”的缩写。

而GPON(Gigabit—Capable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最早由FSAN组织于2()02年9月提出，ITU_T在此

基础上于20()3年3月完成了ITU-T G．984．1和G．

984．2的制定，2004年2月和6月完成了G．984．3的

标准化，从而最终形成了GPON的标准族。基于
GPON技术的设备基本结构与已有的PON类似，也

是由局端的OLT(光线路终端)，用户端的ONT／
0NU(光网络终端或称作网络单元)，连接前两种设备

由单模光纤(SM fiber)和无源分光器(Splitter)组成的
ODN(光分配网络)以及网管系统组成。
3．2 GPoN网络结构及参数

GPON由ONU、0LT和无源光分配网组成。
OLT为接入网提供网络侧与核心网之间的接口，通

过ODN与各()NU连接。作为PON系统的核心功能

设备，OLT具有集中带宽分配、控制各ONU、实时监
控、运行维护管理PON系统的功能。ONU为接入网
提供用户侧的接口，提供话音、数据、视频等多业务流
与ODN的接人，受OLT集中控制。系统支持的分支

比为1：16／32／64，随着光收发模块的发展演进，
支持的分支比将达到1：128。目前GPON提供七种
传输速率模式，其中1．25 Gbps上行2．5 Gbps下行是

目前可支持的主要速率，具体网络参数如表2。
表2 GPON网络参数表

()LT ()LT

上行速率下行速率

／Gbps ／Gbps

叩6cal 上行速率下行速率 上行速率 下行速率

spliner (满负载)(满负载)(用户实际速率)(用户实际速率) 备注

，分光比彻ms伽)ps ／脚 ／～姊s

目前各大运营商家庭普通客户普遍采用的是1：
64分光比，由此可见普通家庭客户实际最大下行速率
为325 M，基于宽带上网，IPTV，VOIP语音等业务并

发，当前网络只能满足VR业务初级需求，无法提供极
佳体验。

4 GPON网络升级优化

当前GPON网络无法提供足够的带宽承载VR

业务，基于VR业务的快速发展，需对网络进行容量升
级和结构优化。
4．1重点汇聚机房oLl’升级改造

VR业务快速发展时，需首先保障重要区域的网
络承载能力，覆盖该区域的汇聚机房OLT作为重点

节点应加强保障。合理提高重点汇聚机房OLT的接
人能力，打造高带宽的汇聚节点，升级GPON至
10 GPON网络，为以后VR业务普及提供网络保障。

OLT升级改造原则如下：
(1)逐步把OLT从Bras割接到BNG设备；
(2)实现汇聚机房0LT全部成环双上联；
(3)升级GPON至10 GPON，下行为10 Gbps，上

行为2．5 Gbps，上下行平均带宽分别提高了2倍和4
倍。

OLT配置措施如下：
(1)升级OLT上联端口至40 G，通过光纤裸连或

者波分系统上联至BNG设备，以便终结业务；
(2)进出局光缆路由不少于双路由，在进出机房时

避免同馈孔走线；
(3)上联光缆必须管道敷设，中途无管道资源的可

以利用微管微缆技术解决，也可利用光纤复用器解决
纤芯问题。

(4)配置较大电池组，需保证OI。T具有独立电
源；

(5)重点区域做到全覆盖，特别是写字楼、专业市
场、电信街、商业街等场所。
4．2部分区域盒式OLT下沉

部分区域比较偏远，机房选址困难，无法新建柜式
OI』，所以急需进行盒式OLT下沉建设，保证该区域
的网络覆盖，单一传输手段在通信网络中往往是脆弱
的。尽管柜式OLT在容量方面有着盒式0LT无法
比拟的优点，但盒式()I。T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和
保护手段。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偏远山区地理环境

限制的情况下，通常靠下沉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在大
力发展汇聚机房0LT的同时，还应注意盒式OLT的

建设与维护。尤其是在地理位置偏远，机房选址困难
的地区，应该适当下沉盒式OLT，形成重点区域和偏
远地区的全覆盖传输网络。

OLT下沉原则如下：

(1)下沉选址尽量选择村委会，有电力保证；
(2)避免选择学校，因节假期无法入场进行维护；
(3)做好设备外壳接地，避免发生触电意外事故；
(4)优化接入ODN，节省投资，保证区域覆盖。

5结束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VR技术的发展和VR对带宽的
要求，并对当前承载网GPON的技术参数进行了分
析。为有效应对VR业务的快速发展，现GPON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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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都存储于一个硬盘之后，在这个硬盘上做好标签，进
行实时的记录工作，方便日后档案的提取与查阅。这
样做也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3]。同
时也可把网络档案管理工作与传统纸质档案通过输入

电脑转网络电子档案的工作分开来做。做到专人做专
项工作，尽可能地提高每个人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
这样做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员工的工作范畴，使其
从繁琐复杂的境地中解脱出来，让工作变得简单易懂，
易于操作。当员工熟悉了自己的工作内容时，工作效

率自然成倍的增长。
(2)加强电子档案保密工作
在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工作带来了一些

负面的影响。互联网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
时代，怎样在这个时代有效地保护好企业的档案信息，
是档案管理系统推进数字化进程所面临的全新挑战。

由于纸质档案转电子档案的主要录人方式还是人工手

动扫描的方式，要在根源上避免档案的外漏，要求进行
扫描录入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禁止携带手机进行

档案的扫描工作，以免档案资料向外泄露，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与麻烦。同时也要注意在扫描后要及时进行

PDF格式的转换，避免档案被恶意篡改。由于这些工

作颇为复杂繁琐，所以大部分企业都是进行外包。所
谓外包就是将这一繁琐的工作承包出去，工作人员并

不是企业内部的人。这需要更加注意对工作人员的人

职培训教育，警告职工切不可对档案进行拍照与外带，
同时也要加强监管力度。一旦发现有档案外泄的苗
头，要及时阻拦，并对该职员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3如何提高数字化档案的安全系数

(1)通过制度的完善来提高档案数字化管理水平

对于电力系统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推行进程切不可

操之过急，要通过完善相应档案管理制度的建设，来解

决在档案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制度上可以把对
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提到日程上来，使得企业培
训成为更加明确的适合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工作方
式。通过培训的开展，让档案管理的相关员工意识到
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身处岗位的特殊
性，不可以轻视自己的工作范畴。想要加速推进电力
系统档案建设数字化的进程，就要树立档案管理人员

(上接第170页)

需要升级改造并对其网络结构进行优化。微信、微博
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人工智能、物联网、VR也定

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何规划建立高效、高带宽
的GPON承载网，建设快速反应平台、承载新业务，将

分散、独立的传输通信资源整合成一个整体，还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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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在进行电力系统档案数字化的管理中，要懂得利
用互联网来安排工作。可以对机密文件进行必要的备

份处理，避免传统档案管理方法中发生文件丢失、损毁
后带来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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