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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N 拉远分布式光纤宽带系统 

1.产品介绍 

  国务院 2015 年发布“宽带中国”战略，要求逐步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将

在 2020 年拥有 70%的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超过 98%，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

能力分别达到 50Mbps 和 12Mbps，发达城市部分家庭用户可达 1Gbps。  

  光网络 (PON)成为 FTTH 发展的主要趋势 ,它可以支持三网融合服务 :语音、视频和数据等业务，

具备传输距离长、高带宽、低成本和多业务融合等优点，因此被运营商主推。  

  在地域较广和山区的农村，主干光纤的建设成了制约光纤入户的首要解决的问题。光衰较大也需

要 OLT 下沉至各各基站，几百个用户就需要部署上千人使用的大型 OLT，也造成了端口资源的浪

费。  

  业务层面更是面临着业务先行，还是建设先行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运营商，宽带用户多为零散

报装用户，需要建设方先在安装区域建设光交箱，但是零星的业务又不能保证投资的主干光纤马上产

生收益，等建设完成，用户又会转向其他的运营商网络。  

  针对上述问题，深圳创想公司研究开发了“WIPON 拉远分布式光纤宽带系统（以下简称

WIPON)”，把超高带宽无线传输及 OLT 功能集于一体，较好地解决因主干光纤无法铺设而无法开展

新宽带及其他业务的问题。  

  该系统面向城市小区及农村市场，WIPON 基站侧架设在基塔处，WIPON 接入侧放置在村委会等

村部重点区域，通过 ODN 分光至每家每户，最终 ONU 入网，实践证明对于发展此类应用场景有很

好的效果。对无法铺设光缆的小区、农村，可以在没有主干光纤线路的情况下，优先将 PON 网络部

署到位，大大加快了光纤进入的进度，提高了用户安装宽带的热情，为移动公司扩大新宽带用户安装

量提供了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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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优势及特点 

 WIPON 系统具有小巧方便、使用灵活、易于部署、高性能高性价比等特点。  

 满足无机房环境下对设备功能、体积的要求。  

 满足农村、小区、乡镇光纤入户接入的应用要求。  

 提升了网络功能、提高了可靠性，并降低了能源消耗。  

 对无法铺设光缆的小区、农村、可实现快速、高效的网络建设。  

 完善二层交换功能：  WIPON 接入侧具备强大的二层线速交换能力，完备的二层协议支持。具备交

换、隔离；支持端口汇聚、VLAN、端口限速、队列技术、流控技术及 ACL 等丰富的二层功能，为多

业务融合的开展起到了技术保障。  

 QOS 保障：产品拥有完善的 DBA，具有优秀 QoS 服务能力。DBA 通过四种类型的带宽和五种类型的

T-CONT，为 GPON 系统提供各种不同的 QoS，可以满足不同业务流对时延、抖动、丢包率等不同的

QoS 要求。   

 易用的管理系统：支持 CLI、SNMP 管理方案，满足 OMCI 规范，通过 OMCI 信道协议实现业务管

理，包括 ONT 的功能参数集、T-CONT 业务种类与数量、QoS 参数，请求配置信息和性能统计，自

动通知系统的运行事件 ,实现 WIPON 对 ONT 的配置功能、故障诊断、性能和安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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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PON 系统组成 

 

 

WIPON 接入侧： 

 WIPON-58C 是远距离、超高带宽的 WIPON 接入端产品，具备传统 OLT 设备功能，最大提供 1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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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上行端口和最多 8 个 PON 端口，没 PON 口可 1:128 分光，共

实现 1024 个 PON 终端接入。  

 产品小巧方便、使用灵活、易于部署、高性能，可以满足紧凑机

房环境下对设备性能、体积的要求。  

 满足接入网、企业网对提升网络功能、提高可靠性以及降低电源

消耗的需求。  

 产品适用于分散的人口聚集点的驻地网光纤接入、视频监控网

络、企事业单位局域网等的网络应用，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WIPON 基站侧： 

 WIPON-58F 是远距离、超高带宽的 WIPON 基站侧产品，

适用于运营商所需要的特殊环境的组网应用，性能卓越，

安装简易，上行速率可达到 1Gbps。经过实践应用，实际

吞吐量可达 800Mbps。  

 融合光网络通信和大带宽、实时无线传输的最新技术与成

果，采用了全新的 OFDM 调制解调技术和动态 TDM 分时

传输协议来实现远距离、高带宽、小延时数据传输。  

 通过先进灵活的业务优先级和流量控制机制，提供高效的

QoS 保障，实现大流量和实时业务混传。  

 采用工业级设计，性能优异，部署灵活，功能丰富。   

组网方案： 

  鉴于其他运营商也在加快各个人口聚集点 FTTH 的开通，相关区域的传输就近接入及光路跳接迫

在眉睫。由于历史上移动宽带业务比电信联通起步晚，OLT 设备只在汇集机房进行了部署，加之

OLT 设备及 OLT 电路扩展卡价格昂贵，移动公司的各乡镇及非节点机房短时间内 OLT 设备无法下沉

到位。根据移动的现阶段网络情况和市场需求，我们研发了便捷、高效、使用的高性能 WIPON 及

ONU 设备。其组网方案如下：   



深圳市创想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www.linkpower.com

5

 

WIPON 接入侧网络拓扑图： 

 

 

 

 

4.产品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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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WIPON  项目  WIPON  

设备结构  类型  室外一体化  频率  5.1GHz-5.8GHz  

无线端

口  
2*2MIMO无线上联

口  调制协议  OFDM TDMA/TDD  
发射功率  27dBm  上联口  

SFP接

口  
预留 2个 SFP接口

（1000BASE-TX接

口）  

无线参数  

天线增益  23dBi  

数量  4个（最大可扩 8

个）  管理端口  一个 100BASE-Tx带外网口  
物理接

口  SC  
网管方式  支持 CLI,SNMP，TELNET  

PON接口  
最大分

光比  128  支持状态监测、配置管理、设备

日志、设备升级、设备管理、用

户管理；  
传输距

离  20km最大  
二层交换配置管理：如端口管

理、VLAN、RSTP、IGMP、ACL、

QOS等；  
端口速

率  
下行 2.5Gbps,上

行 1.25Gbps  

业务能力  

PON功能配置管理：如端口管

理、如 ONT认证、DBA模块、业

务模块、线路模板等；  
波长  发送 1490nm，接

收 1310nm  尺寸  48cm(L)*39cm(W)*15cm(H)  
接口类

型  SC  重量  18kg  

接口光

纤规格  
9/125μm单模光

纤  
220VAC  AC:90V~240V,47/63Hz  

发射光

功率  +1.5~+5dbm  
供电  

-48DC  DC:-36V~-72V  
接收灵

敏度  -28dbm  最大功率  65W  

PON光口规

格（class 

B+)  

饱和光

功率  -8dbm  工作温

度  -40~60℃  
传输距

离  10KM  储存温

度  -40~85℃  
无线性能  

传输环

境  可视  

工作环境  
相对湿

度  5~90℃（非冷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