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场景化价值评估的 5G 无线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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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移动通信技术高速发展，消费者对于网络感知要求越来越高，无
线网络对于时延、速率、连接数要求较高。因此，需要通过建设 5G 才能满足各行业多
样化的通信需求。5G 通信技术具有更高的网络峰值速率、更高的频率功率谱密度、更
短的空口时延技术、更高的能量效率、更低的用户体验速率等优点。运营商建设 5G 投
资成本超 4G 较多，因此研究 5G 网络精准规划，对于提升网络覆盖、投诉收益具有重
要的意义。本文通过研究 5G 的宏站室分规划，提出通过场景评估算法完成站点价值的
评估，根据实际需求完成无线网精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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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信息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目前 5G 通信产业已成为国
家的新型战略产业。各国综合实力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唯一标志是信息化程度的高低，
所以加强网络通信工程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
5G 的规划将面临频谱资源、新空口、新业务、应用场景的多样化的挑战，不同频段
存在不同的使用规划和约束，使得频谱规划变得更加复杂，新业务的需求已超出超出传
统移动网络的范畴。网络能力向多维度延伸，极致连接能力将改善和影响所有行业。第
一，应用体验多样化；5G 应用主要面向增强移动宽带，海量物联，高可靠低时延的应
用，如图 1 所示。第二，网络能力相比 4G 全面断代提升；能量密度达到 10Mbps/m2,峰
值速率达到 10Gbps[2][3][4]，如图 2 所示。

图 1 各行业的应用
图 2 网络能力
5G 网络规划相比 4G 技术难度更高、规划更复杂，更高频段，更高的规划仿真准确
性要求，需要综合考虑多频段网络规划，如图 3 所示。

图 3 5G 网络规划面临的挑战

2. 无线网规划
未来各场景和容量层的覆盖策略是低频加强深度覆盖做语音层，中频做厚夯实体验
做 4G 数据主力承载层，中高频构筑 5G 领先优势，各容量层频率分配如图 3 所示。未
来密集城区采用 900M、1800M、FA 频段、2.6G、4.9G、28G 频段进行覆盖，一般城区
采用 900M、1800M、FA 频段、2.6G、4.9G 频段进行覆盖，城镇中心采用采用 900M、
1800M、FA 频段、2.6G 频段进行覆盖，郊区农村采用 900M、1800M、FA 频段进行覆
盖[5][6]，如图 4 所示。

图 4 容量层频率分配

2.1 宏站
室外宏站覆盖是指通过室外宏蜂窝基站覆盖解决室内覆盖问题，可以满足室内浅层
覆盖的需求。宏蜂窝基站功率高，覆盖范围大，解决室内深度覆盖时常配合使用射灯天
线等方式实现高层楼宇的覆盖。当建筑物结构复杂或纵深较大时，无法满足覆盖需求,
宏站覆盖适合解决大面积的浅层弱覆盖的场景，如图 5 所示。

图 5 宏站组成图
宏站规划的站高规划中，需要综合考虑天线入射效果以及天线倾角可调范围，天线
物理下倾一般建议不超过 10 度，站高过高则下倾需求过大，容易导致波束变形，如图 6
所示。基于天线下倾调整范围，建议站点相对路面的高度控制在 25m~45m 左右。链路
预算中采用 Cost231-Hata 模型。具体公式和系数取值如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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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手机的高度，
为基站高度，f 为频率，d 天线与基站的距离，
其 Cm 的取值与地物类型有关，在实际使用中，根据网规经验，给出了一套 Cm 的
修正值，具体取值如下：密集城区：Cm=3，城区：Cm=0，郊区：Cm=-8，农村：Cm=-15。

图 6 宏站规划

2.2 室分
随着移动数据业务的发展，室内话务量和通信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使得室内覆盖
站点的建设越来越重要。采用何种传播模型，是能否做好室内覆盖站点的规划和设计的
关键之一，是影响容量、质量、覆盖和成本的关键因素。
对比业内的各种覆盖模型，采用 ITU-R P.1238 模型进行室内覆盖能力分析较为恰当。
传播模型的公式如下[8]：
L = 20 ∗ logf

N ∗ lo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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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距离损耗系数；f ：频率，单位 MHz；d：移动台与发射机之间的距离，单
位为 m，d＞1m；Lf(n)：楼层穿透损耗系数； ：慢衰落余量，取值与覆盖概率要求和
室内慢衰落标准差有关，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衰减因子 N*10
2
2.0-2.5
2.5-3.0
3.0-3.5

环境
自由空间
全开放环境
半开放环境
较封闭环境

表 1 距离损耗系数
介质
石材墙
石膏板墙
玻璃板墙
楼板
电梯门
防盗门
水泥墙
砖墙
木门
水泥墙

介质名城
5cm 花岗石幕墙
0.8cm 石膏板墙
1.0cm 玻璃板墙
3cm 木质楼板
2cm 电梯门(单层）
3cm 防盗门（单门）
30cm 钢筋水泥外墙
24.0cm 砖墙
2.5cm 木板墙
50cm 钢筋水泥外墙

损耗
38.9
7.7
6.8
6.7
23
29.2
39.5
18.3
10
53.3

表 2 各介质损耗

3. 场景划分及覆盖方案
针对覆盖有高速数据业务需求的目标客户区域，将室内覆盖场景约分为 9 大类 20

小类，室内场景规划重点选择重要场景。
居民区场景主要涉及：中、高层居民区/低层居民区/城中村/居民家庭等几个场景。
楼层高、内部隔断多，建筑结构复杂，通过宏站难以解决深度覆盖问题。随着不限流量
套餐的推广，业务量增长明显。
办公楼（包含党政机关）、写字楼：建筑物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外
加玻璃幕墙,通常楼层较高。由于该类型建筑功能为写字办公商用，楼层间穿透损耗也较
大。业务需求量大，内部固话及固网分流明显，业务质量要求高。
宾馆、酒店：目前分为两类，一类为 7 天为代表的经济型酒店，室内结构简单，纵
深不大；一类为四星以上的舒适型酒店，室内结构较为复杂。高端用户较多,且有部分漫
游用户为主，业务需求量大。
商业建筑：医院/商场/大卖场/酒吧、咖啡馆、网吧。医院一般由门诊部和住院部构
成。门诊部大楼中厅一般中空、空旷。住院部内部建筑隔断较多，穿透损耗情况复杂的
场景。住院部大楼结构通常为规则结构，中间为走道两边为病房，隔断多以砖墙为主。
挂号大厅、候诊区用户及业务密度大。商场/大卖场建筑物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同层内
建筑隔断较少（少部分区域有建筑隔断），内部空间较空旷，楼层间穿透损耗较大。用
户休闲购物为主要活动，业务需求量大。IT 卖场、小商品市场内部隔断较多，一般走廊
两边为单独的小商铺；进行设计时主要参考石膏墙和一般砖墙的穿损。餐馆、咖啡厅建
筑结构以中低层为主，内部隔断少，空间较大。用户休闲娱乐为主要活动，业务需求量
较大。KTV 等娱乐场所用户休闲娱乐为主要活动，业务需求量较大。商业街（步行街、
临街商铺）步行街由两旁建筑立面和地面组合而成，标志性景观、街道照明、休息座椅、
绿化植被满铺街面；两旁建筑林立，风格迥异，功能模块众多。用户购物、休闲、娱乐
为主要活动，业务需求量较大。
体育场馆/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多为矩形空旷覆盖区，天花挑高通常在 10 米以上。内
部结构较为简单,业务需求高，且业务的突发特性非常明显，忙闲时段区分明显。体育场
通常为椭圆形覆盖区，格局为中间赛场，四周观众看台。业务需求高，且业务的突发特
性非常明显，忙闲时段区分明显。
交通枢纽:交通枢纽又称运输枢纽，是几种运输方式或几条运输干线交会并能办理客
货运输作业的各种技术设备的综合体。根据交通枢纽场景的具体特点，将其按机场、高
铁、汽车站进行分类。机场：占地面积大，建筑风格各异，钢结构为主，铁皮屋顶，玻
璃幕墙，出入口多，如：大量登机口、到达口等，且分布范围广，内部空旷，传播环境
简单，举架高，功能区多，如：如大堂、候机厅、行李厅、办公室、VIP 厅、行李厅、
到达口、安检口等。漫游用户多，机场属于航空港，是进出境的重要窗口，因此存在大
量漫游用户。数据业务需求大，用户从进入机场到登记，一般有 0.5~1 小时等候时间，
在此期间，大多数用户会上网浏览网页、看视频等，甚至处理工作邮件，数据业务需求
量很大，高端用户居多。高铁车站通常设有售票处、候车室、停车场等。售票处、候车
室、停车场视其规模大小视当地的客运量而定。售票处和候车室通常是一个比较空阔的
大空间，还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休息室等相对较小的场所。建筑结构一般为钢筋混凝
土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加玻璃幕墙，语音和数据业务需求均较高。
高校园区：旧式宿舍楼一般为 6 层以下、单侧或双侧房间，宽度一般，纵深较深、
无电梯地下室、与其他楼宇的间隔在 50 米左右。多栋旧式宿舍楼布局相似，一般为砖
混结构。新建高校宿舍楼一般为塔楼框架结构，多为中高层建筑，建筑面积较大，塔楼
内房间分隔较多。高校宿舍楼室内环境相对拥挤。高校教学楼多为中高层建筑，建筑面
积较大，塔楼内房间分隔较多。用户及业务密度极大，数据业务需求显著。
地下停车场是专业用于停放汽车，钢筋混凝土结构，空间比较宽敞，结构比较简单。

室外宏基站完全无法覆盖地下停车场，有一定话音和数据业务需求。
电梯已成为 7 层及 7 层以上住宅、写字楼、酒店等高层建筑的标配，除去一部分景
观电梯外，其余室内电梯均在高层楼宇中间位置。随着城市高层建筑的高速发展，电梯
在轿厢门和层门关闭之后，会形成一个法拉第笼（Faraday Cage），法拉第笼有静电屏蔽
的效果，同对电磁波也有比较好的屏蔽效果，同时由于电梯的位置常常位于建筑物的中
心，所以受到墙体的损耗也比较大，往往成为覆信号盖盲点，再加上因为电梯井本身的
隧道效应，因此宏站信号无法穿透进入，需要做专门的覆盖[9]。
室内覆盖解决方案需要结合场景特点，综合考虑覆盖面积、建筑结构、容量等几个
维度因素，还应对于成本进行分析，选择最为适合的解决方案，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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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场景覆盖方案选型
根据覆盖技术特点、设备类型、设备形态、场景应用等不同，室内覆盖方案典型分
类如下：宏站解决广覆盖及大面积弱覆盖，小微站解决小面积弱覆盖及补盲补热，分布
式皮基站解决高价值区域，一体化皮基站解决低价值易部署区域，楼间对打解决高层居
民区的覆盖，如图 7 所示。

图 7 各场景站型选择

4. 价值评估
随着无线基站下载速率越来越高，以及无线网频率覆盖越来越高，完成无线覆盖需
要的基站成倍增长，基站投资及运维的成本成倍增加，因此建立无线基站价值体系变得
越来越重要。考虑无线基站建设投资、覆盖率、场景价值、基站收入、市场影响、铁塔
租费、运维成本等多目标评估基站价值，提升无线网提升收益比[10]。
目标函数为 max(Y)：
max(Y) = TZ
〮′
㘮′
㐮
㐮
㘮′
ax(Y)
其中 TZ 为建设投资的函数，〮′ 为覆盖率的函数，㘮′
为场景价值的函数，㐮
的基站收入函数，㐮
为市场影响的函数，㘮′ 为铁塔租费的函数，ax(Y)为运维成
本的函数。
通过对单个站点的目标函数进行计算，并求得最大值，根据目标函数进行站点的优
先级排列。确保高价值站点优先建设，高价值站点优先维护。

5. 结论
本文介绍了建设 5G 的意义，5G 网络规划面临的挑战及难题，及在垂直行业的应用，
参考 LTE 的无线网络规划理论，完成 5G 宏站室分网络规划理论的分析。根据高速数据
业务需求的目标客户区域，将室内覆盖场景约分为 9 大类 20 小类，室内场景规划重点
选择重要场景，并完成室分覆盖方案的选择。建立无线基站建设投资、覆盖率、场景价
值、基站收入、市场影响、铁塔租费、运维成本等多目标评估基站价值模型，确保无线
基站投资收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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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nsumers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network perception, and wireless
networks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ime delay, rate and connection number. Therefore, 5G
needs to be built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needs of various industries. 5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er network peak rate, higher frequency
power spectral density, shorter air port delay technology, higher energy efficiency and lower
user experience rate. The investment cost of 5G construction by operators is much higher than
4G.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precise planning of 5G network for
improving network coverage and complaint incom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acro station
compartment planning of 5G, proposes to complete the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site
through the scene evaluation algorithm, and to complete the precise wireless network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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