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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的性能特征等研究，进行网络优化的策略调整。包括现网 2 100 MHz 载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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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策略，频段优先级能力配置，载波聚合和独立二载波的差异化配置，不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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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波均衡（资源利用率和用户数）配置策略调整等。基于终端分布指导网络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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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通过网络配置和参数调整适应不同类型终端的分布，
提升网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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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arrier of terminal supported in China Unicom Tianjin Company，the distribution of terminal brand and
terminal model，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rminal，and the strategy of network optimization.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e the configuration strategy of the current network 2100M carrier，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band priority capability，the carrier aggregation and independent two carri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the different scene carrier balanc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he number of users) configuration and strategy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terminal distribution to guide the network optimization，through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and parameter to adapt the difference of terminal distribution，improve
network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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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终端产业链的不断完善，4G 终端持续高速发
展，终端的能力不断得到完善，早期版本较老的终端
不断得到稀释，个别终端对网络的影响越来越小。随
着终端不断的更新换代，同一终端品牌下不同型号的
终端整体性能差异不大，手机对网络的适应性也不断
增强，频段的支持性已经开始逐渐完善但仍存在不确
定性。随着 4G 用户数的不断增加，中国联通的 L1800
的容量已经凸显，L2100 在热点区域已经启用。本文
需要重点分析终端频段的能力，以提升网络的性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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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
1.1 终端业务的发展情况
从天津 3 月份 4G 网络驻留终端品牌分布来看，苹
果终端居首位，占比达 23.2%；华为占比高达 20.4%，与
苹果差距逐渐缩小，共同组成第 1 阵营。小米、VIVO、
OPPO 位于第 2 阵营，占比区间在 10.4%~11.4%；三星、
魅族、乐视、金立和百立丰组成第 3 阵营，占比区间在
1.3%~6.1%。
天津现网终端基于业务量的渗透率分析，TOP 10
终端基本无变化。
1.2 终端对网络的影响
在整个网络中，终端是最灵活、关键和复杂的一
个节点，也是唯一能够体现用户对网络感知评价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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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终端的性能表现和网络的兼容程度，直接影响着
网络的运行和口碑。
网络的部署、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结合终端
的发展情况，例如，苹果终端的占比最高，其提出 4G 终
端耗电量比较大，为了终端省电可以按照苹果终端要
求进行网络节电参数的适配。同样，在用户数不断增
长的情况下，网络容量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到网络质
量，容量的扩充除了站点数扩充之外主要通过频段载
波的扩容，现有情况下主要是通过扩容 Band1 的 2 100
MHz 频段，不同终端对不同频段的兼容性和性能存在
差异，需要进行终端的研究和性能监控。
在新增 2 100 MHz 频段后，需要基于现网的数据，
从网络的角度进行终端性能的分析，通过网络优化、
参数调整和策略改进，进行终端兼容性的适配，降低
终端对网络兼容性的影响。在保证影响降低或者兼
容性可控的情况下，再进行网络的规模部署和策略优
化，以提升网络利用率和性能，发挥频段的优势，提升
网络感知。

2 终端与网络性能对比分析
2.1 现网终端支持性分析
终端的相关能力分析从终端实际占网和终端软
件能力解析 2 个维度进行，占网能力由于受到 L2100
基站部署规模和网络驻留策略的影响，能在一定程度
上反应实际用户基于终端的驻网情况，但不能体现全
网的终端能力支撑情况；软件能力分析，能够整体体
现全网用户终端的频段支撑，但不能体现实际占用，2
个数据需要相互印证。
a）占网统计分析：全网日均终端用户数为 262 万，
其 中 占 用 过 1 800 MHz 的 终 端 个 数 约 260 万 ，占 比
99.3%，占用过 2 100 MHz 的终端个数约 115 万，占比
约 44%。
b）软件能力分析：天津全网 4G 终端 L2100 软件
支持比例达到 92.1%，硬件支持能力 95.6%，其中 3.5%
的终端软件能力暂不支持 L2100。从全网终端能力分
析看，已经具备全面部署 L2100 频段带间扩容的条件。
2.2 终端性能分析
2.2.1 终端热点分布分析
针对全网的终端渗透率和 TOP 终端的分布情况
分析，TOP 品牌终端的业务占比很高，且全网的分布情
况基本一致。如下：
a）全网 TOP 10 品牌终端基本上占据了 95%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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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量，所以 TOP 10 终端的频段支持性以及性能表现优
劣直接影响整体网络的质量。苹果终端业务量占比
最高约 30%，其次为 VIVO/OPPO/华为，占比在 12%~
14%。
b）针对全网 TOP 10 品牌终端主要业务分析，视
频业务占比最大，各款终端的视频业务占比均在 45%
以上，最高的 VIVO 终端视频业务占比高达 58%。其
次是网页浏览业务，占比在 15%~20%，即时通信大部
分为小包业务，使用频繁但是业务量消耗不大，业务
量占比在 5%~8%。针对关键业务分析，视频业务感知
明显的为速率和卡顿，需要重点对影响速率的因素进
行优化。
c）苹果、OPPO、VIVO、华为终端在全网的分布基
本一致，各终端的业务热点区域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
和一致，全网各区域均有 TOP 终端的分布，无明显终
端偏好性分布情况。
2.2.2 终端不同频段性能差异分析
分析 TOP 终端占用 1 800 和 2 100 MHz 小区的关
键业务质量，发现 TOP 品牌终端的业务质量指标性能
在不同的频段上表现基本一致，从终端角度分析，由
于网络中 1 800 MHz 频点的带宽大于 2 100 MHz 频点
带宽，同样用户数和业务量也是 2∶1~3∶1 的情况，所
以，异化的频段配置和终端适应性对性能的影响不
大，现网从终端的角度分析，可以进行 2 100 MHz 频段
的推广和应用，具体如下：
a）页面响应时长。用户手工打开浏览器，从首次
输入 URL 单击进入页面后，到浏览器窗口栏开始有响
应的时长。该指标主要表征用户访问页面服务器的
时 间 长 短 。 通 过 同 一 品 牌 的 终 端 在 1 800 和 2 100
MHz 的表现，相差在 5 ms 以内，
基本上无明显差异。
b）页面下载速率。用户手工打开浏览器后，输入
URL 打开（或刷新）页面，页面源文件完全加载到客户
本 机 缓 存 的 速 度 。 同 一 品 牌 终 端 在 1 800 和 2 100
MHz 频段上的速率对比，苹果终端的速率高于所有终
端，但是同一终端下 2 100 MHz 的速率与 1 800 MHz 差
异不大。
c）视频初始播放成功率。当用户浏览视频网站
播放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文件时，从单击“播放”按钮
开始，到多媒体文件开始播放的成功率，各款终端在
不同频段上的成功率无明显差异，部分终端在 2 100
MHz 上的初始播放成功率略高于 1 800 MHz。
d）视频停顿频次。当用户浏览视频网站播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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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视频等多媒体文件时，媒体开始播放后，每分钟出
现停顿的次数。除苹果终端的操作系统差异性导致
整体的停顿频次远低于其他终端外，各品牌终端的表
现情况基本一致，不存在 1 800 MHz 好于 2 100 MHz 的
情况。
e）视频下载速率，当用户浏览视频网站播放音
频、视频等多媒体文件时，视频流媒体源文件完全加
载到客户本机缓存的速度。苹果的 IOS 操作系统对数
据缓存情况的差异，导致其品牌下所有的终端的视频
业务平均速率均好于其他终端。但所有终端品牌在
不同频段上视频业务下载速率的指标基本稳定，性能
相当。
2.3 基于终端能力的网络部署和调整
经过终端的分布分析，热点区域各款终端均有分
布，同时也以主流的 TOP 终端为主。不同频段上终端
的性能表现基本相当。基于目前 1 800 和 2 100 MHz
双频段组网的情况下，1 800 MHz 为全网覆盖，2 100
MHz 频段支持同覆盖部署。且全网将近 44%的终端
基 本 上 支 持 2 100 和 1 800 MHz 频 段 ，现 网 已 部 署
2 100 MHz 区域的终端性能上分析，2 100 MHz 频段上
终端的兼容性和适配程度影响可控。基于上述评估，
可以针对 1 800 和 2 100 MHz 的双载波网络进行进一
步的部署调整和优化，充分利用网络，发挥性能优势。
a）双载波同覆盖区域载波聚合配置和优化。载
波聚合，主要是指通过整合频率资源、提升移动网络
容量，促使 LTE 网络结构从单载波向多载波演进。使
峰值速率翻倍、CA 终端有更好的 QoS 体验和最大化频
谱资源利用率。现网目前 2 载波的区域不连续，城区 2
载波站点比例 27.65%，郊区 5.72%。具备开启共站同
覆盖的载波聚合能力。通过测试验证，开启载波聚合
站点，在满足聚合条件的区域能有效提升用户感知。
b）优先级调整，分担用户，热点扩容。2 100 MHz
的 2 载波在承担载波聚合能力外，需要针对业务量进
行容量分担。通过载波优先级配置，可以让用户自由
选择驻留，增加用户占用 2 100 MHz 的概率，提升载波
利用率，缓解用户数量和容量问题。
c）热点区域，均衡策略配置，负荷分担。通过基
于 PRB 利用率的载波均衡策略和基于用户数的载波
均衡策略的配置和验证，均衡的效果均有一定程度的
提升。2 载波在承担载波聚合的情况下，能够分担主
载波近 1/3 的用户。
（a）在超热点场景，资源利用率较高的区域，建议

采用基于 PRB 利用率的负载均衡策略，通过容量进行
用户的分担，保证用户感知。
（b）在用户数多但是资源利用率门限不太高的区
域，建议使用基于用户数的负载均衡，一方面能够缓
解单载波上用户数过多带来的容量不足，另一方面也
能够降低用户间的干扰，提升感知速率。

3 结论
通过对终端发展情况的分析，终端的成熟度越来
越高，多样性也越来越丰富。从品牌占比上分析，苹
果 IOS 系统终端的占比在逐步下降，Android 品牌的终
端占比越来越高，不同操作系统对终端性能的影响存
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业务下载速率，通过对整体的
终端性能指标分析，并未发现明显异常的终端。
随着网络的发展，质量、容量越来越重要，而二者
均影响到了用户感知的层面，网络侧在解决质量和容
量问题时，需要引入新的频段进行干扰抑制和容量扩
容，通过对终端在新频段的支持性以及相关感知指标
的分析，全网支持 2 100 MHz 的终端占比比较高，且使
用 2 100 MHz 频段的终端性能不存在明显异常。一定
程度上说明现有终端的支持性和兼容性不存在问题，
不是网络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支持网络对频率方
面的调整和优化。
终端性能的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必须进行
的一个工作。后续的工作中需要进行持续的关注，基
于网络工具平台的发展，需要更加细致地对终端能力
进行研究分析，具体到某一型号或某一具体用户，不
断进行深入挖掘，提升网络质量，减少终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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