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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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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联通 3G、4G 网络的发展，用户的业务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用户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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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交互，形成大数据。通过提取呼叫记录数据，从中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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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用户在高铁上的通话记录，从而得到海量的高铁通话数据，再对这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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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分析，得到更为准确的高铁用户行为和网络状况，研究用户使用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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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规划中覆盖、质量之间的关系，以便进行市场分析，同时也为上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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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的方向，
缓解了高铁优化工作对上车测试的需求。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Unicom’s 3G and 4G network，the user needs become diverse，there is a lot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user and the network，which forms the big data. By extracting GPEH data from RNC and separating out the call
records of the high- speed railway users，massive high- speed railway call records are obtained and analysis can be done to
them. With the relationship studies of coverage and quality in the user perception and network planning，the user action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and the network condition will be more accurate for market analysis. Additionally，it can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est on the high-speed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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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GPEH 数据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线网络运营商
能够为用户提供越来越丰富的服务，诸如彩铃、WAP、
短信、GPRS 数据服务、EDGE 高速数据服务和 3G 的高
速数据业务，这给运营商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和更高的
营业收入；另一方面，随着入网用户的不断增长，网络
的负荷越来越大，网络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
对于无线网络的优化和调整就显得更为重要。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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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离不开对于网络的观察和测量，选择一款功能强
大、业界领先的测试软件具，能够将资深的网络优化
工程师从简单、烦杂的测试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又
不失捕捉网络中的细节，这样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
可以节省公司的运营成本，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2 GPEH 用途
GPEH 功能包含 3 个子功能，分别对节点内部事
件、RNC 节点间信令事件和智能事件进行记录。
节点内部事件记录了 RNC 和 NodeB 内部处理器
产生的信息，例如容量管理以及信道转换等。节点外
部 事 件 记 录 了 和 RNC 接 口 相 关 的 所 有 信 令 ，如
RANAP、RNSAP、NBAP、RRC 信令等。而智能事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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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记录某些特定和重要的事件，如掉话发生时的所有
信息（拥塞、系统资源利用的情况等）。通过以上事件
的记录，网优工作人员能够快速地再现问题、定位问
题和解决问题。具体的应用包括：资源和系统使用监
测、IRAT 切换分析、邻小区优化、手机列表分析（基于
IMSI 和 IMEI TAC），评估网络的覆盖和干扰情况、小区
性能报告、导频污染等。
1.3 GPEH 优点
GPEH 是一种革命性的网络优化手段。要获得网
络的全貌，一方面要具有统计的意义，即能够分析的
用户数要多，另一方面，又具有问题原因分析的功能，
即能够分析详细的信令。传统的优化手段，一般是话
统+路测；但是话统只提供一些 Counter，但是对于产生
问题的原因以及前因后果无法实现信令的详细分析；
而一般的路测工具，虽然能够分析较为细致的信令，
但是一般仅仅局限于 Um 接口，而且路测数据的采集
单元有限，缺少统计的意义。而 GPEH 就是介于二者
之间的一种网络优化工具，即它既具有话统的统计意
义，又具有路测工具的详细信令，同时还可以查看 A、
Abis 接口的信息。
GPEH 在传统的性能管理工具解决方案和路测系
统解决方案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a）性能管理工具可对全网用户做总体查看，但大
量的数据没有详细的信息不易对问题的分析。
b）路测工具可以提供详细的信息用于问题分析，
但是由于数据较少不易捕获网络中所有的问题。
GPEH 可以查看全部用户，同时也可追踪分析引
起问题的真实呼叫或者事件。
GPEH 的主要功能如下：
a）资源和系统使用监视。
b）IRAT 分析。
c）邻小区优化。
d）手机列表分析（基于 IMSI 和 IMEI TAC）。
e）评估网络的覆盖和干扰情况。
f）小区性能报告、数据库概述报告，TOP 10 各项
参数列表报告，如最差 10 小区、最 差 10 用户（IMSI）、
电话最多 10 用户等。
g）导频污染。
h）切换问题分析。

2 基于 GPEH 数据的高铁用户分离方案
2.1 高铁用户识别及业务发生小区识别

2.1.1 高铁用户识别
高铁用户识别算法：利用高铁上的用户在移动通
信网络位置区/路由区/跟踪区发生变化时发起位置更
新或路由区更新或者跟踪区更新记录（包括 A 接口、
Iu-CS 接口、Iu-PS 接口、SGs 接口、S1-MME 接口等）、
切换记录（A 接口、Iu-CS 接口、Iu-PS 接口、S1-MME 接
口）、附着记录，结合高铁沿线每次列车经过每个位置
区的时刻表、列车时刻表、车站位置区表，分析出用户
乘坐的车次、出发站、到达站、出发时间、到站时间等
信息。
高铁用户识别的大致步骤为：用户进入高铁站的
位置区就进入高铁用户观察名单，如果观察名单中某
用户后续出现（位置区/路由区/跟踪区更新、切换、附
着）的位置区及时间与某次列车经过每个位置区的时
间匹配程度达到设定门限，即认为该用户在这次列车
上，标记为高铁用户，高铁用户进入的位置区对应的
高铁站为出发站，若高铁用户后续出现的位置区及时
间与该次列车后续经过的位置区及时间不匹配时，则
认为该用户已经到达到达站，到达站为最近一次出现
的 LAI 与车站位置区中 LAI 匹配的高铁站，根据用户
的车次、出发站、到达站，结合列车时刻表，得到用户
的准确的出发时间和到站时间。
查询结果以列表形式呈现高铁用户清单，清单中
字段包含但不限于：用户 IMSI、用户 MSISDN、IMEI、上
高铁时间、下高铁时间、车次、出发站、到达站、高铁线
路名、方向（去程/返程）。
支持按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进行选择查询，查询
的粒度有小时、天、周、月等；支持按用户 MSISDN、用
户 IMSI、车次、出发站、到达站、线路、方向进行查询。
上述查询结果以 CSV 格式导出。
2.1.2 业务发生小区识别
从核心网采集的信令数据计算出来的指标，涉及
小区维度的指标，需要能准确计算发生业务的区，如
掉话率、数据业务速率。
能收集用户进行 CS 业务、PS 业务时的小区信息，
如位置更新位置区/路由区/跟踪区更新、切换、附着等
事件时所在小区，从而准确计算小区维度的性能数
据，如掉话率、数据业务速率等。
2.2 分离步骤
保留起呼小区和释放小区均为高铁覆盖小区的
呼叫记录数据，删除其余呼叫记录数据。将保留下来
的小区和工参涉及的小区进行匹配，如果采样数据足
邮电设计技术/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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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计算出用户速度 V
V = D/ (T 2 - T1)

（2）

高速列车对移动通信的影响主要是：车体损耗大
和高速移动造成的多普勒频移。不同车体对无线信
号的穿透损耗差别很大。
当终端在移动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情况下，终
端和基站都有直视信号，接收端的信号频率会发生变
化，称为多普勒效应。用户移动方向和电磁波传播的
方向相同时，多普勒频移最大；完全垂直时，没有多普
勒频移。多普勒频移对于接收机接收性能有一定的
影响，主要是降低了接收的灵敏度。因此高速铁路覆
盖的主要技术难点包括多普勒频移的校正、有针对性
的网络覆盖设计和降低网络建设成本等。
下面将以京沪线北京 RNC53 下面小区为例介绍
分析过程
3.1 覆盖问题分析
3.1.1 问题分析
京沪线北京 RNC53 RSCP 分布（以通话为单位）如
图 1 所示。
a）对各线路基于呼叫记录数据分析，统计每个通
话的 RSRP 均值。
b）统计 RSRP 小于某个值的通话数，并做出概率
分布图。
c）找出 RSRP 值过低的通话，并关联到小区，输出
覆盖问题小区列表。
d）基于输出的问题小区列表对问题小区进行进
一步核查，找到问题小区弱覆盖原因。
3.1.2 问题定位
弱覆盖原因可分为 8 类：站间距设置不合理、基站
距离铁轨距离不合理、回落公网弱覆盖、天馈设置不
合理、天馈问题、直放站覆盖问题、疑似小区退服、隧

≥

longitude 2) + cos(latitude1) × cos(latitude 2)

3 基于 GPEH 的高铁无线网络数据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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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起始点经纬度为（Longitude1，Latitude1），通话结束点
经纬度为（Longitude2，Latitude2），分别转化为弧度（lon⁃
gitude1，
latitude1）、
（longitude2，latitude2）。
假设地球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其半径是 R，忽略地
形对距离的影响，则可以计算出通话起始点到通话结
束点的距离：
（1）
D = R arccos C
C = sin(latitude1) × sin(latitude 2) × cos(longitude1 -

如果 V 大于 150 km/h 则判定为高铁用户，反之，判
定为高铁周边用户。

呼叫次数

够多，在呼叫记录数据中未出现的高铁小区可初步判
定为问题小区
删除非高铁小区的呼叫记录数据。然后按如下
步骤进行处理。
a）删除非高铁运营时间内的呼叫记录数据，反言
之，可提取高铁运行时间内的呼叫记录数据。例如以
京沪高铁为例，从北京至上海线路中，最早运行的时
间为早 7 点，最晚运行的车次为××时间，可以提取××时
间内的呼叫记录数据，若列车趟次较少，可精确至每
趟列车通过时间。
b）基于高铁用户的特性，用户业务建立时间大于
该小区覆盖范围，这部分 IMSI 可以判定为大网的 IM⁃
SI，根据高铁运行速度和规划里对高铁站址覆盖范围
的要求，业务建立时间 18 s 以上，且业务建立小区和结
束小区在同一个小区情况下的用户进行相应剔除。
c）基于高铁用户的特性，在同一时间段区间内，
高铁用户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段内的多次起呼在同
一小区下。根据这一特性对呼叫记录数据汇总如同
一时段在同一小区多次起呼的 IMSI 可以判定为大网
IMSI，在呼叫记录数据里把这部分用户的呼叫记录数
据剔除出去。
举 例 如 下 ，取 北 京 4 个 RNC、RNC53、RNC65，
RNC122、RNC124 2015-06-15 日从 07：00—15：00 8 h
的数据，将所需字段进行关联，关联之后总通话数为
8 666 493，
用户数为 332 087。
去除非高铁小区之后通话数为 727 176，用户数为
100 733。经过步骤 b）之后，通话数为 626 000，用户数
为 94 901。进一步处理，经过步骤 c）之后用户数为 46
011。
2.3 根据用户移动速度区分高铁用户和非高铁用户
设通话起始点时间为 T1 ，通话结束时间为 T 2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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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问题，需要根据隧道选取设备和规划设计方案相
关，综合考虑。解决方案：从隧道方案入手分析导致
隧道弱覆盖原因，进行综合解决方案的选取。
3.2 干扰问题分析
3.2.1 问题分析
京沪线北京 RNC53 Ec/No 以通话为单位和以小区
为单位的分布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呼叫次数

道弱覆盖等问题。
a）站间距设置不合理。判断标准（需要灵活掌
握）：建设指导意见定义高铁覆盖的合理站间距在 1.6~
2 km，最佳的覆盖站间距在 1.6~1.8 km，实际现网覆盖
中大于 2 km 情况仍然较为普遍，站间距设置不合理问
题定义为 2.4 km 以上的站间距造成的弱覆盖。解决方
案：
增加覆盖基站、拉远 RRU 等手段。
b）基站距离铁轨距离不合理。判断标准：建设指
导意见定义基站至铁轨垂直距离在 100~500 m，其中
200~400 m 的垂直距离为最佳。根据高铁周边建设基
站的情况仍然有部分基站存在垂直距离不合理的情
况，超出指导意见中 500 m 垂直距离的情况仍然很多，
例如 600~800 m 的垂直距离也未必能导致路段的弱覆
盖问题，需要综合复杂的地理特定，这里定义 900 m 以
上的基站垂直距离为距离铁轨距离不合理。解决方
案：不影响原有基站覆盖目标的情况下进行基站搬
迁，
或者在合适位置进。
c）回落公网弱覆盖。判断标准：建设指导意见对
高铁专网的理解为专用小区及专用频点，即测试未占
用在专用小区及专用频点上的弱覆盖路段为回落公
网弱覆盖问题。解决方案：如为参数设置问题，对参
数进行调整；非参数问题仍然需要对回落原因进一步
分析。
d）天馈设置不合理。判断标准：需要综合考虑路
段地形情况、天线挂高设置、方向角设置、下倾角设置
及天线选取等因素综合定位。解决方案：调整相应天
馈设置，
例如调整天线挂高、调整方向角下倾角等。
e）天馈问题。判断标准：在合理的网络结构基础
上，路段仍然出现弱覆盖问题，判断为疑似天馈问题，
需要和分公司进行确认判断，例如驻波比原因、功分
方式功分器接反及损坏、天线老化等因素造成。解决
方案：根据疑似判断及和分公司共同问题确认进行问
题解决，例如发现小区有驻波比告警，上站对驻波比
进行测量发现问题进行处理。
f）直放站问题。判断标准：直放站设备不稳定造
成其覆盖区域出现弱覆盖。解决方案：更换直放站设
备替换为 RRU 设备。
g）疑似小区退服。判断标准：根据省份上报的基
础工参和测试数据，如果测试数据未关联到上报小
区，疑似判断为小区退服。解决方案：上报省分公司，
检查小区工作状态，
并由分公司进行故障处理。
h）隧道弱覆盖问题。判断标准：隧道区域的弱覆

京沪线北京 RNC53 Ec/No 分布（以小区为单位）图

a）对各线路基于呼叫记录数据分析，统计每个通
话的 Ec/No 均值。
b）统计 Ec/No 小于某个值的通话数，并做出概率
分布图。
c）找出 Ec/No 值过低的通话，并关联到小区，输出
干扰问题小区列表。
d）基于输出的问题小区列表对问题小区进行进
一步核查，找到问题小区干扰原因。
3.2.2 问题定位
干扰原因可分为 3 类，周边高铁小区干扰、周边公
网小区干扰、切换不及时、其他原因。
a）周边高铁小区干扰。判断标准（需要灵活掌
握）：出现干扰路段后，其监测集和检测集主要是高铁
小区（能够关联上基站工参）。解决方案：调整干扰源
小区的方位角和下倾角。
b）周边公网小区干扰。判断标准（需要灵活掌
邮电设计技术/2017/09

45

无线通信 孙金琛，刘 亮
Radio Communication 基于呼叫记录数据（GPEH）的高铁无线网络分析方法

握）：出现干扰路段后，其监测集和检测集主要是公网
小区（不能关联上基站工参）。解决方案：调整干扰源
小区的方位角和下倾角。
c）切换来不及。判断标准（需要灵活掌握）：出现
干扰路段后，其监测集有较好的专网小区（不能关联
上基站工参），但是手机没有切换。解决方案：调整切
换参数。
3.3 接入性能分析
3.3.1 问题分析
京沪线北京 RNC53 未接通通话数按呼叫类型分
类如表 1 所示。
表1

京沪线北京 RNC53 未接通通话数按呼叫类型分类

通话类型

PS

未接通通话数 2 382

Registration Signalling
59

26

Speech
83

Speech+PS
46

a）对各线路基于呼叫记录数据分析，基于高铁用
户 的 分 析 对 RNC INTERNAL_CALL_SETUP_FAIL 事
件进行统计。
b）形成接入失败次数统计，并对接入失败次数较
多的小区进行统计，形成问题小区列表，基于输出的
问题小区列表对问题小区进行进一步核查，找到问题
小区干扰原因。
3.3.2 问题定位
未接通原因可分为：弱覆盖、下行干扰、上行干
扰、位置区更新（路由区更新）、切换来不及、拥塞、接
入超时。
a）弱覆盖导致未接通。判断方法：未接通之前，
大段线路 RSCP 低于-95 dBm。
b）下行干扰导致未接通。判断方法：未接通之
前，大段线路 Ec/Io 低于-12 dB。
c）上行干扰导致未接通。判断方法：未接通的小
区，ul-interference 小于-90 dBm
d）位置区更新导致未接通。判断方法：出现位置
区更新导致未接通。
e）接入超时导致未接通。判断方法：起呼后 10 s
没有响应，
终端挂机。
f）拥塞导致未接通。判断方法：网络拥塞导致未
接通，一般未接通原因值：congestion、requested circuit/
channel not available、No circuit/channel available、Re⁃
sources unavailable。
3.4 保持性能分析
3.4.1 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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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RNC53 掉话按照通话类型分类如表 2 所示。
表2

通话类型

京沪线北京 RNC53 掉话数按呼叫类型分类

掉话数

PS

1 300

Registration Signalling
10

2

Speech
18

Speech+PS
92

对各线路基于呼叫记录数据分析，基于高铁用户
的分析对 INTERNAL_SYSTEM_RELEASE 事件进行统
计，形成掉话次数统计，并对掉话次数较多的小区和
用户进行统计，形成问题小区列表，以备进一步核查。
3.4.2 问题定位
邻区漏配导致掉话。判断方法：没有配置相应的
邻区。
3.4.3 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判断方法：掉话位置在边界。

4 总结
本 论 文 立 足 于 RNC 呼 叫 记 录 数 据 ，以 爱 立 信
GPEH 数据源为切入点，主要进行了以下 3 个方面的分
析和研究。
a）数据基础分析：RNC 呼叫记录的特点和操作提
取方法。
b）高铁用户与普通大网用户的分离。
c）基本面质量分析：利用路测数据和 GPEH 数据
源进行网络覆盖、干扰、接入、保持专题的分析方法。
论文在分析过程中，考虑结合本地网应用实践经
验来进行专题的展开，将各专题的分析过程与本地网
应用操作案例相结合，初步搭建出一套深入浅出、易
于理解、便于操作的研究分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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