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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 LTE 网络的逐渐完善以及 4G 智能终端的普及，中国联通移动网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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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迈入 4G 时代。同时，已经为用户服务 10 余年的 2G 网络也面临着逐步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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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G 进一步发展腾退频谱资源的情况。着重分析中国联通现网 2G 终端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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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退网提供可行性分析及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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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LTE network and the popularity of 4G smart terminals，China Unicom has entered the 4G era
in mobile network. At the same time，2G networks which has existed more than ten years is planned to be shutdown from the
current network in order to vacate the spectrum resourc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4G.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2G terminal status of China Unicom’s current network，and provides feasibility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for 2G network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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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 4G 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近年 LTE 网络的大
发展，中国联通已全面迈入 4G 网络时代。据最新运营
数据显示，中国联通移动出账用户数已经达到 2.69
亿，其中 4G 用户 1.34 亿，4G 用户占比已经达到 50%。
与此同时，随着 4G 网络与业务的不断发展，频谱资源
变得日益紧张，而占用宝贵低频段频率资源同时效率
较差的 2G 网络何时“寿终正寝”，为正在发展的 4G 网
络腾退宝贵的频率资源逐渐成为业界讨论的重点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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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欧美及日韩等国运营商的 2G 网络清退要明显早
于国内的电信运营商。例如：日本软银已于 2010 年 3
月底关闭其 2G 网络，以全力发展 3G/4G 业务。芬兰于
1999 年 3 月在全球率先发放 3G 许可证，2010 年关闭
2G 网络。新西兰电信（Telecom）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关
闭其 CDMA 版的 2G 网络。美国的电信业巨头 AT&T
也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关闭了 2G 网络，并将腾退的频率
资源用于 4G/5G 的发展。国内运营商由于政策、资费
等历史遗留原因还有大量 2G 用户在网，因此还未全面
关闭 2G 网络，但经历了 3G 和 4G 两代的技术更迭后，
运营了十几年的 2G 网络已经成为国内三大运营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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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负担，
2G 退网箭在弦上。
2G 网络的退网是系统化工程，目前业界讨论较多
的是如何从网络层面对 2G 网络逐步进行减频直至退
网，但最终为运营商带来收益的是终端用户，因此如
何在对终端用户感知和运营商收益影响最小的前提
下实现 2G 退网才是运营商最关心的问题，本文主要从
终端侧为中国联通 2G 退网提供可行性分析及建议。

1 终端总体情况
1.1 终端类型定义
本 文 将 支 持 中 国 联 通 4G 网 络（LTE- FDD
表1

终端类型

存量用户

2G/3G/4G 终端用户的出账用户、业务及收入占比

流量占比/%

收入占比/%

28.4

19.8

0.5

13.8

11.5

13.6

0.3

7.1

4G

60.6

74.4

97.7

77.4

80.2

82.4

98.4

76.1

3.4

5.6
0.2

1.7
0.1

收入占比/%

出账用户数/%

通话时长占比/%

5.6
3.2

由于中国联通近年 4G 网络的迅猛发展，根据最新
数据统计，无论是出账用户数，业务还是收入的占比
方面，中国联通 4G 终端都占有绝对优势，并且由于 3G
终端的转网难度相对较低，中国联通 3G 终端的全国平
均出账用户数占比已经低至 7.6%，3G 终端已经绝大
部分完成向 4G 终端的转移。与此同时，虽然中国联通
4G 终端的各项占比指标都占有绝对优势，但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出账用户数方面，全国持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出账
用户数占比仍然高达 28.4%，其中中西部欠发达省份
的中国联通 2G 终端占比甚至超过 35%。中国联通 2G
终端用户在现网仍然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业务方面，持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用户产生通话时
长占现网总通话时长的 19.8%，数据业务流量占比相
对较低，仅为 0.5%，基本可以忽略。由此可以推断目
前中国联通现网至少存在 19.8%的语音业务需要 2G
网络来承担，如果再考虑 3G/4G 终端锁 2G 网络以及
3G/4G 网络回落的情况，2G 网络实际承载的语音业务
将更多。北上广深等发达省市相应数值较低，在 10%
以内，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数值较高，在 25%左右，总
体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总的来看，VoLTE 商用之
前，2G 网络仍然是中国联通主要的语音业务承载网之
一。
收入方面，目前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收入贡献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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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总体移动用户收入的 13.8%，部分省市如安徽的占
比接近 20%。这对目前利润率相对较低的电信运营
商来说不容小觑，如果 2G 退网策略方面存在失误导致
用户流失的同时使收入和利润大幅降低将得不偿失。
新增用户方面可以看到，目前中国联通月新增用
户中仍然有 11.5%左右的持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用户，
在存量迁转的同时，还应特别注意增量的用户的情
况，通过相应的市场策略尽量减少 2G 终端的入网。
综上所述，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无论从出账用户
数、业务还是收入等方面来看，中国联通 2G 终端在现
网的影响仍然较大，若现在实施 2G 网络退网将对现网
用户数量、收入等造成较大影响，因此目前来说，中国
联通仍不具备全面实施 2G 退网的条件。
1.3 2G 终端占比趋势分析
近半年以来，持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出账用户占比
呈持续下降趋势（见图 1），从 2016 年 12 月的 35.7%下
降至目前的 28.4%，降幅为 20.4%，基本呈线性下降的
百分比/%

未知

7.6

通话时长占比/% 流量占比/%

当月新增用户

2G
3G

出账用户数/%

BAND 3 或 LTE-FDD BAND 1 或 LTE-TDD BAND 40
或 LTE BAND 41）的终端定义为中国联通 4G 终端；将
不 支 持 中 国 联 通 4G 网 络 但 支 持 中 国 联 通 3G 网 络
（WCDMA FDD BAND 1 或 WCDMA FDD band 8）的终
端定义为中国联通 3G 终端；将非中国联通 3G/4G 终端
且支持 GSM 900 或者 GSM 1800 的终端定义为中国联
通 2G 终端。基于此类定义，中国移动的 4G 定制终端
在本文中将被定义为中国联通 2G 终端。
1.2 终端的用户数、
业务、收入占比分析
表 1 给出了 2G/3G/4G 终端用户的出账用户、业务
及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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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持 2G 终端出账用户数占比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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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按此趋势估计，至 2018 年底，现网中国联通 2G
终端出账用户数占比将降至 10%以内，达到相对比较
理想的 2G 退网条件。

2 2G 终端分析
2.1 2G 终端构成
现网目前有将近 1/3 的出账用户持中国联通 2G 终
端，这些用户的组成因素较为复杂，基本由普通 2G 功
能机、异网 3G/4G 定制机、行业物联网终端等组成。对
于不同种类的中国联通 2G 终端要应用不同的转网策
略，因此前提条件是对目前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构成有
较为全面的了解。
由表 2 中最近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联通 2G 终
端中，2G 公开版终端和移动定制终端占绝大多数，2G
公开版大多是由于以往的存量 2G 用户、新入网的功能
机、老人机以及目前使用 2G 网络通信的物联网模块组
成，这部分用户普遍以语音业务和低频窄带通信需求
为主，对于数据业务的需求不强烈同时对于价格非常
敏感，
因此转网难度较大。
表2
2G 终端构成
2G 公开版

电信定制 3G 终端
电信定制 4G 终端

单卡
（51.7%） 其他

移动定制 3G 终端

2G 终端构成

占比/%
61.4
0.7
0.6

17.5
6.9

移动定制 4G 终端

12.9

电信定制 3G 终端

1.8

2G 公开版

电信定制 4G 终端
双卡
（48.3%） 其他
移动定制 3G 终端
移动定制 4G 终端

41.2
4.8
0.0

10.7
41.5

ARPU 值/元
17.8
21.2
23.3
20.7
24.6
28.7
22.2
29.6
35.8
25.1
27.1
34.7

移动定制版终端占比较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移动
一直利用其在 4G 用户方面的垄断优势阻碍终端厂商
推广“全网通”终端导致现网存在大量“阉割版”4G 终
端，即该类终端只能享受中国移动的 4G 网络服务但无
法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 4G 网络中享受服务，若用
户购买中国移动定制版终端使用中国联通 SIM 卡只能
在中国联通使用 2G 网络。根据 ARPU 值的统计可以
看出，中国移动定制版 4G 终端的 ARPU 值要远高于
2G 公开版终端，因此转网价值较高。针对这种情况，
中国联通可推出优惠换机服务，通过各种渠道向用户

大力宣传全网通手机的优势，推动用户更换全网通手
机并转化成中国联通 4G 用户。
从 中 国 联 通 2G 终 端 单 双 卡 统 计 可 以 看 出 ，有
48.3%的用户持双卡手机，对于双卡手机要做到转网，
必须促使用户将中国联通 SIM 由“副卡槽”向“主卡槽”
转换，因此对于双卡终端尤其是两张卡非同一运营商
的双卡终端来说，需要由“副卡槽”转到“主卡槽”的转
网难度更大。
2.2 2G 终端高价值用户分析
2G 终端中有一部分高价值用户应该在转网过程
中特别注意。本文将 DOU 值 1 GB、MOU 值 250 min 以
上或 ARPU 值 50 元以上的中国联通 2G 终端用户称为
2G 高价值用户。根据近期数据统计显示，目前持中国
联通 2G 终端用户中，有 0.4%的用户近 1 月 DOU 值在
1 GB 以上，15.9%的用户近 1 月 MOU 值在 250 min 以
上，11%的用户近一月 ARPU 值在 50 元以上。对于 2G
高价值用户，应采取更加积极的转网推进措施。

3 2G 退网存在的难点
目前，国内的 2G 退网也仅存在于运营商内部文件
的层面并未公开给出过时间表，皆因目前 2G 全面退网
对于各大运营来说都存在不少难点。从终端维度的
数据分析不难看出，目前中国联通在全网大规模实施
2G 退网还存在不小的挑战，原因有如下几点。
a）2G 存量用户仍然较多：当前数据显示，目前持
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用户仍然贡献现网出账用户数的
28.4% ，语 音 通 话 时 长 的 19.8% ，移 动 用 户 收 入 的
13.8%。这部分用户对于中国联通来说依然是宝贵
的，若全网大规模强制关停 2G 网络会导致这部分用户
流失，得不偿失。
b）中国移动定制机的魔咒：当前数据显示，目前
现网的中国联通 2G 终端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双卡中国
移动定制版 4G 终端，这部分用户仅使用中国联通的网
络进行语音业务并且主卡槽大部分为中国移动 4G 卡，
同时这部分用户的 ARPU 值还相对较高，转网难度极
大。这部分用户的去留对于中国联通的收入和口碑
都有一定影响，因此如何针对这部分用户进行维系并
推动转网是营销方面的难点。
c）物联网终端的烦恼：5G 到来之前，中国的三大
运营商以物联网等新业态为突破口抢占市场，而为避
免被管道化，运营商正在打造各自的智慧生态圈。中
国联通在 2017 年 6 月召开的国际伙伴大会上公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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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目前中国联通的物联网连接数已经超过 5 000 万
个。物联网终端具有低功耗、窄带、低速等特点，因此
相当一部分使用 2G 网络作为通信承载网，这些终端与
普通终端有一大不同就是更换周期普遍较长，例如智
能燃气表、车辆服务、环境监测等。若用户已部署了
内嵌 2G 模块的终端，这些终端向 NB-IoT 迁移时需要
重新改造终端，这无疑给用户带来不少成本。在很多
场景下，用户可能会继续使用 2G 服务。如何将这部分
使用 2G 网络的物联网模块平滑过渡到即将商用的
NB-IoT 网络也是中国联通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4 基于终端的 2G 退网策略建议
a）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逐步实施 2G 退网：根据
目前统计数据来看，在北上广深等东部发达城市，中
国联通 2G 终端的用户、业务和收入占比都相对较小，
以北京为例，其中国联通 2G 终端的出账用户数比例为
14.3% ，通 话 时 长 占 比 仅 为 8.3% ，收 入 占 比 也 仅 为
5.7%。在已初步具备 2G 退网的条件的城市诸如北上
广深等，可以选取一些区域作为试点逐步实施 2G 退
网，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向其他区域和城市推广。
b）精细化营销，推动用户转网：在用户转网方面，
面对不同的目标客户群体要使用差异化的营销策略，
实现精准营销。对于 ARPU 值较低且仅有语音需求的
客户来说，可使用更加优惠的语音套餐策略吸引其更
换 4G 手机；对于中国移动定制版 4G 终端用户，可推出
优惠换机服务推动其更换支持中国联通 4G 网络的终
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
c）推动 VoLTE 低成本终端入市：为了加速用户向
4G 转网，中国移动已经与高通、联发科、展讯等芯片企
业合作，推出支持 VoLTE 技术的公版项目 6+芯片平
台，希望将支持 VoLTE 的 4G 手机的价格推入到 299
元。在 VoLTE 方面，中国联通可以效仿中国移动，在
VoLTE 商用后大量推动 VoLTE 低成本终端入市并结
合更加优惠的套餐策略引导 2G 终端用户更换 VoLTE
终端。
d）终端厂商的层面：一方面，中国联通要和中国
电信一起继续联合各大终端厂家推动全网通终端的
普及，并加强用户面的宣传与推广。另一方面，联合
终端厂家减少或停止生产 2G 功能机、老人机等纯 2G
终端，通过相应的补贴策略引导其转向生产低成本的
4G 终端，控制纯 2G 终端的入网增量，为 2G 退网打下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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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尽快完善以 NB-IoT 为核心的物联网生态链：
早在 2015 年中国联通建成全球第一个 NB-IoT 示范
点，在 2016 年启动了 900 和 1 800 MHz 的外场试验，也
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长沙等 10 余座城市开通了
NB-IoT 试点。按照中国联通的规划，2018 年则将开始
全面推进 NB-IoT 国家范围内的商用部署。同时中国
联通应尽快对目前使用 2G 网络的物联网终端产业给
予相应的补贴转网策略，在留住用户的同时为 2G 全面
退网做好准备。

5 结束语
将 2G 网 络 和 用 户 资 源 逐 步 迁 移 到 4G/5G 以 及
NB-IoT 网络是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国内三大电信
运营商目前虽未对 2G 退网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但都已
在网络和市场两方面进行积极布局。但也应该看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2G 退网也是如此，需要循序渐
进，等待政策、网络、用户等方面的条件逐步成熟后再
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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