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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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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网络质量，提升用户感知，对居民小区 LTE 网络的深度覆盖问题，首先

LTE；
对比分析；
深度覆盖；
场强测试

进行了小区特点分类分析，确定主要研究对象之后，采用目前主流的 3 种覆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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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了覆盖效果、造价投资、施工和维护的对比分析，确定了最优方案，并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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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方案进行实际施工，开通后进行了场强测试，
验证了覆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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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network，improve the user perception，on the residential area in depth coverage of LTE
networks，the residential characteristics classification is analyzed first，then determines the main object for study. It compares
the 3 current mainstream coverage schemes on covering effect，investment cost and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and selects the optimal scheme，and deploys it.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field test，the coverage effect i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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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过 3 年的 4G 网络大规模建设，我国的 4G 网络
已具规模，但是主城区的连续覆盖能力和深度覆盖能
力仍然不足，与目前市场发展和业务需求有一定差
距。运营商为了提升网络质量，推进网络深度覆盖，
完成“打造 4G 精品网络，做广、做深、做厚 4G 网络”的
工作目标，继续挖掘城区潜在用户，而居民住宅小区
是用户晚间的主要集中地，如何实现居民小区的深度
覆盖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
收稿日期：2017-10-12

因为居民小区的楼宇分布不拘一格，用户在家的
时间较长且基本固定，晚间为用户集中的高峰期，在城
市的各个居民小区都有很多的潜在业务量，如果居民
小区 LTE 网络深度覆盖做的好，就会给运营商带来更
多的回报，同时也会因为覆盖好，而得到更多的用户口
碑。因此，居民小区深度覆盖已是目前 LTE 网络建设
的重点方向。

1 居民小区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居民小区的建筑物结构分布有一定
的规则。按照建筑群形状，可以大致分为如下 3 种。
a）单排多栋小区。一般此种小区都相邻主要街
邮电设计技术/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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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针对此类建筑分布，覆盖方式不多，考虑主要道路
的切换问题，只能采取传统的室内分布系统或内侧街
道路灯杆布放室外天线或美化天线进行覆盖，由于支
撑物高度限制，覆盖效果有限。
b）环抱式小区。小区楼宇围绕着花园、广场等标
志性建筑物建设。此类场景覆盖只需抓住重点，在建
筑围绕的中心花园或广场等安装相应的美化天线，即
可起到很好的覆盖效果。例如：小区中心为花园可采
用树型美化天线，小区中心为广场可采用广场灯型美
化天线或利旧广场灯等支撑物建设室外天线。天线
建议采用全向天线覆盖效果更佳。
c）多排多栋小区。此种楼宇分布小区为最普遍
的居民小区，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可以按照建筑
物高度细分为以下几种：多层住宅小区、高层住宅小
区、复合型小区（高层、低层组合小区）、别墅小区、老
旧平房小区（城市内较少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几种
居民小区各有特点，
归纳总结如下：
（a）多层住宅小区：楼宇层高一般不超过 7 层，老
旧的小区一般为平顶带女儿墙，近期新建的多层小区
楼顶多为尖顶阁楼。小区楼间距一般为 20 m 左右。
（b）高层住宅小区：按楼宇层高大致可分为两种：
小高层小区楼宇层高多为 15 层以下；高层住宅小区楼
宇层高都在 15 层以上。高层居民小区楼间距一般在
30 m 以上。
（c）复合型小区：指高层和多层住宅组合搭配的
小区，楼宇分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一般多层住宅集
中在一起，高层住宅集中在小区的一侧或多层周边。
小区楼间距符合上述两种场景的各自标准。
（d）别墅小区：楼宇一般不超过 5 层，并且多为独
栋，小区内绿化较好，楼间距较大。

2 覆盖方案
针对上述居民小区场景，目前主要使用如下 3 种
覆盖方案。
2.1 传统室内分布系统
利用传统室内分布系统的全向吸顶天线、定向板
状天线等类型的室内天线在住宅楼内的公共区域进
行安装布放，覆盖住宅楼室内部分区域。覆盖信号通
过穿透住户门或墙壁到达住宅内部。此种方式适合
于楼内公共区域可以进行天馈布放的高层住宅小区。
优点：使用分布式基站作为信源可增加覆盖容
量，使用传统室内分布系统可以进行精准覆盖；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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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可保证。
缺点：住宅内的边角部分的房间无法保证覆盖效
果，需要借助室外信号进行补充覆盖，容易发生室内、
外信号切换频繁易掉网。
本方案适合应用于高层住宅小区及复合型小区
的高层住宅部分。
2.2 使用美化天线的室外覆盖分布系统
采用分布式基站作为信源，通过无源器件进行功
率分配，然后由室外美化天线覆盖。
优点：系统运行相对稳定、可靠、故障率低，组网
方便、快捷，并且对将来的网络重新规划影响不大，可
随时根据网络需求更换其站址；采用美化天线，使其
融入到周围的环境当中，可以降低小区居民的敏感
度。
缺点：电梯和地下室需要单独加室内分布系统解
决；施工难度大，要对多个楼宇间进行射频电缆的布
放，必然要涉及多个业主间的施工协调；如信源采用
分布式基站设备，那么对设备主机房的要求较高。
本方案适合应用在别墅小区的覆盖、多层住宅小
区的覆盖。
2.3 LTE 新型产品覆盖方案
近年来随着 LTE 网络的发展，各设备供应商相继
研发了一系列的新型产品投入到 LTE 网络的覆盖建
设 当 中 。 新 型 产 品 的 特 点 可 归 纳 为 高 集 成 度 ，有
BBU、RRU、天线集成到一起，有把 RRU 和天线集成到
一起。传输采用光纤或网线，大大的降低了施工难
度。下面以 PADRRU 设备为例，探索新型产品在居民
小区深度覆盖中的应用。
PADRRU 设备主要把 RRU 设备与天线集成到一
起并作了美化处理，设备大小如同平板电脑，大大降
低了施工协调难度。居民小区采用 PADRRU 设备室
外安装达到覆盖住户室内的目的，通过安装在住宅楼
外墙壁实现对其他楼宇的覆盖。
优点：在物业点通过光纤或网线传输，覆盖效果
好。施工简单，协调容易；监控网管方面有优势，可以
做到末端全网监控。
缺点：室外楼宇对打，上下行平衡难控制，设备分
区较多，需要合理规划小区、尽量减少切换；电梯和地
下室无法使用本方案解决。
本方案可适用上述全部多层多栋居民小区场景。
2.4 3 种方案对比
2.4.1 造价对比

何晓明，
代 明，
许 卓 无线通信
关于居民小区 LTE 网络深度覆盖的探索和实践 Radio Communication

对上述 3 种覆盖方案进行造价对比分析：以一个
12 栋楼宇（4 排、每排 3 栋）的小区为例。楼宇最外侧
为 3 座小高层，内部为 9 座多层的复合型小区。针对
此小区分别采用上述 3 种覆盖方式估列设备物料并进
行投资预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3 种覆盖方案造价分析对比表

建设方案
传统室内分布系统
美化天线小区分布系统
LTE 新型产品覆盖

需要安装的 建筑安装工 其他费
设备费/元
程费/元
用/元

总价值/
元

89 513

78 579

13 647

181 739

145 122

49 175

24 669

218 966

154 600

99 483

18 204

272 286

由表 1 可知，造价对比结果：美化天线>LTE 新型
产品>传统室分。
2.4.2 施工和维护对比
2.4.2.1 施工方面
传统室内分布系统方案：施工较复杂，需要在棚
内完成馈线的布放和器件的安装，对居民用户影响较
大，安装后天线露出棚面，容易提高居民的敏感度。
美化天线小区分布系统方案：施工更加复杂，需
要在小区园区内建设路灯、灯杆等美化天线和布线，
需要大规模破损地面，协调非常困难；但由于使用了
美化天线，
有效降低了居民的敏感度。
LTE 新型产品覆盖方案：施工简单，需要在居民楼
单元门雨搭上方或楼外墙上安装设备，部分小区协调
较困难，由于采用光纤传输，施工相对美化天线方案
简单一些。
从施工难易度来看：LTE 新型产品>传统室分>美
化天线。
2.4.2.2 维护方面
传统室内分布系统方案：维护较难，馈线、器件出
现问题需要维修人员钻棚更换。
美化天线小区分布系统方案：维护较容易，天线、
馈线都在公共园区内，不用入户即可实现维护，但由
于馈线地埋，
更换和检查较困难。
LTE 新型产品覆盖方案：维护较容易，PADRRU 和
配套的电源线、光缆都在楼梯间及其外墙壁等公共区
域内，不用入户即可实现维护。
从维护难易度来看：LTE 新型产品覆盖>美化天线
>传统室分。

3 方案规划设计及验证
3.1 方案规划设计

根据第 2 章的分析，LTE 新型产品覆盖方案在施
工和维护上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按本方案施工后的
覆盖效果如何，如何在实际中落实呢。下面进行实践
测试。
首先，需要规划出覆盖区域：先确定需要覆盖的
居民小区，使用专用的手机路测软件测试；导出测试
的 LOG 场强图并进行分析；按照现网终端场强要求的
最低门限-105 dBm 考虑，室外信号需要穿越一层居民
外墙到达居民室内；按照墙体损耗 15 dB 计算，楼间室
外覆盖门限值可设定为-90 dBm，楼间路测场强低于
此门限值的部分居民楼宇需要作覆盖。
确定了需要覆盖的楼宇，下面进行方案设计，按
照设备的覆盖能力进行合理的布放。PADRRU 设备
的水平半功率角为 65°，垂直半功率角为 30°。对于楼
间距为 20 m 左右的住宅楼，垂直方向可覆盖 15 层左
右，水平方向可覆盖 1~2 个单元；对于楼间距在 30 m
以上的住宅楼，如果把设备横置放置可覆盖 25 层左
右，水平方向一样可以覆盖 1~2 个单元。对于 25 层以
上的楼宇，楼间距又不够大的场景，只能采用设备垂
直叠放的方式来进行覆盖。
考虑施工的可操作性，推荐设备安装位置为单元
门的雨搭上方楼外墙壁，需要垂直叠放的第 2 台设备
建议安装在楼顶女儿墙。对于无公共区域的别墅居
民小区可采用利用合适位置的灯杆、监控杆上安装设
备的方法进行覆盖。
3.2 方案验证
以大连移动第一个 PADRRU 新型产品深度覆盖
居民小区商都花园为例，本站点采用 1 台 BBU，7 台
PADRRU 均 安 装 于 单 元 门 口 雨 搭 上 方 覆 盖 对 向 楼
宇。覆盖方案如图 1 所示。
覆盖前后场强对比明显，速率提升显著。PAD
RRU 产品开通后，如图 2 所示，居民小区内场强均在
-80 dBm 以上，SINR 均在 25 dB 以上，达到了极好的覆
盖效果；
速率相比于覆盖前提升大约 3 倍。

4 结束语
通过对居民小区 LTE 网络深度覆盖问题的研究，
针对主要的居民小区场景进行主流覆盖方案的对比
分析探讨，最终得到了最优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实际
的施工和场强测试予以有效验证。本研究成果希望
可以作为 LTE 网络及未来 5G 网络应用的的有效借
鉴。同时依托未来通信设备产品的进一步集成化和
邮电设计技术/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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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此类场景的解决方案还可以随之不断演进和提
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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