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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河南省分公司对铁塔共享模式下运营商基站资源采用了诸多创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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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手段，分别从构建资源管理架构、建立资源管理规章、整合铁塔天线、BBU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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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放置自有机房、核查塔类产品类型等角度入手，最终成功地实现铁塔资源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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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整合，
进一步降低了铁塔租费，提高了网络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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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Unicom Henan Branch adopts many innovative integration means on operator base station resources in tower sharing
mode.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resource management architecture，establishing resourc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tegration，BBU tower antenna placement，verification of tower product type，the tower resource is fully integrated，the tower fees are further reduced and the network coverage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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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中国联通河南省分公司不断加快 4G 网络
建设步伐，基站数量和网络规模日益扩大，新增用户
得到飞速发展。铁塔公司成立后，河南联通需要支付
的铁塔租金急剧攀升。2016 年 7 月 8 日，中国联通集
团公司与中国铁塔公司正式签订《商务定价协议》。
按照协议，河南联通每年需向铁塔公司支付铁塔租金
将超过 10 亿元。铁塔租金成为公司运维成本支出的
重头。铁塔租金的多少将对公司的利润指标产生重
——————————
收稿日期：2017-10-30

要影响。在现有铁塔共享模式下，如何降本增效，提
升网络价值，已经成为企业需要密切关注的话题。中
国联通河南省分公司基于以上情况，在铁塔共享模式
下，通过对基站天线、设备、机房、铁塔新建独享等方
面的资源优化整合，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资
源整合方案。

2 基站资源整合方案
2.1 构建资源管理架构，保障资源整合优化
河南联通在全国率先成立网络资源管理中心，实
现网络资源（重点是基站资源）的核查整治和调整优
化（见图 1）。
邮电设计技术/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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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总体职责

省公司运
行维护部

业务指导

省公司网络资
源管理中心

全省网络资
源管理工作

市分公司运行维护或
网络资源管理部门

所属辖区网络
资源管理工作

设置机构、明确岗位：
▶各市分公司应在运行维护部设置网络资源管
理中心或班组，
设置专职网络资源管理岗位
▶在具有相应专业维护职能的县（市、区）维护单
位，
按专业设置专职或兼职的网络资源管理岗位

省公司网络资源管理中心设置系统规划支撑、分析评价、资源调配、资源响应、专业资源数据管理等岗位

图1

资源管理架构示意图

a）管理原则：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分专业动态维
护，面向客户、面向业务、科学调配、发挥网络资源最
大效能。
b）组织架构：在省公司运行维护部业务指导下，
省网络资源管理中心负责全省网络资源的管理。
c）明确责任：各级分公司运行维护部是网络资源
管理工作的总体责任部门。
d）设置机构、明确岗位：市分公司应在运维部设
置网络资源管理班组或专岗，负责对本地网内网络资
源统一管理。
2.2 建立规章制度，
实现规范化管理
2016 年 8 月河南联通印发《中国联通河南省分公
司网络资源管理办法》，实现“完善制度、健全体系，理
清思路、明确规则”目标。一是建立资源管理体系：明

管
理
范
围

▶资源分类：
移动网、固定网、传输网、线路、动力及配套设施资源五
大类别
▶借助 IT 支撑系统，实现覆盖全专业网络资源的流程化闭环管理，真实
展现网络资源的使用状态
▶网络资源管理内容：数据标准管理、调配管理、使用效率管理、标识规
范管理、服务质量管理等

管
理
流
程

▶网络资源活动均由业务需求触发
▶工单流转时间限定、各环节职责分明，
形成全程可视、流转可控、闭环
操作的生产流程
▶网络资源管理流程体系：资源新增、资源变更、资源退网等
▶明确各环节的主要角色、发起因素、审核部门、关键步骤、执行动作、时
限要求、关键管控点等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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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管理原则、组织架构、职责、范围、流程等，落实管理
责任。二是明确全生命周期管理：设计、入网、调配直
至退网。三是规范标识标签管理：统一资源命名、标
签标识唯一。四是建立纠错和动态更新机制：推进标
准化动态化管理。五是健全网络资源调配机制：综合
评价网络能力、资源利用率、网络运营效益、技术演进
等因素，科学合理调配资源。六是建立分析评价及预
警机制：快速及时响应支撑运营。具体见图 2。
2.3 在行业内率先采用多种制式网络共天馈技术
传统基站采用单网络单天线模式，例如：2G、3G、
4G 3 张网络的天线各自独立使用，存在天线利用率低
的问题。河南联通采用多端口天线，替换 3G 天线，在
行业内率先实现 3G/4G、2G/4G 基站共天线。
基于多种制式网络共天馈技术，天线工作频段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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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范围及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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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多个制式，节省建站成本和天面资源。多制式天线
的实现主要通过在天线内部合理的放置辐射单元实
现天线工作频段的宽带化，以及通过信号合路和分路
实现不同频段信号的调节和控制。传统基站采用单
网络单天线模式，2G、3G、4G 3 张网络的天线各自独立
使用，存在天线利用率低的问题。河南联通 4G 网络创
新采用多端口天线技术，替换共铁塔在网的 3G 天线，
在行业内率先实现 3G、4G 基站共天线。
拆站整合是降低铁塔租金最有效的办法，但是铁
塔公司要收 5 年赔补费，所以拆站整合暂不可行。机
房空间资源和铁塔空间资源是收费主项，减少主设备
系统数量和天线数量是降低租金的关键。减少主设
备系统可以通过采用 SDR 设备实现，但需要新购主设
备、新增投资，必须对具体站点具体核算。天线相对
造价低，所以就以天线为突破口，通过天线整合来降
低铁塔租金，
投资小、见效快。
《商务定价协议》中增加天线或系统的计价规则
如表 1 所示。
表1

多于 1 个基
本产品单元
情形 1
情形 2
情形 3

增加天线或系统的计价规则
计价规则

对于普通地面塔，
天线数为 6 副（2 套系统）及以下时仍
按 1 个产品单元核算；
超过 6 副（2 套系统）时，
每超出 3
副天线（1 套系统），按增加 1 个产品单元的 30%收费

对于其他塔类产品，
每超出 3 副天线（1 套系统），按增加
1 个产品单元的 30%收费

对于标准配置之外增加系统不增加天线的情形，
每超出
1 套系统，
若增加设备占用空间的，
则按增加 1 个产品单
元的 10%收费

天线整合前，3G、4G 独立天线，共使用 6 副天线，
占用 2 个平台；天线整合后，3G、4G 共用天线，共使用 3
副天线，占用 1 个平台，节省 3 副天线和 1 层平台。天
线整合共用场景如表 2 所示。
经核查，全省具备 3G、4G 共用天线条件的基站
11 565 个。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已替换 3G 天线的基
站 5 089 个，
共用天线比例 44%。
2.4 创新采用 BBU 集中放置中国联通自留站模式
传统建设基站，BBU 和 RRU 一般位于同一站点，
河南联通创新腾退租用铁塔公司机房，实现基站由
“机房+配套”模式改为
“RRU 拉远+配套”模式。
目前基站大部分 BBU 放置在铁塔公司机房，每年
租金 1 万元/站。河南联通根据网络布局，及时开展相
邻基站 BBU 集中放置中国联通自留站工作，通过实地
勘察，统筹安排，将放在铁塔公司机房内的分布式基

表2
场景描述

天线整合共用场景
整合
措施

效果描述

场 存量及新建的景观塔、简易塔、楼顶 3G、 铁塔公司收费系数由
景 抱杆、楼顶塔，且已安装中国联通 4G 共 0.3 降 为 0.1，平 均 每
1 3G 基站，
再新增中国联通 4G 基站 天线 站节省租金 0.3 万元
原中国联通产权存量的普通地面
场
3G、 铁塔公司收费系数由
塔，且已安装中国联通 2G、3G 基站，
景
4G 共 0.3 降 为 0.1，平 均 每
作为 1 个产品单元，再新增中国联
2
天线 站节省租金 0.7 万元
通 4G 基站
原中国联通产权存量的普通地面
场
2G、 铁塔公司收费系数由
塔，且已安装中国联通 2G 基站，作
景
3G 共 0.3 降 为 0.1，平 均 每
为 1 个产品单元，再新增中国联通
3
天线 站节省租金 0.7 万元
U900 基站
原中国联通产权存量的普通地面
塔，且已安装中国联通 2G 基站，作
场
3G、 铁塔公司收费系数由
为 1 个产品单元。铁塔公司改造铁
景
4G 共 0.6 降 为 0.4，平 均 每
塔抱杆安装 3G 基站，收费系数为
4
天线 站节省租金 0.7 万元
0.3。若再新增中国联通 4G 基站，
收费系数再增加 0.3，
合计为 0.6
原移动、电信产权既有共享的普通
场
3G、 铁塔公司收费系数由
地面塔，且已有原共享的中国联通
景
4G 共 0.3 降 为 0.1，平 均 每
3G 基站，作为 1 个产品单元，再新增
5
天线 站节省租金 0.6 万元
中国联通 4G 基站

站 BBU 搬迁整合至中国联通自留基站机房、自有支
局、接入网点机房内，取消租赁铁塔公司机房费用。
2015 年 10 月份，河南联通把所有存量铁塔和 70%
机房正式移交铁塔公司，大部分 BBU 放置在铁塔公司
机房。铁塔公司对租用机房收费较贵，单站年租金 1
万元。
如将放在铁塔公司机房内的分布式基站 BBU 搬
迁整合至中国联通自留基站机房、自有支局、接入网
点机房内，可以取消租赁机房费用。
可以采用分区域、分步骤逐步实施，首先挑出非
传输节点非环路的基站，这些基站便于拆除搬迁，一
般不会影响传输环路。然后再选择室外一体化基站，
这些基站室外条件较差，搬迁后有利于提高维护质
量，降低断站水平。
经核查，全省铁塔公司起租表数量 59 891 个，其
中，使用中国联通自有机房数量 13 274 个，自有机房
使用率 22.16%，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由使用铁塔公司
机房改为使用中国联通自有机房数量环比增加 427
个，增加率 3.32%。
2.5 加大共享铁塔资源，严控独享比例
为确保全省铁塔资源信息准确，河南联通开展现
有铁塔信息核查工作，纠正铁塔公司错误订单，实现
铁塔实际使用情况与铁塔起租表保持一致。
2016 年 7 月份以来，省公司重点组织市分公司对
邮电设计技术/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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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基础数据进行现场核查。经过 3 个多月的核查，
全省核查出问题订单 6 527 个，占全部订单的 11%。包
括塔型问题 1 129 个、塔高区间问题 1 961 个、产品单
元数问题 955 个、机房配套类问题 1 531 个、共享情况
778 个、外电引入费数据问题 159 个、未安装基站 14
个。
河南联通前期按照网络规划，站址选择非常严
格，一旦确定位置就不允许变动，坚持新建原则。铁
塔公司成立后，铁塔公司具有丰富的存量铁塔站址资
源。为快速建站，河南联通改变思路，能够共享的铁
塔就不再独建，实现铁塔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缩短建
设工期和工程投资。
对于新建 4G 基站，2016 年起，河南联通建立铁塔
需求省市两级审核制度，新建独享站点比例严格控制
在 5%以内。所有新建铁塔需要经过中国联通市分公
司和铁塔公司领导审核签字盖章后，书面报省公司审
批。省公司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网优、运维、设计院、电
信等单位重点审查独建铁塔必要性、合理性，优先选
择共享铁塔，最终报集团公司审批，书面批复后方可
建设。
2016 年，河南联通原规划新增独享 1 337 个，占总
规模 9%，经核实，优化方案后，充分利旧共享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存量铁塔 1 079 个，剩余 258 个站址周边
无可用铁塔，保留新建独享，占比 1.33%，远低于集团
公司 5%的要求。

3 基站资源整合效果
3.1 带来显著的企业经济效益
经测算，全省基站资源全部整合完成后，预计可
节省工程投资 480 万元，同时每年减少铁塔租赁费 1.2
亿元。
3G/4G 基站共用天线：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全省
替换 3G 天线基站 5 089 个。铁塔产品单元的收费系数
由 0.3 降为 0.1，每年节省铁塔租金 3 230 万元。
拆旧下来的多端口天线，可以直接利旧，用于 4G
新建。全省替换下来能继续使用的多端口天线预计
3 000 副，
能够节省天线投资 480 万元。
严格审查铁塔产品类型和新建铁塔建设类型：全
省核查出问题订单 6 527 个，这些问题市公司已逐步
与铁塔公司确认更正，经清算每年节省铁塔租金 3 500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全省核减 1 079 个新建独享

54

2017/12/DTPT

铁塔，按租赁 45 m 四角塔，单站年租赁费 5 万元计算，
预计可以节省租赁费 5 395 万元。
采用 BBU 集中放置中国联通自留站模式：整合基
站机房是挖潜资源的一种途径。截至 2016 年 12 月
底，由使用铁塔公司机房改为使用中国联通自有机房
数量环比增加 427 个，全省年节省机房租赁费用 427
万元。
3.2 网络覆盖能力得到提升
由于目前农村 4G 天线挂高普遍在铁塔最底层的
30~40 m，对于农村广覆盖来说，虽然 4G 天线是独立天
线，便于后期调整，但由于天线高度太低，有些 4G 基站
天线的高度甚至低于树的高度，覆盖效果并不理想。
而 3G 天线挂高普遍位于铁塔的第 1 平台 45 m 或第 2
平台 40 m 位置，铁塔高度较佳。
3G、4G 共天线后，4G 天线挂高普遍升高 5~10 m，
达到 35~45 m，4G 覆盖范围比原来扩大几百米，网络质
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目前基站资源整合工作已在全省 18 个地（市）级
公司全面展开。特别是新乡、信阳、安阳、济源等市公
司开展迅速，在节省铁塔租金方面效果明显。

4 结束语
基站资源整合是一个长期的系统过程，需要不断
优化和调整。今后将继续聚焦网络降本增效，创新基
站资源整合，加快 2G 退网，做薄 3G，
“瘦身健体”，打造
匠心网络，提升网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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