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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4G网络的进一步商用及视频通话的普及，承载对称业

务存在出现瓶颈的风险，城区用户感知随着用户发展下降，扩

容压力同样存在；深度覆盖：深度覆盖感知虽已经大幅提升，

但仍有提升空间，缺乏兜底网络保障基本接入，弱场情况下，

VOLTE用户接通率低等问题凸显；

因此，FDD是补充4G网络竞争力的不可或缺的制式，做好

融合组网，是保持持续的4G优势的关键。FDD LTE是全球两

大4G制式之一，比TD-LTE研发更早，技术更成熟，终端更丰

富，结合 FDD LTE和TD-LTE两种网络的优势，做好融合组

网，进一步提升4G网络满意度。

1.FDD-TDD融合组网需求现状
随着中国移动4G网络的进一步商用及视频通话的普及，承

载对称业务存在出现瓶颈的风险，城区用户感知随着用户发展下

降，扩容压力同样存在；深度覆盖：深度覆盖感知虽已经大幅

提升，但仍有提升空间，缺乏兜底网络保障基本接入，弱场情况

下，VoLTE用户接通率低等问题开始凸显，而FDD建设能够解

决相应的问题；

2.FDD规划使用建议
2.1.FDD网络定位

900MHz LTE FDD网络要用于构建4G主力底层覆盖网络，

1800MHz LTE FDD网络要用于补充容量。

TD-LTE网络由于频率较高，在城区深度覆盖和农村广覆

盖方面距离GSM网络还存在一定差距。900MHz频率低、覆盖

范围广、穿透能力强，必然会成为中国移动4G主力底层覆盖网

络。1800MHz LTE FDD频率资源丰富，终端成熟度高，在高

流量区域是TD-LTE网络的重要容量补充手段。

900MHz LTE FDD网络组网要求：在城市区域，900MHz 

LTE FDD网络不能简单继承原有GSM网络结构。GSM网络是

异频组网，过覆盖现象较为严重，LTE FDD网络是同频网络，

如果继承原有GSM网络结构，会导致严重的同频干扰。同时，

为了面向未来VoLTE、视频等业务的发展要求，900MHz LTE 

FDD网络必须面向目标网统一规划，确保网络结构合理。

1800MHz LTE FDD网络组网要求：在高铁、地铁、高校

等高流量场景，TD-LTE网络覆盖已经较为完善，目前突出的是

容量问题，鉴于1800MHz的LTE FDD终端普及度高，应优先部

署1800MHz LTE FDD用于容量补充。1800MHz LTE FDD与

F频段TD-LTE频率相近、覆盖能力相当，可与F频段TD-LTE

基站1:1共址建设。适应目前网络的多种不同场景的差异化组网

应用。

2.2.FDD频率规划

900MHz频段4G单载波最大带宽为10MHz，移动在

900MHz频段共有20MHz带宽频率，可部署2个LTE FDD载

波，中心频点分别设置为939MHz 和948.3MHz，不同载波带

宽时配置如下：

表1-FDD-900M各带宽配置

1800MHz频段4G单载波最大带宽为20MHz，移动在

1800MHz频段共有25MHz带宽频率，可部署2个LTE FDD载

波，中心频点分别设置为1815MHz 和1827.5MHz，不同载波

带宽时配置如下：

表2-FDD-1800M各带宽配置

3.引入FDD LTE进行网络分层
网络分层总体策略是充分利用多频点的组网优势，对室内外

进行差异化覆盖，F和FDD1800频段主要提供深度覆盖，做基

础覆盖层，D频段作为道路主覆盖，可以开启D1D2双频网或者

CA用来吸收话务。通过引入A4而不引入A5来控制小区间的切换

重选。

3.1.相关策略制定

网络覆盖复杂多样，单一的切换控制已经无法满足网络优化

的需求，分层次的网络覆盖不只是要控制低优先级的切换，更要

控制高优先级的切换，把复杂的网络简单化，将多层网络覆盖通

过参数控制为单层或者双层网络覆盖。

FDD网络相对于TDD信号更强、覆盖更广，尤其是在TDD

小区无法覆盖的场景，如深度小区覆盖、背街小巷弱覆盖等，需

要将FDD小区合理插花到TDD小区的覆盖网络内，提升网络的

覆盖，提高网络的质量。

3.2.分层组网应用

2017年中，紧随FDD试验网逐步落成，网优中基于现网D/

F插花的基本结构，通过引入D/E/F/FDD不同优先级的设定，依

据实际网络扫频数据，合理布局。通过空闲态-重选参数的优化

调整调整；连接态-切换参数个性优化；前后台测试及网络性能

指标的相互验证，精细化对问题难点的攻坚解决，按计划方案稳

步入网商用。

3.3.应用效果

表3 实验区域指标变化

以某网格为实验区域，参数修改后进行拉网测试，各项指标

均有明显提升。

图1-融合组网前后网格测试频段占用图

4.总结
TDD频谱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并且多媒体业务发展迅猛，网

络的需求量越来越大，TDD和FDD联合组网是不可避免的，通

过深入的研究这两个不同的双工模式网络的特点，可以更好的完

善我们的LTE网络。FDD和TDD两者有诸多的相同之处，但仍

然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别，利用这些不同点可以有效的联合组

网，提高网络容量的同时，又对各自的缺点形成互补，分担网络

的流量压力，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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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信运营商CT向IT战略转型，大力推进网络能力开放，

积极发展蜂窝物联网的背景下，面向第三方应用的业务及场景

日益增多，这将会对核心网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3GPP R13

定义了能力开放架构，引入业务能力开放网元SCEF（Service 

Capibility Exposure Function，网络能力开放功能），并定义

了SCEF相关的网元接口以安全开放网络业务能力，SCEF可实

现的主要功能为将核心网网元能力开放给各类业务应用，通过协

议封装及转换实现与合作/自有平台对接，SCEF的应用使网络具

备了多样化的运营服务能力。

1.SCEF引入需求分析
传统电信网络虽然语音、数据等基础网络能力强大，但核心

网的竖井式架构导致了业务与能力紧耦合，各网元对网络能力的

封装形成了资源孤岛，极大地限制了业务创新空间，已无法适应

互联网+时代开放、共享、合作模式的多样化业务创新需求。因

此运营商网络转型需求迫切，可通过引入3GPP定义的能力开放

架构，运营商通过SCEF网元开放接口、屏蔽底层实现，将蕴含

在网络和系统中的核心能力提供给上层使用，由应用向用户提供

灵活丰富的业务模式。

核心网通过引入SCEF可满足多场景、多类型业务应用的需求。

（1）管道能力差异化应用需求。可充分挖掘现有网络能

力价值，例如管道能力是电信网络的核心竞争力，若能通过

SCEF能力开放接口面向游戏/视频类应用打开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管控等能力，为不同用户提供多样化、差

异化管道服务，可进一步将运营商网络资源价值最大化。

（2）网络适配物联网终端的灵活、快速响应需求。物联网

终端类型繁多，不同应用的通信属性差异较大，比如有些业务场

景需要网络参数按需实时调整配置时，若采用修改HSS等网元配

置信息的方式，会存在网络配置工作量大、需求响应周期长、影

响网络安全等问题。而采用打开SCEF能力开放接口的方式，实

现配置参数下发，将第三方平台用户属性或配置需求信息实时更

新至网络侧，可满足灵活、快速、高效配置网络属性的需求。

（3）面向5G微服务化需求。5G网络架构采用切片化提供

网络能力，以适应多类型业务多场景化通信需求，业务可编排网

络可自动部署的演进趋势更需要网络能力可开放可共享。因此

SCEF网元功能将变得尤为重要，各类控制面网元可通过SCEF

来实现信息可交互、可共享、可配置、可编排，以满足5G多样

化业务需求。

2.SCEF网络架构及开放的能力
3GPP R13定义的能力开放架构如图1所示，通过各类接口

可开放的网络能力主要包括：通信信息获取、位置信息获取、

通信服务开通信息获取、网络设置信息获取等。SCEF的引入使

得能力开放网络配置简单、高效。通过对单个网元SCEF进行配

置，即可实现核心网多网元各种能力的开放，而不需要在每个核

心网网元中新增能力开放模块；同时，引入SCEF网元对接各种

业务需求的合作/自有平台，可自动将平台需求参数通过SCEF自

动下发至核心网网元，避免了网络维护人员工作量的增加以及人

为配置可能出现差错的风险，可确保网络配置的正确率及网络安

全，提高网络运维效率。

基于SCEF网络架构定义，可开放的网元能力及应用主要包

括下面几点。

（1）对PCRF的能力实现开放

面向用户多样化数据速率承载的需求，运营商可将SCEF与

流量经营PCRF（Policy and Charging Rules Function，策略

与计费规则功能网元）网元之间的Rx接口进行能力开放，例如

可将PCRF自有能力：PCC加速、QoS资源申请、修改、释放

等功能开放给业务平台，以实现管道能力实时敏捷适配用户多样

化需求。

（2）对HSS/MME实现能力开放

随着物联网业务的高速发展，其终端多样化、需求个性化

将会对核心网网络提出更多能力要求。一方面是网络侧信息获取

需求，通过SCEF可将网络侧HSS/MME（Home Subscriber 

Server/ 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归属用户服务器/移动

性管理实体）中存储的用户位置信息、网络配置、业务/服务开通

信息等网络侧信息提供给第三方/自有应用平台，可为用户提供多

样化信息服务。另一方面需要将第三方平台用户个性化属性或配

置信息下发至网络侧，以实现网络参数按需灵活自动配置。

（3）对更多核心网能力实现开放

面向未来5G应用的多种业务场景及多样化用户需求，

运营商还可将更多的网元能力进行开放。例如开放S-CSCF

（Serving-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服务-呼叫会话

控制功能）与SCEF之间的ISC（IP multimedia Subsystem 

Service Control，IMS业务控制）接口可实现多方会议、号码

显示等语言类能力的开放等，并最终可基于4G/5G融合架构通

过NEF（Network Exposure Function，网络功能开放）与

SCEF统一的北向接口实现更多核心网网元能力的融合开放。

3. SCEF部署及应用
3.1  QoS管道能力开放及部署应用

面向未来市场的井喷式发展以及业务的QoS多样化、个性化需

求，运营商可充分利用自身管道优势，面向合作方业务平台，开放

网络管道能力以满足游戏加速、视频类应用等多样化QoS需求。

部署方式为在EPC（Evolved Packet Core，演进的分组

核心网）网络架构中增加网络能力开放层SCEF，根据应用的

QoS要求向PCRF申请、调整网络资源，同时根据应用要求向

PCRF执行网络资源事件通知的订阅和取消订阅，并将SCEF与

业务平台之间基于JSON/XML（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Java脚本对象表示/扩展标

记语言）的协议转换为SCEF与PCRF之间的Diameter协议，

解决了协议兼容性问题的同时也提高了网络安全性。EPC网络

基于SCEF的QoS能力开放架构如图2所示，SCEF通过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接口向第三方业务开放网络能力，通过Rx接口实现接入控制，

并实现接口封装及转换、会话管理、路由等功能。

通过SCEF将网络侧用户数据业务的QoS能力封装后以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形

式开放给第三方应用。应用平台根据用户需求及时（用户使用业

务时）向网络侧发起业务加速申请，网络侧依据与业务签订的协

议，为当前用户提供加速服务。以游戏加速应用为例，用户开启

某个手机游戏，发起业务加速请求，游戏业务平台调用能力网元

接入模块经由管道能力网元向网络侧申请业务加速，用户升级为

临时VIP用户，游戏服务商为该用户的游戏链接申请差异化服务。

3.2  物联网领域的能力开放及部署应用

NB-IoT蜂窝物联网以其覆盖广、连接多、速率低、成本

低、功耗低等优势而得到迅速发展。以NB-IoT低功耗实现技术

的能力开放为例，若引入能力开放网元SCEF，可使终端省电特

性更加智能化，同时运营商网络运维更加安全、高效。

基于现有EPC架构的NB-IoT网络，影响终端省电时长的

三个参数为周期性TAU（Tracking Area Update，跟踪区更

新）、PSM（Power Saving Mode，省电模式）的Active 

Time和eDRX（extended Idle Mode DRX，扩展的空闲模式

DRX）周期长度，三个参数关系如图3所示。终端在一个TAU周

期结束后，会退出省电模式，再次发起TAU流程；UE可同时请

求激活PSM模式和eDRX两种省电模式，由MME决定某个或两

个同时生效。若将核心网MME、HSS网元的网络参数配置能力

进行开放，可将物联网用户个性化、多样化的省电时长需求参数

通过物联网卡和终端的统一管理平台下发至核心网控制面网元，

以实现网络自助配置并决定终端省电时长。这不但满足了终端用

户多样化的省电时长需求，更是避免了网络维护人员工作量的增

加以及人为配置可能出现差错的风险，且免去网维人员参与配

置，需求响应更及时高效。

图3    周期性TAU、Active Time、eDRX三个参数关系图

部署方式为在EPC网络架构中增加网络能力开放SCEF网

元，网络架构如图4所示。物联网统一管理平台将影响终端休眠

时长/频率的三个时间参数PSM的Active Time、周期性TAU时

间和eDRX周期长度集合下发至SCEF，SCEF将周期性TAU时

长参数下发至HSS，HSS再下发至MME，SCEF通过S6t接口

向用户归属HSS查询到用户拜访的MME，SCEF将省电模式的

时间参数PSM的Active Time、eDRX参数通过T6a接口下发至

MME，当UE和MME进行Attach附着/TAU流程时协商省电模式

时间参数，并以MME配置参数为准。SCEF能力开放功能的引

入，使得网络可根据物联网用户需求自助配置省电时间参数，满

足了用户多样化、个性化低功耗需求。

4.SCEF面向5G演进的展望
SCEF的引入为运营商网络能力开放带来了新的商机，但面

向未来5G丰富多样的业务需求，能力开放若面向多网元应用，

南向需支持多种协议接口，将导致网络结构很复杂，接口功能分

散且重复、网络部署与运维难度大、存在安全性风险等问题。

因此，5G架构规范TS 23.501中将NEF作为了架构中的重要功

能，如图5所示，且控制功能集中部署、切片化的架构设计更利

于网络能力开放。另外，5G架构的网络还可将虚拟化管理及编

排能力等新型网络能力对外开放，实现业务自主编排、网络服务

及功能差异化定制、网络资源按需伸缩等多类型能力开放应用。

图5    能力开放基于5G的网络架构

SCEF的引入打开了运营商网络能力开放的窗口，也改变了

传统业务的运营模式。面对日益多样化、差异化的业务需求，运

营商通过能力开放将核心能力转化为竞争优势，SCEF的引入功

不可没，面向未来5G，它将以特有的优势联手优质第三方合作

平台，开放各种业务能力，创建共赢的电信生态环境

5.结束语
面对OTT竞争及未来业务丰富多样化的需求，网络能力开放

是电信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以SCEF引入的需求分析为切

入点，从管道能力差异化应用、网络智能适配物联网终端需求、

5G微服务化应用三个方面分析了未来核心网网络能力开放的必

要性。通过分析规范定义的SCEF网络架构及其可提供的开放能

力，提出了SCEF在QoS管道能力开放应用、物联网终端省电智

能化配置应用的部署实例。同时，展望5G架构，进一步明确了

SCEF能力开放引入的重要意义。面向未来，运营商通过能力开

放将核心网络能力转化为竞争优势，还可联手优质第三方合作平

台，通过开放各种网络能力，共同创建共赢的电信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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