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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5G毫米波通信是5G移动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5G满足大带宽需求的必要

手段。运营商需要明确5G毫米波部署场景和方案，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从业务

发展需求角度对5G毫米波部署的必要性和5G毫米波现阶段的频谱划分、标准化、

产业链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结合5G毫米波系统测试结果，给出了5G毫米波应用主

要场景和部署方案；并从产业发展角度，给出了下一阶段5G毫米波设备、终端的发

展建议。

Abstract：
5G MMW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5G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a necessary means for 5G to meet the

demand of large bandwidth. Operators need to clarify 5G MMW deployment scenarios and plan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de-

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necessity of 5G millimeter-wave (MMW) deployment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deman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 chain，standardization and spectrum division of

5G MMW at the present stage is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test results of 5G MMW system，the main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deployment scheme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suggestions of 5G MMW devices and

terminals in the next stage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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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毫米波一般是指波长 1~10 mm、频率 30~300 GHz
的电磁波。相较于低频段，毫米波频段有丰富的带宽

资源，并且由于传播特性和波束赋形方面的特点，毫

米波从 50年代开始就被用于雷达等军事方面，随着毫

米波器件工艺材料进步和技术民用化发展，出现了车

载毫米波雷达和毫米波成像技术，被广泛用于交通、

医疗、安检等领域。

毫米波在移动通信发展初期并不是通信行业的

首选，一方面是由于 4G之前的移动通信带宽要求不

高，6 GHz以下的窄带宽已经足够满足需求；另一方面

由于蜂窝移动通信有规模连续组网的特点，采用传播

距离较短的毫米波部署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建站成本。

但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移动通信业务对通信带宽

的需求急速提升，按照 2015年 ITU-R WP5D发布报告

M.2083（5G愿景）定义的系统需求，5G将支持至少

100 Mbit/s~1 Gbit/s的边缘用户体验速率，10~20 Gbit/s
的系统峰值速率。相对于提高频谱利用率，增加频谱

带宽以提高系统峰值速率的方法更简单直接。但是，

6 GHz以下频率资源匮乏，很难找到连续的大带宽满

足 5G系统需求。移动通信行业的目光开始向高频段

转移，毫米波开始成为移动通信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

毫米波频段可以构建高达 800 MHz的超大带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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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系统，通信速率高达 10 Gbit/s，可以满足 ITU对于 5G
通信系统的要求。3GPP在 2016年初公布了毫米波信

道模型的技术报告 3GPP TR 38.900，明确了毫米波频

段作为 5G户外通信频段的可行性。目前，毫米波已经

作为3GPP 5G移动通信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 6 GHz以下频段，5G毫米波落地应用还有

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和进一步完善，如高频器件性能、电

磁兼容问题、波束赋形和波束管理算法、链路特性等方

面。另一方面，运营商和行业也开始从系统应用角度

考虑 5G毫米波部署和应用问题。但是部署和应用的

相关研究还比较分散，尚未形成明确的 5G毫米波移动

通信系统应用方向和具体的部署方案。

目前国内 6 GHz以下 5G系统已经从试验网向商

用转变，5G毫米波也需要适时开始进行网络部署规

划，移动通信行业急需运营商明确 5G毫米波NR系统

未来的整体需求，明确设备、终端的开发计划。运营商

也需要向行业发布明确的信号，推动毫米波产业链成

熟，为未来部署做好准备。

本文首先从 5G毫米波产业发展现状着手，从频

谱、标准化、产业链、部署情况几个方面对毫米波产业

成熟度进行分析。其次，在对当前毫米波设备进行摸

底测试基础上，明确毫米波设备容量和覆盖能力，从网

络部署角度提出 5G毫米波部署场景和部署方案建议；

最后，从网络部署需求角度，对毫米波产业链的发展方

向提出建议。

2 5G毫米波产业发展现状

2.1 5G毫米波频谱分配情况

频谱是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宝贵的资源，任何一代

移动通信技术的正式商用，都必须获取一定的频谱资

源 。 国 际 电 联（ITU）在 2019 年 世 界 无 线 电 大 会

（WRC-19）研究周期内专门设立了 TG 5/1工作组，负

责 1.13议题的研究工作，即为 5G系统在毫米波频段研

究确定可使用的频谱资源，目前 TG 5/1工作组已经完

成了 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准备会会议文件

（CPM报告）中关于 1.13议题的相关内容。这意味着

WRC-19将对毫米波频段提出明确的频段建议。

当前，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已陆续完成 5G高频

频谱的划分与拍卖，5G商业部署前景明朗，拍卖情况

如表1所示。

欧盟在 2018年 7月已经明确 24.25~27.5 GHz频段

用于 5G，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在 2020年底前在 26 GHz

频段至少保障 1 GHz频谱用于移动/固定通信网络。

此外，欧盟将继续研究 32G（31.8~33.4 GHz）和 40G
（40.5~43.5 GHz）等其他高频段。英国、德国等国家已

经确认了5G中高频待分配或待招标的频段（见表2）。

从上述 5G毫米波频段的规划和拍卖中可以看出，

毫米波部署初期，大多数国家将注意力都集中在

26 GHz和 28 GHz这 2个频段上，在这 2个频段上投入

的资源也是最多的。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7年 7月批复 24.75~
27.5 GHz和 37~42.5 GHz频段用于我国 5G技术研发毫

米波实验频段，试验地点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MT⁃
Net试验室以及北京怀柔、顺义的 5G技术试验外场。

但是目前毫米波频谱的具体规划仍未正式发布。

2.2 5G毫米波标准化情况

在 3GPP中毫米波频段的射频标准讨论和制定工

作由 3GPP RAN4牵头开展，研究分为 2个阶段：第 1阶
段研究 40 GHz以下的频率，以满足较为紧急的商业需

求，于 2018 年 12月完成。第 2阶段计划从 2018 年开

始，到 2019年 12月完成，该阶段专注于最高 100 GHz
的频率，以全面实现 IMT-2020的愿景。

5G频段具有多样性，一般称之为低频（6 GHz以
下）和高频（24.25~52.6 GHz），第 1阶段频谱分配定义

了52.6 GHz以下的毫米波频谱（见表3）。

在 3GPP中，上述毫米波频段和 3.5 GHz 的NR系

统是同步标准化的，目前已经形成 2018-12-30的R15
版本。R16版本正在讨论中，并将在2019年6月固化。

国家

日本

韩国

美国

运营商

乐天

NTT Docomo
KDDI
Softbank
KT
LG U+
SK电讯

Verizon
AT&T
T~Moblie

频 段

27~27.4 GHz
27.4~27.8 GHz
27.8~28.2 GHz
29.1~29.5 GHz
26.5~27.3 GHz
27.3~28.1 GHz
28.1~28.9 GHz

在28/39 GHz频段获得1 GHz
在39 GHz波频段获得400 MHz

在28 GHz和39 GHz频段获得200 MHz

国家

英国

德国

运营商

沃达丰、英国电信、O2等
德国电信、沃达丰、西班牙电信等

频段/GHz
24.25~27.5
27.8~28.4
28.9~29.4

表2 英、德待拍卖5G高频频谱

表1 美、日、韩5G高频频谱拍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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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5G毫米波产业链发展情况

总体上看，毫米波产业链还处于初级阶段，距离成

熟商用还有一段距离。

毫米波基带部分与 5G低频段设备具有相同成熟

度，但是射频相关的功能和性能较 5G低频段设备有较

大差距。毫米波频段通信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高频核

心器件，主要包括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放大器、锁相环

电路、滤波器、高速高精度数模及模数转换器、阵列天

线等。此外，作为 5G高频段通信系统走向实用化的关

键步骤，低成本、高可靠性的封装及测试等技术也至关

重要。在测试方面，5G毫米波的射频测试将难以采用

传统的连线测试，只能采用OTA的测试方法。OTA的

测试方法和测试技术虽然在快速发展中，但是目前尚

未制定完成。

主设备方面，由于目前北美和日韩已经开始部署

毫米波系统，所以厂家设备频段以北美和日韩频段为

主。设备可以支持基本功能，但是部分功能如波束管

理、移动性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芯片和终端的进度总体上落后于设备。

英特尔（Intel）于 2017年 11月发布了 XMM 8060
5G多模基带芯片，该芯片同时支持 6 GHz以下频段和

28 GHz毫米波频段。高通已经能够提供商用的毫米

波终端芯片X50和X55，天线模组QTM525。
高通公司目前已具备测试终端MTP8510-5G，频

点为N257A或者N261（28 GHz频段）。在商用终端方

面，OPPO/VIVO/ZTE预计 2019年底将推出X55芯片样

机终端，商用终端预计2020年出现。

我国在高性能高频器件、原型系统验证等方面还

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开展创新性研究与开发工

作。

3 5G毫米波系统性能测试情况

3.1 5G毫米波峰值速率测试

5G毫米波的峰值速率与带宽、帧结构、支持的流

数、调制阶数等因素有关。

在毫米波外场测试中，在近点进行了毫米波小区

峰值容量测试。测试结果如表 4所示。其中，系统支

持 4流，采用帧结构DDDS，即 3个连续的下行 slot、1个
特殊 slot（配比为0∶2∶12）。

从外场测试结果可以看到，5G毫米波系统在

800 MHz带宽情况下，小区下行峰值速率可以达到

9.31 Gbit/s，上行峰值速率可以达到1.91 Gbit/s。
3.2 5G毫米波拉远测试

5G毫米波的覆盖能力与设备的 EIRP、系统灵敏

度等因素有关。

在毫米波外场测试中，在 LOS径环境下进行视距

道路拉远，SSB_RSRP和下行吞吐率情况如图 1所示。

其中，采用帧结构DDDS，EIRP为58 dBm。

从外场测试结果可以看到，5G毫米波系统在

1.1 km距离 SSB_RSRP维持在-100 dBm以上，速率为

200 Mbit/s。
3.3 5G毫米波穿透性能测试

在毫米波外场测试中，对不同遮挡物、不同情况的

毫米波穿透损耗进行测试，结果如表5所示。

测试中可以看到，毫米波基本不具备穿透混凝土

承重墙的能力。本次外场没有进行雨雪等恶劣天气对

于毫米波影响的测试，根据对毫米波雨衰的分析，降雨

对毫米波影响很大，毫米波速率有较大下降。通过理

图1 下行拉远距离与SSB_RSRP和速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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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号

n257
n258
n260
n261

频段/MHz
26 500~29 500
24 250~27 500
37 000~40 000
27 500~28 350

双工方式

TDD
TDD
TDD
TDD

表3 3GPP毫米波频段号定义

业务类型

DL UDP

UL UDP

带宽/MHz
400

800

400

800

调制方式

256QAM
64QAM
256QAM
64QAM
256QAM
64QAM
256QAM
64QAM

小区总速率/（Mbit/s）
5 010
4 210
9 310
7 510
901
720
1 910
1 430

表4 上下行、不同带宽、不同调制方式下的近点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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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析和实际测试，毫米波穿透损耗较 6 GHz以下频

段更高。

4 5G毫米波部署场景分析

4.1 5G高低频混合组网

新一代移动通信的覆盖部署范围具有核心城市-
主要城市-城市-乡村逐步覆盖的规律，在部署初期均

是与其他通信系统结合，覆盖品牌价值区域，或者解决

高热场景的业务需求。5G通信系统也遵循上述部署

规律，部署初期将与 LTE系统进行混合组网提供高速

率大带宽服务。

从产业链成熟和网络部署进度角度考虑，国内 5G
毫米波系统商业部署时间点比 6 GHz以下频段 5G 系

统晚 2年左右，届时 5G 6 GHz以下频段系统预计已经

完成大部分城市重点区域覆盖。所以 5G毫米波系统

部署时，将与 6 GHz以下频段的 5G系统结合，形成 5G
系统高低频混合组网方式，用于重要品牌价值区域的

覆盖，提升品牌价值，或者用于人流密集场所和热点区

域的吸热，提供进一步的大容量上传能力。

在具体组网方式方面，5G毫米波系统可以根据需

求与 5G低频系统共站址部署或拉远部署，提供精准覆

盖，需要具备较强的系统间、频段间的互操作功能和移

动性管理功能。根据具体部署场景，需要毫米波宏站、

毫米波微站、毫米波微RRU、毫米波分布式微站等多

种形态的设备。在终端方面，需要支持 3G/4G/5G高低

频的多模多频终端。

从毫米波传播特性和覆盖能力考虑，5G毫米波适

合部署在相对空旷无遮挡或少遮挡的室外和室内环

境。

典型的部署场景和具体需求如表6所示。

4.2 大带宽回传

毫米波频点较高、波长较短，可以在相同面积实现

更多天线阵列布防，波束能量更集中。并且 5G毫米波

系统可以提供高达 800 MHz带宽、10 Gbit/s的系统峰

值速率，使毫米波可以作为无线回传链路，解决一些场

景无法布放光纤或布放光纤代价过高的问题。

在具体组网方式方面，5G毫米波系统采用 SA独

立频点组网，作为其他无线通信系统中的回传链路，采

用宏站提供足够的覆盖距离，链路两端设备相互精准

覆盖，布放后无需移动，建立链路后保持连接状态。系

统需要接入管理功能，需要部分无线资源调度管理功

能，无需移动性管理功能，功能实现较高低频混合组网

简单。

另一种大带宽回传方式是毫米波自回传：一方面

作为基站为终端提供服务，一方面通过站间对打实现

无线回传，这种方式可以作为无法布放光纤回传时的

灵活解决方案。

从毫米波传播特性和覆盖能力考虑，需要保证链

路上无遮挡，并且需要充分考虑恶劣天气，如雨、雪、雾

对毫米波的影响。典型的部署场景和具体需求如表 7
所示。

4.3 园区专网

5G毫米波系统频段在采用高低频混合组网为公

众用户提供大带宽服务之外，还可以将频点单独规划，

提供面向行业用户的业务专网服务。

5G毫米波系统具有大带宽、低时延的特点，如果

与MEC相结合，可以更好地释放MEC技术的特点，同

典型场景

交通枢纽

体育场馆

广场

场景特点

室内面积大且相对空
旷，有功能区域划分，
用户密度高，流动性
强，流量需求大

室内面积大且相对空
旷，阻挡物少，用户密
度高、具有整体流动
性，上行流量需求大

室外面积大且相对空
旷，阻挡物少，用户密
度高、流动性相对较
强，流量需求大

设备需求

毫米波微站、
毫 米 波 微
RRU、毫米波
分布式微站

毫米波微站、
毫 米 波 微
RRU、毫米波
分布式微站

毫米波宏站、
毫 米 波 微
RRU

规划需求

不同的功能区需要有
针对性的覆盖方案，需
要对小区的划分进行
针对性设计以达到移
动性与容量的平衡，需
要室内外联合覆盖

部署中需要充分利用
毫米波波束赋形特点，
注意小区间同频干扰。
需要室内外联合覆盖

部署中需要充分利用
毫米波波束赋形和空
间复用特点，提高系统
效率

典型场景

家庭宽带
接入

滑雪赛道

毫米波自
回传

场景特点

作为回传链路，流
量需求较大，无移
动性需求

作为回传链路，流
量需求大，无移动
性需求

一方面作为基站为
终端提供服务，一
方面通过站间对打
实现无线回传

设备需求

毫米波宏站，
定 制 化 CPE，
提供毫米波转
Wi-Fi功能

毫米波宏站

毫米波宏站

规划需求

一般要求终端室外安
装，链路无遮挡，对基站
高度有一定要求

采用毫米波宏站对打方
式，提供远距离高质量
传输，链路无遮挡，需要
考虑供电方案

部署中需要充分利用毫
米波波束赋形和空间复
用特点，提高系统效率

表7 大带宽回传典型场景

树冠（直径
4 m）
20 dB

人体（单
侧/周围）

11~28 dB

混 凝 土 承
重墙

无法穿透

木门
（5 cm）
6 dB

普通
玻璃门

5 dB
房车车体

17~23 dB

表5 5G毫米波穿透性能损耗 表6 5G高低频混合组网典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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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MEC也可以为毫米波系统叠加丰富多样的增值服

务，为毫米波网络赋能。在MEC平台基础上，引入AI
技术，将业务与AI结合，则可以为覆盖区域提供“大容

量高速率+本地化”的智能解决方案，满足行业客户低

时延、大带宽、安全隔离的需求。

在具体组网方式方面，5G毫米波系统采用 SA独

立频点组网，对园区提供信号深度覆盖，系统需要具备

较强的移动性管理功能。根据具体部署场景，需要毫

米波宏站、毫米波微站、毫米波微RRU、毫米波分布式

微站等多种形态的设备。在终端方面，需要根据专网

业务需求进行定制，如定制化CPE、功能终端、公网专

网混合终端。

专网管理平台和MEC边远计算平台是园区专网

的重要部分，网络架构和数据流如图2所示。

从毫米波传播特性和覆盖能力考虑，5G毫米波适

合部署在相对空旷无遮挡或少遮挡的园区环境。典型

的部署场景和具体需求如表8所示。

5 5G毫米波产业链发展建议

5.1 尽快出台5G毫米波频谱规划

频谱是移动通信产业最根本的生命线，推动 5G毫

米波产业发展，首先需要国内明确毫米波频谱规划和

划分。

在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2019年全国无线电管理

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适时发布 5G系统部分毫米波

频段频率使用规划，引导 5G系统毫米波产业发展”。

5G毫米波频谱规划有望在2019年出台。

5.2 5G毫米波设备发展建议

5.2.1 设备形态要求

通过毫米波部署场景分析可知，丰富的应用场景

要求毫米波设备具有丰富的设备形态（见表9）。

5.2.2 设备演进要求

a）多模多频演进要求。毫米波设备需要满足运

营商多模多频组网方式需求，能够与现网 LTE系统、

5G低频段系统进行设备形态上的融合。对于宏站，要

求BBU可以同时支持 5G低频段和毫米波频段AAU和

微AAU，满足高低频三扇区组网需求。要求射频单元

提供 5G低频与毫米波系统的硬件融合设计方案，有

效降低铁塔租金。对于分布式微站，要求系统同时支

持 5G低频段和毫米波频段，BBU和汇聚单元支持 5G
低频段和毫米波频段拉远RRU单元的接入。提供 5G
低频与毫米波频段拉远RRU的融合设计方案。

b）灵活部署要求。相对于 sub6G设备，毫米波元

器件的尺寸更小，单位面积可以部署更多的天线阵子

或者毫米设备更容易小型化。设备需要进行优化设

计，减小微站和微AAU单元设备体积，进行美化设计

便于隐蔽部署，提供多种方式的供电方案和回传方

案。

c）白盒化发展要求。采用开源软件+通用器件来

代替传统专用设备，利用器件的规模效应摊薄研发成

本，降低接入网的综合成本。白盒化将有利于吸引一

大批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进入移动通信产业，使移

典型场景

智慧工厂

重保安防

智慧办公

场景特点

需要低时延、高可
靠、与外网隔离。控
制平台建设在边缘
节点，提供数据分析
能力

需要大带宽上行能
力、视频快速处理和
即时反馈能力、人脸
识别能力、集群通信
能力、与外网隔离

与外网隔离，数据监
控分析能力，集群通
信、邮件和文件分
发、园区监控能力

设备需求

多种形态
的设备

多种形态
的设备

多种形态
的设备

规划需求

深度覆盖、高可靠通信算
法和技术、MEC+AI平台能
力

深度覆盖、大带宽群通信
能力，灵活的小区划分能
力

深度覆盖、高性能 CPE、
MEC+AI平台能力，灵活的
小区划分能力

表8 园区专网典型场景

设备名称

宏站

一体化微站

微AAU

分布式微站

设备形态

大容量 BBU、高增益RRU，基本满
足与5G sub6 GHz频段共站址部署

包括基带、射频与天线，根据覆盖
场景和功率登记可以分为室外微
站、室内微站

根据覆盖场景和功率登记可以分
为室外微AAU、室内微AAU
包括BBU、汇聚单元、RRU单元

主要要求

EIRP在62 dBm以上，
体积/重量：18 L/18 kg
小型化、隐蔽化
EIRP在48 dBm以上，
体积/重量：8 L/8 kg
小型化、隐蔽化
EIRP在48 dBm以上，
体积/重量：3 L/3 kg
小型化、隐蔽化

表9 设备形态要求

图2 毫米波专网架构和数据流示意图

边缘计算平台

X86基础设施

MEC管理

MANOMEPMVIM
本地流量
外网流量

Internet
EPC/5GC汇聚毫米波基站

商业街机场

酒店办公室
Wi-Fi

CPE终端

5G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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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信产业链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是未来微站的发

展趋势。

5.2.3 主要能力要求

a）带宽和峰值速率。毫米波设备应支持 200、
400 MHz单载波能力，应支持多载波聚合，总带宽 800
MHz的能力。毫米波设备应支持 64QAM和 256QAM
调制方式，系统峰值传输速率应达到10 Gbit/s以上。

b）波束赋形。受制于毫米波传播特性，毫米波收

发机需要采用大规模天线阵列来弥补严重的空中传播

路径损失。5G毫米波设备需要充分利用大规模天线

阵列和波束赋形技术，提高信号覆盖能力。

c）波束管理。5G毫米波频段系统需要具备较好

的波束管理算法，包括控制信道和数据业务信道设计、

波束选择、波束反馈、波束指示以及波束恢复等，保证

UE在移动过程中的波束选择与波束跟踪，保证UE在

遮挡情况下的波束切换与波束恢复能力。

5.3 5G毫米波终端发展建议

面对丰富多样的 5G毫米波应用场景，特别是园区

专网场景，毫米波终端应根据专网业务需求进行定制，

如定制化CPE、功能终端、公网专网混合终端。

表10示出的是终端形态要求。

5.4 5G毫米波产业链合作推动

目前美、日、韩等国已经完成 5G毫米波频谱划分

并开始部署，产业链较国内成熟。从国际竞争角度考

虑，通信行业应该紧抓中国 5G快速发展契机，构建 5G
毫米波合作平台，凝聚毫米波产业力量，引领毫米波技

术发展，打造毫米波生态体系，推动毫米波产业链成

熟，加速毫米波网络部署，探索合作共赢的 5G毫米波

业务模式，赋能5G网络，互惠共赢。

在毫米波产业链合作方面，应由运营商牵头，联合

设备厂商、终端厂商、芯片厂商、天线厂商、垂直行业、

高校等产业链上下游，不断拓展毫米波应用场景，通过

5G毫米波业务试点、规模应用和实际部署，带动产品、

平台、业务的研发和迭代，形成多样化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增强合作伙伴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6 结束语

本文从频谱、标准化、产业链、部署情况几个方面

对毫米波产业成熟度进行分析，指出目前国内毫米波

产业发展速度较国外缓慢，有待进一步推动。在对多

厂家毫米波设备进行测试摸底的基础上，明确当前毫

米波设备容量和覆盖能力，并根据毫米波系统特性从

网络部署角度提出了高低频混合组网、大带宽回传和

园区专网 3种可行的 5G毫米波部署场景和具体方案

建议。最后站在毫米波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加速

出台频谱规划，加速设备和终端成熟，加快整合产业力

量的产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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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终端形态要求

设备名称

定 制 化
CPE

专网功能
终端

公网专网
混合终端

设备形态

毫米波转Wi-
Fi 用 户 端 设
备，根据性能
要求，分为家
庭宽带 CPE和
企业级CPE

根据客户需求
和功能进行分
级别定制化

与 5G 终端融
合设计

主要要求

对于家庭宽带，要求与家庭光猫具备相同功
能，为用户提供Wi-Fi、有线宽带接入能力；
对于企业客户，按照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开
发，保证带宽和用户数需求，如单AP射频接
入用户数和整机有流量用户数能力

注重安全、功能定制化、价格合理化，满足行
业需求；对于集群业务，提供PTT能力，可以
按照客户要求定制电池容量、屏幕尺寸等硬
件能力和语音、文字、视频等功能；对于监
控、安防等业务，提供毫米波传输模组或极
简功能终端，提供多种接入端口，满足用户
单一功能要求

支持多模多频，支持 5G高低频双联接和 5G
毫米波载波聚合能力，支持专网APP应用，
终端其他能力需求与当前公网终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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