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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信息化大时代背景下，移动通信趋向于万物互

联方向发展，物联网作为万物互联体系中重要组成部

分，在众多垂直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工信部持续推

进物联网发展，提出“到 2020年，NB-IoT网络实现全

国普遍覆盖，面向室内、交通路网、地下管网等应用场

景实现深度覆盖，基站规模达到 150万个”，国内三大

运营商积极把握窄带物联网（NB-IoT）发展机遇，随着

业务快速发展，未来连接数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物

联网业务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构建客观有

效的评估体系成了值得探讨的话题，进一步地，各种

典型NB-IoT物联网业务类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覆盖

水平也是网络发展中必须明确的问题。

物联网业务和传统移动网络业务有着巨大差别，

具有定制性、不可移动性、点位数量多等特点。同时，

NB-IoT主要面向低速率、低功耗、低成本、广覆盖、大

连接的物联网业务场景，涉及垂直行业众多，包括远

程抄表、智慧城市、智慧农业、资产追踪、智能停车、气

象环保监测等。面对物联网新业务、新终端、新协议、

新网络，本文将结合北京联通NB-IoT网络建设优化经

验，建立合理的指标评估优化体系，并对典型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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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窄带物联网（NB-IoT）技术作为万物互联中炙手可热的技术受到了各大运营商

的重点关注。首先统筹考虑物联网业务与传统移动网络业务的异同，结合路测

数据和现有网络指标，从覆盖、干扰、接入、容量、业务量和保持6个维度，建立

六维三级指标评估体系。然后从窄带物联网典型业务特点出发，结合网络实

践，探讨了满足典型业务基本需求时网络覆盖指标的下限，平衡了网络指标与

建设成本，极具市场价值。

Abstract：
Narrowband Internet of Things（NB-IoT）technolog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jor operators as the hottest technology

in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This paper first consider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oT services and traditional

mobile network services，and combines drive test data and existing network indicators to establish six-dimensional and three-

level indicators from six dimensions of coverage，interference，access，capacity，traffic volume and maintenance. system.

Then，based on the typical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rrowband Internet of Things，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Beijing

Unicom network，the lower limit of the network coverage index when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of typical services is dis-

cussed，and the network indicators and construction costs are balanced，which is of great marke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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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需求的覆盖水平进行研究。

1 NB-IoT系统简介

物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和扩展的一种网

络，通过信息传感器，按照事先约定的协议将万物连

接起来，实现定位、跟踪、识别和监控等功能。基于蜂

窝的NB-IoT只消耗大约 180 kHz的带宽，可直接部署

于GSM网络、UMTS网络或LTE网络，大大降低了部署

成本。NB-IoT基本特点如下。

a）广覆盖。NB-IoT 基于运营商的蜂窝网络，在

同样频段下，NB-IoT相比现有GSM网络有 20 dB的增

益，覆盖面积扩大 10倍，期望能覆盖到地下车库、地下

室、地下管道等信号难以到达的地方。

b）大连接。在物联网应用中，直接利用现有的蜂

窝网络容易造成网络负荷过高，NB-IoT在现有的蜂窝

网络上进行优化，使 200 kHz的频率可以提供 10万个

连接，具有海量设备连接能力。

c）低功耗。NB-IoT 引入了 eDRX 省电技术和

PSM省电模式，进一步降低了功耗，延长了电池使用

时间，借助这 2种技术，在典型应用场景下，使用AA电

池（5号电池）便可以工作10年，无需充电。

d）低成本。企业预期的单个连接模块不超过 5
美元，芯片价格为 1~2美元，随着网络部署成本的降

低，每个模组的批量成本价格预计可以降到 2美元左

右，为海量终端设备接入提供了可能。

2 NB-IoT网络架构

对于采用NB-IoT接入技术的物联网来说，其端到

端架构是由NB-IoT终端/模块、NB-IoT基站、NB-IoT
核心网、NB-IoT平台及第三方应用服务器组成，如图 1
所示。

NB-IoT终端/模块：承担信息采集、通信和控制的

功能，常见形态为：水表、车载、表计等。

NB-IoT基站：支持NB-IoT终端的接入。

NB-IoT核心网：集成MME、S-GW、P-GW、HSS的
功能为物联网业务提供移动性管理、网关功能、用户

签约信息管理和用户位置管理。

NB-IoT平台及第三方应用服务器：对于不同的物

联网业务应用，统一采用 NB-IoT平台来支撑。NB-
IoT平台不感知具体的业务形态，由第三方服务器向平

台注册对指定的NB-IoT终端的查询或控制，比如水

厂/电厂注册对水表/电表的查询或控制。平台只负责

将NB-IoT终端与第三方服务器关联起来进行数据转

发或功能控制，而不关注终端与服务器之间交换的具

体数据内容。

3 NB-IoT指标评估体系

NB-IoT网络指标评估体系是NB-IoT网络建设优

化的重要基础，想要优质高效地完成NB-IoT网络的部

署，需要客观合理的网络评估体系的支撑。与 4G/3G/
2G相比，NB-IoT网络的网络结构、调度算法和业务需

求都有了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其指标评估体系也与

以往的不同，尤其是指标侧重方面。

优质的网络应做到覆盖合理、干扰抑制、容量优

化和业务感知优良。针对NB-IoT网络业务特性，结合

目前掌握的指标对网络性能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北京

联通的网络实践，得出涵盖覆盖、干扰、接入、业务量、

容量和保持等 6个维度的物联网指标评估体系（见图

2）。

在六维评估方法的基础上，细化每个维度具体评

判指标，更加准确地评估NB网络性能和质量，综合评

估网管数据与测试数据，关联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及

相关性，将各类指标按照对NB-IoT业务的重要程度分

为 3个等级，形成了物联网六维三级指标评估体系，如

图3所示。

指标评级标准如下。

图1 NB-IoT网络架构

行业终端 NB-IoT模块 基站

NB IoT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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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筛选出能够直观反映出网络性能和质

量的指标，作为网络优化的基础指标，优化权重占比

较高。

二级指标：作为NB-IoT网络评估的细分指标，能

从其他角度间接反映出网络的性能和质量，为一级指

标的重要补充手段。

三级指标：对一、二级指标进一步细分，能够体现

出网络性能和质量的细微差异，使评估方法更加细致

客观。

依据六维三级指标评估体系，综合分析评估北京

联通实际指标情况，确定了各类指标的高中低 3档门

限，如表1所示。

4 典型业务覆盖标准研究

4.1 典型业务的关键指标

NB-IoT物联网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在智慧

城市、公共事业、工农业生产、大众消费领域都有着广

阔的发展空间。从移动状态上分为移动类应用和固

定类应用；从数据交互方式上分为定周期数据交互

（监测）和实时数据交互（控制）。所以从这 2个维度出

发可以把所有的物联网业务分为 4个大类：固定监测、

固定控制、移动监测和移动控制，如图4所示。

4类典型业务各有独特的应用场景，对各个维度

的指标的敏感程度各不相同，需要对它们逐类分析以

图3 物联网六维三级指标评估体系

图2 物联网指标评估体系

业务量

S S

移动性

低速率

低成本

低功耗

大连接

广覆盖

• NB网络要求实现大连接战略部署，
最终实现万物互联
•容量类指标直接反映了NB网络的
承载能力

•接入类指标直接反映了网络层信令
接入性能及实际用户业务接入性能
的难易程度

•覆盖作为所有网络的基础，对网络
接入性能影响最大
•在干扰收敛的场景下，RSRP与吞吐
量相关性强

•保持类指标反映系统的通信保持
能力，是反映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性
能指标之一

•业务量指标反映系统用户数和流
量水平，直接反映空口的负荷

• RSRP稳定，干扰水平直接影响用
户接入成功率
•上下行干扰严重，NB网络掉线率
恶化

网络性能指标——6个维度NB网络业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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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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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

•小区退服总时长
• PCH拥塞丢弃的寻呼消
息次数
•上行子载波平均利用率
•下行子载波平均利用率

•干扰噪声大于
-110的小区占比
•重叠覆盖率/%
（DT）

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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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平均RRC连接用户数
•最大RRC连接用户数
• SRB上行总流量
• SRB下行总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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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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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二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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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RSRP连续弱
覆盖比例（DT）

• RRC连接建立成功率C0/C1/C2
• RRC连接建立成功次数C0/C1/C2
• RRC连接建立请求次数C0/C1/C2
• RRC连接建立平均时延

无

•覆盖率（DT）
•边缘RS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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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RSRP（DT）
•覆盖等级2的用
户数占比（KPI）

•平均RS-SINR
（DT）

•边缘RS-SINR
（DT）
• NB-IoT小区上行
底噪/dBm（KPI）

• RRC连接建立成功率（KPI）
• S1信令连接建立成功率（KPI）
• Attach成功率（DT）

无 无

无 无• RRC连接建立拒绝占比

• UE上下文异
常释放总次数
• UE上下文正
常释放总次数

•小区无线
掉线率

覆盖 干扰 接入 资源负荷（KPI） 业务量（KPI） 保持（KPI）
六维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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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关键指标。

a）固定监测类。此类业务主要包含抄表、井盖、

水文监测等业务，NB-IoT模组及相应传感器的位置不

会改变，且主要的功能是将传感器的信息周期上传至

业务监控平台，实现对所有终端的统一管理。对网络

覆盖、业务连接性以及功耗指标较敏感，关键指标包

括Attach成功率、RRC连接成功率以及上行速率。

b）固定控制类。此类业务主要包括智能灯杆、智

能安防、智能家居等业务，NB-IoT模组及相应传感器

的位置通常不会改变，业务功能的实现需要实时的数

据交互，物联网业务控制中心对终端模组下发指令完

成数据采集和上报。对网络覆盖及数据相关指标较

敏感，关键指标包括 Attach成功率、RRC连接建立时

长、上行速率以及下行速率。

c）移动监测类。此类业务主要包含人员、物品定

位追踪等业务，NB-IoT模组及相应传感器的位置会随

时改变，但是业务功能的实现不需要实时数据交互。

对网络连接性、功耗及移动性指标较敏感，关键指标

包括Attach成功率、RRC连接成功率、上行速率以及下

行速率。

d）移动控制类。此类业务主要包含共享单车、智

能穿戴、移动支付等业务，NB-IoT模组及相应传感器

的位置会随时改变，同时业务功能的实现需要实时数

据交互。对网络连接性、业务连接、功耗及移动性指

标较敏感，关键指标包括Attach成功率、RRC连接成功

率、RRC连接建立时长以及上行速率和下行速率。

表 2给出了典型NB-IoT业务的关键指标，在此进

一步分析典型业务对不同关键指标的敏感程度，进行

各业务的关键指标权重设定。关键指标权重设定标

准如图5所示。

4.2 典型业务覆盖水平分析

图5 关键指标权重设定标准

表2 典型NB-IoT业务的关键指标

业务分类

固定监测类

固定控制类

移动监测类

移动控制类

RRC连接成
功率

√

√
√

RRC连接建立
时长

√

√

Attach成
功率

√
√
√
√

上传
速率

√
√
√
√

下载
速率

√
√
√

固定 移动

智能家居

智能安防

NB门锁 固定控制类

固定监测类

实时数据交互

智能穿戴

共享单车

移动控制类

移动监测类

智能井盖 智能路灯 智能水表 健康手环 自动驾驶

定周期数据交互

移动
监测类

• Attach成功率 0.2
• RRC连接成功率 0.1
•上行速率 0.4
•下行速率 0.3

0.2 • Attach成功率
0.1 • RRC连接成功率
0.1 • RRC连接时延
0.3 •上行速率
0.3 •下行速率

权重
标准

• Attach成功率 0.3
• RRC连接成功率 0.3
•上行速率 0.4

0.1 • Attach成功率
0.1 • RRC连接时延
0.4 •上行速率
0.4 •下行速率

固定
控制类

移动
控制类

固定
监测类

表1 各类指标的高中低3档门限

维度

覆盖

干
扰

接
入

资源
负荷

业务
量

保持

指标

覆盖率（核心城区：RSRP≥-85 & SINR
≥-3占比；一般城区：RSRP≥-87 &
SINR≥-3占比）/%
边缘RSRP /dBm
平均RSRP/dBm
覆盖等级2的用户数占比/%
边缘RS-SINR /dB
小区上行平均干扰噪声/dBm
平均RS-SINR /dB
干扰噪声大于-110的小区占比/%
重叠覆盖率/%
RRC连接建立成功率/%
S1信令连接建立成功率/%
Attach成功率/%
RRC连接建立平均时延/s
小区退服总时长

PCH拥塞丢弃的寻呼消息次数占比%
上行子载波平均利用率/%
下行子载波平均利用率/%
最大RRC连接用户数

平均RRC连接用户数

SRB上行总流量/kB
SRB下行总流量/kB
小区无线掉线率/%

指标
级别

1级

1级
2级
2级
1级
1级
2级
2级
3级
1级
1级
1级
2级
1级
1级
1级
1级
1级
1级
1级
1级
1级

低档

90.00

-100
-70
20.00
0

-105
4
20
10.00
97.00
98.00
96.00
3
-
0.20
30
50
600
300
-
-
0.30

中档

95.00

-90
-60
15.00
3

-110
6
15
6.00
98.00
99.00
98.00
2
-
0.10
25
40
500
200
-
-
0.20

高档

98.00

-85
-55
10.00
5

-115
8
10
4.00
99.00
99.50
99.00
1.5
-
0.05
20
30
400
100
-
-
0.10

图4 物联网业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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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网络建设的目标是以最优性价比提供满

足业务需求的网络，所以研究满足业务正常使用、网

络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覆盖水平十分重要。本文从NB-
IoT指标评估体系中提取出指标基准值，指标基准值是

NB-IoT网络满足业务需求必须达到的指标门限值。

通过大量测试数据统计得出了NB-IoT网络关键

业务指标的基准值，同时得到了对应的表征覆盖水平

的指标RSRP标准值与SINR标准值，如表3所示。

4.3 典型业务覆盖评测标准

在北京联通NB- IoT建设优化实践的基础上，结

合典型物联网业务特点及 LTE网络经验，本文确定了

典型业务覆盖标准。此标准确定了满足典型业务需

求的最低覆盖标准，为NB-IoT网络建设优化工作提供

支撑依据。业务覆盖标准可由式（1）确定：

业务覆盖标准=最高标准值-［最高标准值–

∑（各标准值×关键指标权重）］/2 （1）
以固定监测类业务为例说明典型业务覆盖标准

的计算方法。

第 1步，确定关键指标，查询表 2得到该类业务的

关键指标为RRC连接成功率、Attach成功率和上行速

率。

第 2步，确定指标权重，从图 5可知该类业务关键

指标对应的指标权重标准分别是0.3、0.3和0.4。
第 3步，确定测试值，查询表 3可知，RRC连接成

功率、Attach成功率、上行速率基准值对应的RSRP测
试值分别为-115 dBm、-120 dBm和-106 dBm，最高测

试值为-106 dBm。
第 4步，计算业务覆盖RSRP标准值，将数据带入

式（1）得到：固定监测类业务RSRP覆盖标准为-106-
［-106+（0.3×115+0.3×120+0.4×106）］/2=-109.5 dBm。

同样地，通过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固定监测类业

务的SINR标准值为-1.2 dB。
综上可以得到如果需要满足固定监测类业务需

求，NB-IoT网络RSRP值最低应大于-109.5 dBm，SINR
值大于-1.2 dB。

通过本文构建的典型业务覆盖评测标准，可以计

算出 4种典型NB-IoT业务需要满足的最低覆盖水平，

如表4所示。

5 结束语

万物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物联网将会获得更多

的垂直应用，走进千家万户。物联网是一个潜力巨大

的蓝海，各大运营商、设备商、服务商都摩拳擦掌，越

来越多的业务带来更多利润的同时也对网络带来了

诸多挑战。

本文首先构建了六维三级指标评估体系，随后从

业务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同特点的典型业务需要网络

满足什么样的覆盖水平，提供了分析思路与评测标

准，为NB-IoT网络的规划建设与优化评估提供指导，

为万物互联的愿景提供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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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4种典型NB-IoT业务需要满足的最低覆盖水平

RSRP标准值/dBm
SINR标准值/dB

固定监测类

-109.5
-1.2

固定控制类

-107.3
0.3

移动监测类

-108.2
-0.5

移动控制类

-108.4
0.2

表3 表征覆盖水平的指标RSRP标准值与SINR标准值

指标

指标基准值

RSRP标准值/dBm
SINR标准值/dB

RRC连
接建立
成功率

90%
-115
-1

RRC连
接建立
时长

2 000 ms
-110
1

Attach
成功率

90%
-120
-2

上传速率

3.57 kbit/s
-106
-1

下载速率

6.78 kbit/s
-1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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