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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共建共享的参数配置方案探讨
Discussion on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Scheme of 5G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摘 要：
随着5G共建共享的深入推进，基于NSA组网下的共享方式主要为双锚点和单

锚点共享。通过实践和测试数据，并针对相关案例问题分析对共享锚点小区频

点重选优先级、切换门限等参数的配置流程进行展示，验证包含普通4G用户的

数据、语音业务及用户VoLTE语音业务在内的驻留、迁移和切换策略效果。在

不同场景下使用对应的参数配置方案，为高效快速推进NSA组网下的5G共建

共享工作提供参考。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5G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the sharing mode based on NSA network mainly includes

double anchor point and single anchor point sharing. Through practice and test data，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case problems，the

configuration process of frequency point reselection priority，handover threshold and other parameters of shared anchor cell is

displayed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residence，migration and handover strategy including data，voice service and VoLTE voice ser-

vice of ordinary 4G users. In different scenarios，the corresponding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scheme is used to provide refer-

ence for the efficient and rapid promotion of 5G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under NSA 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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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为践行网络强国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

5G网络共建共享，加快 5G建设的相关决策部署，中国

电信与中国联通在全国范围内共建共享一张 5G无线

网络，服务于双方5G用户。

1 广州地区共建共享概况

根据广州完成的 5G共建共享试验和现网割接经

验得出，不同场景的共享方式有3种（见表1）。

其中，在异厂家区域实施的共建共享整体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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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场景的共享方式

场景

同厂家
区域

异厂家
区域

共享方式

双锚点

1.8 GHz单
锚点共享载
波

2.1 GHz单
锚点
独立载波

方案描述

各自在4G开独立锚点

承建方提供5G共享站

承建方利旧现网1.8
GHz开共享锚点

承建方提供5G共享站

承建方利旧或新建2.1
GHz开独立锚点

承建方提供5G共享站

场景限制

双方4G锚点站和5G
必须同设备商

跨网管维护困难

锚点上行负荷低场景

利旧2.1 GHz锚点需
要支持锚点所需频率

新建2.1 GHz会受限
天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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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Hz共享锚点 + 3.5 GHz NR共享。

图1示出的是广州实施的共建共享整体方案。

其中中国联通共享频段：1.8 GHz第 1载波 20
MHz，中国电信共享频段：1.8 GHz载波 15 MHz。中国

联通共享 1.8 GHz频点为 1 650，中国电信共享 1.8 GHz
频点为1 825。

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共享场景如下：

4G MOCN+5G MOCN：4G锚点站采用共载频共享

载波（MOCN），共享载波同时下发中国电信与中国联

通双方 PLMN ID，5G载波采用共载频/分载频进行共

享。

NSA双锚点+5G MOCN：独立 4G锚点站不共享，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 4G锚点各自建设，5G载波采用

共载频/分载频进行共享。

广州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共享场景如图2所示。

2 用户和业务分层设置

表2示出的是不同承建区的策略。

2.1 锚点参数设置

a）添加中国电信频点设置。利用参数命令配置

1850/800/2452异频频点，并修改 PLMN广播模式。如

有需要，调整新版本参数VoLTE业务释放 SCG。最后

调整服务小区优先级设置。

b）NSA用户互操作参数。新增NSA用户异频组

11，设置QCI5/6/7/8/9的NSA用户映射异频组 11并开

启SRLTE开关。

c）4G用户互操作参数。设置 4G用户—基于频率

优先级迁移参数，修改值往 1825/100/2452频点的连接

态频率偏置。

2.2 MOCN站点配置运营商级频点组

如图 3所示，在 4G MOCN场景中，存在如下 3类频

点：运营商 1专用频点，运营商 2专用频点和MOCN共

享频点。在配置异频邻频点时，运营商专用频点需配

置共享频点作为邻频点，但不需要配置对端运营商的

频点，所以对于运营商专用频点，不存在用户重选/切
换到对端运营商频点的风险。

但是MOCN共享频点需要同时配置两方运营商专

用频点作为邻频点，因此，对于MOCN频点就需要控制

不同运营商用户只往对应运营商的频点切换/重选。

在异频ANR关闭时，MOCN频点小区在下发异频

测量时，会根据异频邻区的PLMN做过滤，如果对应频

点的所有邻区均不包含本用户的 PLMN，则用户过滤

该异频频点，所以可以控制各运营商用户只可见本运

图1 广州实施的共建共享整体方案

方案策略（中国联通为例）

锚点参数设置

MOCN站点配置运营商级频点组

锚点优选

普通4G用户迁回

VoLTE语音用户迁回

ANR相关参数

中国联通承建区

单锚点

√
√

√
√
√

双锚点

√

中国电信承建区

单锚点

√

√

双锚点

√
√

表2 不同承建区的策略

图2 广州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共享场景

图3 MOCN共享频点

1.8 GHz共享锚点

4G核心网（EPC）
（CT）

中国联通载波

1.8 GHz共享锚点

5G基站
（200 MHz/100 MHz共享）

CT现有
4G基站

CU现有
4G基站

4G核心网（EPC）
（CU）

运营商2 only

MOCN共享

运营商1 only
运营商1 only F1

F2

F3

F4

•邻区配置
•业务回落策略配置
•锚点优先级配置

•版本升级改造
•中国联通CSFB功能配置

•承载打通
•增加双方承载路由

• MOCN配置
• TAI、紧急呼叫配置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核心网 核心网

承载 承载

4G共享锚点5G共享基站 4G

4G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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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的频点。

在异频ANR开启时，因为可能存在未知邻区，所

以不会根据现有邻区的 PLMN来过滤邻频点，则存在

给用户下发其他运营商频点的可能。所以还需要为运

营商配置专用频点优先级组 RATFREQPRIORITY⁃
GROUP，再通过 CellOp绑定到对应的运营商中，从而

减少基于覆盖切换异频测量时对其他运营商用户进行

异频测量的影响。

对于异系统频点，同样也需要绑定到运营商级专

用优先级组中。

a）打开多运营商频点场景下切换频率优先级策

略。

b）添加中国联通异频异系统频点组。

c）添加中国电信异频频点组。

d）修改频点组映射关系。修改为中国联通用户

系统频点优先级组 ID-0；中国电信用户系统频点优先

级组 ID-1。
2.3 锚点优选

识别NSA用户并迁移至锚点载波，从而使NSA用

户能够使用5G网络。

图4示出的是锚点优选使NSA用户使用5G网络。

有2种方式实现锚点优选功能。

a）空闲态专有优先级重选方式：NSA用户从连接

态释放，通过LTE专用优先级优先驻留到锚点载波。

b）连接态方式：NSA用户接入、必要切换入、重建

时，采用NSA专用优先级切换至锚点载波。

图5示出的是实现锚点优选功能的方式。

2.4 普通4G用户迁回

基于频率优先级的切换：

a）NSA用户基于频率优先级不生效。

b）打开频率优先级开关—运营商边界场景该开

关建议关闭。

c）允许往1850/100/2452做频率优先级切换。

d）基于频率优先级切换不考虑是否MLB。
e）VoLTE业务不中断频率优先级测量。

f）非必要切换准入不受MLB限制。

基于专有优先级的方式：

必须打开锚点优先级功能，此功能才能生效；通过

区分NSA终端+PLMN配置专有优先级，让普通 4G用

户通过空闲态专有优先级重选的方式迁回。

图6示出的是打开锚点优先级。

a）分PLMN专用优先级对NSA用户不生效。

b）设置本小区重选优先级。

c）打开空闲态锚点优选功能。

d）打开锚点优选功能。

e）设置 4G中国电信用户：中国电信频点优先级>
中国联通频点优先级。

2.5 VoLTE语音用户迁回

如果 VoLTE 承载在承建方，不需配置；如果

VoLTE回到归属网络，需如下配置。

基于业务的切换是针对运营商对不同QCI业务有

图4 锚点优选使NSA用户使用5G网络

图5 实现锚点优选功能的方式

图6 打开锚点优先级

NSA用户在非锚点载波接入

周期性触发

不满足测量门限

根据锚点优先
级启动测量

空闲态 连接态

释放时设置专有优先
级，重选至锚点小区

将用户根据锚点优先
级切换到锚点小区

满足测量门限

LTE only UE NSA UE非锚点载波

锚点载波

中国电信共享锚点
公共优先级：6

中国电信普通LTE
公共优先级：6

中国联通普通LTE
公共优先级：6

46001 LTE UE46011 LTE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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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频点承载需求实现的一种切换。基于业务切换

的启动与停止条件参见表3。

图7给出了基于业务切换的处理过程，图8给出了

一个开通 VoLTE基于业务切换的示例，考虑 F3覆盖

好、干扰低，在 F1/F2上开启VoLTE基于业务的切换，

目标频点为 F3，这样用户在 F1/F2上建立VoLTE业务

后，会立即触发往F3的切换。

相关参数设置流程：

a）打开基站级业务分层开关。

b）新增一组基于业务的异频切换策略组。

c）修改QCI1对应的异频切换策略组。

d）修改QCI2对应的异频切换策略组。

e）添加 1850/100/2452的业务分层频点—优先级

待定。

f）开启基于业务切换的ANR。
g）允许CA用户也进行基于业务的切换。

h）允许多频点业务分层。

i）打开小区级业务分层开关。

j）非必要切换准入不受MLB限制。

k）针对QCI1允许NSA用户基于业务切换。

l）针对QCI2允许NSA用户基于业务切换。

m）开启基于业务切换的ANR。
n）将QCI1的切换优先级配置为最高。

2.6 ANR相关参数配置流程

a）打开小区ANR开关。

b）修改异频异系统频点测量个数。

c）修改ANR模式为Free。
d）打开基站ANR开关。

e）如有需要可临时打开系统内增强事件ANR开

关，并且可2天后回退。

2.7 邻区配置规则

基站配置的主从运营商PLMN和系统消息广播的

主从 PLMN因为基站实现会存在不同站间交互，只能

看到广播的主PLMN，因此配置邻区时遵循下面 2个规

则。

规则一：配置的外部邻区的 PLMN填写的是广播

的主PLMN。
规则二：如果需要配置的运营商在目标邻区是广

播的从PLMN，在根据规则一完成外部邻区配置后，仍

需要配置外部邻区主PLMN和从PLMN的映射关系。

几种场景的主从PLMN的广播关系见表4。

3 参数配置问题案例

由广州联通牵头，在广州市番禺石楼片区 18个站

点（中国联通爱立信、中国电信华为）、芳村区域 5个站

相关功能

基于业务的异
频切换

启动条件

最高优先级 QCI业务允
许切换到某异频频点

停止条件

异频异系统切换测量进行
了3 s，却没有测量报告上报

表3 基于业务切换的启动与停止条件

图7 基于业务切换的处理过程

图8 基于业务切换的示例

惩罚和重试

结束

切换成功？

切换执行

目标小区判决

测量报告上报

测量控制下发

切换功能启动判决

开始

是

否

表示该功能相对基础功能存在差异实现部分

F3
（VoLTE承载频段）

F3
（VoLTE承载频段）

F2
F1

F2
F1 小区

eNodeB分载频共享小区Cell 1
eNodeB分载频共享小区Cell 2
eNodeB共载频共享小区Cell 1
eNodeB共载频共享小区Cell 2
gNodeB共载频共享小区Cell 1
gNodeB共载频共享小区Cell 2

需要配置的PLMN ID
PLMN A
PLMN B
PLMN A、PLMN B
PLMN A、PLMN B
PLMN A、PLMN B
PLMN A、PLMN B

广播的PLMN ID
PLMN A
PLMN B
PLMN A、PLMN B
PLMN A、PLMN B
PLMN A、PLMN B
PLMN A、PLMN B

表4 主从PLMN的广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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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国联通华为，中国电信中兴）、大学城片区 5个站

点（中国联通华为，中国电信华为）对同异厂家进行多

次试点实验。

3.1 业务态锚点优选不生效

问题描述：锚点优选除了空闲态能通过专有优先

级让NSA用户优先重选到锚点小区，在业务态也能触

发NSA用户切换到电信锚点小区。按配置，只要目标

中国电信锚点小区覆盖>-105 dBm就能满足切换门

限，从而触发切换。但测试过程中发现基站下发测量

控制，终端上报测量报告，但是不下发切换请求。

问题分析：核查参数发现是因为 S1协议兼容性开

关“RsvdSwPara3_bit18”打开导致。该开关是对 S1切
换场景，当源侧有不兼容的信元时，先触发小区内切

换，将不兼容的信元去配置，再触发站间的 S1切换。

前期因为中兴/爱立信基站未升级，现网版本不支持

NR信元，为了避免切换失败，打开 S1协议兼容性开关

“RsvdSwPara3_bit18”，确保切换成功。

解 决 方 案 ：S1 协 议 兼 容 性 开 关“RsvdSwPa⁃
ra3_bit18”是解决厂家协议版本不兼容的开关，在厂家

4G版本已经升级到支持NR信元后，需要关闭该开关；

对于还没升级区域，该开关需要继续保持打开。

解决效果：正常发起切换请求。

3.2 业务态锚点优选切换请求被拒绝

问题描述：MOD ENBRSVDPARA：RSVDSWPA⁃
RA3=RsvdSwPara3_bit18-0；关闭开关后，测试仍然存

在 问 题 ，eNodeB 往 MME 发 送 S1AP_Handover_Re⁃
quired，但是准备阶段直接被 MME拒绝，原因是 un⁃
known-targetID。

问题分析：分析发现，中兴的 4G独立载波共享场

景下，Uu口广播的 PLMN和 S1口 PLMN不一致，实现

不符合协议，导致通过ANR自动添加的邻区的 PLMN
与核心网MME获取的 PLMN不同，导致切换请求被

MME拒绝，造成切换失败。

解决方案：需要推动中兴按照协议来实现，确保

Uu口和 S1口的PLMN保持一致。否则MME侧无法寻

呼该UE，进而切换请求被拒绝。可通过临时方案来解

决该问题。

a）关闭小区ANR开关。

b）手动删除中国联通小区添加该共享小区的邻

区及外部小区关系。

c）手动添加中国电信锚点小区外部小区关系及

邻区关系，注意PLMN要设置为46011。

d）添加邻区主从PLMN映射关系。

解决效果：按照上续步骤规避后，eNodeB往MME
发送 S1AP_Handover_Required，MME回复 S1AP_Han⁃
dover_CMD，切换成功。

中兴 4G基站未按照协议实施，导致切换被拒绝，

可暂时通过邻区修改的临时方案来解决，但是修改幅

度很大，也关闭ANR，影响现网。

3.3 核心网未配置LAC 导致终端驻留3G

问题描述：共建共享，中国电信承建共享载波场景

（MOCN），中国电信 4G/5G站点完成MOCN改造后，中

国联通小区通过锚点优选功能把NSA用户迁移到中

国电信锚点小区。改造后监控指标，发现 4G侧KPI无
异常，3G侧流量明显增长。

问题分析：核查共建共享区域XML配置，未配置

4G与 3G的互操作参数，其他参数设置无异常。从无

线侧配置来看，不应该出现从中国电信锚点往中国联

通3G重定向/重选。

a）中国电信 4G共享锚点未配置 UTRANNFREQ
和UTRANEXTERNALCELL，不会触发中国联通 4G用

户4G到3G的切换或重定向。

b）中国电信4G共享锚点未配置CSFB相关策略。

解决方案：协调中国联通核心网配置中国电信

TAC与中国联通LAC的映射。

解决效果：协调中国联通核心网配置中国电信

TAC与中国联通 LAC的映射关系，安排测试后，终端

异常回落3G的问题不再复现。

3.4 测量控制不下发问题分析

问题描述：共建共享过程中，为避免中国电信卡进

入后对现网用户的影响，建议单独为中国电信 4G用

户/NSA用户设置一组异频切换参数组。

可按照表 5所示，不同的QCI使用不同的异频切

换参数，达到差异化区分4G/NSA。

如果没有单独设置异频切换参数组，则按照默认

的异频切换参数组0的参数来。

a）异频切换参数组 11（QCI9-NSA用户）对应的

A2为-109 dBm，尽量让中国电信 NSA用户驻留在中

表5 根据不同QCI设置不同的异频切换参数组

QCI
1
6
9

制式

4G
4G
4G

异频切换参数组

1
0
9

QCI
6
9

制式

NSA
NSA

异频切换参数组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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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通锚点小区。

b）异频切换参数组 9（QCI9-4G用户）对应的 A2
为-90 dBm，尽量让中国电信非NSA用户切换出中国

联通锚点小区，减少对中国联通小区资源限制。

江湾桥中国联通承建区域，使用中国电信NSA卡

测试时发现测量控制并没有按照预期来下发。CallID
为2557323，该用户为QCI9的用户。

问题分析：从终端能力来看，支持NR能力，确定

该用户为中国电信NSA用户（QCI9）。

用于切换算法中基于 QCI优先级来选择切换参

数、基于业务的异频切换中选择目标频点，以及选择系

统间切换策略的场景。在上述场景中的组合业务下，

可根据该参数配置决定采用哪个 QCI对应的切换参

数、对应的目标频点以及对应的切换策略。因此如果

一个业务中既存在QCI5又存在QCI6/9业务时，异频切

换参数组按照 QCI5的生效。而 NSA用户一定会有

QCI5的默认承载，问题小区QCI5和QCI6都使用默认

的异频切换参数组 0，最终导致QCI9的异频切换参数

组无法下发。

解决方案：修改 QCI5和 QCI6的切换配置 QCI优
先级，确保QCI9的异频切换参数组能下发。

解决效果：修改参数后，CallID为 2894514，该用户

为QCI9的用户。从终端能力来看，支持NR能力，确定

该用户为中国电信NSA用户（QCI9）。基站下发的测

量控制中A2为-109 dBm，A1为-105 dBm，符合预期。

切换配置QCI优先级决定异频切换组下发的策略，后

续如果要为QCI9单独设置一组异频切换参数组，需要

先降低QCI5的“切换配置QCI优先级”才能生效。

3.5 单锚点共享边界处使用方同频干扰严重，造成5G

用户4G侧脱网重建

问题描述：使用方 5G用户移动出共享区边界时容

易LTE脱网掉话，影响感知。

问题分析：使用方 5G用户在共享边界区容易触发

LTE A3同频测量，周边 4G站为非共享站点无法切换，

同时异频切换A2门限较难触发，导致 LTE质差掉话，

LTE重新接入中国电信4G，影响感知。

解决方案：现网当前异频切换 A2门限为-109
dBm，优化边界处使用方异频测量A2门限，根据情况

适当提升该门限值，使用方移出共享区时尽快切换到

原有4G网络。

解决效果：江湾桥小范围验证，提高A2切换门限

后掉话减少，使用方边界用户能尽早通过异频切换到

原有4G。
4 注意事项

共建共享试点中分为单锚点共享载波、双锚点、单

锚点独立载波/单锚点共享载波、单锚点独立载波等试

点场景。

在异厂家（华为、中兴）单锚点共享载波场景中，要

求共享方 4G终端移动至共享方 3G/4G空洞区域时，会

重选至承建方锚点 4G小区；当移出共享方 3G/4G空洞

区域时，共享方 4G终端能重选回共享方 4G小区；共享

方 4G用户VoLTE业务从非共享区域向共享区域移动

时，可正常切换到共享方 4G小区。共享方 5G用户从

共享区域向非共享区域移动时，可正常切换到非共享

区域4G小区上。

在异厂家（华为、爱立信）单锚点独立载波场景中，

要求共享方 4G/5G用户从共享区域向非共享区域移动

时，可正常重选到非共享区域 4G小区上；从非共享区

域向共享区域移动时，可正常重选到承载方 4G锚点小

区上。共享方 5G用户从非共享区域向共享区域移动

时，可正常切换到共享方 4G锚点小区上。共享方 5G
VoLTE用户从非共享区域向共享区域移动时，可正常

切换到共享方 4G锚点小区上。建议方案：针对无法接

入共享的共享方锚点小区现象，需要爱立信设备支持

锚点优选功能，并配置与共享锚点小区的邻区。

5 常见问题总结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5G共建共享参数配置类问

题大概可以分为下面几大类。

a）功能失效问题（见图9）。

b）KPI指标问题（见图10）。

c）邻区问题（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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