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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5G新技术商用带来新一轮大规模网络建设，给运

营商的 CAPEX及 OPEX带来巨大压力。相比 4G网

络，5G无线基站设备单价高，5G频率高使得站址更密

集、新增站点选址难度大，因此 5G建设所需的投资将

明显高于 4G，预计到 2025年仅 5G网络投资将达到 1.5
万亿元。5G网络运营成本也将进一步提升，5G电费

约为 4G网络的 3倍，这给运营商带来了投资及维护成

本剧增的压力，共建共享成为运营商的优先选择。

随着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方案落地，企业内部资

源投入不平衡将会使中国联通投资管理复杂化。为

了保证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提高承建与共建省分建

设积极性，保障非承建省分参与性，研究建立中国联

通 5G网络成本内部虚拟结算方法，以促进省间资源的

平衡及TCO最优。

1 国内外运营商共建共享情况

1.1 国际运营商典型的共建共享模式

a）自有模式。该模式通常表现为 2家或多家运营

商间，将各自部分网络资源向合作方相互开放。例如

韩国 SK、KT和 LG U+ 3家韩国运营商将共建共享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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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建共享方案使运营商投资管理复杂化。根据中国联通内部投资管理的需要，

制定适用31省的5G网络成本内部虚拟结算规则。研究建立5G网络成本内部

虚拟结算方法，构建了以单基站网络成本定额为核心的内部虚拟结算模型，为

中国联通内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提升省间投资安排的合理性及有效性，促进

降本增效，以保证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cheme makes the investment management of operators complicat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China Unicom's internal investment management，the internal virtual settlement rules of 5G network cost applicable

to 31 provinces are formulated. It studies the establishment method of 5G network cost internal virtual settlement，and con-

structs the internal virtual settlement model with single base station network cost quota as the core，which provides decision-

making basis for China Unicom's internal management，improves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 provincial invest-

ment arrangement，promotes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and ensures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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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以加速 5G部署，有效利用资源，减少重复投资。

对于已建成 3年以上的基础设施，韩国政府对共享方

采取奖励措施，但对于 3年以内建成的基础设施，强制

要求运营商开放共享。

b）合资公司模式。在这个模式中，2家或多家运

营商通过剥离资产或出资等形式成立合资公司，共建

共享通信基础设施。例如瑞典Tele2和Telenor开展网

络共享的合作方式是在 2009年成立合资公司Net4Mo⁃
bility，2家公司最先在瑞典建成第 1张覆盖全国的 4G
网络，而且 2020年网络共享的范围扩大到 5G，基于此

合作促使站点数量减少40%，CAPEX降低40%。

c）第三方独立模式。独立模式是指专门从事基

础设施的服务公司，独立投资建设，为运营商提供通

信服务的模式。该模式有利于运营商节约时间和资

金，逐渐成为共建共享模式中的主流。比如美国通信

基础设施市场主要是由第三方独立公司主导，三大上

市铁塔公司占到约 82%的份额，AMT作为美国最大的

铁塔公司，与客户合作采用市场定价法，铁塔租赁价

格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和周边的竞争情况，租赁价格

以一个稳定速率上涨（3%~3.5%），协议期 5~10年，5年
为一个续约期。

1.2 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经验总结

a）分区分类共享策略。对于存量及新建宏站，区

分低业务量区域、高业务量区域和新建区域，分别制

定不同的共建共享方案。对于存量宏站，主要共建共

享低业务量的行政村；对于双方均已覆盖的低业务量

场景，根据实际条件，协商拆掉一方设备，保留一方设

备进行共享。对于新建宏站，聚焦行政村、高铁等低

业务量的场景，城区高业务量区域共建共享比例相对

较低；对于硬骨头站，由资源优势方进行建设；对于全

新建设区域或领域，部分省分逐步实现全量化共建共

享。

b）一格一策的精细化共享方案。部分省分充分

利用方法论等大数据工具，在 B+O域数据分析基础

上，建立网格化资源共享流程，逐网格进行资源精细

比对与选优，一格一策制定资源共享最优方案。细化

站址选优、天面选优整合、机房选取共用流程，在网格

资源比对过程中，快速定位最佳站址、最优天面及最

省机房，有效提高建设方案资源共享比例。

c）创新共建共享费用结算模式。资源使用方向

资源拥有方支付租金，共享设备月租金（不含税）=资
产原值/折旧年限/12/2×（1+10%），其中共享基站第三

方费用双方平均分摊。

2 5G网络成本内部虚拟结算模型

根据目前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 5G共建共享方

案，可以将中国联通分为承建区域、共建区域、共享区

域，其中，承建区域为完全由中国联通建设区域，共建

区域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共建区域，共享区域为中

国电信承建区域。在暂不考虑与中国电信结算方案

的基础上，为了中国联通内部投资管理的需要，制定

适用31省的5G网络成本内部虚拟结算规则。

2.1 内部结算原则

a）公平公正。统一模型及算法，根据成本及资源

使用情况制定公平合理的内部结算价格，合理分摊结

算成本。

b）挂钩资源使用量。省间成本的分摊与基站数

量、流量使用量等资源使用量挂钩，省分公司承担和

成本与资源使用量正相关。

c）高质量发展。保证承建/共建省分建设积极

性，高质量完成5G建设任务，同时提升投资精准性、有

效性，促进降本增效；促使共享省分积极参与网络规

划设计，鼓励发展业务，同时注重流量价值保护，遏制

价格战。

2.2 常用结算方法

内部结算成本的确定根据不同的计价基础，综合

考虑运营商的单位规模、业务种类、行业水平、市场竞

争力、自身发展战略及组织环境等因素，可以参考以

下3个类型：

a）市场定价法。以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外部市场

价格为基础，适当扣除销售成本和相关税费，制定结

算价格，其定价的前提是提供产品或服务存在完全竞

争市场，使用范围相对较窄。

b）协商定价法。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存在不完全

竞争的市场时，以实际发生成本或提供过类似产品或

服务价格为基础，协作双方自行协商达成一致的结算

价格。此法可充分调动协作方的积极性和自主议价

能力，实际操作应用中存在谈判周期较长，花费人力、

物力较大等问题。

c）成本定价法。以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发生的成

本、费用为基础而制定的结算价格，主要包括完全分

摊成本法、长期增量成本法等。成本定价法的基础数

据获取相对容易，且能体现实际成本水平，稳定性和

可靠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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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部虚拟结算模型

比较以上 3种方法，成本定价法比较适合作为中

国联通5G网络成本内部结算模型，模型如下：

各省分摊网络成本=
中国联通5G网络成本×各省分摊结算比例=

中国联通5G网络成本× 省分应承担网络成本

∑省分应承担网络成本

在此基础上，内部结算模型又可以分为 2种，一种

是按照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实际单基站5G网络成本进

行分摊结算；另一种是按照单基站定额网络成本进行

分摊结算。

虽然理论上使用实际网络成本更加客观，但考虑

到移动行业全程全网的特点，仅区分出自身5G的网络

成本就有较大困难，而获得移网运营商的5G网络成本

更是难以实现。另外在5G业务发展初期，中国联通集

团承担大部分5G网络成本，使用实际成本将难以保证

数据的真实性。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文采用单基站

定额网络成本进行结算。模型如下：

各省分摊网络成本=中国联通5G虚拟网络成本×
省分应承担网络成本

∑省分应承担网络成本

式中：

中国联通 5G虚拟网络成本=（单站折旧摊销定

额+单站铁塔租赁定额+单站网络维护费定额+单站能

耗成本定额）×中国联通基站

考虑成本属性，网络成本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固

定成本及变动成本，固定成本主要包括折旧摊销、铁

塔租赁费、运行维护费等，考虑到固定成本较为刚性，

不受业务量变动影响，按照共赢原则，中国联通和中

国电信各自承担 50%。变动成本主要为能耗成本，能

耗成本与设备载荷有较大相关性，变动成本与业务量

挂钩，业务量越大承担成本越多，则

省分应承担5G网络成本=5G固定网络成本×50%+
5G变动网络成本×业务量占比

式中：

5G固定网络成本=（单站折旧摊销定额+单站铁塔

租赁定额+单站网络维护费定额）×（中国联通基站+中
国电信基站）

5G变动网络成本=单站能耗成本定额×（中国联通

基站+中国电信基站）

本省流量占比=本省联通 5G流量/（本省联通 5G
流量+本省电信5G流量）

3 结束语

本文在借鉴常用结算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中

国联通现状及模型的可操作性，构建了以单基站网络

成本定额为核心的内部虚拟结算模型，该模型以各省

应承担网络成本为基础，比较公正客观地测算出各省

5G网络成本分摊比例，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对于单

站网络成本定额，结合运营过程中的实际数据积累，

需考虑不同区域成本差异、不同基站类型的成本差

异，在操作中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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