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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承载 CBTC 的 LTE-M 双网
提升集群业务可靠性方案
王

亮，张路昊

（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201206）
摘 要: 随着 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综合承载在城市轨道交通中应用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车地通
信业务承载在 LTE 网络上。针对 LTE-M 综合承载 CBTC+集群(+其他宽带接入业务)的地铁业务组合，充分利用
LTE-M 承载信号的 AB 双网，通过 LTE RAN 共享技术，将传统单网承载的集群业务的应用模式改进成基于空中
接口的、AB 双网主备保障的机制模式。正常情况下 A 网承载集群语音业务，当 A 网空口异常时终端重选至 B 网
驻留或接入，显著提升了 LTE-M 综合承载业务中集群列调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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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runk Service Reliability Using
LTE-M Dual-Net of CBTC
WANG Liang, ZHANG Luhao
(TD Tech Co., Ltd., Shanghai 201206)
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long-term evolution (LTE) integrated bearer for urban rail transit, increasing number
of vehicle-ground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re carried on the LTE network.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LTE-M (long term
evolution-metro) integrated bearer service of CBTC + Trunk (+ other broadband access services) and fully utilizes the LTE-M
A+B dual-net. The LTE RAN-Sharing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Trunk service mode of the traditional single-net bearer to a
mode based on the air interface AB dual-net guarantee, whi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Trunk service in the
LTE-M integrated bearer service. In general, net-A carries the Trunk service, and the UE will reselect to net-B when net-A is
in the signal-abnormal condition.
Keywords: urban rail transit; LTE-M; integrated bearer service; dual-net; RAN-sharing; Trunk service

集群列调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调度的重要环

目实施，以 LTE-M 的 AB 双网承载列控信号 CBTC

节，其重要性仅次于信号控制系统，其承载 QoS 优先

(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基于无线通信的列

[1]

级在 LTE-M 标准中规定与列控业务相同 ，可见集群

车自动控制系统)，并在其中一张网上(这里定义为 A

(列调)是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一环。传统的集群列调

网，下同)综合承载包括列车状态信息、CCTV(Closed

承载在一张独立的 TETRA 地铁专网上[2]，在单网的基

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PIS(Passenger Information

础上通过设备或板卡的冗余备份方式实现对可靠性的

System，乘客信息系统)等多种业务中的一种或多种的



承载系统方案，
已经在各种测试和实际项目中被证实是

保障要求。

随着 LTE-M 综合承载在地铁中的应用研究与项

一种抗干扰能力强、频谱利用率高的方案 [3] 。由于
LTE-M 相对 TETRA 在承载集群业务上的优势[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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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业务也继 PIS、CBTC 业务之后，成为 LTE-M 网络
承载的重点业务对象。目前 LTE-M 承载集群业务的方
式，是将集群业务视为 LTE 综合承载网中多种业务中

利用承载 CBTC 的 LTE-M 双网提升集群业务可靠性方案

的一种，单网承载集群业务[5]。
但考虑到集群业务(集群列调)的重要性，如果能

CBTC 的 AB 双网组网架构，如图 1 所示。
对于 CBTC 业务，由于其涉及列车行驶控制，安

在综合承载的 A 网的可靠性方案基础上，合理有效地

全要求级别非常高。因此要求承载信号的 CBTC 需

利用同覆盖的 B 网，在 A 网故障情况下能继续承载集

要 A、B 两张独立网络。在地面的系统侧，A、B 分

群语音，则可以进一步提升集群语音(集群列调)的可

别至少有一套核心网，和能够完整覆盖整条线路和

靠性保障，同时提升网络运营效率。

场段区的 BBU、RRU 及配套的 IP 传输网络 [6]，在车

1
1.1

辆上，在车头和车尾分别有一台承载 CBTC 的车载

方案设计

TAU 终端设备，分别固定地接入 A 网和 B 网。固定

基础方案：LTE-M 的 AB 双网承载列控信号
CBTC

接入 A 网的承载 CBTC 的 TAU 需要确保仅在 A 网工
作，要求任何情况不会误接入 B 网；B 网 TAU 同理，

该方案是基于 LTE-M 的承载列车控制信息 CBTC

要求任何情况不会误接入 A 网。A、B 网除 RRU 合

的 AB 双网的组网结构之上的。其中 LTE-M 为城市轨

路共用泄露电缆或 A 网备用 TAU 在车尾与 B 网

道交通综合业务承载需求的 TD-LTE 系统，在保证

TAU 合路共用车载天线外，其他位置上 A、B 双网

CBTC 车地信息传输基础上，可同时承载集群调度业

均 保 持 物 理 和 逻 辑 上 的 独 立 。 即 承 载 CBTC 的

务、列车运行状态监测、视频监控、乘客信息系统(PIS)

LTE-M 的 A、B 双网，任何一张网络都能够在运营

等信息。

时间内端到端地独立进行车地间通信，并且两张网

在介绍该方案之前，先简要介绍 LTE-M 承载

络之间不互通。

图 1 LTE-M 承载 CBTC 系统
Fig. 1 CBTC system beard by LTE-M

1.2

优化方案
该方案场景针对的是在 A 网(正常情况下承载集

量到信号异常后，通过重选到同覆盖的 B 网小区接入，
保证集群业务仍可以正常进行。

群业务的网)的某一个或几个 LTE-M 基站或者射频单

为实现这一目的，以图 2 为例做进一步说明。

元(RRU)发生故障、射频信号无法正常发出的场景。

在 LTE-M 双网承载 CBTC 基础上，集群业务的

解决方案的基本思想是在 A 网故障区，集群终端在测

系统侧设备(调度机等)通过 A 网的核心交换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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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CBTC+集群的 RAN-Sharing 组网系统示意

RAN-Sharing network system of CBTC + Trunk service

A 网的 LTE-M 系统和轨道交通的调度系统平台。集群

小区[10]，在 B 网小区根据作业需要正常进行群组业务。
当终端行进到 A 网正常的区域时，集群终端测量

终端(包括手持台和车载台)均在 A 网开户。
如果要实现集群终端在特定情况下通过 B 网的基

到 A 网小区的信号正常，高于某一个门限值，则空闲

站系统接入，则需要在信号系统 LTE-M 的 AB 双网上

态的终端将从 B 网重选回 A 网。

略做改动，使 A 网核心网与 B 网的传输网络联通，即

1.3

特定场景优化

B 网基站既接入 B 网的核心网，也可接入 A 网的核心

因系统设计初衷正常情况 A 网承载集群语音，即

网，即 RAN-Sharing 组网方式[7]。此种类型的组网，

仅在 A 网接入网故障时，集群终端重选到 B 网，当集

就有了“正常情况下集群终端通过 A 网基站→A 网传

群终端移动到 A 网正常区域时需要尽快回到 A 网。基

输→A 网(核心交换机)核心网、调度机→集群调度系

于此，通过异频重选实现在 AB 网小区之间的重选，

统实现集群业务，在 A 网基站故障时，集群终端通过

涉及一系列细节参数配置问题待分析[11]，参数配置合

B 网基站→B 网传输→A 网(核心交换机)核心网、调度

理性关乎该方案的性能影响，需要优化异频频点优先

[8]

机→集群调度系统实现集群业务”的链路通路 ，如
图 3 所示。
对于 A 网故障情况下，终端能够自动识别并通过
[9]

小区重选 转由 B 网基站入网在无线侧的过程概述
为：A 网部分基站故障时，终端侧进入故障基站区域
时，接收到的基站下行功率变弱。当下行接收功率

级及重选参数设置原则：
1) 如何使终端仅在必要时对 B 网频点的测量。
2) 如何避免对 A 网接入网故障的误判虚警，同
时避免重选不及时终端脱网。
3) 如何使终端能够及时检测到已经进入到 A 网
正常区域并及时重选回 A 网。

(RSRP)低于一定值时，终端则启动异频测量。当测到

为了实现集群终端“正常情况下尽量在 A 网”的

B 网的异频频点 RSRP 高于某个值时，则重选到 B 网

目的，在基站侧配置频点优先级：在 A 网小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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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A 网 RRU 单点故障下集群终端的链路路径

UE’s link path of trunk service when one RRU is abnormal in net-A

A 网所使用的频点优先级高，异频频点中 B 网所使用

点的优先级低的 B 网频点。

的频点小区重选优先级低；同理在 B 网小区，配置 B

LTE 系统频点优先级对异频小区重选的策略差异

网所使用的频点优先级低，异频频点中 A 网所使用的

是：对于测量的频点优先级高于当前频点的异频频点，

频点小区重选优先级高。

只 要 测量 结果 高 于“ 异频 频 点高 优先 级 重选 门限

A 网频点等级参数配置：本小区频点优先级＞B
网(异频)频点优先级。

对于测量的频点优先级低于等于当前频点的异频频

B 网频点等级参数配置：本小区频点优先级＜A
网(异频)频点优先级。
LTE 系统频点优先级对异频测量的策略

(ThreshXhigh)”，则终端重选到高优先级频点的小区；
点，需要低优先级频点测量结果高于“异频频点低优
先级重选门限(ThreshXlow)”并且当前频点测量结果

[12]

差异

低于“异频频点高优先级重选门限(ThreshXhigh)”。
在 AB 网之间的异频重选判定与过程可用图 4

是：对于频点优先级高于当前频点的异频频点，则终
端总是测量；对于频点优先级低于等于当前频点的异

表示。

频频点，则终端在接收电平 RSRP 低于“异频测量启

1.4

宽接终端在该方案中的策略

动门限(SNonIntraSearch)”时启动测量。即：当终端

RAN-Sharing 组网方案的引入，对于集群业务而

在 B 网空闲状态时，由于 B 网配置的的使用频点优先

言，解决了 B 网无线接入网作为 A 网接入网备份的功

级低，配置的 A 网的异频频点优先级高，则终端始终

能，但同时也突破了“AB 双网相互隔离”的原则。

测量作为异频频点的优先级更高的 A 网频点；当终端

因此必须通过一定手段保证宽接业务(承载 CBTC 业

在 A 网空闲状态时，由于 A 网配置的使用频点优先级

务、PIS 业务、CCTV 业务)终端(TAU)不会因为异频

高，配置的 B 网的异频频点优先级低，则终端只有在

切换、异频重选等到另外一张网。

A 网频点低于 SNonIntraSearch 时才会测量作为异频频

为解决此问题，对于宽接终端 TAU，需要采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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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策略。A 网承载 CBTC 的 TAU，或 A 网承载

×核心网可用度×BBU 可用度×RRU 可用度。

PIS/CCTV 的 TAU，或者综合承载这些业务的 TAU，

这里以所有网元均为 1 个串联的简化网络模型，

在终端侧配置锁定 A 网使用的频点。同理 B 网的 TAU

说明该方案对系统可靠性的提升：设核心网可用度为

锁定 B 网的频点。这样 A 网的 TAU 仅仅测量同频的

A1，调度机可用度为 A2，BBU 可用度为 A3，RRU 可

邻小区，即使在 A 网测量电平较低满足重选条件时，

用度为 A4，则集群网络系统的可用度对比为
不使用本方案 A=A1A2A3A4

也不会重选至 B 网导致 B 网业务的混乱。

使用本方案 A=A1A2A3[1–(1–A4)(1–A4)]
这里取几个网元的可用度指标分别为
A1=0.999 998 12，A2=0.999 997 95，A3=0.999 996 95，
A4=0.999 998 25，则集群网络系统可用度为
不使用本方案 A=0.999 991 27
使用本方案 A=0.999 993 01

3

场景与项目
宁波地铁 3 号线采用 LTE-M 1.8GHz 频段承载

CBTC 和集群列控业务，其中 A、B 双网分别使用 5M
带宽，A 网承载 CBTC+集群业务，B 网承载 CBTC 业
务。为保障集群业务的可靠性，采用本文所述方案，组
网同图 3 所示。在 A 网空口信号异常情况下，集群终端
可通过 B 网空口进行接入，保障集群业务的正常工作。
以一种设备故障场景为例，说明该方案在项目上
对可靠性增强的应用。
场景表示如图 5 所示，其中红色和蓝色分别表示
A、B 双网。A 网综合承载集群语音+CBTC 业务，B
网承载 CBTC 业务。正常情况下的 AB 网终端的接收
电平趋势如图 5 所示呈现规律的起伏。由于某些原因
2 点位的 A 网 RRU 或者连线故障，则该 RRU 覆盖区
域信号变弱，电平变化如图 5 所示，红色虚线的接收
电平降低后在问题区段表示棕色。

图 4 高、低优先级频点间异频重选流程
Fig. 4 Inter-frequency reselection procedure of high/low
priority frequency channel

2 可用度对比计算
LTE 系统承载集群语音，系统侧涉及的网元包括
核心网、调度机、基站(BBU+RRU)等多个网元，从可
用度角度看，各个网元串联组成网络系统，系统的可
用度是各单元可用度的乘积：ASYS=ΠAi，其中：ASYS
为串联结构系统的可用度；Ai 为各个单元的可用度。
故 LTE 宽带集群业务网络系统可用度=调度机可用度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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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图 5 故障场景的异频重选示意
Inter-frequency reselection when net-A is in the
abnorm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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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列车运行方向为 1→2→3，且集群终端在列

27(16): 2958-2960.

车上。则当列车运行到 a 点时，A 网集群终端的接收

[3] 戴克平, 张艳兵, 朱力, 等. 基于 LTE 的城市轨道交通

电平值低于异频测量启动门限，开始启动异频频点测

车地通信综合承载系统[J]. 都市快轨交通, 2016, 29(1):

量；当列车运行到 b 点时，集群终端测量的 A 网接收

69-74.

电平低于 A 网服务小区低优先级重选门限，且对 B 网

DAI Keping, ZHANG Yanbing, ZHU Li, et al. An inte-

频点的异频测量结果高于 A 网小区配置的异频频点低
优先级重选门限，满足异频重选条件的集群终端向 B
网重选；此后终端驻留 B 网的小区，通过 B 网小区

grated LTE based urban rail train ground communication
system[J].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2016, 29(1): 69-74.
[4] 岳晓东. TD-LTE 与 TETRA 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对比分
析[J]. 都市快轨交通, 2018, 31(5): 1-4.

RAN-Sharing 到 A 网核心网。当列车运行到 c 点位置，

YUE Xiaodong.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D-LTE and

由于终端始终进行高优先级的异频测量，在 c 点位置

TETRA Digital Trunking system in the rail transportation

测得高优先级的 A 网小区频点高于 B 网配置的异频频

industry[J].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2018, 31(5): 1-4.

点高优先级重选门限，满足异频重选条件，集群终端

[5] 陶宇龙, 贾萍, 赵东霞. 宽带数字集群在城市轨道交通

重选回 A 网小区。终端采用本方案与不采用本方案的
RSRP 接收电平对比如图 6 所示。

中的应用[J]. 都市快轨交通, 2014, 27(6): 1-4.
TAO Yulong, JIA Ping, ZHAO Dongxia. Application of
broad band digital trunked communication in urban rail
transit[J].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2014, 27(6): 1-4.
[6] LTE-M 系统总体架构及系统功能规范: CZJS/T 0062—
2016[s].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
2016.
[7] 刘光海, 陈崴嵬, 薛永备. 4G 网络基站共享优化解决方
案[J]. 邮电设计技术, 2017(4): 31-37.
LIU Haiguang, CHEN Weiwei, XUE Yongbei. 4G Networks RAN-sharing optimization solutions[J]. Designing
techniques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2017(4): 3137.

图6
Fig. 6

4

不同方案 RSRP 对比

RSRP comparison by using different schemes

结语

[8] 许桂芳. 深度共享方案分析[J]. 移动通信, 2017, 41(12):
33-37.
XU Guifang. Analysis on deep sharing schemes[J]. Mobile
communications, 2017, 41(12): 33-37.

宽带集群利用 LTE-M 承载 CBTC 列车控制信号

[9] 3GPP TS 36.213,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的 AB 双网和 RAN-sharing 技术，在空口接收信号异

Access (E-UTRA); Physical layer procedures (Release

常情况下，允许集群终端重选至 B 网的 LTE 接入网，
仍然具备发起集群语音的能力，相比传统的窄带集群
和单网宽带集群系统，其显著提升了宽带集群系统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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