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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1、一种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

划仿真的方法，包括：A、在每一个基站站址的天

线挂高处设置无线信号源，其中，不同基站站址

的天线挂高不同；B、对于电子地图中的第j个地

物类型，在其实际地理区域接收来自第i个基站

站址的视距和非视距下(有遮挡的情况)的无线

信号，两个信号强度的差值记录为第i个基站站

址第j种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重复该步骤

直到遍历每一个地物类型以及每一个基站；C、在

每个基站的配置参数表中配置对于该基站的各

种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并基于所述阴影衰

落余量进行网络规划仿真，输出覆盖预测的仿真

结果。本申请方案能够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

划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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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仿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在每一个基站站址的天线挂高处设置无线信号源，其中，不同基站站址的天线挂高

不同；

B、对于电子地图中的第j个地物类型，在其实际地理区域接收来自第i个基站站址的视

距和非视距下(有遮挡的情况)的无线信号，两个信号强度的差值记录为第i个基站站址第j

种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重复该步骤直到遍历每一个地物类型以及每一个基站；

C、在每个基站的配置参数表中配置对于该基站的各种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并基

于所述阴影衰落余量进行网络规划仿真，输出覆盖预测的仿真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包括：对于单一基站站址的同一种地

物类型进行多次相同的测试，取平均值记录为对于该基站站址的该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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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仿真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无线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仿真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无线网络规划是根据覆盖需求、容量需求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结合覆盖区域的地

形地貌特征,设计合理可行的无线网络布局,以最小的投资满足需求的过程。传统的无线网

络规划流程包括：需求分析，网络规模预规划，站址规划以及勘测，网络规划仿真。

[0003] 对于无线网络规划，实际电子地图的引入，将使得传播环境的评估更为准确，所以

评估工作需要引入MapInfo、PLANET、EET等数据格式的电子地图。考虑地理因素对无线信号

传播的影响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的数据。

[0004] 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也称为高度(Height)数据，用于描述地形高度信息。数

据采取栅格数据结构，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记录网格点数据的记录格式。另外还有参数说

明文件，包括数据块左上角点地理坐标、投影方式、数据分辨率、数据宽度和高度。

[0005] 面状地物覆盖(DOM)数据：也称地物(clutter)数据，具体划分为16类：

[0006] 1、内陆水域(Inland  Water)；

[0007] 2、海洋区域(Ocean  Area)

[0008] 3、湿地(Wet  land)

[0009] 4、乡村开阔地(Open  Land  in  Village)

[0010] 5、城市公园(Park  in  Urban)

[0011] 6、城市开阔地(Open  Land  in  Urban)

[0012] 7、绿地(Green  Land)

[0013] 8、森林(Forest)

[0014] 9、高建筑物(High  Buildings(height>40m))

[0015] 10、普通建筑(Common  Buildings(20～40m))

[0016] 11、平行低建筑(Parallel  and  Lower  Buildings(area>20*40m))

[0017] 12、大型低建筑(Larger  and  Lower  Buildings(height<20m))

[0018] 13、城市高密区(Dense  Urban)

[0019] 14、其他低建筑(Others  Lower  Buildings(height<20m))

[0020] 15郊区(Town  in  Suburban)

[0021] 16、乡村(Village)

[0022] 数据格式也采取栅格数据结构，数据结构和参数文件同DEM数据一致。

[0023] 线状地物模型(LDM)数据：也称矢量(vector)数据，描述线状地物情况，如公路、街

道、主要道路、铁路、桥梁、Region等。数据存储采用矢量数据结构，以弧段坐标表示线状地

物的平面位置。

[0024] 针对不同的规划要求和建筑物密集程度，可选用不同精度的地理数据库。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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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密集的小城市和郊区可采用20m精度的数据。对于建筑物密集的市中心地区，需要采用

5m精度包含BDM的地理数据。

[0025] 现有技术中进行无线网络规划仿真的过程中，采用如下方式计算每个单点的传输

损耗：首先，在地图上读取单点的地物信息，获得不同地物所带来的阴影衰落余量；然后根

据每个站点选择的传播模型，计算每个站点到此点的路径损耗值，此值是由于路径的拉远

而带来的损耗值，阴影衰落余量值与路径损耗值相加即为站址到单点的传输损耗。

[0026] 其中，阴影衰落余量是根据不同的地物类型(clutter)对应的固定阴影衰落标准

差获得，而阴影衰落标准差根据已有网络的默认值或者经验值设置，而每个单点的地物类

型是固定的，相对于每个站点所得到阴影衰落余量也是一致的。这样获取的阴影衰落余量

值与实际值不匹配，在某些受地物遮挡严重的区域也会差别甚大。另一方面，由于每个站址

的天线挂高不一致，单点地物类型的高度相对于每个站址应该也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对于

密集城区环境中的各种不同高度的楼宇类型，山区和丘陵环境。由于相对高度的不一致，不

同站点到同一地物类型的实际阴影衰落值也是不一致的。

[0027]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现有技术的无线网络规划仿真的过程中，所有站址对于同一

地物类型选择固定的阴影衰落余量值，不仅会导致信号强度的精确度不够，也会使信号质

量得不到保证，进而影响到容量的计算，从而影响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精确度。

发明内容

[0028]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仿真的方法，能够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网

络规划精确度。

[0029]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仿真的方法，包括：

[0030] A、在每一个不同天线挂高的基站站址的天线挂高处设置无线信号源，其中，不同

基站站址的天线挂高不同；

[0031] B、对于电子地图中的第j个地物类型在其实际地理区域接收来自第i个基站站址

的视距和非视距下(有遮挡的情况)的无线信号，两个信号强度的差值记录为第i个基站站

址第j种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重复该步骤直到遍历每一个地物类型以及每一个基站；

[0032] C、在每个基站的配置参数表中配置对于该基站的各种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

并基于所述阴影衰落余量进行网络规划仿真，输出覆盖预测的仿真结果。

[0033] 较佳地，步骤B包括：对于单一基站站址的同一种地物类型进行多次相同的测试，

取平均值记录为对于该基站站址的该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

[0034] 从以上技术方案可以看出，通过实测方式获得不同环境不同站址对同一地物类型

的阴影衰落余量，可以提高阴影衰落余量的准确度。相对于现有技术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可

以提高信号强度估计的可信度，保证信号质量的精确度，更加准确的体现容量的分布，进而

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仿真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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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为使本申请技术方案的技术原理、特点以及技术效果更加清楚，以下结合具体实

施例对本申请技术方案进行详细阐述。

[0037]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无线通信系统网络规划仿真的方法流程如图1所示，包括如

下步骤：

[0038] 步骤101：在每一个基站站址的天线挂高处设置无线信号源；其中，不同基站站址

的天线挂高不同；

[0039] 步骤102：判断是否已遍历电子地图中的所有地物类型，若是，执行步骤105，否则

执行步骤103：

[0040] 步骤103：判断是否已遍历所有基站站址，若是，令j＝j+1返回步骤102，否则执行

步骤104：

[0041] 步骤104：在电子地图中标记为第j种地物类型对应的实际地理区域，接收来自第i

个基站站址的视距和非视距下(有遮挡的情况)的无线信号，两个信号强度的差值记录为

SFij，SFij表示第i个基站站址第j种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令i＝i+1，返回步骤103；

[0042] 步骤105：在每个基站的配置参数表中配置对于基站的各种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

余量。

[0043] 步骤106：输入基站其他参数，包括站高，天线类型，天线方向角以及基站发送功率

等必要参数。

[0044] 步骤107：根据以上参数进行网络规划仿真，输出覆盖预测的仿真结果。所述仿真

结果包括信号强度，信号质量以及容量等。

[0045] 较佳地，步骤104中，对单站的同一种地物类型进行多次相同的测试，取平均值记

录为对于该基站站址的该地物类型的阴影衰落余量。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凡在

本申请技术方案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

请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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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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