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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场景的无线网络，你准备好了吗？

特定场景的无线覆盖需求正在迅速增长

随着各种体育、文化、旅游、展览、交通等活动的增加和普

及，各类场馆、景区、道路等正在越来越多的被利用起来，

满足人们对信息获取、交流和分享需求。各类密集应用场景

的建设和使用正在从省会城市向地区级城市普及， 并伴随着

使用频率和范围越来越高的现象。

无线通信覆盖的必要性

由于这些特定场景中的活动具有人员众多、密集等特点，并

且移动通信又相当普及，所以在场馆、景区有集中活动时，

其中的通信量就会大大增加，而周边负责覆盖本区域的基站

容量已经不能满足通信量要求。因而，实现区域内的无线通

信覆盖系统覆盖，是各个运营商要面临的一个重要建设任务。

无线通信覆盖的挑战

随着4G网络的普及，数据应用越来越是无线通信的主

流，特别是流媒体在4G网络中的应用，不仅给用户带

来了全新的体验，更给每位参与者带来了互动的功能。

然而这些新的应用趋势，却给运营商在如何实现场馆

无线覆盖问题上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广域覆盖解决方案

适应不同广域地貌的要求

能够提供不同水平波束宽度的天线，不同增
益的天线

覆盖的地域特殊地貌

范围大，距离远，

要求覆盖的连续性好，无中断

实现远距离，减少站点数量，提高覆盖效率
具有高增益天线

确保最低射频路径损耗

可配套业界最低损耗的射频馈线系统，合路
和射频连器件

常年免维护，并确保性能不会有下降

高质量的天线及馈线系统

确保产品可适用于任何严酷环境

高可靠性和一致性的天线及馈线产品

实现隐蔽性和环境友好性，提高站点选择范围

可提供一些特殊外罩的天线

要照顾到处于覆盖边缘的用户体验

有阻碍电波传播的障碍物

地域，地形的特点或供电的限制

安装条件严苛，维护难等问题

站点未来进入严格受限等难点

室外气候的多变或严酷的环境

阅读：珠港澳大桥案例

挑战

方案



高密度覆盖解决方案

超超级用户密度

用户使用网络程度更频繁

覆盖范围内无遮挡物

频谱资源受限

多运营商共同提供服务

场地受限，隐蔽工程多

周围环境景观要求

实现多分区，提高容量

充分利用现有频谱

实现分区质量，密度
充分利用高性能天线指标

提高系统容量和数据吞吐率

建设高信噪比网络

提高频谱利用率
充分利用天线性能和器件指标

网络服务多运营商

选择超宽带天线和综合覆盖
系统

零维护，亦优化

选择高可靠性，具有前瞻性
和自动化程度高的网络

周围环境高度融合

覆盖天线小型化，超宽带化，
简化链接系统

阅读：珠海航展案例

阅读：上海进博会案例

挑战 方案



一桥飞架
康普助力港珠澳大桥一路畅“通”



中国港珠澳大桥

中国境内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跨海大桥，全

长55 千米，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10 月24 日，世界桥梁之 —— 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 —— 正式通车”, 粤港澳三地居民争

相体验，经过大桥时纷纷拍照留念并上传至网上。

每天数万人来往穿梭于大桥之上，如何保障优质

的通信体验？作为大桥无线和有线通信项目的供

应商，行业领导者康普公司未雨绸缪、精心设计，

保质保量实现了大桥无线通信的全覆盖，这背后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值得回味。

分享点滴，回味无穷
一起重温那段面对特殊考验的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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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工程的“合规性”挑战

2018 年9 月16 日，超强台风“山竹”正面袭击珠海，新

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在暴风骤雨中安然无恙，大桥监控信息

显示大桥安全、正常，全线供配电系统高低压运行正常。

与港珠澳大桥同样经受了考验的还有在桥上布设的康普天

线，其运行一切正常。

为大桥提供无线通信覆盖，这不是康普的第一次。康普曾

经参与了东海大桥专网覆盖项目，其中桥上的专网无线通

信覆盖就采用了康普天线。

不过，港珠澳大桥毕竟太特殊了！

港珠澳大桥是国家重点工程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长、最复

杂的大桥，横跨珠海、香港、澳门三地，对于国家和粤港

澳大湾区的建设来说都意义重大。

客户非常重视大桥的无线覆盖。由于大桥所在的海区域每年都

会面临台风侵袭，高盐雾腐蚀等更是家常便饭，再加上没有任

何遮挡的强紫外线照射，对天线的材料和环境耐候设计提出了

极高要求。港珠澳大桥总长约55 公里，既有海底隧道又有海

面桥梁，有较大弯曲和起伏，这对天线的性能指标同样提出了

严苛要求。大桥的安保措施和管理非常严格，无法做到实时上

桥检测设备。同是要实现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频段的

全覆盖，而且出于美观的考虑，要求天线必须统一外观尺寸。

这些都对于天线的选择提出了很高的质量要求。

大桥管理局对各个方面的要求都十分严格，安装施工条件也很

苛刻，既要保证同时满足三家运营商的需求，又要满足大桥的

安装施工要求。大桥通车后将实施封闭管理，涉及到港珠澳三

地的安保，将由武警负责大桥警卫工作，这给正常的维护增加

了难度，无法做到在普通应用场景中的随时维护。因此，要求

天线必须具有高质量和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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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一桥飞架，康普助力港珠澳大桥一路畅“通”

02. 多多运营商系统共享

运营商要求同时安装两个以上的系统，以满足服务的要

求。天线安装数量要尽可能少，在外观上尽量满足美观

和龙门架风阻的要求。康普提供的多频段多端口窄波束

高增益天线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大桥管理局的

要求，康普提供了700M-2700M 多频段天线，天线大

小尺寸、外观、颜色等严格保持一致，并覆盖

2G/3G/4G 网络频段。

01. 复杂应用场景

港珠澳大桥整体并非是一条直桥，而是根据海浪方向、海底情况等设计了较多弯曲和起伏，另外大桥管理局还提出严格要

求，必须将天线安装到指定的龙门架上面，其中有多段相邻龙门架之间的距离达到了3 公里。尽管困难很大，但康普天线

依然实现了完美覆盖，比如康普提供的多频段窄波束高增益天线（RVV–33B-R3），实现了远距离的高速速率通信无缝

覆盖。

综合通信方案满足个性化需求



03. 严严格的可靠性要求

基于大桥管理和行车的特点，要求设备具备长时间免维护和少维修，而且由于大桥位置的特点，要求抗台风、抗盐雾腐

蚀的能力高于普通天线。康普天线采取等于或高于国家标准和部分高于IEC 标准的可靠性设计和环境实验方法，对天线

进行设计和环境考核，使得天线的可靠性和寿命得到了充分保障。康普基站天线具备现场应用15 年以上的应用经验，实

践证明其天线在高可靠性和使用长寿命这些指标上可以满足港珠澳大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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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有线无线融合覆盖

康普除了为大桥运营商网络提供高效的无线覆盖，同时为

专用通信网络提供了12 公里的泄漏电缆，不仅满足了公

众通讯网络需求，同时为整个大桥的日常运维和调度做好

了保障。

04. 合理解决系统干扰

港珠澳大桥部分桥段地处珠海和澳门两地之间，存在两地

运营商之间同频干扰问题。康普提供的窄波束天线提高了

覆盖性能，同时可确保信号辐射范围和接收范围限定在大

桥桥面附近方向，达到了减少干扰澳门同频系统和降低接

收澳门同频系统干扰的目的。



无线通信、有线数据传输
一个也不能少

01.一桥飞架，康普助力港珠澳大桥一路畅“通”

康普公司凭借自身过硬的技术、高品

质的产品、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专业

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康普公

司为港珠澳大桥提供了全天候通信覆

盖解决方案，通车当日人们能够畅快

通信、快速上传照片，其中就有康普

的一份功劳。

在为港珠澳大桥提供天线解决方案时，康普公司充分考

虑了大桥管理者和运营者、电信运营商等各方面的要求，

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当然也收获了令各方满意的效果。

经实际测试，康普综合通信解决方案覆盖测试结果是全

优。另外，康普公司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提供的综合

布线系统延续了其产品一贯的高可用、高安全、高可靠

的特性，保证数据的高效、安全传输，保障了口岸日常

工作的有序运行。



康普是个“多面手”

港珠澳大桥不仅对桥梁设计和建设方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对于

通信方案提供商来说更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值得点赞的是，康普提供的

综合通信解决方案全面满足了大桥无线通信和高效数据传输的需求，不

仅可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正常工作，而且同时满足了三家电信运营商

的要求，还完美匹配了桥梁本身的结构和设计特点。最终，康普出色地

完成了任务，其高品质、全面覆盖的通信解决方案赢到了客户与合作伙

伴的一致好评，适应特殊应用场景的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

无论面临多么苛刻的应用环境，无论用户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康普都

能在充分了解用户的需求和痛点，理解网络和系统的特点的基础上，提

供快捷、经济、实用的解决方案。康普与运营商、客户通力协作，相互

支持，同时又可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比如提供射频无源传输系统的所有

部件，不仅保证整体质量，而且同时提供设备选型、采购、安装、测试

等全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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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射频路径-复杂而又相当简单

解决方案:多频段组合合路方案

产品: RVV-33B-R3天线

产品: Heliax超柔D级别跳线



畅游“进博会”——
隐形的天线，真实的感受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位于上海市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西部的一座外形

像四叶草的庞大建筑物注定要成为万众瞩目的

焦点，这就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就在这里举行，届时将

有来自130 多个国家的3000 多家企业参展，

规模庞大影响力广泛，那么保证海量人流无障

碍地进行无线访问和沟通成了运营商面临的严

峻挑战。与许多超大型场馆一样，上海国家会

展中心场馆为了充分保证用户的无线通信访问

速率、减少信号干扰，必需使用高质量的天线

系统，在频谱有限的条件下同时实现无缝的覆

盖和覆盖网络的巨大容量。

如此巨大的展示空间，如此巨大的参展人流，

如何实现畅通的无线通信？

一要看产品质量和指标

二要看供应商此前是否有过类似的成功案例

三要看供应商的技术和服务水平

02.畅游“进博会”，隐形的天线，真实的感受

客客户对解决方案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



找到症结才能对症下药，主要就是要实现无线系统两个关键

的指标

覆覆盖和容量

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型场馆的天线质量优劣，主要与三阶互

调、波束赋型、频段范围等关键指标有关。为了确保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顺利进行，为参展商和参观者提供通畅的

无线通信体验，场馆对解决方案提出极为严苛的要求也是理

所当然的。

康普作为专业无线通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提供了绝佳解

决方案- 场馆赋型天线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双全”解

决方案：第一，全频段覆盖，可以满足不同运营商的各个

制式、各个频段无线网络的平滑接入；第二，全系列产品，

不同波束赋形、不同尺寸、不同增益的天线产品可以满足

不同设计和话务的需求。

其次, 在超大型场馆中，同频信号间的相互干扰也是一个

棘手问题，会严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而康普安德鲁的

赋型天线解决方案也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其窄波束及

优秀的水平/ 垂直旁瓣抑制功能有效地控制了干扰水平。

另外，其优异的三阶互调指标，也可以有效保证极高的容

量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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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解决方案



有了设计方案，那么如此大规模的场馆，天线针对安装设计需求，又有哪些优势呢？

相比其他一些场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面积更大，因而对设计和安装的要求更高，实施难度也更大。

据康普的专家介绍，在同等性能指标下，康普的天线尺寸更小，重量更轻，安装也更方便，还便于隐蔽，保证了场馆的美观。

举例来说，康普的天线在安装时既可以采用水平方式，也可以采用垂直方式，方向可自由调整，便于规划设计和优化覆盖。

在项目施工安装过程中，康普提供了

现场勘查、方案建议、测试对比、

安装培训、安装督导、网络优化等

全程的服务。

经过此次全面改造，在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场馆容量覆盖提升75%，

访问速率提升45%，可满足50万人

同时使用手机上网。

康普天线系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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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CMAX-3030S-43-V53 天线



助力世界顶级航展
迎接高速网络时代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中心 —

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中心，占地35万平方米，是中国双

年航展举办地，可容纳超过40万名观众。

03.助力世界顶级航展，迎接高速网络时代

军用级安全性与高密度的挑战

提供室内天线装置，以支持2016年中

国航展预期飙升的带宽需求。

在紧张的工期内，与其他14名项目合作

伙伴协作完成项目。

保持军用级网络安全性。



解决方案

03.助力世界顶级航展，迎接高速网络时代

天线

天线

跳线

双工器 耦合器

Cell-Max™高容量室内MIMO天线

SureFlex 1米跳线

室外单波段四天线

室外单波段、65度水平波束宽度天线

2X三频段合路器

2X双频段合路器

空气介质，555-2700MHz，3dB电桥

0-3000MHz终端负载



世界级的解决方案，世界级的网络供应商

中国航展是世界一流的国际航空展，由广东省珠海市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球航空界人士汇聚于此，展示最新的军用和民用航

空技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情观众。2014年的航展共吸引了超过40万名观众进入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中心。35万平

方米的场地内，共有来自42个国家700名参展商和130架全尺寸飞机参展。在为期一周的航展中，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

点，展厅也将承担国际通信枢纽的角色，参展者可在此进行视频直播、上传图片并与世界各地的办事处进行交流。除了要满

足大量数据流量外，系统还需满足某些敏感军事技术提出的特殊安全要求。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中心之前已有室内无线覆

盖，由中国移动（全国及全世界最大的移动运营商）的子公司珠海移动提供。但2014年航展结束后，珠海移动意识到航展

的发展规模会很快超过场馆的室内无线容量。因此，2016年7月，珠海移动选择康普作为其集成式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

03.助力世界顶级航展，迎接高速网络时代



集成式天线解决方案全方位提升网络容量

具体来说，在珠海移动的这一项目中，康普的端到端室内天线解决方案是成功的关键。康普推荐的解决方案采用了Cell-

Max60度定向天线，和SureFlex一米跳线（N公和7-16 DIN公接口）。Cell-Max天线是启用MIMO的双频高容量天线，

可在698–960MHz和1710–2700 MHz频段实现卓越的PIM性能。

03.助力世界顶级航展，迎接高速网络时代

康普还设计和提供室外天线装置，以在航展期间提高通信车的无线网络容量。

大型通信车配备单波段、1710-2690 MHz天线、跳线、顶部和底部合路器、

555–2700 MHz 3dB电桥和负载终端。小型通信车配备2 x 1710-2690

MHz四天线、跳线、555–2700MHz 3dB电桥和负载终端。

作为与中国移动及其诸多子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康普以技术专长和项目负

责制而著称。在给康普的嘉奖信中，珠海移动高度评价了康普提供的高品质

集成式解决方案。整个项目涉及15名技术合作伙伴，所以在紧迫的时间内协

调各方工作的能力也至关重要。



03.助力世界顶级航展，迎接高速网络时代

在珠海移动的协调下，各合作伙伴进行了无缝交接，顺利在紧迫的工期内完工。更重要的是，改进后的室内移动解决方案

性能堪称完美。容量扩增后，展会期间，展厅内部和外部可为观众和参展商提供可靠的高速移动通信服务。同时整个系统

保持了出色的安全性。

中国航展的迅速崛起，让规划师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把下届航展办得比2016年更好。他们将有两年时间完成新的规划。但

是他们无需担心2018年展会及以后对移动连接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康普先进的天线解决方案及与珠海移动合作的无线覆盖

系统，可在未来数年内保证场馆满足无线连接需求。

满足未来移动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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