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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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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云南省公用移动通信网络建设，推动通信基础设施与建筑物有序融合，

实现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促进社会信息化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制订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云南省内新建民用建筑、工业建筑的移动通信基站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室内无线电信号覆盖系统（以下简称：室内分布系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既

有建筑物进行改建、扩建时应遵照本标准执行。 

1.0.3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与建筑物“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

验收”。 

1.0.4  本标准涉及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未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机构鉴定合格的设备及主要材料，不得在工程中使用。 

1.0.5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施工与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

现行国家、行业、云南省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规定。 

  



 

 ·2·

2 术语  

2.0.1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mobil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包括移动通信基站基础设施和室内分布系统基础设施两部分，移动通信基站基

础设施主要包括通信铁塔、基站机房、电源系统、接地系统、屋面设施等，室内分布

系统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室分机房、电源系统、接地系统及桥架/线槽等。 

2.0.2  移动通信基站 mobile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无线电台站的一种形式，是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中，通过移动通信交换中心与

移动电话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信电台。通常情况下，一个移动通信基

站由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设备、电源设备、传输设备及天线、连接线缆等组成。 

2.0.3  室内分布系统 indoor distributed system 

为满足建筑物内部无线电信号覆盖而设置的发射、接收及传输等设施系统，简称

室内分布系统。通常情况下，室内分布系统由天馈系统、POI（Point of interface 多系

统合路器）、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设备、基带处理设备、传输设备、电源设备、接地

系统等组成。 

2.0.4  基站机房 base station room 

用于安装移动通信基站所需的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设备、电源设备、传输设备、

空调设备等的房间。 

2.0.5  室分机房 indoor distribution room 

用于安装室内分布系统所需信号源设备、多系统合路平台(POI)设备以及配套设

备的房间，包括室分中心机房和室分设备间。室分中心机房主要用于信号源、多系统

合路平台(POI)、电源、电池、传输、空调、动环监控等设备；室分设备间主要用于

安装信号源和多系统合路平台(POI)设备等少量设备。 

2.0.6  业务机房 integrated access machine room 

用于集中安装移动通信基站基带处理、传输、家宽集客、边缘计算业务的汇聚等

设备和电源、电池、空调等配套设施的房间。 

2.0.7  天线 antenna 

无线电收发系统中，向空间辐射或从空间接收电磁波的装置。 

2.0.8  馈线 fe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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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磁波以尽量小的损耗从发射机传到天线或从天线传到接收机所用的连接线。 

2.0.9  馈线洞 feeder hole 

移动通信基站机房墙面上具有一定尺寸要求的孔洞，是基站机房内各种线缆进

出的通道。 

2.0.10  桥架/线槽 cable tray/channel 

用于布放、绑扎光、电缆用的设施。 

2.0.11  接地端子 earthing terminal 

接地线的连接端子或接地排。 

2.0.12  一体化机舱 integrated cabinet 

集成开关电源、温控设备、交直流配电及站点智能管理，并能安装电池、通信系

统设备及其他配套设施，能够为内部设备正常工作提供可靠的机械和环境保护的综

合机柜。 

2.0.13  通信塔桅 communication tower mast 

用于通信功能的塔桅结构，包括角钢塔、钢管塔、单管塔、拉线塔（桅杆）、抱

杆、屋面自立塔等钢结构塔，以及水泥杆、复合材料等其他类型材料塔。 

  



 

 ·4·

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应符合相应层级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设计、建

筑风貌等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 

3.0.2  有信息化需求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应配套建设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3.0.3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的要求，遵

循共建共享原则统筹制定建设方案，统一进场建设。 

3.0.4  各类建筑物在设计、施工时，应根据建筑物外观、结构形式、供电方式等，预

留满足移动通信基站和室内分布系统建设所需的位置、电源、管线及运营维护空间需

求等。 

3.0.5  在各类建筑物上新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时，应充分考虑当前网络及后续网络

的发展需要，在站址规划、系统设计、杆塔、机房、电源、管线及防雷接地等方面应

有所预留。 

3.0.6  通信机房在满足设备稳定工作、安全运行及可靠性的前提下，应采用节能技术

降低机房内的能耗。 

3.0.7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应满足现行国家、云南省相关电磁环境检测要求。 

3.0.8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验收应参照现行国家、行业、云南省相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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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站址规划 

4.0.1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应纳入同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目录清单，符合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并与运营商无线网络的目标网规划相衔接。 

4.0.2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应充分调查分析和预测移动通信业务需求及运行维护

需要，并充分考虑到新业务、新技术对移动通信网络结构、容量及服务质量的影响等

因素。 

4.1 室外移动通信系统站址规划 

4.1.1  在选取建筑物作室外移动通信系统站址预留时，应根据城乡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目标点位坐标，按照不同场景下的通信网络覆盖要求筛选合

适距离范围内的建筑物。 

4.1.2  室外移动通信系统站址规划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等各项强制性条文规定的安全距离要求。 

4.1.3  室外移动通信系统站址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占地面积小于 50000m2 的建筑物或建筑群，应结合城乡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通

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中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目标点位，设置通信塔桅等基础设施。 

2 占地面积大于或等于 50000m2的建筑物或建筑群，每 50000m2应至少设置一

处通信塔桅基础设施，超出不足 50000m2的部分按照 50000m2计取。 

3 建筑物屋面高度小于或等于 50m，通信塔桅基础设施宜设置于建筑物屋面；

建筑物屋面高度大于 50m，通信塔桅基础设施宜设置于公共绿地或道路旁的地面，

并同时规划预留到通信机房电力引入和通信线缆路由。 

4 通信塔桅基础设施设置在屋面时，宜选择位于中心位置的建筑物屋面。 

5 通信塔桅基础设施设置在地面时，宜选择位于中央较空旷的区域。 

4.1.4  室外移动通信系统站址选择应符合《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YD 5003中对局

房、站址选择要求的相关规定，对于城区基站尚需满足如下要求： 

1 站址宜设置在建筑群绿化带、道路旁等。 

2 站址不应设置在正下方有燃气、供水、电力等管线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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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站址位置应远离边坡、高压线、变电站、加油站等危险源。 

4 站址地下不应有地下室、涵洞、深回填土等不利地基条件。 

5 站址位置应满足杆塔基础开挖面积及大型机械进出、吊装等要求。 

4.2 室内分布系统站址规划 

4.2.1  公共交通（地铁、铁路、高速公路、机场、车站、码头等）、大型场馆、多业

主共同使用的商住楼、党政机关类建筑楼宇等重点场所应建设室内分布系统。需要设

置室内分布系统的建筑物可参考附录 A 确定。 

4.2.2  除以上重点场所外的其它场所室内分布系统站址规划要求如下： 

1 移动通信盲区、弱区覆盖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如地下车库、地下综合管廊

及电梯间）等室外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应建设室内分布系统。 

2 移动通信高流量、高话务量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等应建设室内分布系统。 

3 移动通信网络频繁切换的高层民用建筑须建设室内分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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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信机房 

5.1 一般规定 

5.1.1  通信机房应结合光纤到户及其他通信需求进行统筹建设。 

5.1.2  建筑物建设工程应根据功能布局提供通信机房。 

5.1.3  通信机房应选择建筑物荷载满足通信设备承重要求的房间或具有加固条件的

房间。 

5.1.4  通信机房不应贴近强电辐射、腐蚀性气体、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振动源、噪声

源及热源等区域，当不能避免时，应采取隔振、消声或隔声措施；不应建于变压器室、

配电室的楼上、楼下或贴邻区域；不应建于水泵房、厕所和浴室及其它潮湿、易积水

场所的正下方或贴邻区域。 

5.1.5  通信机房内应具备独立空调系统的安装条件，机房外应预留空调室外机的安

装位置，与机房距离不宜超过 3.0m，空调室外机位置应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同时避免设置在阳光长久直射的墙面。 

5.1.6  通信机房平面形状宜采用矩形，其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不应小于 6kN/m2，

机房墙体应能满足单点不小于 50kg设备壁挂安装荷载要求。 

5.1.7  通信机房照明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机房照度不应低于 300lx，备用照明的照度值不宜低于正常照明照度。 

2 光源宜采用高效节能光源。 

5.1.8  通信机房电源插座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机房内插座电源不应与照明电源同一回路，且均为检修插座，检修插座宜在机

房四周墙壁距地 0.3m 暗装，每侧墙壁至少预留一个。 

2 检修插座电源线采用 0.45kV/0.75kV 铜芯阻燃线，穿管敷设。 

5.1.9  通信机房防雷接地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通信机房应与建筑物一体采用联合接地方式。 

2 防雷接地应符合《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 的相关规

定。 

5.1.10  通信机房消防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8·

1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建筑物，机房内应设置感烟和感温探测器，并应纳入

建筑物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 机房内严禁接入水喷淋灭火系统。 

5.1.11  建筑物室外应提供卫星定位系统天线安装位置，以及天线与通信机房的管线

路由。卫星定位系统天线安装位置处的屋面应开阔无遮挡，无强电磁干扰，且在避雷

针保护范围内。 

5.1.12  通信机房应满足《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YD 5003的要求。 

5.1.13  对于住宅楼或其他受屋面条件限制无法提供通信机房的建筑物，可采用一体

化机舱。对于采用一体化机舱的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设计参照本标准第 8 章

屋面设施的相关要求。 

5.2 基站机房 

5.2.1  基站机房应独立设置。 

5.2.2  基站机房应优先建于建筑物屋面，宜与局部突出屋面的电梯机房或楼梯间、设

备间等贴建；当屋面无上述附属用房时，宜建于弱电间上方；确有困难时，基站机房

可设在顶层并与弱电间贴建。 

5.2.3  基站机房净面积不应小于 20m2，净宽度不应小于 3m。 

5.2.4  基站机房应在便于线缆进出的位置预留馈线洞，洞口应面向开阔处，且内高外

低，向外下倾斜 5°~10°，下沿距地不低于 2.2m，孔洞净尺寸不应小于 400mm×400mm。 

5.2.5  基站机房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净宽和净高不应小于 0.9m×2.0m，对应门洞宽

度和高度不应小于 1.0m×2.1m。建于首层的基站机房的外门应采取安全措施。 

5.3 室分中心机房 

5.3.1  室分中心机房宜独立设置，不具备条件时可与其他专业通信机房合设。 

5.3.2  室分中心机房应设在覆盖区域中心位置的地下室、裙房或主楼首层，机房至各

楼层（包括地下室）、建筑物外的通信管道应有弱电桥架或线槽连通。 

5.3.3  室分中心机房净面积不宜小于 15m²，净宽度不宜小于 3m。 

5.3.4  建筑物内每 50000m²应设置 1个室分中心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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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室分中心机房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净宽和净高不应小于 0.9m×2.0m，对应门

洞宽度和高度不应小于 1.0m×2.1m。建于首层的室分中心机房的外门应采取安全措

施。 

5.4 室分设备间 

5.4.1  室分设备间宜靠近所覆盖区域中心的位置，在满足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可设在

建筑物弱电井，所在建筑物弱电井内应预留室内分布系统的走线空间。 

5.4.2  室分设备间预留壁挂设备墙体面积不宜小于 6m²，墙面净宽度不宜小于 2m，

壁挂设备区域正前方应预留不小于 0.8m的维护操作空间。 

5.4.3  建筑物应按每 3000m²建筑面积设置 1个室分设备间，超出部分不足 3000m²的

按 3000m²计算。 

5.5 业务机房 

5.5.1  位于电信业务经营者光缆网络汇聚节点位置的建筑物宜设置业务机房。 

5.5.2  业务机房宜设置在建筑物的一层或二层。如设置在三层及以上，需具备足够弱

电井空间满足线缆进出的条件。在可能发生水浸的区域不宜选择一层和地下楼层，或

做好相关防水措施。 

5.5.3  业务机房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50m²，净宽度不应小于 3m。 

5.5.4  业务机房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净宽和净高不应小于 1.4m×2.2m，对应门洞宽

度和高度不应小于 1.5m×2.3m。建于首层的业务机房的外门应采取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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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信电源 

6.0.1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通信电源应与所在建筑物市电最高负荷等级同级，应采用

专用回路引入交流电，标称电压为 220V/380V，额定频率为 50Hz。引入容量应满足

通信工程建设的远期需求。 

6.0.2  对每个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应预留电源资源，其中业务机房预留用电负荷容量

不应小于 60kW，基站机房预留用电负荷容量不应小于 50kW，室分中心机房预留用

电负荷容量不应小于 20kW，室分设备间预留用电负荷容量不应小于 5kW。 

6.0.3  机房用电应有单独的计量装置。 

6.0.4  机房内应独立配置交流配电箱，市电引入电缆应敷设至该配电箱。配电箱应内

置浪涌保护器，配电箱总输入开关容量满足机房远期需求。 

6.0.5  机房应安装带有接地保护的电源插座，其电源不应与照明电源同一回路；电源

插座回路应带漏电保护。 

6.0.6  机房内的线缆应采用阻燃型，且阻燃性能不低于所在建筑电缆的阻燃等级要

求。 

6.0.7  通信用交流中性线应采用与相线同截面的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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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信管线 

7.0.1  建筑物红线内光缆管道应纳入小区整体设施管线的规划建设中，应与红线外

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管道资源衔接，确保红线外的光缆能够进入建筑物的通信机房，

形成完整通路。 

7.0.2  建筑物内通信机房之间、通信机房与其他通信工程设备设施之间，应有连通的

通信管线。 

7.0.3  通信管线接入口应设于进出线及穿缆施工、维护方便的位置，应避开建筑物主

入口以及电力、消防、燃气、给排水等管道集中的地方。 

7.0.4  地下通信管道的总容量应根据管孔类型、线缆敷设方式以及线缆的远期容量

确定。 

1 根据敷设的线缆种类及数量选用管孔，可选用单孔管、单孔管内穿放子管或多

孔管。 

2 管孔数量不应小于 4管，管孔外径不应小于 100mm。 

7.0.5  通信机房与弱电间（井）间应设置水平方向的弱电线缆槽盒，线槽规格不应小

于 200mm×100mm。通信机房与弱电间（井）贴邻时，可通过进线孔洞直接连通。 

7.0.6  弱电间（井）内应预留移动通信专用弱电金属桥架或线槽，桥架或线槽应垂直

通达各个楼层，并在各楼层设置出口。 

1 预留的金属桥架或线槽，规格不应小于 200mm×100mm。 

2 当与其它弱电系统共用桥架或线槽时，应在共用桥架或线槽内预留移动通信线

缆敷设专用位置，预留截面不应小于 200mm×100mm。 

3 当建筑物内的竖井为强弱合用时，应提前做好强电和弱电的布线规划，强电和

弱电的桥架、线槽应分别布置在竖井的两侧。 

7.0.7  每层电梯井应预留通信管孔与走廊上方桥架连通，管孔直径不应小于 50mm，

预留的管孔宜设置在平层吊顶内。 

7.0.8  利用建筑物红线内公共绿地、路灯杆、监控杆等公共设施作为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使用时，应采用通信专用管孔或电缆槽盒方式与通信机房连通。敷设主干通信管道

不应小于 2孔，外径不应小于 100mm；敷设电缆槽盒时宜采用 2根，每根电缆槽盒

宽度不应小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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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通信管线的设计应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和《通信管

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373、《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

计规范》GB 50846、《无线通信室内覆盖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T 51292以及《公共

场所光纤宽带接入工程技术标准》GB 51433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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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屋面设施 

8.0.1  设有通信机房的屋面，当建筑物屋面高度大于或等于 30m 时，柱墩设置要求

如下： 

1 屋面女儿墙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或其高度低于 0.8m，应预留不少于 12个钢筋

混凝土柱墩作为设备基础。 

2 屋面女儿墙安全可靠时，可直接作为设备支撑设施。女儿墙内构造柱位置应便

于识别（混凝土女儿墙或突出女儿墙的构造柱除外)。构造柱宜采用以下识别标记： 

1）不同外墙涂料颜色区分。 

2）设置分割条区分。 

8.0.2  设有通信机房的屋面，当建筑屋面高度小于 30m时，屋面应预留不少于 3个

钢筋混凝土柱墩作为设备基础。 

8.0.3  坡屋顶建筑物应具有突出屋面的小塔楼（楼梯间、电梯间、设备用房等），小

塔楼屋面标高不应低于屋脊线最高处 1.5m。天线可固定在小塔楼顶女儿墙内侧，女

儿墙应安全可靠。 

8.0.4  坡屋顶建筑物无法设置突出屋面的小塔楼时，应在坡屋顶上预留钢筋混凝土

矮墙，墙体内净高度宜为 1.2m，墙厚宜为 0.2m，长度不小于 2.5m，墙体建筑外装饰

颜色应与屋顶整体颜色一致，矮墙下宜设置托梁。 

8.0.5  因条件限制无法预留通信机房的建筑物，应在屋顶或小塔楼顶预留一体化机

舱安装位置。 

1 一体化机舱安装位置预留区域应为矩形，面积不应小于 10 m²，短边尺寸不宜

小于 2m。沿预留区域四周应设置锚固构件，如预留柱墩，柱墩间距不应大于 3m。 

2 一体化机舱预留区域屋面等效均布活荷载标准值不应小于 8kN/ m²。 

3 屋面板结构无法满足承重要求时，可在框架柱、抗震墙等结构构件顶部预留柱

墩，预留柱墩应能传递同等荷载，柱墩间距不应大于 3m。 

8.0.6  无小塔楼的坡屋面不宜设置一体化机舱，应预留通信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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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面设施 

9.0.1  屋面杆塔设施无法满足无线通信覆盖质量或建筑物无法建设屋面杆塔设施时，

应建设地面杆塔设施，地面杆塔设施应与建筑物和周边环境相协调，宜采取一杆多用

的建设方式。 

9.0.2  建筑物红线内的路灯杆、监控杆等公共杆塔资源应向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方开放，作为站址资源使用。 

  



 

 ·15

10 施工验收 

10.0.1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施工时，设备安装、线缆布放、天馈系统、机房和塔桅等

配套设施建设应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基站设备共址建设要求。 

10.0.2  施工单位应按经审查合格后的设计文件施工，设计变更应有原设计单位的变

更通知单，必要时设计变更应补送图审，图审通过后方可施工。 

10.0.3  室内隐蔽工程应在装饰工程施工前进行。隐蔽工程应在检验合格后进行封闭

施工，并应有现场施工记录或相应数据记录。 

10.0.4  主要设备、材料、成品和半成品应验收合格，并应做好验收记录和验收资料

归档。当设计有技术参数要求时，应核对其技术参数，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10.0.5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验收应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移

动通信基础设施主管单位共同验收。 

10.0.6  严格执行公用电信网接入规定，住宅小区、商务楼宇等建筑物的移动通信基

础配套设施未按要求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接入公用电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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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物室内分布系统设置要求 

表 A 建筑物室内分布系统设置要求① 

建筑类别 建筑名称 建筑规模（标准） 设置要求 

建筑工程 

单层、多层建筑 

任一层建筑面积超过 
5000㎡的建筑 

须设置 

任一层建筑面积为

3000～5000㎡的建筑 
应设置 

任一层建筑面积为 3000
㎡以下的建筑 

宜设置 

高层建筑 
一类 须设置 
二类 应设置 

超高层建筑  — 须设置 

办公建筑 
特别重要的办公楼 A类 须设置 

重要的办公楼 B类 应设置 

旅馆酒店建筑 旅馆酒店 
四星及以上 须设置 
三星 应设置 

商店建筑 购物中心、商场等 
大型 须设置 
中型 应设置 

展览建筑 展览建筑 
特大型 须设置 
大型、中型 应设置 

文化建筑 

图书馆 
大型 须设置 
中型 应设置 

博物馆 
特大型馆、大型馆 须设置 
大中型馆、中型馆 应设置 

档案馆 
特级、甲级 须设置 
乙级 应设置 

剧院 
特大型 须设置 
大型 应设置 
中型 宜设置 

电影院（含影城） 
特大型、大型 须设置 

中型 应设置 
 广播电视建筑  广播电视业大楼  一类 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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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别 建筑名称 建筑规模（标准） 设置要求 

二类 宜设置  

 体育建筑  
体育馆  

特大型 须设置  
大型、中型 应设置  

游泳馆、跳水馆  
特大型、大型 应设置  
中型 宜设置  

 医疗卫生建筑  医疗卫生建筑② 
三级医院 应设置  
二级医院 宜设置  

 教育建筑  
高等院校  — 应设置  
中等专业学校  — 宜设置  

 交通建筑  

机场航站楼 — 须设置  

铁路旅客车站  
特大型 须设置  
大型 应设置  
中型 宜设置  

港口客运站建筑  
一级 应设置  
二级 宜设置  

汽车客运站建筑  
一级 须设置  
二级 宜设置  

城市公共轨道地下交通

站及隧道  
— 须设置 

室外基站信号无法覆盖

到的高速公路及高速铁

路隧道  
— 须设置  

车库  
特大型 应设置  
大型 宜设置  

 居住建筑  
设有地下停车库的住宅

小区 
— 应设置  

城市综合体 城市综合体建筑  — 应设置  

 其它  

工业厂房  — 
根据实际

需要决定

是否设置  

地下建（构）筑物（如

地下综合管廊等）及电

梯间等室外基站无法覆

盖到的地方  

— 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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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别 建筑名称 建筑规模（标准） 设置要求 

无线电电磁环境一、二

级保护区③内不允许设

置室外基站进行覆盖的

建筑  

— 应设置  

注：①各类建筑规模（标准）参见相关建筑设计规范及行业建设标准，涉密场所按国

家相关规定执行。 

未列入本表的建（构）筑物，应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设置室内分布系统。 

②在医院建筑内设置的室内分布系统，覆盖范围和信号功率应确保医疗设备的

正常使用和患者的安全。 

③根据《云南省无线电电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一级电磁环境保护区是指关系

公共安全的重要设施的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包括民用航空地面无线电台（站）、安全

业务台（站）等区域；二级电磁环境保护区是指对无线电电磁环境保护有特殊要求的

区域，包括铁路、航运调度台（站）和大型卫星地球站、对空情报雷达站、射电天文

台、无线电监测和测向台（站）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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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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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高耸结构设计标准》GB 50135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设计规范》YD/T 5131 

《移动通信钢塔桅结构工程验收规范》YD/T 5132 

《移动通信基站工程技术标准》GB/T 51431 

《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YD 5003 

《通信局(站)机房环境条件要求与检测方法》YD/T 1821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标准》GB 50373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GB 51158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GB 50846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47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技术要求》YD/T 2164.3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YD/T 1051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GB 51194 

《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YD 5059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规范》GB 5120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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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云南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DB1XX-XXXX，经云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2022年 XX月 XX日以第 XX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有关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

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

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条文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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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2  民用建筑是指非生产性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按使用功能分，居住建筑包括

住宅、公寓、别墅、宿舍等；公共建筑包括教育建筑、办公建筑、科研建筑、文化建

筑、商业建筑、体育建筑、医疗建筑、交通建筑、司法建筑、纪念建筑、园林建筑、

综合建筑等。工业建筑指供人民从事各类生产活动和储存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1.0.3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涉及机房、电源、管线等多项内容，与建筑物的位置、高度、

平面布局、走线桥架等内容关系密切，为确保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能够满足移动通信网

络建设的要求，同时尽量减少对建筑物的影响，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与建筑物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25

3 基本规定 

3.0.2  2013年 8月，国务院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明确宽带网络是

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目前通信已经成为与水、电、气、

暖等具有相同地位的建筑基本功能，属于建筑的公共基础设施。在有信息化需求的民

用建筑和工业建筑，在建筑物设计时，必须考虑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配套

建设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用以实现移动通信网络覆盖。为保障民众公共移动通信的基

本权益，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设置应作为建筑物方案设计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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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站址规划 

4.2 室内分布系统站址规划 

4.2.1  为了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切实减少重复建设，促进电信行业健康持续

发展，工信部、国资委联合下发了《关于 2015 年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指导

意见》（工信部联通〔2014〕586 号文），文件中明确要求：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原则上不再自建铁塔等基站配套设施，地铁、铁路、高速公路、机

场、车站等公共交通类重点场所和大型场馆、多业主共同使用的商住楼、党政机关等

建筑楼宇类重点场所的室内分布系统，由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统筹考虑需求，统一

建设。 

此后 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工信部、国资委每年均联合

发布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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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信机房 

5.1 一般规定 

5.1.2  因移动通信网络技术演进迅速，移动通信业务热点区域的设备数量增加较

快，而不同功能、不同布局的建筑物楼层布局差异较大，为便于网络增容，在建筑

物规划设计过程中，应结合本标准的要求，根据当地电信业务经营者的中远期规

划，在合适的楼层和位置预留通信机房。 

5.1.6  通信机房内需要安装蓄电池组等重型设备，楼面活荷载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YD 5003中的楼面活荷载要求，在建筑物设计过程中应

根据机房设备的具体布局详细核算。机房内存在壁挂设备的需求，根据目前壁挂设

备的主要重量，要求机房墙体应能壁挂50kg以上的设备。 

5.1.9  通信机房系统防雷接地应符合《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的相关规定。基站机房应在机房内馈线洞口两侧预留 2个接地端子，且 2个接

地端子在地网上的引接点，不宜小于 5m。室分机房应预留 1个接地端子。业务机房

应预留 3 个接地端子，且 3 个接地端子在地网上的引接点，相互间距不宜小于 5m。 

5.2 基站机房 

5.2.1  为防止受到外界干扰，要求独立设置基站机房。 

5.2.2  建筑物屋面一般有电梯机房、楼梯间、设备间等附属用房，标准中规定基站

机房与其贴建，主要是为了减少基站机房对建筑造型及结构布置的影响，便于设备

的安装和线缆的布放。 

5.3 室分中心机房 

5.3.1  室分中心机房防干扰要求较高，应尽量独立设置，独立维护和管理。如条件

受限，需要和其他专业通信机房合设时，应确保系统间不相互干扰，并应进行分区

隔断。 

5.3.2  室分中心机房内的设备用于覆盖建筑物内部空间，为均匀分布移动通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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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尽可能减少线缆长度带来的信号损耗，保证覆盖效果，室分中心机房尽量靠近

所覆盖区域的中心，且与走线的井道相近。 

5.4 室分设备间 

5.4.1  室分设备间内安装的移动通信网络设备数量相对较少，可与建筑物弱电井合

设，共用弱电井的空间。 

5.4.2  室分设备间内的移动通信网络设备主要安装方式为挂墙安装，要求至少有一

面墙为承重墙，墙体不应使用黏土砖。 

5.4.3  根据目前各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室内覆盖建设方案，为保证覆盖需求，每个室

分设备间所覆盖的建筑面积应小于3000m2。建筑总面积小于3000m²时，可不设置室

分设备间。建筑总面积大于等于3000m²且单层面积小于3000m²时，各层建筑面积合

并计算，应按每3000m²设置一个室分设备间。建筑总面积大于等于3000m²且单层面

积大于等于3000m²时，每增加3000m²应增设1个室分设备间，增加不足3000m²的部

分，应按照3000m²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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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信电源 

6.0.1  建筑物有后备油机时，应从市电和油机转换之后的电源引入；规范规定供给通

信设备用的电源不应与其他民用设施共用回路，主要是为了避免因民用设施的用电

安全无法控制而影响通信供电系统的运行。 

6.0.2  每种机房类型预留用电负荷是根据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设备功耗以及配置

方案，针对机房特点和远期发展预留需要计算得出。 

6.0.4  浪涌保护器的设置和选择应根据当地的雷暴日及安装环境选择。设置在居民

区的基站应在其建筑物的配电箱内加装 SPD,其最大通流容量不应小于 60kA。SPD选

择还应符合《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建筑物电子信息系

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的规定。 

6.0.6  通信电缆应满足《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GB 51194 第 9.0.3 条第

6款要求:“机房内的导线应采用阻燃电缆或耐火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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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信管线 

7.0.1  移动通信网络设备需要通过光缆连接至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汇聚/业务机房，

因此必须要有连通至建筑物外公共管道的通道。 

7.0.2  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形态多样，新型产品层出不穷，可通过多种连接组合实现信

号覆盖，因此要求建筑物内通信机房之间、通信机房与其他通信工程设备设施之间，

应有连通的通信管线。 

7.0.7  电梯井道的孔洞主要是用于室内分布系统穿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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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屋面设施 

8.0.1  设有通信机房的屋面，当建筑屋面高度大于或等于 30m 时，柱墩设置要求如

下： 

1 屋面女儿墙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或其高度低于 0.8m，设备基础位置可参照图

8.0.1 预留。设备基础的预留柱墩应位于建筑物屋面的四角，每个屋面角布置不应少

于 3个，柱墩距离屋面边缘不宜大于 1m；当屋面长度大于 60m时，屋面中部应布置

6个设备基础，设备基础中心距离不应小于 1.5m。 

设备基础截面应为 900mm×900mm，设备基础顶标高应相同并高出屋面不应小

于 200mm。 

设备基础内钢筋应与建筑物接地网相连，每个设备基础连接点不应少于 2处。 

 

图 8.0.1 屋面预留设备基础位置示意图 

2 用于安装通信设备的女儿墙高度不低于 0.8m，应经过结构计算，并采用受力

合理的构造措施。 

采用砌体女儿墙时，砌体材料不应采用多孔砖。采用砌块砌筑时，砌块材料不应

采用带孔砌块，砌块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10，预拌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7.5，

女儿墙厚度不应小于 240mm；女儿墙应设构造柱，构造柱间距通过计算确定且不应

大于 3m；顶部设钢筋混凝土压顶，压顶高度不小于 100mm。采用钢筋混凝土女儿墙

时，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25，墙体厚度应经过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180mm。 

女儿墙内构造柱是固定抱杆的基材，为保证抱杆安装牢固可靠，抱杆应安装在构

造柱上。当女儿墙完成饰面工程后，构造柱具体位置已很难辨识，有时不得不采用破

坏墙面的方式进行确认，为使抱杆安装时能够迅速、准确定位构造柱，故要求对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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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予以标识，以减少后期破坏。 

8.0.2  设有通信机房的屋面，当建筑物屋面高度小于 30m 时，设备基础柱墩设置应

结合屋面功能和通信要求设置，也可参考图 8.0.2布局： 

1 柱墩中心距离为 3m~9m之间，柱墩之间应成为等腰直角三角形并宜靠近机房

馈线洞。 

2 设备基础截面应为 400mm×400mm，设备基础顶标高应相同并高出屋面不小

于 400mm。 

3 设备基础内钢筋应与建筑物接地网相连，每个设备基础连接点不应少于 2处。 

 

图 8.0.2 屋面预留设备基础位置示意图 

8.0.3  坡屋顶建筑应具有突出屋面的小塔楼，当塔楼女儿墙高度大于 0.8m时，天线

可参考下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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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3 有小塔楼坡屋顶天线布置示意图 

8.0.4  坡屋顶建筑无法设置突出屋面小塔楼时，可预留混凝土矮墙及附属设施，设置

原则如下： 

1 矮墙宜平行于主水平屋脊线或临近的屋面边缘线； 

2 屋面上人口净尺寸不小于 800mm×800mm； 

3 屋脊线上步道轮廓宽度不小于 1.0m，步道两侧护栏高度不小于 1.2m； 

4 走线架宽度不小于 500mm。 

混凝土矮墙及附属设施可参照图 8.0.4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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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4 无小塔楼坡屋顶天线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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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面设施 

9.0.2  对于利用路灯杆、监控杆等公共杆塔资源改造的基站，应对现有塔桅进行技术

鉴定或设计复核，满足荷载要求后方可实施。在改造施工时，不应影响现有系统的正

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