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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市场侧与网络侧数据联动性不强，仅靠网络侧分析无法以用户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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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分析网络负荷与用户流量匹配问题，通过“B+O”协同大数据分析，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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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一种市场侧与网络侧数据“联动”的移动网络分析方法，并以实际案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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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做解读，为运营商价值聚焦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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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weak data linkage of the current market side and network side，the network side can’t analyze the matching
problems on network load and user traffic. Through the“B+O”collaborative data analysis，it puts forward a kind of mobile network side and network side data“linked”analysis method innovation. Taking the actual application case interpretation，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focus.

Keywords：
B+O；Data collaboration；Interviewing；Data flow matching

引用格式：陈学，梁大鹏，白冬梅，等 . 基于“B+O”数据协同的移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与应用［J］. 邮电设计技术，2017（12）：32-35.

1 概述
4G 时代，为了吸引用户更多的使用 4G 网络与数
据业务，运营商通常从 2 个方面入手，一是市场侧将
2G/3G 用户迁转为 4G 网络用户，另一是网络侧 4G/3G/
2G 网络互操作和 4G 网络覆盖优化，完善 4G 网络使 4G
用户更好驻留在 4G 网络上。传统工作模式是单纯从
网络指标着手，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开展移动网质量
提升，取得良好效果，但是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没
有聚焦在用户业务应用层面开展网络侧工作，部分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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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用户感知的问题得不到快速解决导致投诉居高
不下。
事实上，用户侧、网络侧、市场侧存在信息不对
称，网络侧完善移动网络，存在针对性差的问题。本
文结合 B 侧（用户计费数据）与 O 侧（移动网络数据）开
展大数据分析，站在用户与网络互看的角度，将运营
商与用户进行有效衔接，根据现网中客户的普遍需求
开展工作，寻求网络技术与市场两个手段解决现存的
问题，实现精准建站、众筹优化、精确支持市场等，达
到有的放矢提升网络质量、用户感知与优化用户结
构，支撑公司协同聚焦战略向纵深开展，有效弥补了
投资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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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过用户看网络
传统的网络侧工作，是通过 3G/4G 互操作参数优
化、问题基站小区优化和专项优化等手段减少用户流
量回落 2G/3G 网，但在考虑用户感知、实际网络部署、
用户分布现状的前提下，纯网络技术手段效果有限，
并未准确地站在用户的角度来感知网络与提升质
量。结合原有工作思路，河北联通聚焦用户数据业务
应用，透过 4G 用户产生在各网上的业务看 2G/3G/4G
网络，呈现网络与用户问题痛点，网络侧与市场侧，根
据网络问题区域与用户清单，展开有针对地建设、维
护、优化与市场经营，提高前后台协同能力。
2.1 新型移动网工作模式
以 B 侧（计费）用户数据为着力点，结合 O 侧（移动
网）基础工参数据，透过用户看网络，将流量分为 4G 网
络承载流量、3G 网络承载流量与 2G 网络承载流量，聚
焦 4G 用户流量回落 3G 网络 TOP N 小区与 2G 网络
TOP N 小区，
具体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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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用户流量高回落 2G/3G 小区分析流程

针对 TOP N 小区的开展网络优化、精准建设、重点
维护，既符合集团网络侧聚焦战略，又支撑地（市）分
公司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影响用户感知的网络焦点问
题，同时为公司的移动网络决策提供依据。
2.2 4G 高回落 3G 网小区分析案例
4G 用户回落 3G 网络的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到用户感知，针对这部分流量分解到 3G 小区，每月聚
焦高回落 3G 网 TOP 1 000 小区与相关区域，站在用户
业务应用与网络需求层面开展 3G/4G 优化、4G 扩容与
建站，既实现价值区域的聚焦，又为网络众筹提供明

晰思路，极大地提升网络工作价值与效率。以 2017 年
5 月份数据为例，河北省回落 3G 网流量最高的 1 000
小区，占 3G 小区总数的 0.8%，占据总回落流量 22%。
4G 回落 3G TOP 15 小区回落流量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1

4G 回落 3G TOP 15 小区回落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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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全省 4G 用户回落 3G 网络最高
15 个小区，承载的回落流量达到 13 TB，达到总回落流
量的 1.5%，极具聚焦价值。基于高回落小区区域，主
要通过 3G/4G 参数调整、4G 拥塞扩容、3G/4G 未共站址
的 4G 建站、弱覆盖的加强建站密度、基站价值导向搬
迁等方式解决。
2.3 4G 高回落 2G 网小区分析案例
4G 用户回落 2G 网流量，会极大影响大用户感知，
针对这部分业务分解到 2G 小区，每月聚焦高回落 2G
网 TOP 1 000 小区与相关区域，站在用户业务感知层
面开展 2G/3G/4G 优化、3G 基站搬迁、4G 扩容与建站，
既实现对网络业务问题的聚焦又提升数据业务用户
NPS。以 2017 年 5 月份数据为例，回落 2G 网最高的
1 000 小区，占 2G 小区总数的 0.9%，占据总回落流量
14%。4G 回落 2G TOP 15 小区回落流量分布如表 2 所
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4G 用户回落 2G 网络最高几个
小区，承载回落流量均超过 15 GB，而中国联通 2G 网
络难以有效为用户提供上网业务，极大影响到感知，
表2

4G 回落 2G TOP 15 小区回落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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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网络问题区域解决用户感知问题，可有效提升联
通 3G/4G 品牌。

3 透过网络看用户
以 O 侧数据为着力点对移动网划分出网格，结合
B 侧数据，透过移动网网格看常驻用户与网络质量。
河北联通经过客户回访与走访，对 4G 用户以月消耗 1

3G 基础工参

选择常驻 3G 小区 1

划分移动网络

选择月流量
大于 1 GB 的
4G 低驻留用
户

B 侧 4G 用户数据

GB 为高低流量分界线，高于 1 GB 的用户大部分具有
较高驻留 4G 网络意向。针对高驻留意向用户，分解出
回落 2G/3G 流量比超过 50%低驻留用户，结合用户常
驻 3G 网络最高 3 个小区，对高回落小区区域的网络覆
盖与常驻用户进行二次分析，通过网络看用户分布，
分析出用户高密度区域，支撑网络重点完善与市场精
准维系，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合并

选择常驻 3G 小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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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加入经纬度

目标用户与 3G 常
驻小区魅力分析

选择常驻 3G 小区 3

图2

低驻留 4G 网用户常驻 3G 区域分析流程

以河北衡水 2017 年 5 月数据为例，共分析月流量
大于 1 GB 而回落流量大于 50%用户 0.9 万个，对其流
量最高 3 个 3G 常驻小区进行撒点，用户热力分布如图
3 所示。
3.1 支撑市场精准维系案例
图 3 中箭头所指“1”为“景县华宇”网格，为用户密
驻留小于 20、流量大于 500，流量 by 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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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县城区，区域内 4G 最大站距约 700 m，覆盖较
好。对此区域内常驻用户开展二次分析，共有 254 个，
其中超套餐流量 99 个，非智慧沃家 164 个，提供市场
开展精准维系与二次经营，县分公司对范围内 228 个
用户进行了回访，接通 102 户，接通率 47%，通过回访，
未正确应用联通卡在 1 卡槽用户 27 各，实现 21 户应用
1 卡槽，效果显著。
3.2 支撑网络重点完善案例
图 3 中箭头所指“2”为“桃城候店”网格，是县城边
缘地带，此区域 4G 最大站距约 3.4 km，覆盖较弱，分析
出 4G 流量抑制用户 131 个，通过规划 4G 站址重点解
决，后期评估此区域中流量增长 230%，流量受抑制用
户减少 89%，有效提升 4G 网络建设价值与针对性。

4 用户视角看网络在重点场景典型应用

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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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联通根据集团工作要求，对高业务、高价值
与高影响区域进行划分，共规划出 1 575 个场景。结
合 B 侧数据与场景内小区信息，透过用户看网格网络
质量，工作流程如图 4 所示。
将产生在场景内的 4G 用户流量分解到场景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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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场景内 4G 用户流量回落 3G 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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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场景内 4G 用户流量驻留提升方法

户数据众筹，降低用户侧、网络侧、市场侧信息不对
称，把网络能力与市场发展方向是否协同进行客观呈
现，找出痛点并提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通过网络与
用户互看，构建基于市场用户需求建设、维护、优化一
体化新型网络工作模型，为企业发展、网络问题聚焦
与前台营销建言献计，助推体验式营销工作有力开
展，更好支撑公司协同聚焦共赢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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