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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加强投资效益管控，引导投资由粗放型向精准型转变，基于大数据分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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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提出了一种面向融合网格的移固一体化投资建设问题评价与分拣模型，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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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体化建设优先级评价体系，对新形势下精准化网络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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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oyang Unicom’s 4G and broadband networks construction have been basically formed，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etwork
depth coverage，strengthen investment control，guide the investment from extensive to accuracy，based on the large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it proposes a construction mode and invest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fixed mobile convergence，creating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priority. The system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accurate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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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洛阳联通在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利润空
间逐渐缩小、成本控制愈加紧张的新形势下，认真贯
彻落实“精准建设提感知，聚焦重点增效能”的总体工
作要求，抓住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坚持效益导
向，实现精准建设，提升网络效能，走精准化建设的道

1.1 4G 网络及宽带网已基本成型，
建设精准性待加强
经过近 2 年的规模型投资，洛阳联通 4G 网络已基
本完成广度覆盖，市区、县城、校园、乡镇、3A 级及以上

景区、跨省高铁等重点场景已基本实现 LTE 连续覆盖，
宽带网小区进线率达到 95%，FTTH 端口达到 163.6 万

个，洛阳联通已基本建成一张完整的 4G 与宽带网络。
在集团公司“抓党建、促发展、控成本、转机制”的大背

路，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行精准建设，打造面向融合

景下，靠规模型投资的建设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面

网格的移固一体化网络投资建设问题与建设优先级

对当下的有限投资，聚焦高价值区域、提高建设精准

评价体系正是洛阳联通实施精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

性是提升投资效益的有效途径。

——————————

1.2 传统网络规划关注面较单一，
存在一定盲目性
传统的网络规划依赖于路测信息及驻地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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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来源较为单一，规划新建完全由网络覆盖

确用户和网络之间的关联，方便制定切实有效的网络

情况决定，缺乏用户侧、市场侧等横向数据做深层次

规划及运营策略。

分析，导致规划结果不能准确找到网络问题所在，往

凡此种种，传统的网络规划方法显然不能适应当

往只是着眼于局部“点”的问题，整体“面”的问题却难

前企业运营管理的新环境，严峻的形势、强烈的责任

以得到彻底解决，网络规划始终存在盲目性。
1.3 建设效果无法直观评价，
建设资源适度投放不足
对建设效果的评价，传统的测试方法仅仅是单方

感迫使我们集思广益，创新管理模式，利用新技术的

面评测，实地建设效果与其他运营商相比如何、用户
使用我公司网络与使用其他运营商网络感知相比怎
样，这些直观的评价、数据往往具有更强的说服力，由

普及，最大限度地实现网络规划建设的精准性。

2 建立面向融合网格的移固一体化网络
2.1 融合移固网格，
从网格级打破移固网传统界限

在传统的移网微网格、固网 OLT 网格的基础上，

于传统测试结果的短板，无法真实了解网络对比情

统一以道路为划分依据，重新划分移固网网格，使网

况，在某些中国联通网络优势区域甚至存在建设资源

格趋同化，形成涵盖无线侧数据和宽带侧数据的融合

过度投放的情况，造成投资浪费。
1.4 对网络效能关注度不足，
无法有效聚焦价值区域
通过梳理网络资源发现，洛阳联通现网日均产生

型网格，统筹规划，
统一部署。
2.2 以大数据为抓手，
建立网格级价值评价体系
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移固网 B 侧的 32 项数据进行

流量小于 1 GB 的低效能 4G 站在全网中的占比达到
12%，FTTH 端口零占用比例达到 18.4%，在全省排名

落后，这些低效能基站、端口造成了投资的极大浪费，

处理，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具体到每个融合网格的表现
形式，通过多维度综合评判，输出融合网格分档定级
结果，将融合网格分为“精品网格”
“赶超网格”
“潜力

焦到高流量、高价值区域产生的，在“抓党建、促发展、

网格”3 级，并得到融合网格最终价值排序。
2.3 建立面向融合网格的建设优先级评价模型
以融合网格价值等级为基础，建立面向融合网格

控成本、转机制”的总体思路下，什么样的区域优先建

的建设优先级评价模型，按照重点解决精品网格内所

设、如何实现区域聚焦战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

有问题、优先解决赶超网格内热点问题、选择解决潜

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建设优先级评价模型。
1.5 传统规划移、
固网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缺乏关联
传统的网络建设采用移网、固网各自规划的方

力网格内重点场景问题的原则开展网络规划，有效解

与集团公司提质增效的目标更是相悖。除去结构站
等因素，相当一部分低效能基站、端口是由于没有聚

式，相互之间并无明显关联。移网规划方法为通过分

析现网数据，结合现网资源通过 MR、DT、投诉、CQT、
集客及市场需求进行数据处理来查漏补忙，然后根据

投资约束确定优先级进行建设。固网规划方法为按
照 A、B、C、D 4 类驻地网小区进行统筹设计，A、B 类以

市场占有率为导向进行投资匹配，C、D 类严控新建投
资。传统网络规划方法无法充分调动现有资源，且存

在部分小区重复进场，严重浪费人力物力，无法有效
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
1.6 大数据为运营商网络规划提供有力武器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大数据分析已经广
泛应用于网购、打车、外卖、共享单车等众多领域。运

营商掌握着与用户相关的达到 TB 甚至 PB 级别的数据
量，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运营

商有必要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用户的大数据
分析，获得用户行为信息，更加深刻理解用户行为，明

决什么样的区域优先建设、如何实现区域聚焦战略两
大问题，引导投资向高价值、高流量区域倾斜。
2.4 形成建维优一体化的问题解决体系
针对梳理出的问题网格，按照解决方案将问题网
格分拣到网络建设类、网络维护类、网络优化类 3 个领

域，推动建维优共同发力，以解决问题、提升效能为目
标，形成建维优一体化的网络问题分拣办法与解决体
系。
2.5 建立友商竞对分析模型，
合理投放建设资源
在现网用户海量竞对数据的基础上，建立友商网
络覆盖能力评价体系，结合对标结果分析建设成效，
实现室内外覆盖区域一体化精细对标，支撑资源精
准、合理投放，保障建设效果。
2.6 聚焦用户感知，
提升 NPS 水平
汇聚以往所有 NPS 受访用户，建立 NPS 用户资源
池，通过精准建设动态保障移动用户感知，同时关注
对关联网格感知的保障情况，通过对用户访问、NPS

回访等途径了解用户感知敏感区域，并通过网格关
邮电设计技术/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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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实现建设对立体感知的关注。
2.7 移固网协同规划，优势互补
以融合网格为契机串联起无线网规划和宽带网
规划，实现驻地网、室内分布及宏微基站协同实施，统
一物业协调、主干光缆及光交箱资源共享，有效避免
了物业重复协调，缩短了建设周期，最大限度的节省
了建设投资。

的数据基础，建立起网格级价值评价体系及评判流程

（见图 1）。

移网根据各维度权重综合排序后，分为 A、B、C、D

4 类价值网格，洛阳核心城区 A+B+C 级网格占核心城
区面积的 53%，覆盖了 87%的用户收入和 88%的年轻
用户及移动互联网用户。

固网根据各维度权重综合排序后，分为 A、B、C、D

3 具体措施

4 类价值网格，洛阳核心城区 A+B+C 级网格占核心城

3.1 网格画像

价值用户及视频用户。

区面积的 46%，覆盖了 90%的用户收入、年轻用户、高

利用省公司 2 域 4 库，结合关联网格及 NPS 进行

综合分析移固网网格价值，将移固网分值按权重

网格画像。以道路为划分依据，重新划分得到移固网

相加排序，得到移固网融合网格价值等级，分为精品

融合网格，在省公司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洛阳联通

网格、赶超网格、潜力网格三大类，每一类向下细分为

对于精准建设方法论的探索，利用 2 域 4 库为网格画

像，即网格价值与用户信息特征库；网格网络支撑能
力特征库；网格建设方案信息库；网格建设后评估信
息库。同时利用 NPS 数据了解用户感知敏感区域，并

通过网格关联，实现建设对立体感知的关注。
3.2 采用大数据分析，对融合网格进行价值分级
在洛阳市核心城区 728 个融合网格的基础上，对
移网 B 侧 22 项数据、固网 B 侧 10 项数据初步分析，考

虑数据可替代性等因素，最终选取移网 6 项数据（用户
总收入、周末用户总收入、全部工作常驻用户数、年轻

用户数、用户视频总流量、移动互联住宅常驻用户数）
和固网 6 项数据（宽带用户收入、宽带总用户数、FTTH

端口占用率、100 M 以上高价值用户数、IPTV 用户数、
年轻用户数）共 12 项 B 侧数据做为融合网格价值评判

精品一类网格、精品二类网格、移网赶超网格、固网赶
超网格、潜力重点网格、潜力一般网格。
3.3 结合 O 侧指标，
查找融合网格问题区域
以融合网格价值等级为基础，叠加 MR 覆盖、用户

投诉分布、竞对数据、未进线小区等 O 侧数据横向分
析，得到问题网格。
3.4 针对问题网格，
分类定制解决方案
根据问题类型，逐网格制定解决方案，处理方式
可划分网络建设类、网络维护类、网络优化类 3 个领

域，形成建维优一体化的网格问题分拣办法与解决体
系。
3.4.1 网络建设类
按照重点解决精品网格内所有问题、优先解决赶
超网格内热点问题、选择解决潜力网格内重点场景问

用户总收入
周末用户总收入
全部工作常驻用户数
移网网格价
值等级

年轻用户数
用户视频总流量
输
入
数
据

移动互联住宅常驻用户

多维度加权
综合评分

宽带用户收入
宽带总用户数
FTTH 端口占用率

固网网格价
值等级

100 M 以上的高价值用户数
IPTV 用户数
年轻用户数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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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原则，建立面向融合网格的建设优先级评价模
型，输出后续无线网及宽带网建设规划，通过实施移
固一体化建设彻底解决问题网格（见图 2）。

减少 11 个宏站、42 栋楼宇，共调整 82 个宏站、87 栋楼

宇的站址位置，使得新建基站解决差栅格比例满足精
品网格>赶超网格>潜力网格的要求；宽带网新建投资
严格依据价值网格优化调整，让投资向高价值区域倾
斜。截止目前，精品网格投资比例达到 46.9%，问题解

需建设解决

决率达 71%；赶超网格投资比例达到 40.2%，问题解决

率达 40%；潜力网格投资比例达到 12.9%，问题解决率

微站、室分、驻地网协同进场

达 21%。
4.2 提升了网络资源利用率
根据融合网格价值评价体系，洛阳市核心城区精

站点工参规划

品网格 4G 均面积日均流量达到 292.38 GB，单站日均

网络覆盖更新

问题网络解决

否

是
结束

图2

移固一体化建设彻底解决问题网格流程

对符合建设优先级的基站、室分、驻地网，直接纳
入需求库。对市场、集客等提出的规划外、不符合建

设优先级的，严格遵照集团 3 张表进行管控，即用户和
收入发展承诺表、建设方案及投资估算表、站点投资

效益后评估表，再纳入需求库。
3.4.2 网络维护类
由基站临时断站或长期退服产生的弱覆盖、投诉
类问题网格，归属为维护类解决，站点恢复后即可解
决网格问题。
3.4.3 网络优化类
通过玄武 Atoll 仿真系统的自动优化（ACP）功能
对洛阳市区 1 358 个 4G 基站进行模拟优化，经 Atoll 云

计算，在关闭 71 个站点和对 340 个站点进行优化调整

流 量 达 到 45.63 GB，无 线 资 源 利 用 率 达 到 25.43% ，
FTTH 端口实占率达到 52.6%；赶超网格 4G 均面积日

均流量达到 233.65 GB，单站日均流量达到 28.45 GB，
无线资源利用率达到 23.16%，FTTH 端口实占率达到

48.24%；潜力网格 4G 均面积日均流量达到 111.13 GB，
单 站 日 均 流 量 达 到 19.6 GB，无 线 资 源 利 用 率 达 到
20.62%，FTTH 端口实占率达到 38.45%。精品网格内
4G 均面积日均流量高出潜力网格 1.63 倍，FTTH 宽带

端口实占率较潜力网格高出 14.15%，网格产生的业务
量符合价值体系及建设优先级体系评判结果。

截 至 目 前 ，洛 阳 联 通 4G 无 线 资 源 利 用 率 达

26.1%，较年初提高 11.7 个百分点；宽带端口实占率达

45.71%，
较年初提高 5 个百分点。
4.3 改善了低效能网络现状
通过聚焦价值网格，以建维优一体化网格问题解
决体系为纲，推动问题网格处理，同时倒逼市场开展
营销，有效改善了低效能网络现状。截至目前，洛阳
联通 4G 低效能站占比由 12.2%下降至 5.1%，FTTH 端

口零占用比例由 18.4%下降至 15.2%，摆脱了全省落后

之后，以-95 dB 为门限，RSRP 由 76.2%提高到 83.5%，

的局面。
4.4 保障了用户的立体感知
落实面向融合网格的移固一体化网络投资建设

后网络覆盖及质量有较大改善。

问题及建设优先级评价模型，通过精准建设动态保障

4 实施效果

用户感知，同时关注对关联网格感知的保障情况，通

4.1 提高了建设投资聚焦度

域，并通过网格关联，实现了对用户立体感知的保障。
4.5 引导了 3G 资源调整方向
针对无线网 U2100 资源调整项目，按照网格价值

SINR 值由 7.26%提高到 20.53%，根据仿真结果，优化

2017 年洛阳联通网络投资严格按照面向融合网

格的移固一体化网络投资优先级评价体系实施，对
FDD 无线网新建工程第一期启动站点进行调整，在总

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精品类网格增加 8 个宏站、增加 14

栋楼宇，赶超网格增加 3 个宏站、76 栋楼宇，潜力网格

过对用户访问、NPS 回访等途径了解用户感知敏感区

评价体系，引导 3G 资源从低价值网格向高价值网格流
动，合理拆闲补忙，改善低流量基站现状，提高资源利
用率，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
邮电设计技术/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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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网格举例剖析
5.1 高档高层住宅——世纪华阳网格分析

网格描述：世纪华阳网格为高档高层住宅小区，
按照网格价值评价体系归属精品类网格，平均资源利

用率 37%，月收入 11.95 万元，主要竞对分析相对领先
移动，主要竞对质量分析与移动相比竞争力不足。为

我市高档住宅小区，房价在 12 000~13 000 元，住户多
为本地（市）民，消费水平较高。

现网资源现状：该网格现有 3 个基站，分布在网格

的西部，东北部及其网格的东南部，网格内无室分站
点。现网站点洛阳市科技馆电信挂高 25 m，资源利用
率 33%；富地国际挂高 41 m，资源利用率 39%；涧西万
达广场挂高 30 m，资源利用率 38%。

问题分析：通过移固一体化网络问题评价与分拣

有效解决。

6 结论
洛阳联通立足省公司方法论，通过创新建设模
式，将移固网有机融合，统一规划，协同建设，在企业
内打造面向融合网格的移固一体化网络投资建设问
题与建设优先级评价体系，实现了网络精准化建设。
秉承“精准建设、提质增效”的精准化网络建设管理理
念，以企业文化凝心聚力，洛阳联通将在精准化建设
管理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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