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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标准地址资源在企业经营发展、运营管理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洛阳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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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址管理方法，刷新了原有标准地址维护的管理模式，为宽带发展、业务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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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FTTH standard address has become resource information closely related to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network construction. The importance of user standard address resources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Luoyang Unicom ha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the FTTH standard GIS address
management system，explored a set of scientific，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standard address management method，refreshed the original standard address maintenance management mode，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band business，speed improvement，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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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6 年洛阳联通全年新增宽带用户 9 万余户，宽
带 用 户 规 模 达 到 76 万 余 户 ，FTTH 宽 带 用 户 占 比
92 %，共建设 FTTH 端口 163 万个，实现了通信基础网
络飞跃。
在此过程中，FTTH 标准地址成为密切关系到业
务发展与网络建设的资源信息，特别是在光网建设规
模的发展趋势下，用户标准地址在企业经营发展、运
营管理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一套较为科学、系
——————————
收稿日期：2017-12-22

统、全面的标准地址管理系，对光网络建设和发展发
挥着基石和加速器的作用，是巩固网络能力、提供有
效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有力保障。
1.1 缩短工单处理时间，保障
“480”服务承诺
洛阳联通在服务方面严格落实“4 h 修复故障、8 h
完成装移机、网络覆盖 0 盲区”的服务承诺，全力提升
用户的满意体验。
前期因标准地址录入缺乏规范性，在实际操作中
营业员在选取标准地址库时往往根据客户描述地址
选取关键字进行受理，导致装维经理在后期装维过程
中发现选取的标准地址与用户实际装机地址会有较
大差异，最终只能通过前台撤单或是回退工单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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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加大装维经理以及后台人员的无用工作量，更重
要的是影响“障碍 4 h 内修复，装移机 8 h 内完成和无
条件受理”的服务承诺的落实。需要通过解决这些问
题来提高服务效率。
1.2 提高营销精准度和工作效率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通信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市场营销
成为洛阳联通的一项整体性的经营活动，客户的需要
是市场营销的起点，如何能准确地找到企业的潜在客
户，对营销工作的成功尤为重要。
将分光器图像化展示在地图上，并提供端口信
息。可以为营销部门提供详实、清晰的区域网络资源
分布资料，为营销部门提供了精准的营销区域，从而
提高营销的成功率。
1.3 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科学管理的需要
在洛阳联通光网络建设的进程中，自身管理、技
术升级、运营合作等方面的磨合进度稍显滞后，出现
了供需之间的不匹配、不对接，导致已建区域网络端
口实际占用率低，而需建区域工程进度迟缓。因此，
需要加快运用新技术来提升网络投资建设的合理性，
并不断创新工作开展模式和手段，从而为基础网络建
设和市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主要措施
2.1 整理标准地址库资料，
提高资源系统效率
工作思路：提取所有系统中设备资料，逐个核查
退网设备情况，汇总成表。由各区域资料管理人员删
除系统中退网以及虚拟的 PSTN、DSLAM、EPON 等资
料，删除冗余错误数据。
工作安排及成效：由于标准地址库冗余数据量庞
大，经过 2 个月的集中核查清理，标准地址从 1 080 多
万条精简到 620 万条。使得系统数据库中的标准地址
达到准确，精简的程度，而且极大地提升了资源系统
运行的速度。
2.2 基于互联网+的 FTTH 标准地址 GIS 管理系统
2.2.1 采集分管器坐标并建立数据库
分组采集 FTTH 的 GPS 信息，数据录入要求格式
如表 1 所示。
标准地址命名规范：标准地址为用于表示地址的
统一、唯一名称，容易变更的信息不能作为标准地址
如：指示性的地址描述不能作为标准地址，如：旁边、
楼上、走 100 m、XX 路与 XX 路交汇处、路口；符合规定
的 6 级标准地址命名：xx 小区 x 号楼 x 号箱，7 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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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经度

纬度

数据录入格式

分光器编号

备注（7 级标准地址）

xx

xx

xx 村 1 号箱-1 旅 河南洛阳 xx 市 xx 区 xx 镇 xx 村 FTTH
行社
小区旅行社门口光交

xx

xx

xx 村 1 号箱-2 旅 河南洛阳 xx 市 xx 区 xx 镇 xx 村 FTTH
行社北
小区旅行社北光交

xx 小区 x 号楼 x 单元 xxx。统一规范的标准地址登记表
如表 2 所示。
表2

一级分
上联光
盒
上联
光箱地
交接续
号
主干
址
位置

标准分光器登记表

二级分光箱安装地址
1#

10 号
xx 小区 7
1~3 芯
xx 主
楼 15
1# 号楼楼
至蔡家
局
层弱
顶 1 号箱
口光交
电井

2#

10 号
楼9
层弱
电井

3#

10 号
楼3
层弱
电井

4#

11 号
楼 15
层弱
电井

5#

11 号
楼9
层弱
电井

6# 7# 8#

各网络建设施工单位按照表中的格式和命名规
范填写标准地址资料，提交资料审核部门，不符合要
求或描述不清的强制重新填写，保证标准资料的一致
性、准确性、可用性。
数据导入：制作 Excel 宏，格式化标准地址导入数
据，避免人工整理出现错误。
2.2.2 FTTH 标准地址 GIS 管理系统
FTTH 标准地址 GIS 管理系统，把采集到的标准地
址对应的分光器经纬度信息投射到电子地图上显
示。根据各部门使用情况，设计了手机终端和 PC 终端
2 种使用方式。
系统架构：标准地址库图像化展示系统采用 B/S
架构，具有开发简单、共享性强、扩展容易、维护简单，
符合标准地址库图像化展示系统的需求。微信接口
采用 C#开发，后台数据库 Sqlserver2000，前台地图展
示 使 用 ASP.NET + JavascriptAPI + WebService API；服
务器系统软件：Windows 2003sever +IIS6.0。
GPS 坐标信息：坐标基础信息采集使用标准为
WGS-84 国际标准（Google Earth 坐标），后台数据库保
留 GCJ-02 标准（高德坐标），BD-09 标准（百度坐标）共
3 套坐标体系，可以灵活根据某区域地图更新情况进
行信息展示和比对。
组网方式：服务器采用双网卡配置，分配互联网
外网 IP 和办公网 IP，可在多个网络通过浏览器访问本
系统，也可在微信关注号发送关键字进行查询。对不
能上网的机子系统将自动转 Web 服务 API 生成静态地
图展示数据。
2.2.3 系统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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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光器地图化展示坐标、位置，如图 1 所示。

1 单元 1 号分光器箱/01 号分光器
分光信息

端口信息

坐标位置 端口
序号
街景照片
1
周边分光
2
全景查看
3
设置坐标 4
端口信息

图1

1 单元 1 号分光器箱/01 号分光器
坐标位置
街景照片
周边分光
全景查看

业务信息

业务号码 0379063127458
分光类型 普通分光
线路状态 -21 dB

标准地址 xx 区 xx 路 xx 路 xx 家属院 FTTH 1 单元
分光位置 xx 单元—1 单元 1 号分光器箱

设置坐标

所属设备信息

端口信息

端口状态

在线

离线

板卡状态

在线

离线

正常

离线

OLT 状态

激活

去激活

备注信息

图2

激活
空闲
激活
离线

5

激活

7

空闲

6

激活

8

离线

图3

一级二级分光器示意图

b）二级分光器端口业务信息查询。通过手机或
者计算机模式，点开每个二级分光器后，能够呈现出
业务信息，供前台营销及后台装维人员使用。本模块
可同步更新。二级分光器业务信息如图 2 所示。
分光信息

端口 业务 线路 端口 当前 最大 最大
状态 号码 状态 速率 流量 流量 MAC 数

二级分光器业务信息

c）二级分光器端口网管数据查询。通过手机或
者计算机模式，点开每个二级分光器后，能够呈现出
该分光器每个端口的网管信息，主要包括线路状态、
端口速率、当前流量、最大流量等等（见图 3）。
2.2.4 系统使用方法
账号申请：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洛阳标准
地址查询系统订阅号成功后，发送消息：#自己的手机
号，稍后会收到一条短信验证码（若部分员工手机号
不在公司短信白名单中，则收不到短信验证码，需联
系系统管理员后台处理）。收到验证码后发送：#手机
号码#验证码#姓名，正常后台会提示绑定成功。注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二级分光器网管信息

意：文中输入的
“#”采用英文字符格式。
使用方法：手机终端打开关注的订阅号“洛阳标
准地址查询系统”，发送“1”获取系统查询菜单；发送 2
获取系统管理菜单（本菜单对装维经理开放，用于校
准、新增、删除分光器等工作）。点击“洛阳联通标准
地址库管理系统”的图标可以查看使用帮助说明；点
击“二级分光标准地址查询”的图标，可查询具体分光
器的地址信息等。查询方式有以下 2 种：
a）根据标准地址信息筛选。即输入标准地址关
键字段，搜索地址库中包含该字段的所有分光器。可
以选择以列表方式呈现，也可以选择以地图方式展
现，在地图中可以选择右上角的卫星地图。
b）根据行政街道、小区、建筑物名称在地图中筛
选。即输入地图中的名称，在百度地图中索引到该区
域，可以将该区域周边的分光器以地图方式展现，在
地图中可以选择右上角的卫星地图。
以上是查询菜单的使用介绍，系统中的管理菜
单，为后台装维经理内部修正地址纠偏使用。另外，
每次下发的查询菜单，可连续操作查询，但为了保证
信息安全，闲置 15 min 后则令牌失效，需要重新发送
代码申请。
PC 客户端：访问网址 http：//61.54.44.155/map/log⁃
in.asp，登陆用户名为事先绑定的手机号，密码为收到
的短信验证码。计算机访问需要进行权限审核。
2.2.5 长效管理机制
为保持标准地址库信息的准确，各单位按要求使
用资源 3.0 系统，不允许添加虚拟、错误信息，加强系
统账号的管理，对违规使用的部门问责并要求整改。
加强建设交维要求：建设规划初期，必须由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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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装维经理共同确定二级分光器安装位置、名称、
编号；分光器外壳统一张贴或喷印分光器编号；分光
器内部张贴线序表，每条光纤黏贴标签，采用机打方
式；保证新建工程除原要求的标准地址交接资料外，
额外增加以上表格提供经纬度。
严格装维工作流程：新装业务必须使用工单指定
端口，发现端口错误的及时更正，并通知营业厅进行
资料变更；光纤缠绕标签，并标明业务号码和端口号；
用户拆、移机工单，必须前往拆除分光器内的跳纤，将
端口腾出。
2.3 建立完整有效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为保证用户信息和系统安全，标准地址查询系统
采取了诸多安全措施。
2.3.1 系统账户安全
微信订阅号账户，采用了动态令牌，目前设定为
发起查询请求产生动态令牌，有效期为 15 min，超时则
令牌失效。使用者关注订阅号后需发送相关验证码，
绑定个人信息后才有权限查询数据。
Web 账户，在登录验证码、权限分级等手段的同
时，严格按照公司账户管理办法，从账号申请、使用、
注销由专人管理，确保使用者账号不被借用、盗用。
2.3.2 服务器安全管理
杜绝弱口令，默认共享，危险组件，安装防护确保
最新补丁，启用审计功能。Web 服务器开启防火墙公
网地址仅开放 80 端口，并用工具检测网站有没有漏洞
和注入点。
2.3.3 操作安全
微信订阅号接口启用安全模式，接收发送的消息
包为纯密文。Web 管理系统采用权限分级，日志审计，
过滤输入，防止外部网站提交，关键页面文件加密、登
录验证码等手段提高系统安全性。系统对微信交互、
登录、查询、修改等信息记录日志到数据库中，做到有
据可查。
2.3.4 数据安全
服务器采用 RAID 1 磁盘阵列架构，硬盘采用 1+1
备份机制，同时数据库和页面文件采用全冗余双机热
备份，保障系统的可靠运行。
2.4 广泛应用 FTTH 标准地址 GIS 管理系统
自系统建成投入试用开始，公司专门下发公文推
广使用本系统，并且组织多次系统培训，前台营业员、
客户经理、后台装维经理全部关注“洛阳标准地址查
询系统”公众号，其他职位员工的关注率达到 85%。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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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月查询系统次数达 6.5 万次。提升了使用效率和
准确率。该系统逐渐显现其使用价值。
2.4.1 营业前台及装维人员普及使用系统，
提升效率
系统投入使用后，前台受理人员掌握了标准地址
GIS 系统使用方法，能保证用户首次到厅办理时通过
系统查到用户居住位置周边的分光器部署情况及端
口占用情况，快速下单。
装维经理接到障碍工单后，可根据报障用户的业
务号码进行障碍定位，通过标准地址图像显示系统，
可以根据待装工单的地域位置，合理安排装移修顺
序，避免多跑路，节约了工作时间，
2.4.2 分析数据整治劣化光路，
提升感知
根据图 3 示范的系统功能，每月由网络维护中心
负责提取全区光功率劣化用户，将收光功率≤-27 dB
的用户信息（含 OLT 名称、管理地址、OLT 端口、用户
LOID、光猫收光功率等）发送至信息化服务中心关联
相关信息（含分光器名称、编码、分光器端口数、分光
器实占数、用户姓名、装机地址、联系电话等），全部信
息提取后先由运行维护部做具体分析，然后分发到各
单位按分工进行整治，提升用户感知。
2.4.3 系统分析加强对精准化营销的支持
通过对用户带宽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带
宽使用率达到 80%的用户进行精准营销，如：用户当前
套餐为 50 MB，使用率达到 80%，营销人员可与用户推
荐 100 MB 套餐，满足用户使用需求，提高公司收入。
2.4.4 动态监测、
整合资源、
降本增效
依托于标准地址 GIS 系统，网维中心从提取各分
光器端口占用情况，统计长期闲置资源，通报到全
区。在当前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对现网资源占用率较
低、光缆闲置区域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在不影响市场
发展的前提下，做到降本增效。
2.4.5 指导网络精准化投资建设
标准地址 GIS 系统通过同步营业系统的数据，将
用户的基础信息关联至分光器，然后按照分光器的覆
盖范围，将用户信息和分光器端口占用信息划分到以
小区为单位的网格中，依据用户年龄、潜在消费需求
对 768 个网格、2 414 个小区设立权值，分析出具有较
高投资价值网格 128 个。为 10G PON 网络投资建设决
策提供详实可靠的数据依据，在加快精准化网络建设
工作进展的同时，为公司领导要求的“建设工作做到
与业务发展的 3 个同步：同步规划、同步拓展、同步建
设”提供了可靠依据，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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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划分示意图

3 结论及评价
3.1 提高工作效率，
集中发展业务
在营业前台受理工单过程中，由于不再需要由客
户或装维经理确定分光器位置，节约了营业前台受理
工单的时间，提高了工单录入的准确度，标准地址图
像显示系统投入使用前后，从市区的几个区域发展中
心分别随机记录 10 名客户做工单受理时间测试，测试
结果显示，营业厅在系统使用前工单录入时间平均为
16 min，系统使用后工单录入平均时间为 9 min，缩短
了 7 min，工单录入时间的缩短不仅提高了营业员的工
作效率，更缩短了客户在办理业务时的等待时间，提
高了用户对洛阳联通服务口碑和满意度。
后台装维经理在为用户装移机及修障过程中普
遍使用本系统作为支撑，标准地址 GIS 管理系统投入
使用前后，随机抽取西工区、洛龙区、涧西区、老城区
各 10 份工单历时数据可知：装维经理装移机时间在系
统使用前平均为 165 min，系统使用后平均时间为 133
min，缩短了 32 min，为洛阳联通公司提出的“480 服务
承诺”
（即：修障 4 h，装移机 8 h，0 覆盖），提供了有效的
保障。提升了工作效率，既提升了用户到厅办理业务
的成功率又提升用户满意度，而且营业员有更多时间
为用户介绍业务，发展用户。后台装维经理提升工作
效率以后，空出更多的时间为用户做使用辅导，提升
用户使用满意度。
3.2 提高网络质量，
提升用户满意度
公司通过开展了用户光路劣化整治专项工作，累
计发现 2.47 万用户光路劣化，速率慢等现象，并及时
进行完成整治，提升用户感知。
洛阳联通的宽带 NPS 由 2015 年第 4 季度的-16.6
提升到 2016 年第 4 季度的 24.8。随着公司服务提升，

用户口碑从光改期间的较差逐渐回归，并继续提升。
3.3 整合资源，指导建设，提高投资回报
基于标准地址 GIS 系统，按需提取分光器的容量、
端口占用情况，全区开展清理整治活动。如 1∶32 分光
器如果端口占用率低于 50%，用 1∶16 分光器进行替
换，将调整出来的资源投入到市场发展切实需要的区
域，1∶8 的分光器亦是这样思路。2016 年 10 月以来全
区共调整 1∶32 分光器 310 个，1∶16 分光器 220 个，1∶8
分光器 425 个，1∶4 分光器 204 个，实现降本增效，资源
利用率由原有的 40.8%提升至 45%。
本系统应用在网络建设方面，根据分光器的部署
情况、容量、占用情况，指导后期的建设规划、宽带扩
容、新建投资提供数据支撑，确保投资高效。
3.4 管理创新性，具有普遍推广价值
洛阳基于互联网+的 FTTH 标准地址 GIS 管理系统
的创新建设，贯彻了集团公司的管理创新思路，从工
作实际出发，解决了前台受理、后台装维所遇到的实
际困难，从资源经营的角度出发，做到目标市场细分
发挥了网络优势，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提供支持，做到
有的放矢。同时通过深入开发系统应用，能够提供端
口占用、业务信息、网络质量等数据，具有全面性、易
用性。
系统经过 1 年的运行，稳定可靠，易于推广使用，
能够为其他公司发展提供借鉴。通过集团的管理创
新活动和洛阳标准地址 GIS 系统开发，带动了公司管
理创新的氛围，把创新意识应用到管理、发展中去，使
公司业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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