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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现有电缆网进行光纤化升速改造，并对现有电缆接入设备及电缆实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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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对现网的光纤化改造不仅要满足国家战略的要求，还要充分考虑到企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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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此，对光改后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尤为重要。从工程建设、用户转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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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电缆退网、机房整合、投资、成本、收益及工程质量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对改

文章编号：
1007-3043（2018）01-0089-04

造后的实施效果提出了相应的评估方法。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Broadband China”strategy，and the requirement to speed up the network and lower the service fees，telecoms operators have bee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broadband network，and speeding up to transform existing network into all- optical network. Meanwhile，replace the cable access equipment and cables. Out of consideration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network fiber-based transformation is very significant. It analyze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user transformation，equipment and cable replacement，machine room integration，investment，cost，
income and project quality，then puts forward the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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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光纤化改造背景
现 有 的 宽 带 接 入 方 式 主 要 采 用 DSLAM、PON +
DSL、小区 LAN 网、PON+LAN、FTTH 等多种方式，语音
接入主要采用传统的 PSTN、PON+POTS、FTTH 家庭网
关内置 IAD 等方式。
按照“宽带中国”战略和“国办提速降费指导意
见”的要求，到 2017 年底，全国所有设区市城区和大部
分非设区市城区家庭具备 100 Mbit/s 光纤接入能力，
直辖市、省会城市等主要城市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
超过 30 Mbit/s，其他设区市城区和非设区市城区宽带
——————————
收稿日期：2017-10-20

用户平均接入速率达到 20 Mbit/s；80%以上的行政村
实现光纤到村。
为满足国家宽带战略要求以及提升接入速率，各
基础运营商均加快了高速宽带网络建设，为满足目标
速率要求，采用将原有的电缆接入方式改为光纤接入
方式，实现以 FTTH/O 和 FTTB（PON+LAN）方式为主的
光纤接入，并对现有传统 PSTN、DSLAM、PON+DSL 的
MDU、小区交换机等设备及电缆实施退网，逐步实现
光纤网对电缆网的替代。

2 光改实施效果评估方法
2.1 重点评估指标
网络光纤化改造涉及到运营商市场、建设、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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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采购、财务等多个部门，涉及语音、宽带、大客户
多个方面。对于如何评价网络改造完成、改造是否达
到预期效果，以及相应的投资、成本及收益情况，应重
点评估以下 9 类指标：光改建设指标，用户转网指标，
PSTN、DSLAM、LAN 交换机等设备退网指标，电缆退
网指标，机房整合指标，全光网指标，投资及成本指
标，收益指标，
工程施工及验收指标。
2.2 指标评估方法
2.2.1 光改建设指标
2.2.1.1 公众用户改造网络覆盖率
该指标主要评估运营商新建光纤接入网对原铜
缆接入用户的网络覆盖情况。
指标定义：公众用户改造网络覆盖率=新建网络
覆盖的原有铜缆用户数量／原铜缆网络用户数量。
用户单位：
户。
指标说明：达到 100%即为完成。在实际网络改
造中，存在部分楼宇、自然村存量用户很少，或部分纯
语音用户的情况，运营商出于投资效益的考虑放弃对
此部分用户的改造。
2.2.1.2 建设规模完成率
该指标主要评估待改造区域的端口建设情况。
端口建设规模应按满足待改造用户的接入进行配置，
并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进行适当预留。端口规模一般
为用户数的 1.2～1.6 倍。端口配置应同时考虑宽带和
语音两类业务。
指标定义：新增端口目标完成率=新建光改端口
数量／光改端口建设目标数量。端口单位：个。
指标说明：原则上达到或超过 100%即为完成。
但由于目标端口数量是依据待改造用户数量预先估
算的，在实际建设中，由于楼宇分布、用户分布、分光
比配置、分光器设置位置、用户流失、用户新增、考虑
后期业务发展等原因，实际建设的端口数量与估算值
会有差异，
因此，
该指标达到或超过 100%均可。
2.2.2 用户转网指标
该指标主要评估光改建设完成后，用户从原电缆
网向光纤网的迁移情况。
2.2.2.1 公众用户转网完成率
指标定义：公众用户转网完成率=已完成转网的
光改用户数／待转网用户总数。用户单位：户。
指标说明：以完成全部用户的转网为目标。从光
改开始到用户转网这段时间较长，可能会有一部分用
户流失，从各省搜集的数据来看，一般流失 5%左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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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常，因此完成率一般按 95%考虑。
2.2.2.2 集团客户转网率
该指标主要评估集团客户从原电缆网向光纤网
的迁移情况。
指标定义：集团客户转网率=（大客户转网率＋商
企聚类市场转网率＋低速数据业务转网率＋集客宽
带用户转网率）／4。其中：
大客户转网率=已完成转网的铜缆接入的大客户
数量／涉及铜缆接入的大客户数量；
大客户单位：
个。
商企聚类市场转网率=已完成转网的铜缆接入的
商企聚类市场数量／涉及铜缆接入的中小企业聚类
市场数量；
聚类市场单位：个。
低速数据业务转网率=已完成转网的低速数据电
路数量／承载于铜缆的低速数据电路数量；电路单
位：条。
集客宽带用户转网率=已完成转网的集客宽带用
户数量／待改造的集团客户宽带用户数；用户单位：
户。
指标说明：达到 100%即为完成。由于专线客户
的转网相对公众客户的转网难度要低，一般情况下不
允许客户流失，因此以全部完成转网为目标。
2.2.3 设备退网指标
该指标主要评估设备下电、退网情况，也是评估
全光网的一个重要指标。
2.2.3.1 PSTN 设备退网率
指标定义：PSTN 设备退网率=已完成退网下电的
PSTN 设 备 容 量 ／ 待 退 网 下 电 PSTN 设 备 总 容 量 。
PSTN 设备容量单位：门。
指标说明：达到 100%即为完成。除部分党政机
关出于保密要求，要求保留 PSTN 设备的，其他 PSTN
设备均应列入待退网下电设备的统计。
2.2.3.2 DSLAM 设备退网率
指标定义：DSLAM 设备退网率=已完成退网下电
的 DSLAM 设备端口／DSLAM 设备总端口。DSLAM
设备端口单位：个。
指 标 说 明 ：达 到 100% 即 为 完 成 。 原 则 上 全 部
DSLAM 设备均应下电退网。
2.2.3.3 PON+DSL 设备退网率
指标定义：PON+DSL 设备退网率=已完成退网下
电的 PON+DSL 设备端口／待退网下电的 PON+DSL 设
备总端口。PON+DSL 设备端口单位：个。
指标说明：达到 100%即为完成。除国家“普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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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及偏远山区、待拆迁区域等的 PON+DSL 设备，其
他设备端口均应列入待退网下电设备。
2.2.3.4 小区 LAN 设备退网率
指标定义：小区 LAN 设备退网率=已完成退网下
电的交换机设备端口／待退网下电的交换机设备总
端口。交换机设备端口单位：个。
指标说明：达到 100%即为完成。除企业园区的
交换机设备外，对于用于公众业务的交换机设备均应
列入待退网下电设备。
2.2.3.5 其他设备退网率
其他设备主要包括电缆配线架 MDF、电缆充气设
备、电缆交接箱、电缆组线箱、电缆分线盒、电缆安装
和维护用工器具等。
指标定义：其他设备退网率=已完成退网的其他
设备规模／待退网其他设备总规模。MDF 单位：架；
电缆充气设备、电缆交接箱单位：台；电缆组线箱、电
缆分线盒单位：个；电缆安装和维护用工器具单位：
套。
指标说明：达到 100%即为完成。
2.2.4 电缆退网指标
该指标主要评估现有用户转网后，电缆的退网及
处置情况，
避免固定资产流失。
2.2.4.1 电缆处置率
指标定义：电缆处置率=电缆实际处置规模／电
缆总规模。电缆处置规模单位：线对 km。
指标说明：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主干、配线的不
同的情况设置处置率指标要求，一般情况下主干电缆
应达到 90%，配线电缆应达到 60%。
2.2.4.2 电缆处置收入成本率
指标定义：电缆处置收入成本率=电缆处置成本
／电缆处置收入。由于处置成本不便于统计，因此采
用电缆处置直接收益更为直观，即：电缆处置收入成
本率=1－电缆处置直接收益（不剔除净现值）／电缆
处置收入。
电缆处置成本=电缆拆除费用＋电缆处置费用，
处置费用包括运输、保管、拍卖佣金等费用。成本、费
用单位：元。
电缆处置收入的估算=电缆线对 km 长度×每线对
km 重量×铜价，铜价一般参照上海有色网#1 电解铜的
当期期货平均价。电缆长度单位：线对 km；线对重量
单位：公斤/线对 km；铜价单位：元/公斤。实际收入应
根据招标拍卖价格计算。

电缆处置直接收益（不剔除净现值）=电缆处置收
入－电缆处置成本。
指标说明：根据实际工程处置经验，电缆处置收
入成本率一般低于 12%，小对数电缆较多的区域在
25%左右。
2.2.5 机房整合指标
该指标主要评估设备退网后，腾空的机房整合利
用情况，包括自有机房的重新布局、出租，租用机房的
退租等。
指标定义：机房整合完成率=已完成机房整合数
量／待整合机房总数量。机房数量单位：
个。
指标说明：达到 100%即为完成。待整合机房的
总数量应与 PSTN 和 DSLAM 机房的总数量基本相当。
2.2.6 全光网指标
该项指标主要对完成光改的区县、地（市）、省分
进行评估，可结合设备退网指标统一考虑。
指标定义：已实现 PSTN、DSLAM、LAN 交换机等
设备及电缆下电退网的区县、地（市）和省分数量与待
光改数量一致即可。
指标说明：有源设备 PSTN、DSLAM、LAN 交换机
等设备及电缆按退网指标下电退网，即可认定为全光
网络。
2.2.7 投资及成本指标
这两项指标主要评估光改完成后，实际发生的光
改投资及成本情况。其中成本包括入户施工成本和
用户终端成本。
指标定义：光改前，应对光改项目做整体规划，估
算投资与成本。在光改完成后，将实际发生的光改投
资及成本与估算值进行比较，并分析差异原因。
指标说明：
a）做光改规划时，应对改造范围、改造规模进行
详细统计分析，并充分考虑光改期间和光改后期客户
发展情况，因此，光改实际建设的工作量应大于待改
造工作量。
b）由于光改是对现有网络的改造，在光纤网络建
成后，需要将原有电缆用户尽量迁移到光纤网络上
（部分用户不愿意迁移，只能在后期动员迁移，避免工
程延期），因此，在光改实施过程中，部分现有用户的
割接也随光改工程一起进行，该部分用户的入户施工
成本和终端成本纳入工程投资，不计入入户成本内。
2.2.8 收益指标
2.2.8.1 直接收益指标
邮电设计技术/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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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主要评估电缆、PSTN 设备、DSLAM 设备、
LAN 设备、MDF 及其他退网设备的直接收益。
指标定义：直接收益=处置收入－处置成本。收
益、收入、成本单位：
元。
处置收入=电缆处置收入+设备处置收入
电缆处置收入如前所述；设备处置收入一般按该
构成该设备的主要材料的重量×该类材料的单位价格
计算。
处置成本=拆除费用＋处置费用，处置费用包括
运输、保管、拍卖佣金等费用。
指标说明：直接收益随#1 电解铜和设备材料在不
同时期的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相同重量的
电缆和设备处置时间点不同，收益也会有所不同。
2.2.8.2 其他收益指标
该指标主要评估整合机房节省的退租租金、出租
自有机房增加的收入，设备及电缆退网节省的电费、
设备维保费、电缆维护费，腾退管孔和杆路后节省的
建设投资，原电缆维护人员岗位调整节省的人工成本
等指标。
2.2.9 工程施工及验收指标
该指标主要为评估光改工程施工质量，各地可依
据国家、行业及企业相关的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等
对光改工程进行质量控制。
在光改完成后，集团公司可组织网建、维护、市
场、集客等人员组成检查组，对各省本地网进行工程
质量检查，
检查可采取随机抽查方式。
例如：每省随机抽查 2 个本地网，每个本地网随机
抽查 20 个小区和行政村，对重点环节如配线光缆、引
入光缆、OLT、ODF、交接箱、分光器、分纤箱等进行施
工工艺检查，并对全程光纤链路指标进行测试。检查
覆盖范围要广，尽量涵盖市区、县城、乡镇和行政村。
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通知当地公司进行整改，并
对各省检查结果进行汇总通报全国。

3 结束语
以上 9 类共 18 项光改项目评估指标，从工程建
设、用户转网、设备及电缆退网、机房整合、投资、成
本、收益、工程质量等多方面对光改项目进行评估，可
全面掌握光改的建设完成情况和实施效果。该评估
方法可作为光改项目全部完成后的整体评估，也可作
为光改实施过程中的阶段性评估，比如月度评估、季
度评估等，
及时了解和掌握光改进度和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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