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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价值回报高的区域

随着5G网络部署应用，用户规模和业务需求不断

增加，对于 5G网络建设维护的投资需求也越来越大，

在共建共享和成本控制的大环境下，每年的投资预算

不可能满足所有建设规划需求，针对5G网络的建设和

维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传统的规划和建设方式

无法准确预测和反映出资源投放后可能获取的价值

回报和效益增益，投资决策更多的偏向了粗放式的建

设和投资管理，如何确保有限的资源投放到高价值区

域并创造出高额回报，如何将价值因素在投资决策阶

段和网络建设规划阶段融入评价体系成为实现价值

投资的一个紧迫性问题。

1.2 如何加强网业协同实现精准营销

精准营销是业务部门在市场活动过程中一直期

望获得的效果，目前网络建设维护和市场业务部门之

间的协调仍然停留在提供网络基础能力和服务支持

上，对于市场业务部门来说，获得网建部门的支撑仍

然停留在网络覆盖的有或无的问题，在业务营销上，

市场几乎完全脱离网络维护和建设，随着网络逐步发

展和完善，传统的营销方式带来的利润增长逐渐降

低，营销投入越来越大，公司整体效益收入也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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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网络建设支撑业务协同发展的初衷渐行渐远。从

网络发展和市场支撑的角度出发，急需一种创新的评

价体系和方式方法，将网络建设维护和市场业务发展

进行融合，支撑市场获得高价值的投资回报，在统一

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对网络数据和市场价值的综合评

判，灵活分配网络资源，差异化实施市场营销手段，实

现市场活动的精准营销。

2 5G网络价值实施

基于 5G大数据和AI网格画像评估市场微网格区

域内的“人、钱、网”3个维度的数据，通过大数据聚类

的AI聚类算法设定用户画像目标，构建以标签知识图

谱化为系统的标签体系对用户画像，在应用用户画像

知识图谱过程中结合四象限原则，将网格内的用户特

征和 5G网络MR网络质量情况通过创新价值算法规

则进行高、中、低价值判定评分，基于建模算法输出的

价值评分结果，输出针对高价值区域的建设维护方案

和市场推广牵引方案（见图1）。

2.1 整体网格价值分析

针对“人”“钱”价值评定结果，从市场侧重收益价

值出发，设置“人”“钱”权重占比为 4∶6，将人、钱结果

进行综合价值评分并获取高价值网格，根据具体得分

对网格价值进行高、中、低价值标签标识，将满足价值

排序的前 10%作为“高价值+”标记，其他满足高价值

结果的网格标记为“高价值-”（见图2）。

基于“人”“钱”画像规则对某地（市）联通承建区

域624个市场网格进行价值评定，结果如下（见图3）。

a）基于“人”的价值网格评定结果：高价值网格共

149个，其中高价值+网格38个，占比6.09%。

b）基于“钱”的价值网格评定结果：高价值网格共

147个，其中高价值+网格36个，占比5.77%。

针对“人”“钱”价值评定结果，筛选出各价值分段

和网格数据信息，结果如图 4所示，市场网格得分 100
分的高价值网格共 32个，总计网格面积 7.02 km²，平均

每平方千米用户数 2 016个，每平方千米用户价值 71
594.87元。高价值网格（红色）分布区域如图 5所示。

具体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 5G网管订阅采集评定区域 5G站点MR数据

进行 5G网络质量评估。基于待评估网格（通常为全

网）统计的网格内MR弱覆盖占比和网络 SINR值情

况，以所有网格的MR弱覆盖栅格占比和MR SINR值

作为统计标准，依据四象限原则对网格进行优、良、

图1 5G网络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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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网质画像四象限评定图谱

图7 MR覆盖图

表2 网质画像覆盖和干扰判断标准

表1 100分价值网格用户和价值统计

图5 高价值网格分布

网格得分

100

网格面
积/km²
7.02

网格数量

32

非5G用户_ARPU_
总值/元
271 431

5G用户_AR⁃
PU_总值/元
231 165

非5G_用户
数

12 316

5G_用
户数

1 833

ARPU总值/
元

502 596

单位面积ARPU
总值/（元/km²）
71 594.87

总用户数

14 149

单位面积用户
数/（个/km²）
2 016

中、差的网络质量标识（见图6和表2）。

通过MR判定规则对地（市）现网 624个市场网格

进行网络质量判定，结果如下（见图7）。

a）MR弱覆盖栅格占比评定结果为优的网格 122
个，占比20%，评定结果为差的146个，占比23.40%。

b）MR SINR信号干扰评定结果为优的网格 49
个，占比8%，评定结果为差的3个，占比0.48%。

2.2 价值网格举措实施

基于“人”“钱”“网”的画像结果，以及网格内归属

的5G站点工参信息，根据价值高低排序规则和综合画

像打分匹配网络覆盖、网络干扰的优、良、中、差情况，

优先针对高价值区域输出具体价值提升举措（见图 8
和表3）。

2.2.1 价值建网应用举例

以某网格 1为例，该网格通过价值画像评定为高

价值网格，宫格面积 0.43 km2，价值得分 100分，MR覆

盖为差，覆盖质量为中，根据价值得分和MR匹配结

果，网质匹配提升举措为：③建设动作为主、优化+市
场为辅（见表3）。

通过 5G MR栅格覆盖核查发现，该区域 5G覆盖

不足，由于该区域 4G、5G用户数和价值较高，且存在

5G弱覆盖，初步判断基于高价值用户的价值建网能够

获得较大效益回报。因此建议在弱覆盖区域新增站

点进行覆盖补盲。

2.2.2 精准营销应用举例

以某网格 2为例，该网格经过价值评定为高价值，

宫格面积 0.09 km2，单位面积非 5G用户数为 4 270.41，

MR弱覆盖栅格占比覆盖情况判定标
准

优：弱覆盖栅格占比≤5，覆盖较好
良：10≥弱覆盖栅格占比>5，覆盖尚可
中：15≥弱覆盖栅格占比>10，覆盖不足
差：弱覆盖栅格占比>15，覆盖较差

MR SINR值干扰情况判定标
准

优：MR SINR>10，信号纯净无
干扰
良：5≤MR SINR≤10，轻微干扰
中：0≤MR SINR≤5，少量干扰
差：MR SINR ≤0，干扰严重

图4 市场网管基站价值得分

376
50

100分96分94分90分86分84分82分80分78分76分74分72分70分68分66分64分60分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0

5

46 8454 163018124 14167

32

中国电信承建区 中国联通承建区

MR弱覆盖栅格占比

差 良

中 优

MR SINR值

优，122，
19.55% 良，213，

34.13%

差，146，
23.40%

中，143，
22.92%

良，479，
76.76%

优，49，
7.85%

中，93，
14.90%

差，3，
0.48%

张国光，赵占强，赵 煜，李含华，许艳秋，杨 韬
基于5G价值建网和精准营销的智慧运营应用

本期专题
Monthly Topic

08



邮电设计技术/2021/08

单位面积的非 5G用户 ARPU为 72 286.35，价值得分

100分，MR覆盖为优，覆盖质量为良，根据价值得分和

MR匹配结果，网质匹配措施为：①市场动作为主，优

化+建设为辅（见表3）。

从匹配统计结果看，该网格内用户密集度较大，

整体网络覆盖和网络质量较好，单位面积内非 5G用户

较多，初步判断以市场营销引导老用户迁转到 5G网络

可实现效益最大化。因此建议通过市场推广营销活

动引导非5G用户迁转5G网络。

通过与市场部门进行网业协同，对该区域内常驻

非 5G用户过滤和筛选，发送 20 000常驻用户清单给市

场前端，建议市场营销人员针对清单用户开展 5G迁转

引导，在市场部门进行一段时间电话营销和引导以

后，再次统计发送用户清单人员 5G转换情况，发现有

8 400人成功迁转 5G，5G转换成功率 42%，相比同期其

他非推荐价值网格 5G用户迁转率成功率整体提升

37%，实现增收效益 192万元/年，帮助市场部门实现精

准精准营销。

3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用户ARPU值的大数

据分析和MR数据聚类的四象限综合性算法，通过算

法规则对市场网格进行价值评估，在评定网格价值

时，能够根据网络发展应对“人”和“钱”的侧重点不同

时设置不同权重来输出最终打分结果。与传统的网

业联动方式相比，本文提出的基于价值网格评估的方

式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出目标网格能够产生经济效

益和品牌效益的潜力。

运营商可以参考本方法输出价值网格评定的结

果，网络建设和优化维护部门可以依据网格价值的高

低对站点建设、优化维护制定出资源投放先后的重要

性和优先级顺序，业务部门可以参考评定结果并根据

侧重权重不同制定出差异化的宣传推广和业务营销

措施，在以创造价值为导向的共同目标下，价值网格

的评估有效支撑网业联动实现了价值建网和精准营

销，在聚焦高价值区域的同时，实现了紧跟市场调整

网络资源的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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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价值提升举措

表3 价值网格匹配

价值网格

MR匹配

优

良

中

差

差

具体措施

①市场动作为主，优化+建设为辅

②市场动作为主，建设+优化为辅

③建设动作为主，优化+市场为辅

④建设动作为主，市场+优化为辅

⑤优化动作为主，建设+市场为辅

网

钱

人

网络建设补盲 深度覆盖建设…新用户牵引 老用户5G迁转 套餐提升… 匠心服务保障 网络质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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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提升举措

市场动作 建设动作 优化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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