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电设计技术/2021/12

——————————

收稿日期：2021-11-10

0 引言

2021年 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双千兆”网

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明确要求向

单个用户提供光纤和 5G网络千兆宽带接入的网络能

力，打造新型基础设施核心支撑和承载底座。作为数

字信息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的国家队，中国联通全方位

布局 5G和千兆光网，大力推进千兆光网覆盖，助力数

字中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为实现固移网络和业务协

同发展，建设与应用相互促进，中国联通在光纤宽带

接入网建设上，创新思路，充分利用大数据，精确定位

目标用户群，指导网络规划和建设，支撑市场拓展。

1 大数据赋能网络规划建设的思路方法

长期以来，运营商网络都是按年度规划、分期投

入建设，对市场发展预期和市场需求缺乏合理的评估

和定量分析，网络建设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随着网络

覆盖规模和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网络和用户发展积

累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发展规律。因此，通过现

有网络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反过来可以指导网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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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数据源，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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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营销。

但是，当前运营商网络相关数据零散、缺乏系统

性，大量数据存储在不同的系统中、没有整理归类和

关联，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等均存在问题。为此，

大数据分析需要从数据收集整理开始。

a）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将相关数据分为 3类：

基础数据、网络数据和用户数据。基础数据包括人

口、住宅楼宇分布数据、政府发展规划等，网络数据包

括网络资源数据、移动基站分布数据、网络运营数据

等，用户数据包括固定用户数据、移动用户数据、市场

营销经营数据等。

b）对数据进行规范和关联处理。统一格式，将收

集的各类数据的基础地理信息（经纬度或九级地址）

转换成地理信息开放平台（如谷歌、百度地图）的标准

地址。归一化整理数据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

c）数据建模和分析。移网活跃用户常驻地小区

模型：活跃用户常驻地无线小区时间段为晚忙时 21：
00—24：00，将用户位置以 5 min的时间粒度进行天粒

度汇聚，得到当日晚间常驻无线小区；驻留天数>3天
且天数最多小区即为周常驻无线小区。移网活跃用

户与住宅小区匹配模型：将无线小区与实际住宅小区

进行关联，结合宽带资源数据及无线小区常驻用户匹

配，得到宽带小区内的常驻用户和无线小区常驻用户

无宽带资源区域。

d）结果呈现。通过地理信息开放平台的可视化

呈现，直观展示价值用户及资源数据分布情况，定位

目标宽带住宅小区及目标移网用户、目标宽带覆盖小

区的潜在发展力。将不同的数据叠加对比，输出移网

价值用户与宽带端口资源匹配清单，用于推广融合业

务；输出移网价值用户无宽带资源匹配区域图层，用

于指导网络精准规划建设。大数据处理流程见图1。

2 固移融合大数据分析

现在移动通信已经普及，移动电话基本人手一

机，而移动用户与固网宽带用户的空间分布上有很强

的关联性，移动用户生活、工作场所必然有宽带固网

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把移动用户空间分布作为判

断固网宽带需求的重要依据，把移动用户驻留地（住

宅、办公场所）定位为光纤宽带接入的目标区域，根据

移动用户分布密度来规划建设光纤宽带接入网络，同

时促进双千兆的协同发展。

通过用户基础特征信息，将所有数据进行关联匹

对，并打上位置标签，综合各系统，对数据值进行初步

分析、修正和逻辑修正，使数据条理化和体系化，构建

固移网络大数据基础信息库。

利用地理信息开放平台（如谷歌、百度地图）将相

关数据映射到对应的地理位置，地理化直观呈现用户

活动状态，对移动用户和固定宽带用户进行交叉分

析。

通过人口和移动用户分布对比了解中国联通移

动用户渗透比例，通过移动用户早晚时间段活动和聚

集区域了解用户群日夜迁移情况。通过移动用户晚

上驻留位置与固网宽带接入端口匹对，输出移网价值

用户与宽带端口资源匹配情况表，了解用户通信资源

满足状态和固移资源分配的差异。由此，可定位有光

纤宽带接入潜在需求目标区域、住宅小区，指导网络

精准规划、精准建设，同时也为市场业务提供拓展方

向。

3 应用案例

如图 2所示，某市面积 9 500多 km2，共有 5个区，

常驻人口 450万，住宅楼宇 2.9万栋，住宅套数 196万
套，人口分布各区域差异较大，40%的住宅小区及人

口主要分布在A、B 2个较小的区域内（见图2左）。

某市的宽带资源如图 2右所示，宽带端口 36.7万
个，主要分布在A、B区。

从图 2中左右对比可明显看出宽带资源分布与人

口分布趋势相同，但宽带资源密度相对偏低，有很大

发展空间。

该应用可以用来维护存量用户、挖掘潜在用户和

指导固网规划建设。

3.1 维护存量用户

将移动网用户分布热力图与宽带端口资源覆盖

区进行比对，可发现移动网用户分布与宽带资源覆盖

完全重叠的区域（见图 3），导出该区域的固、移用户即

是存量用户。市场部门据此分析存量用户状态，有针

对性地制定客户维系和增值服务营销策略，提升存量

图1 大数据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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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价值。

3.2 挖掘潜在用户

当移网用户分布区域与宽带资源覆盖区域不匹

配时，通过数据挖掘，发现该地（市）1.78万移动用户驻

留位置与宽带接入端口距离小于 100 m（见图 4），这部

分移动用户常住点分布于宽带资源覆盖区域，可实现

宽带业务的快速开通，可导出该 1.78万用户清单，作

为市场部门重点发展的固网增量用户。

3.3 指导固网规划建设

有 5.05万移动用户驻留位置与宽带接入端口距

离大于 100 m，这部分移动用户分布于宽带资源无覆

盖区域（见图 5），该区域是光纤宽带资源规划建设的

重点，导出区域图层推送网络建设部门，作为未来固

网建设重点区域。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利用大数据手段对固、移网资源及用

户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精确定位目标用户群，支撑市场

拓展，指导网络规划和建设。某地（市）的实践也验证

了方法的可行性。考虑后续的方法推广及常态化研

究给出以下建议。

a）建立大数据分析平台，构建面向宽带业务的全

数字化分析能力。通过平台化的大数据分析和深度

信息挖掘，将用户需求、网络需求、市场空间等信息直

送一线，常态化支撑网络精准建设和市场营销。

b）统一各系统接口，规范数据格式，有利于保证

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便于数据采集、处理、分析。

数据的规范化才能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支撑更高

层面的数据应用，支撑企业高效快速进行数字化转

型。

c）建立长效机制，规范数据管理，将零散数据规

范化，及时收集，存储。设立专人专岗，采用数字化手

段实现数据的常态化管理及更新，夯实数据底座基

础，提升数据分析水平。

图2 某市住宅人口及宽带端口对比分析图

图3 移网用户与宽带端口匹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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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固网增量用户发展区域

图5 固网精准建设区域综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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