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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 5G、AI、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社

会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大，政务、医疗、教育、制造、服务

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各行各业对网络

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数字经济对“大带宽、低时延、一

跳入云”的数字化升级需求旺，作为承载政企专线的

传统 SDH/MSTP网络已经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急需围

绕业务快速布局网络，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

成智慧城市群、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打造一个更

加开放、智能、弹性的 SD-OTN全光网络，为业务层提

供更灵活的按需服务，满足政企客户的数字化需求。

2 当前网络支撑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当前政企支撑网络在规划模式、资源运营和支撑

机制等方面存在三大难题，急需深化战略布局，优化

调整政企网络资源配置及运营组织体系，提高一体

化、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高质量支撑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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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一种基于AI大数据的网络价值分析体系，构建面向目标价值客户的政企精

品网融合演进规划方法论与网络差异化建设部署策略。通过目标客户覆盖清

单、业网匹配、价值分区、现状分析、精确选点、架构成型和差异化部署等7步精

准规划，实现高价值区域的100%覆盖和中低价值区域目标客户100%接入的

双百目标；构建安全、智能、便捷的SD-OTN全光政企精品网，实现全光高速泛

在接入，网络SDN化、一网统管和一点可达；满足未来政企新增目标客户和存

量迁移客户的接入需求。

Abstract：
It proposes a network value analysis system based on AI big data，and constructs a government enterprise boutique network

integration evolution planning methodology and network differentiation construction deployment strategy for target value cus-

tomers. Through the seven step precise planning methodology of target customer coverage list，business network matching，

value zoning，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accurate point selection，Architecture molding，differentiated deployment，it can

achieve the double hundred goal of 100% coverage in high-value areas and 100% access of target customers in low and me-

dium-value are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afe，intelligent and convenient SD-OTN all-optical government enterprise boutique

network can realize all-optical high-speed ubiquitous access，network SDN，one network unified management and one point

accessibility，which can meet the access needs of new target customers and stock migration customer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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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

2.1 缺乏面向政企市场的网络精细规划模式

网络规划仍然停留在运营商大网建设模式，网业

协同存在如下3个方面的瓶颈。

a）资源建设未聚焦重点市场、重点业务需求、高

优先级资源需求，高价值资源建设模式待确立。

b）缺乏敏捷的投资管理机制，敏捷网络扩容、瓶

颈资源修复、政企目标客户预覆盖无持续落实机制。

c）资源建设仍停留在需求满足模式，未基于资源

格局和网络发展趋势部署全面、长远、分阶段细分的

政企网络规划。

2.2 缺乏面向政企市场的行业大数据分析能力

面向政企行业发展，对业务的需求变化，以及网

络资源数据的匹配情况，缺乏深层的大数据分析，主

要表现为：未实现政企业务网络资源一体化统筹分

析；未持续开展政企业务的带宽、行业、区域发展等方

面的关联性分析；缺乏数字化经营分析能力，针对政

企业务承载需求的运营分析和管控措施缺乏数据支

撑。

2.3 缺乏构建政企业务竞争力的高效支撑机制

政企业务在新网络和新技术应用方面与产品结

合弱，功能不完善，智能化、云网一体程度低，产品与

网络协同缺乏不断的迭代演进规划；创新业务开通面

临承载网络架构不完善、网络覆盖资源覆盖不足的瓶

颈；方案审核缺乏细化标准，多专业交互场景、新业务

场景、特殊应用场景无对应细分审核标准，导致接入

成本高、项目施工周期长的难题。

3 SD-OTN全光政企精品网精准规划方法

针对网络支撑业务发展存在的三大难题，以解决

网络资源瓶颈、保障政企业务高效开通、精准规划政

企网络的投入和发展为目标；以大数据分析洞察为切

入点，融入大数据可视化和透明化理念，研究价值网

格分析评估方法，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政企网

络价值精准规划体系和方法论。

3.1 构建SD-OTN政企精品网融合演进规划方法论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网络价值分析体系，构建首个

政企精品网融合演进规划方法论。通过目标客户清

单、业网匹配、价值分区、结合现状、精确选点、架构成

型和差异化部署等 7步精准规划方法论，构建安全、智

能、便捷的 SD-OTN全光接入网，做深大连接，实现全

光高速泛在接入，网络一点可达（见图1）。

该方法论主要包括如下创新点。

a）首创政企价值区域评估体系，在已有综合接入

区网格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建模，采用AI算法和归一

算法，首次科学评估了业务接入综合区的价值分布，

奠定了价值规划体系的基础。

b）构建了政企业务和网络的数据分析新体系，契

合实际以价值为导向，深入分析业务和网络特征，制

定网格精准覆盖策略，开展个性化精准规划。

c）政企精品网规划部署和接入规范的方案创新，

夯实网络基础能力，构建云网融合发展基础架构，深

化网络覆盖，完善了资源供给。

3.2 构建面向政企业务的价值评估体系

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科学、体系的政企价值评估

体系，传统的方法存在 2个弊端：一是价值区定位太粗

放，仅根据行政区划分来确定业务密集（市区）或业务

稀少（郊区）区域，虽然有细分综合接入区，但并没有

精细化分析，无法满足政企精确投资的要求；二是价

值评估模式太单一，仅按照网格营业收入来粗略估计

业务发展规模，并没有考虑客户级别、客户数量、客户

类型等因素，不够全面。因此，决定构建全新的政企

业务价值区域评估体系，步骤如下。

a）按行业梳理政企客户GIS数据库。政企价值客

图1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网络价值精准规划方法论

支撑闭环

评价 精准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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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P融合覆盖策略

•SD-OTN覆盖现状
•接入主干光交现状
•机房动力配套现状

•挖掘重点行业商机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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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钿
基于AI大数据的SD-OTN城市全光网的规划建设研究

数字化技术
Digital Technology

02



邮电设计技术/2022/11

户数据库的构建按照行业维度，聚焦政府、银行、证券

期货、保险、大企业、大型OTT互联网公司、医院、高校

等重点客户的地理分布，以及甲级写字楼的地理分

布，通过地图爬虫基础数据，然后结合人工筛选处理

的方式，梳理出某区城市群价值客户数据库（含 9级地

址和经纬度），并生成分布热力图和统计分析图表（见

图2）。

b）基于AI大数据分析方法赋能价值分区，首创

业务价值区域评估体系。通过引进AI算法赋能政企

综合业务区域精准分级，基于大数据相关性分析算

法，对区域内行业及客户进行深度学习，对行政区域、

中心位置、驻地机构、重点行业、总带宽大小和最近 2
年内新增的专线数量等进行画像计算，对存量用户进

行学习分析，给目标客户打分，挖掘细分场景，根据特

征画像计算和平台的数据处理，采用机器学习技术，

对获得的数据进行识别、聚类、分类、预测等智能处理

和客户洞察可视化分析，通过综合价值得出价值区域

排名，实现数据可视化综合价值区域分级分类清单

（见图3）。

c）评估行业客户价值。首先估算各个行业客户

的常见业务带宽，以业务带宽为基础，按照算法“价值

度=业务/10”，确定行业客户的价值度，价值度模型如

表1所示。

d）评估综合接入区价值。对A市价值客户数据

库里的客户数据进行进一步梳理，按照A市 207个综

合接入区进行分区统计数量和行业分类，然后按照价

表1 行业目标客户带宽价值转换模型

图2 A、B 2个城市业务需求与综合业务区域的精准匹配

图3 基于AI算法价值区域分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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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行/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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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带宽估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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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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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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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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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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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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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行为 行业带宽 近2年新增专线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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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度X2 目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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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分析 客户打分 战略补强 特征画像 价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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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市目标客户分布A市目标客户分布

未覆盖区域中低价值区域
高价值区域客户需求点

值度模型计算综合接入区客户总价值。以A市某综合

接入区为例，计算过程见表 2。对全部 207个综合接入

区进行价值评估，确定A市综合接入区价值排名。

e）运用AI算法对价值区进行综合排名。A市综

合接入区基础价值评估基于是静态价值数据，为了全

面评估综合接入区，还需考虑存量价值和动态发展数

据，因此，进一步分析各个综合接入区业务存量、近 5
年业务发展情况和商务楼宇数量，将这些因素纳入算

法，才能更贴近实际的评估综合接入区的价值。算法

上，采用了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归一算法，具体如下：

徐远钿
基于AI大数据的SD-OTN城市全光网的规划建设研究

数字化技术
Digital Technology

表2 A市行业目标客户综合接入区客户总价值

一级行业

政府

银行

大型企业

医院

高校

综合打分

二级行业

政府机构

驻地机构

总行/分行

支行

ATM

价值度

10
20
10
1
0.2
5
20
50

数量

30
30
22
58
20
59
1
0

价值得分

300
600
220
58
4

295
20
0

1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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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AI大数据相关性分析算法，确定影响高

价值区域各类因素的皮尔逊系数，确定各相关因素的

影响权重（见图4）。

（b）运用相关性加权算法，对各个综合接入区的

行业客户的价值进行加权评估，得出综合接入区综合

价值（见图5）。

（c）以排名第一的综合接入区为基准，采用归一

算法，确定A市 207个综合接入区的价值排名，以排名

前 100位为界线，确定前 100综合接入区是高价值区，

高价值区需涵盖A市90%的行业客户。

3.3 面向政企业务精确选点策略

政企业务接入点是指收敛综合接入区内该机房

周围 3~5 km内的政企客户业务，为政企客户提供安

全、稳定、快速接入网络资源。充分结合现有机房相

关信息（物业、配套、管线资源），根据目标客户匹配归

属综合接入区网格，结合综合业务区网格内目标客户

规模，按高、中低价值区域部署政企业务接入点。

高价值区域按业务需求规模及机房条件选点部

署政企业务接入点，原则上部署 2个点，CBD密集区域

结合考虑配套光缆成本原则上部署 2~4个点，机房条

件一般及光缆配套不完善区域按需部署 4~6个点。中

低价值区域光缆距离汇聚点小于 8 km的零散客户区

域不部署，可以通过光缆拉远至汇聚机房承载政企业

务。光缆距离大于 8 km的区域，可以设置 1~2个点，

收敛周边的政企业务。

政企业务接入点的机房选取充分围绕现有的综

合接入点、接入机房、5G传输锚点机房、新国标机房、

BBU集中点等运营商自有或稳定租赁机房等选择安

全、稳定的业务接入机房（见图6）。

3.4 低成本差异化覆盖策略

基于自主研发的 SD-OTN协同控制器及管控平

台，首次完成了智能化的端到端业务交付，同时实现

SD-OTN多厂家设备解耦，快速突破单厂家单域 SDN
网络限制，实现新架构的演进与现有架构平滑集成，

结合价值区域评估体系，采用多厂家差异化部署策

略，提供差异化竞争力（见图7）。

a）高价值区域内，主动前置下沉高品质接入层

OTN设备至一级政企业务接入点，提升差异化快接入

竞争能力。在区域内一级政企业务接入点，延伸部署

华为接入层PeOTN设备，实现高价值的业务端到端的

全量接入能力。在区域内二级政企业务接入点，部署

低成本接入层OTN设备；实现低成本快速接入能力，

以保持专线产品竞争力。

b）中低价值区域内，以业务需求为驱动，一二级

政企业务接入点按需部署低成本接入层OTN设备，提

升低成本快速接入竞争能力。业务量较小区域充分

采用利旧MSTP/MSAP/IPRAN等方式接入；少量 100M
以上高价值专线业务，通过主干光缆接入汇聚节点。

图5 各个综合接入区的行业客户的价值加权评估

图6 政企业务接入点选点策略

图4 AI大数据相关性分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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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为客户量身打造轻量级网管服务

面向金融、政府、医疗、教育、大中型互联网企业

等量身打造轻量级客户网管，提供双线业务的网络可

视、故障监控、流量预警、智能短信通知等网络管控功

能，提供服务预约、网络健康报告等服务支撑功能。

轻量级客户网管围绕传统互联网专线、组网专线

产品，基于内部传输网、数据网、承载网及网管监控能

力，通过数据融合、接口开放、个性化的预警规则设置

等，丰富双线产品体系，打造差异化市场竞争力（见图

8）。

4 SD-OTN全光政企精品网建设效果及应用

4.1 政企精品网建设效果

经过建设，SD-OTN政企精品网可实现高价值区

域 100%覆盖和中低价值区域目标客户 100%接入，进

一步缩短客户接入距离，降低建设成本，实现高价值

区域目标客户接入距离在 600 m内，标杆示范区域接

入距离在 300 m内，满足未来新增目标客户和存量迁

移客户接入需求。

面向政企业务发展，全光政企精品网络具备四大

差异化能力。

a）超大带宽：具备端到端 SD-OTN全光网络，相

比传统MSTP网络，大幅提升用户可接入带宽，从 2M
到 100G，还可按需快速部署最高达 600G的超大带宽；

并实现万兆带宽到商务楼宇，千兆带宽到企业桌面，

引领行业进入政企专线G时代。

b）极低时延：时延是竞争力，时延是用户感知，时

延是经济效益。基于智慧全光网领先技术和架构，打

造超低时延专线。实现重点城市间 1~3 ms时延、数据

中心间 1 ms时延、重点区域内 1.5 ms时延圈，满足金

融、医疗等行业毫秒必争的极致体验需求。

c）极致可靠：持续提升光缆路由，采用全连接组

网架构，通过智能化技术实现故障毫秒级自愈，可向

客户承诺99.99%的网络可用率。

d）自助服务：引领用户体验升级，用互联网思维

打造业界首款用户自服务APP，实现自助调速、时延及

流量可视、网络拓扑自主管理等差异化服务，让“客户

的网络管理自己说了算”。

4.2 政企精品网应用实践

高品质网络构筑疫情“安全防线”。作为某省政

务外网精品承载，搭建了 SD-OTN全光政企精品网络

承载的数字政府 IDC的大带宽（满足 1GE~100GE客户

带宽随选）、超低时延（城市内端到端时延小于 1 ms）、

高可靠（端到端可用率达到 99.99%）的高品质全光网

图7 设备差异化部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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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成为某省级六大平台（X省市健康码平台、疫苗平

台、省核酸检测平台、省远程医疗平台、预约挂号业务

系统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全光承载底座。

2021年 1月早高峰，“健康码”突发访问量达到

140万次/min，超出业务系统处理能力，致使亮码时延

增大，影响到民众正常出行。在接到政府“全力保障

健康码正常运行”要求后，某省联通基于全光网 SDN
一体化管控能力和网络预覆盖能力，在 18 h内紧急为

疫苗接种点开通了全省 778条全光专线以及政务云

IDC中心连通省疾控中心、国家疾控中心共 11条 10G
重保电路，创造政务云最快交付记录，满足对健康码

平台的超大规模访问需求，助力打通疫情防控和疫苗

接种的各个环节，让数据的“跑道”更畅通、更安全。

5 结论

SD-OTN城市全光网的建成，将实现从“基础连

接”到“万物智联”的新跃升，为数字经济提供“第一连

接通道”。同时在全光网络基础上构建算网一体、安

全可信、专属定制、多云协同的“联通云”，形成云网协

同、云边协同、绿色智能的多层次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支撑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全面多样的数字化需求，推

进架构先进、安全可靠、服务卓越的全光网络新布局，

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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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客户轻量级网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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