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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目前运营商评估移动网络质量的方式有 2种，一

是基于管道侧MR、KQI、KPI等维度的评估方式，二是

基于DT/CQT测试的评估方式。第 1种方式的主要弊

端是无法实现与友商的业务覆盖、感知等横向对标评

估；第 2种方式周期长、成本高、样本量小，具有一定的

偶然性。通过互联网众筹数据，将有大量的现网采样

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网络中存在的弱覆盖质量

差、覆盖好质量差等栅格级问题，也可定位小区级、用

户级等网络质量问题，也可进行场景级和道路级评

估，减少测试人力和时间成本。

基于互联网众筹数据，打破传统的纯管道数据和

DT/CQT评估模式，采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手段，

实现运营商网络质量、业务感知、用户数量的横向对

比，更好地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为市场提供精准运

营决策。

2 互联网众筹数据分析

2.1 互联网众筹数据分析模式

互联网众筹数据需要从数据准确性、数据完整

性、数据有效性、样本渗透率等进行校验核对。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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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数据的字段设置、数据清洗、数据存储、分析方法进

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为后续互联网众筹数据在

移动网络质量评估和优化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奠定基

础，数据分析的大致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互联网众筹数据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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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互联网众筹数据问题定位

2.2.1 栅格级问题分析

目前数据以 200×200 m的栅格进行分析采样，主

要统计弱覆盖、质量差、覆盖好质量差等问题栅格，相

应的标准如下。

a）弱覆盖栅格。将满足以下3个条件的栅格定义

为弱覆盖栅格：

（a）栅格内RSRP≥-110 dBm采样点比例小于70%。

（b）栅格内RSRP有效采样点数量≥20。
（c）栅格内弱覆盖用户≥5个。

b）质量差栅格。将满足以下 3个条件的栅格定

义为质量差栅格：

（a）SINR>0的采样点比例小于70%。

（b）栅格内SINR有效采样点数量≥50。
（c）栅格内质量差用户≥3个。

c）覆盖好质量差栅格。将满足以下4个条件的栅

格定义为覆盖好质量差栅格：

（a）RSRP>-100 dBm且 SINR<0 dB的采样点定义

为覆盖好质量差样本点。

（b）栅格内覆盖好质量差样本点比例大于20%。

（c）栅格内RSRP&SINR有效采样点数量≥50。
（d）栅格内覆盖好质量差的用户≥3个。

2.2.2 小区级问题分析

质量差小区筛选。由于MR无下行 SINR统计，互

联网众筹数据可以统计SINR相关值，可以有效评估相

关质量差小区情况。

室分弱覆盖小区筛选。通过筛选室分弱覆盖小

区，可以定位发现室分存在的问题，减少人工测试成

本，便于室分精准整治。

腾讯视频/王者荣耀卡顿小区关联分析。通关筛

选腾讯视频、王者荣耀卡顿小区关联小区采样点分

布、指标分布，便于发现用户集中区域，便于有针对性

地进行优化。

天馈接反/工参经纬度错误核查。可以通过小区

采样点分布情况，利用聚类算法，寻找采样点重心经

纬度，并和工参经纬度进行计算分析，查找疑似天馈

接反小区，进行精准核查，减少塔工核查工作量，提升

工作效率。

2.2.3 场景级对标分析

点评估。可以针对居民区、校园、工业园区、旅游

景区、医院等口碑场景点进行评估，查找网络存在的

问题。首先利用爬虫程序，模拟浏览器向高德开放平

台 API发送请求，并保存响应数据；再根据高德接口

API完成响应数据解析、获取特定场景的边框经纬度；

最后利用PostgresSQL将边框经纬度生成需求文件。

线评估。利用PostgresSQL、QGIS等开源软件对采

样点进行图层矢量化分析，可筛选城区道路的采样

点，筛选弱覆盖、质量差路段，也可进行全网道路指标

评估。

面评估。可针对全省、地（市）级进行面评估，查

找覆盖不足，为宏观规划、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2.2.4 运营商间对标分析

针对运营商之间的对比，可以进行全网级和场景

级的覆盖、质量、用户数量对比，也可以针对具体场景

为市场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分析。

3 众筹数据优化实践应用

3.1 栅格维度评估

覆盖好质量差栅格分析，具体如表1所示。

栅格 jnan078746覆盖好质量差采样点比例达到

21.3%，如图2所示。

问题定位：对质差栅格进行拆分可以定位出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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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小区，然后对主覆盖小区进行细化分析，某主覆盖

小区采样点较多，同时该站距离栅格较远，不应做主

覆盖小区，属于越区小区。

3.2 小区级维度评估

3.2.1 室分弱覆盖排查

通过众筹数据统计某室分小区弱覆盖比例较高，

2个小区覆盖同一片场景，具体如表2所示。

测试发现金水岸 1~2号楼B1F有室分覆盖，其中 2
号楼南侧区域为弱覆盖区域；位于 2~3号楼宇之间存

在弱覆盖区域，其中占用金水岸 1-B1和 金水岸 2-B1
的时候存在弱覆盖现象，与众筹数据统计相符，如图 3
所示。

3.2.2 天馈接反排查

图2 众筹数据评估质差栅格

图3 测试情况

表2 弱覆盖小区信号覆盖情况

小区名称

金水岸1-B1
金水岸2-B1

RSRP良好
采样点数

量

98
145

RSRP有效
样本点数

量

125
196

RSRP大于
-110 dBm
的比例/%
78.4
74.0

RSRP有
效用户数

量

13
31

RSRP质
差用户
数量

4
13

天馈接反排查原理：通过众筹数据采样点分布，

利用重心获取算法得到一个小区下所有采样点的重

心。进而可以计算采样点重心方位角 β与小区方位角

α之间的夹角 θ。如果 θ大于一定的门限，可判断小区

天馈是否接反或工参经纬度错误等问题，进而可进行

相关的优化调整工作，重心经纬度及天馈接反算法原

颜色
红色
黄色
蓝色
绿色

SINR采样点区间SINR<0 dB0 dB≤SINR<5 dB5 dB≤SINR<10 dBSINR≥10 dB

x≤-110 （109）（4.57%）
-110<x≤-100（434）18.20%）
-100<x≤-95 （381）（15.97%）
-95<x≤-85 （1 070）（44.86%）
x>-85 （391）（16.39%）

RSRPx≤-110 （57）（3.14%）
-110<x≤-100（401）（22.07%）
-100<x≤-95 （409）（22.51%）
-95<x≤-85 （677）（37.26%）
x>-85 （2 731）（15.02%）

RSRP

（a）1~2号楼B1F测试情况 （b）3~4号楼B1F测试情况

表1 质差栅格信号覆盖情况

栅格号

jnan078746

经度

xx

纬度

xx

平均
SINR
4.747

覆盖好质
量差采样
点占比 /%
21.3

栅格内
有效样
本数量

166

栅格内覆盖
好质量差用

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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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示意图如图4所示。

表 3给出了疑似天馈接反小区信号覆盖情况。通

过路测核实，小区 B1实际覆盖方向是 70°左右，小区

A1覆盖方向是 180°左右，结合工参对比小区A1和小

区B1的天馈情况，发现天馈接反，和众筹数据推断一

致。

3.3 专项优化评估

3.3.1 模拟路测城区道路

通过路测轨迹计算筛选众筹数据采样点，采样点

轨迹如图5所示，基本和实测DT轨迹吻合。

3.3.2 口碑场景评估

通过PostgresSQL数据库进行场景边框、采样点关

联，可以筛选场景边框内采样点，可进行场景级覆盖、

用户分布等评估，为建设、优化提供支撑，如图6所示。

3.3.3 覆盖空洞评估

网络评估中除了评估整体指标外，如何查找覆

盖空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如果该区域无覆

盖也无用户就没有相应的采样数据。通过对OTT数
据分析结合聚类算法研究，借助于友商用户数据，则

可判断覆盖空洞区域。

4 结束语

相比传统的 DT/CQT测试，互联网众筹数据可对

网络基础覆盖能力和业务体验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分

析。可进行栅格级、小区级、用户级分析，也可进行

点、线、面维度的分析，通过聚类算法也可查找网络存

在的弱覆盖问题，使优化工作有的放矢，从而提高工

作效率，用户的分布情况也可为市场提供精准数据支

撑。采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是未来网络评估、优

化、市场决策的发展趋势，还需要结合实践不断地进

行探索，将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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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众筹数据模拟路测采样点分布

图6 采样点筛选

表3 疑似天馈接反小区信号覆盖情况

小区名
称

小区-B1

采样点
总数

165

采样点重
心经度

117.308 79

采样点重
心纬度

36.671 09

工参小区
方位角/°
190

采样点和
基站连线
角度/°
63

夹角
差值/°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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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重心经纬度算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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