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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理论在广电网络运营维护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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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经济社会飞速进步的同时，我国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如今由于受到三网融合的影响，许多网络企业已

经逐渐完成了转型，但是广电企业中的垄断遗留问题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竞争的积极性。本文对网格化
管理理论在广电网络运营维护中的应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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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eveloping rapidly. Nowadays,
affect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networks, many network enterprises have gradually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but the
remaining problems of monopoly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enterprises still exist, which to some extent lacks the enthusiasm
of competi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grid management theory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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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划分网格的几种方法
广电网络企业的管理是通过网格化管理而进行的，

广电网络企业的业务逐渐开展起来，每一个单元格
内的客户数量以及需要办理的业务量在日渐增加，所以

因此网格化管理需要贯穿广电网络企业所有工作活动的

需要根据网格内业务数量、客户数量的多少来对网格的

始末。广电网络企业需要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

大小进行调整，以此来适应网格业务量的变化，这能够

来对广电网络企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约束和管理，才能够

更有效地为客户提供最为优质的服务。三网融合后，竞

保障好广电网络企业的经济效益。广电网络企业的经营

争越来越大，同时每一家运营商都在尽可能地将自身的

管理者需要对内部制度以及内部理念进行重视和加强， 优势发挥出来，以自身的优势来带动业务的开展以及经
健全完善内部制度，同时将责任落实到位，对工作人员

济的发展。广电网络是以数字电视为基础，同时带动了

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进行保障和加强，减少工作中

宽带业务以及互联网业务的实施。因此，在采取了网格

出现的漏洞。网格员要对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因

化管理的方法后，根据广电网络企业业务开展的情况，

此必须要对网格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加强和完善。网格员

对网格大小进行增加或者缩小，以提高在经济市场的竞

必须满足相关的资质，同时在进行管理工作时，也需要

争能力 [1]。

对自身的能力进行加强，增强法律意识和专业知识以及

1.2 按产品类型

操作技能，并确保广电网络企业的管理工作具有时效性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不断加快，因此，广电

和真实性。网格员需要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合理开展业

网络企业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变，不仅对广播电视进行营

务，同时利用好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网格内的潜在客户

销，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完善，向着数字电视的

进行挖掘。

方向发展。同时广电的产品种类也多种多样，包含了高

1.1 按业务发展状况

清电视、点播电视等产品。因此，可以根据产品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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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网格的设置，每一个网格都设立一个专业负责的
[2]

网格员，来对客户进行一对一的优质服务 。

以道路或者小区作为基本单位来对网格进行划分，在广
电网络企业开展网格化管理之后，能够将资源利用发挥

1.3 按区域空间

到极致，根据最佳的覆盖方式来进行网格的划分。其一，

每一个地区内也划分成各个区域，例如城镇、农村

对网格进行细分后，每一个单元的机房的配置都需要进

以及建筑工地等，这些区域不仅在空间上有着明显的不

行完善，同时需要保证机房能够满足区域内客户的所有

同，在特征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普遍是按照一些路段

需求以及进行业务的开展；其二，在远离用户集中的区

来进行分布的。因此，广电网络的管道路径也需要按照

域或者中心区域设置远端机房，能够使得管道等施工的

街道来进行分布，机房的配置需要根据区域内的建筑物

成本有所降低；其三，机房的设置过程中会出现诸多的

特点来设立。这样一来，广电网络的网格划分就可以进

问题，因此在进行机房的设置时，尽可能的将机房的产

行了，同时网格内的资源分布以及管理就能够照常进行

权也一并购置，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问题。

了，网格与网格之间的边界也能够分清楚。在此前提下，

2.3 实行网格化管理制度

可以按照运营区域以及业务开展情况来进行划分，设立

网格进行划分完成后，就要实施科学合理的网格化

一级、二级、三级网格，机房的设立也是按照网格来划

管理，因此需要设立起每一个网格员。同时，可以根据

分。根据上述三种划分方法来看，区域空间是最为适合

相关企业的管理模式吸取经验，将区域管理制度运用到

广电网络的，能够更加快捷的开展和实施相关的业务。

网格化管理当中，每一个网格员需要对区域内的所有广

2. 实施方法

电网络业务以及客户的需求进行落实和管理。每一个网

2.1 粗分网络

格员的职责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依据前端机房覆盖情况，粗分网络，将 12 个分前端

一是广电网络的网格员需要做的就是服务客户以及

机房所覆盖的区域作为一级网格，市区以外的区域则以

对出现故障的设备进行维护，也需要对所负责的区域内

乡镇作为一级网格。在大网格基础上收集各大网格单元

的所有资源进行维护。网格员不仅仅是对网格内出现的

内的相关信息。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问题进行负责和解决，同时前期的网格设立以及网络的

一是根据所推出的业务项目不同，客户的接受程度

铺设工作也需要其参与进来；二是网格化管理当中，网

和喜爱程度也大不相同，对每一个网格内开展的业务的

格员需要对客户进行全方位、统一化的优质服务，同时

情况进行分析，同时要在网格发掘潜在的客户，并对那

采取一次性到位的工作方式来进行服务，只需要客户向

些长期进行合作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进行密切的

网格员进行反馈出现的问题，不管有多么的复杂，后续

关注；二是时刻需要对客户的数量以及发掘的潜在客户

的处理工作和维护工作都交由网格员来负责和解决，保

数量进行分析和处理，关注用户的开机情况以及其他运

障客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不需要客户进行多次的催促；

营商所提供业务的开通情况；三是需要对网细致地划分， 三是广电网络企业内部需要对网格员提供强有力的支
根据已经建好的建筑或者在进行建设的建筑物内是否存

持，以保证在网格建立初期到业务开通后能够完成各项

在机房等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四是需要对机房内的设

工作。例如在一个小区内建立新的网格时，公司内部的

备以及线路问题进行检查，时刻对机房内的设备进行记

建设人员需要与网格员一同到网格区域内进行实地观

录，对出现问题的设备及时进行整修；五，需要对网格

察，同时建设人员需要和网格员进行合理的交流，来保

内的管道以及管孔的分布情况和使用情况进行登记，相

障管道的建设以及光缆入户等措施的开展，当相关的建

关的电力资源以及电力设施需要及时进行检查，不能够

设方案制定完成后，就交由建设人员来进行建设，待网

在使用过程中或者规格方面出现问题；六是对光缆的交

格建设完成后，网格员就可以开展工作，发展客户以及

接箱以及室内的分配箱的分布进行登记，同时需要对其

推广业务等；四是在采取了网格化管理的方法后，网格

型号和规格进行检查，时刻注意光缆的交接箱以及室内

员需要对网格内的管道、光缆等设备进行不定期的检

的分配箱的使用情况，出现问题时及时进行整修；七是

查，需要确保网格内的设施能够正常的开展工作，一旦

对现有的网络结构以及光节点等使用情况和分布情况进

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需要及时进行修整，设备出现故障

[3]

行登记，并对其进行监察，出现问题后及时进行改善 。
2.2 细分网络

等问题后，需要网格员第一时间进行维护，保障好网络
的正常运作；五，网格员的个人信息可以通过告知小区

在粗分网络的基础上，对网格区域的分布进行细化， 的物业，居委会等相关单位，同时在小区内各处将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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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信息进行张贴，方便客户对网格员进行咨询或者申
[4]

报故障 。

评价标准，通过数字化衡量、数字化分析、数字化评估、
数字化表达等方式客观公平地对数字化人才创造的价值

2.4 坚持经营与维护一体的网格化管理

进行评估，其次，基于价值评估的结果在数字化激励平

网格员的管理工作，对于广电网络企业来说属于一

台上寻找对应的激励匹配；最后，基于人才激励大数据

大难题，也是最难攻克的一项。因此，需要合理地将互

及人工智能激励分析系统动态地及时地调整激励方式。

联网信息技术运用到网格员的管理工作当中，能够在很

关于网格员的收入管理，传统的考核管理方式是根据业

大程度对网格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和审查，同时也极大地

务开展后，客户的人数来进行核算的，但是传统的考核

调动了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把所有的网格员

方式无法满足新时期网格员的收入管理，因此在此基础

都加入到一个固定的系统当中，能够使得管理人员更加

上，以每个网格区域内的存量用户数作为核算标准，同

简便且严格的要求每一位网格员，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看

时所开展的业务都需要纳入业绩考核标准内。

出每一个网格所出现的各项业务和问题，对每一个网格

3. 结束语

员的工作情况都能够了解和掌握，大大减少了管理所消

广电网络的发展如何能够进行转型和创新，如何能

耗的成本，同时也能够使得管理工作更加的人性化和科

够将发展的空间进行扩大，是当下每一个工作人员需要

学化。

考虑的问题。在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广电网络需要

在对网格员薪资待遇的管理进行落实的过程中，要
对网格员收入与任务进度、在线用户数、用户流失、新

对自身内部的管理进行创新和完善，才能够顺应时代的
发展，同时也能让广电网络的发展更加顺畅。

业务发展、客服考核这五个方面着重考量，要确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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