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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数据智能科技服务商

聚焦“人口+”，连接“人-物-企”

人口+：以位置为核心，人的职住、人的出行，人的行为、人的就业、人的消费、人的健康、人口与产业、人口与环境空间……

人：手机信令、消费、医疗健康等大数据 企：企业地图、产业地图、产经大数据物：物联网、物流、感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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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众多商业地产、零售等行业知名企业及国家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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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31省数据一点集中

全国数据一点集中，以位置为核心构建数据关系网络

注：数据不含港澳台

用户画像

社交圈

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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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时序特征

通信行为

上网行为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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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核心

位置数据

籍贯

性别

终端设备

年龄

……

国籍

主叫 被叫

短信 ……

流量费

消费金额

短信费

月租费

……

通信费

通话类型 通话时长

流量使用 ……

APP分类

上网类型

上网频次

上网时间

……

APP使用

位置迁移

在网时长

缴费时序

上网时序

……

通话时序

 以位置数据为核心，背靠联通数据资源池，丰富人群位置数据关系网络，构建行业应用基础资源。

 识别4600个手机品牌、11万+个终端型号，5亿URL ，1.3万余款APP。

 拥有完备的终端信息库，包含电话号码、IMEI、IMSI、IDFA、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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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令数据特点

主动信令

被动信令

海量性

真实性

连续性

完整性

及时性

无感知性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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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4亿+用户提供全量数据，覆盖全国，人群样本偏差极小

 实名登记，人群数据基础信息真实可靠

 时间上连续追踪，无盲点

 空间移动中准确捕捉，完整出行轨迹链路

 主动信令实时记录，被动信令最长不超30m

 无感知采集，用户使用手机必然产生信令

 利用个体位置信息还原个体在时间及空间纬度上的出行链路信息，探寻人群移动的特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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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性
7

西班牙电信成熟的信令处理技术与模型算法



运营商大数据优势

运营商
大数据

互联网
公司

APP信息
采集商

室内定位
服务商

数据全面性

数据连续性

数据准确性

数据量级

数据开放及可用性

ID一致及可关联性

优势大 略有优势 中规中矩 略有不足 非常不足

数据准确性

数据连续性

数据全面性

数据量级

数据开放及可

用性

ID一致及可关

联性

运营商大数据（如移动、联通、电信） 互联网公司（如BAT）

APP信息采集商（如TD、极光、个推） 室内定位服务商（如智慧图、无限向溯）

7

 运营商数据最具拼接能力，适合打通各类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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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知名大型购物中心：大数据挖掘洞察项目

9

客户需求

持续跟踪“422疯抢节”来访客流变化情况及后续客流到访情况，评估营销活动引流效果

解决方案

◆ 商场日均人口对比

◆ 居住人口热力 ◆ 422 商圈人流到访频次对比

◆ 区域居住人群互联网行为分析

交付形式 统计数据集+数据分析报告



某国际快消巨头大数据应用探索项目

客户需求

创新型尝试：如何切实有效的应用大数据驱动业务决策的制定

10

解决方案

联通位置信令数据

线上消费数据

POI数据

地块价值数据

2

3

1
城市网格级数据输出，将数据细
化到1KM网格，以微观视角展开
大数据应用分析

以位置+消费+终端门店+环境捆
绑式数据输出，企业结合自身门
店销售数字，深入分析优质门店
共性特征，解析不良店铺客群画
像特性，指导品类布局

深入解析不同标签人群分布差
异，指导线下户外媒体、路演
等媒体推广投放策略

人群统计

基础画像

消费画像

资产画像

个护品类购买画像

个护美妆APP偏好

零售业态统计

环境分析

交付形式 1KM*1KM城市网
格定制化数据集

灌入客户自有SFA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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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痛点

1 探索上海工作人群异地居住情况

2 掌握异地居住上海工作的人群特征

3 为环沪居住拿地做数据支撑

4
为在沪工作环沪居住人群提供更好的营
销推广手段

解决方案

客户应用价值

◆ 联通数据支撑客户战略决策制定

1
掌握在沪工作人群在沪外居住的迁徙特征，
帮助企业更好拿地

2
了解在沪工作人群的消费画像及工作聚集地，
有助企业更好的制定营销推广策略

3
探索在沪工作人群在环沪地区聚集分布，挖
掘环沪热门聚集地，探索开发潜力地区，为
下一步策略提供指导

联通手机信令
数据

联通CRM数据

联通用户网络
行为数据

SS信令数据
处理平台

用户位置

用户轨迹

用户驻留点

特征属性偏好

白天在上海，晚
上流向周边城市

工作日在上海工
作及居住，节假
日休息流向周边
城市

2类迁移人群研究对象分析报告

某商业地产公司环沪居住人口在沪工作洞察研究



企业个体用户评分

维度 指标 满分100

年龄

25岁-39岁 15

19岁-24岁或40-49岁 10

16岁-18岁或50岁-59岁 5

0岁-15岁或60岁-70+岁 0

话费

>250元 15

200元-250元 12

150元-200元 9

100元-150元 6

50元-100元 3

0元-50元 0

生活服务/外卖订餐类
app使用时长

>216000s 30

108000s-216000s 25

54000s-108000s 20

18000s-54000s 15

9000s-18000s 10

0.1s-9000s 5

null或者0s 0

居住地/工作地
距离店铺距离分布

0m-300m 20

300m-500m 15

500m-1km 10

1km-3km 5

3km以上 0

通过店内WIFI获取

MAC地址作为入参

通过ID的打通为客户按照维度和指标进行打分，用于到店或线上营销转化。

macID 总分

5733a7cefcd119803229a6e3db22ddca 75

604cca8ed442bc6dc6d1e2ab1f707d6c 68

9c4afe749d457ed25ae8ab616a5439ba 65

71354b3ca063a5b90ea39d5ce418b5bb 59

98faefa3f1cf63c0d35b6d9b3eb2ea89 55

54d11c16ff6565e0e43c2cf4a58561d2 55

4ec67f9040c83310820751de516e01d5 55

01c53f90649dad8a331666649833abde 54

f3fa6fd6fcfc2569181d673899ca24f7 54

299171f27ec295317baf5291954d17d9 54

cdbc41a538467ffa80b12b03375f9737 52

27a0f30c9c74af4c569e05790ef0fe7f 52

fa819e77ebc1fc7479af86c6e4f94375 51

373bc0c98abdd8353a9bf4fb94f2b34f 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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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助力企业沉淀数据价值，并高效应用

14

 到访客群行为分析
- 到访客群居住、工作来源地

- 渗透范围常去商圈分布

- 月度到访频次

 竞争分析
- 竞争对手商业业态布局情况

- 双方客群重叠率情况

- 竞争对手客群覆盖情况

- 竞争对手客群分析

14



应用场景构建：购物中心客群分析

编号 场景名称 场景描述 辅助决策依据

1 区域人口居家特征 板块内居住人口统计（分区域、富裕指数） 本地块居民的消费能力

2 区域人口工作特征 版块内工作人口统计（分区域、富裕指数） 本地块工作人口消费能力

3 区域内人群性别占比 版块内人群性别占比（分工作、居住、富裕指数） 本地块工作居住人口分性别消费能力

4 区域内人群年龄及消费占比 板块内富余指数（分小区、区域、工作、居住、到访） 本地块工作、居住人口分年龄消费能力

5 区域内终端品牌占比分析 手机品牌、型号（工作、居住） 本地块工作居住人口手机品牌、型号

6 区域内上网偏好占比分布 APP使用流量、时长排行 本地块人群APP使用偏好，DSP广告投放建议

7 城市人口到访特征 全市人口到访分析（居住人口小区名称、位置） 城市人口到访来源

8 区域客群驻留特征 工作、居住、到访人口区域活动距离平均值 本地块人群生活半径

9 区域客群驻留时长占比特征 工作、居住、到访人口驻留时长平均值 本地块人群驻留时长

10 区域驻留频次占比特征 区域工作、居住、到访依据频次统计人数 本案对本版块人口引力

11 本品区域居住人群到场洞察 周边小区的居住人群到场情况（人数、驻留时长、年龄、性别、富裕指数）本案到场本版块居住客群的特征统计

12 本品区域工作人群到场洞察 周边办公人群到场情况（人数、驻留时长、年龄、性别、富裕指数） 本案到场本板块工作客群的特征统计

13 本品区域到访人群驻留分析 板块内工作、居住、到访的人群在本品的驻留时长分析 板块到场驻留时长统计，用以分析本板块的业态健康度

14 区域居住人群竞品渗透分析
本板块居住人口到4个以内竞品的到访人数、频次统计（分小区、富裕指
数）

本案对本板块居住人口与竞品业态对比

15 区域工作人群竞品渗透分析
本板块工作人口到4个以内竞品的到访人数、频次统计（性别、年龄、富
裕指数）

本案对本板块工作人口与竞品业态对比

16 区域到访人群居住板块分析 外板块到访本版块的人口居住地（到栅格、人数、富裕指数、OD图） 全市到访本案居住人口的来源、数量、富余程度

17 区域到访人群工作板块分析 外板块到访本版块的人口居住地（到栅格、人数、富裕指数、OD图） 全市到访本案工作人口的来源、数量、富裕程度

18 自有会员等级分析 富裕指数、到场频次、购物中心到场频次
自有会员的富余指数，到访本案频次、到访全市购物中心的
次数。

19 自有会员活性分析 自有会员到本品、到竞品的频次、驻留时长分析 自有会员与竞品的渗透率及到访偏好

20 竞品和本品人群重叠的洞察分析 到访客群的特征，到访重叠度分析、竞品分流分析 人数、频次

21 竞品人群导向数据 竞品人群的全城到访商圈数据可以进行分析输出 人数、频次、流失率



业务阶段适配解析

16

投策拿地
全城概览：筛选标签的方式来筛选一下目标客群

在这个城市里的分布。作为他拿地研究的支持

客群画像
帮助客户了解可以与自身项目产生消费关联的客

群画像，协助优化运营。

客群来源
行政区、街道、社区板块的不同类型人口来源，

外省人口来源。协助引流。

竞品分析
本品客流与竞品客流来源的重叠度、特征的重叠

度、选择消费场所的重叠度特征，了解竞争关系。

因为每个客户对自己业务的理解和运营的方式不一样，有混合云或私有化部署的方式，满足不同用户要求。

保证不同用户之间的操作是逻辑隔离，相互保密不泄露各自私有商业机密



功能简介：概述

• 提供用户定制城市的全城高精度的人口分布及人群画像特征分析，并

对全城的商业价值进行横向评价全城宏观洞察

• 提供用户定制区域的人群的动态分布、人群画像、会员的动态变化特

征分析区域人群画像洞察

• 提供用户定制区域的客流来源、辐射范围及客流的人群画像特征分析区域客流分析

• 基于多源数据的融合，通过该平台评估洞察区域商业地产的区位价值，

如商业地产的周边业态、配套设施、周边地产房价、租金等多源信息区域区位价值分析

• 基于手机和会员ID级别的打通，或到访本品频次超过N的熟客认定，

提供本品和指定竞品的客流渗透进行定量化对比分析竞品渗透分析



功能简介：用户管理

注册、登录、密码管理

平台提供用户注册功能，可使用手机号注册，

如果手机号已经注册，可以使用手机号直接登录平台。

已注册账号可点击“忘记密码”，可以通过

手机验证码进行密码修改和密码重置。



功能简介：导航菜单与首页

城市基本信息概况
选择“城市名称”和“月份”，查看城市基本信息
和城市五维图。
基本信息主要涵盖面积，常驻人口，户籍人口，当
年 GDP，当年实际 GDP增长等。
城市五维图，通过与全国城市从经济发展、人口潜
力、消费能力、交通辐射力和商业前景这五个方面
进行综合比较；

登录平台系统后，默认进入“全城概览”界面，可查询已购买月份城市的基本概况。

同时，该界面左下角窗口提供多条件可筛选功能，创建目标客群后，点击“开始洞

察”，将在地图上进行可视化全城人口多维度展示，以及在最右侧仪表盘显示全城人

群画像洞察。



功能简介：目标客群筛选后的全城可视化

• 可筛选人口类型（工作、居住、到访、会员

），性别、年龄、富裕指数（低收入、中等

收入、小康，中产，富裕，富豪。）、APP

类型（地图导航、金融、浏览器、社交、生

活、实用工具、视频、移动购物、音频娱乐

、咨询）。

• 显示方式分别为“平面 2D”、“立体 3D”、

“热力图。”

2D概览 3D概览

筛选后全城热力 鼠标点击3D详情



功能简介：全城人群特征（基础特征）

⚫ 性别：全城居住人口性别对比，只根据所

选城市和时间变化

⚫ 年龄：全城居住人口年龄对比，只根据所

选城市和时间变化

⚫ 职住比：全城居住人口和工作人口对比，

只根据所选城市和时间变化

⚫ 人生阶段：只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居住”

和“工作”筛选

⚫ 出行方式：只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条件

（到访、居住、工作、会员）筛选

指针移动

可获取详情



功能简介：全城人群特征（消费画像）

⚫ 消费偏好：只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居住”和“工作”

筛选

⚫ 流量消耗：月均流量消耗，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

龄筛选

⚫ 车指数：只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居住”和“工作”筛

选

⚫ 房指数：只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居住”和“工作”筛

选

⚫ 话费消耗：月均话费消耗，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

龄筛选

⚫ 富裕指数：结合人群职住区域、消费行为、出行特征分

析区域内常驻人口综合富裕程度，可根据人口类型、性

别、年龄筛选。



功能简介：全城人群兴趣画像（手机相关）

• 手机品牌：手机终端类型分布，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龄筛选

• APP类型：APP类型分布，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龄筛选

• 手机价位：手机终端价位分布，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龄筛选



功能简介：项目管理、登录状态

• 点击“新建”按钮可以新建洞察项目，也可以点击查看之

前已经保存的项目重新进入，进行洞察分析。

• 如果想要删除项目，用鼠标选中某个文件右击，点击删除。

• 主页右侧可以点击查看用户登录状态及退出登录。



功能简介：项目配置管理1-绘制

点击“另存项目”，则会新建一个覆盖原文件的项目。目前本品区

域定制提供两种方式，暂时每个项目只能定制一个本品区域进行洞

察，每个定制区域面积不超过 80km2。

在进入项目配置界面后，在基础配置模块中填写项目名称和选择已经

购买城市和月份数据。点击“保存项目”按钮，新项目会自动在“项

目管理”中生成；



功能简介：项目配置管理2-导入

• 第二种方式可以点击“选择文件”按钮，

从本地文件中导入已经准备好的用Gis软

件制作的 shapefile文件（要素只能是一

个，图层必须是 polygon面状，文件格

式必须是 zip 压缩包形式），点击“加载”

按钮，再点击“保存”按钮，地图上会显

示导入的图层，并会自动保存到本品区域

列表中。



功能简介：项目配置管理3（竞品、板块配置）

竞品区域提供了三种区域定制，唯一不同的是增加了推荐

竞品区域，其余两种操作方式同本品区域定制，选择需要

的竞品商圈，再点击“加载”和“保存”按钮，地图上会

显示商圈的图层，并会自动保存到竞品区域列表中，选择

商圈，点击加载和保存。另外，竞品列表可以绘制保存多

个竞品区域。



功能简介：洞察区域选择

点击放大镜按钮，可以在地图上快速锁定放大目标洞察区域。通过点击 勾选框按钮，选定本品和竞品区域列

表中的目标区域，最后点击“即时数据准备”和“离线数据准备”按钮（建议这两个按钮都要点击），开始数

据准备，直至生成进度为 100%，当区域列表中的“即时”从灰色变为绿色，则表明即时数据准备完成，才能

进行后续操作，等待时间视选定的区域而定，竞品洞察区域越多，后台准备数据越大，等待时间越久。



功能简介：区域人群画像

选择目标区域

指
定
洞
察
条
件

当项目配置中的所要洞察的区域的“即时”从灰色变为绿

色后，则可以点击导航菜单栏中的“区域人群画像”，进

行本品区域人群画像洞察分析。该界面设计以及功能模块

和全程概览相似，最左边两个窗口分别是人群筛选窗口和

会员环比仪表盘，中间是地图展示模块，最右边是洞察区

域人群画像，也分为基础画像，消费画像和兴趣画像三个

仪表盘。



功能简介：区域目标客群展示2D\3D\热力\24小时

当选定显示方式为“平面 2D”进行洞察后，地图 2D显示

效果如下，系统网格默认设置大小为 250m * 250m,可以

在本品区域地图上直观查看相关人数。

当选定显示方式为“平面 3D”

进行洞察后，地图 3D显示效果

如下，可以用鼠标点击每个立柱，

查看格网人数。

当选定显示方式为“热力图”

进行洞察后，热力颜色由蓝

色到红色代表目标人群聚集

度由低到高。

当分析内容为“小时人口变化”，出现“日期
选择”，可以任意选择日期和显示方式，点击
“开始洞察”和开始按钮后，可在地图上动
态展示 24小时人口变化。



功能简介：洞察区域人群画像

人口结构：选定区域人口结构数量统计分布，只和选定的

本品区域相关

性别：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所有条件（到访、居住、工作、

会员）筛选

年龄：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所有条件（到访、居住、工作、

会员）筛选

职住比：本品洞察区域居住人口和工作人口对比，只与选

定的本品区域相关

人生阶段：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居住”和“工作”筛选

出行方式：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所有条件（到访、居住、

工作、会员）筛选



功能简介：洞察区域消费画像

• 消费偏好：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居住”和“工作”筛

选

• 流量消耗：月均流量消耗，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

龄筛选

• 车指数：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居住”和“工作”筛选

• 房指数：可根据人口类型中的“居住”和“工作”筛选

• 话费消耗：月均花费消耗，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

龄筛选

• 富裕指数合人群职住区域、消费行为、出行特征分析区

域内常驻人口综合富裕程度，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

年龄筛选。



功能简介：洞察区域人群手机使用行为

手机品牌：手机终端类型分布，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龄筛选

APP类型：APP类型分布，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龄筛选

手机价位：手机终端价位分布，可根据人口类型、性别、年龄筛选



功能简介：会员（老客）环比展示

在界面的左下角提供会员男女月度增量和流失数量及画像，该画像目前只和筛选窗口里

的年龄相关。并且提供不同视角的分析图，主要有数据试图，折线图以及柱状图，也可

以点击下载按钮生成图片



功能简介：区域客流分析(OD展示)

可筛选客群来源，对象，性别，年龄以及分析尺度，目前分析尺度提供三种（空间单元网格

250m * 250m 和行政单元街道尺度，行政单元行政区尺度），点击执行分析，地图上将展

示动态流动效果，将鼠标任意放在一条线路上，线路会变红增粗，地图左下角会显示客流数

量，在右边的仪表盘中将会展示5种类型的客群来源月度数量统计，分别是到访人口居住地来

源、到访人口工作地来源、工作人口居住地来源、居住人口工作地来源以及到访会员来源。

注意市内分析尺度为区和县，市外分析尺度为城市



功能简介：区域客流分析(客流量展示)

如左图所示：选择格网尺度的客流量，点击执行分析，地图上显示了不同颜色的格网（颜色越红客流人

数越多），点击地图上的格网可以显示该格网到本品范围内的客流人数；

如右图所示：选择街道尺度的客流量，点击执行分析，地图上显示了不同颜色的街道（颜色越红客流人

数越多），点击地图上的街道可以显示该街道到本品范围内的客流人数；



功能简介：区域人群驻留分析

可选择内容中的“停留时长”或者“到访频次月度分析”，类型种类（到访、工作、居住、会员），

分析时间，点击“执行分析按钮”，可以查看不同类型的人群在本品区域日停留时长和月度到访频

次人群数量统计。



功能简介：区位分析1-环境业态

选择半径范围例如 3Km，显示内容选择为 POI数量，点击

“周边查询”按钮，主地图窗口会显示本品区域 3公里半径

范围的不同类型的 POI分布，左边“周边环境业态统计”窗

口会显示周边坏境 POI数量汇总统计。

“周边环境业态统计”的内容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显示内容

进行联动分析。例如，选择平均距离，则统计本品 3km范围

内所有不同类型的 POI到各自本品的平均距离；如果选择最

大距离，则会统计本品 3Km范围内离本品区域最远的 POI

距离；同理选择最小距离，则会统计本品 3Km 范围内里离

本品最近的那个 POI的距离。

周边地产价值分析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房价信息和租金信息。



功能简介：区位分析2-竞品渗透

• 通过项目配置中已经勾选的竞品区域，可在竞品选择一栏中任意选定之前在
项目配置中已经勾选且即时准据已准备成功的竞品区域，再通过筛选其他条
件，点击“客流至本品”与“客流至竞品”按钮，客流显示效果如上图，其
中本品是蓝线，竞品是黄色显示。

• 也可以进行多个竞品分析，通过切换选择竞品，点击客流至竞品分析，可在
地图上增加一个竞品分析，地图上可以同时显示一个本品和多个竞品。

• “本品竞品重叠”功能只有等项目配置中的离线数据准备成功后，才可以实
现。等离线数据准备成功后，点击该按钮，会形成，粉色即为重叠客流。



功能简介：区位分析2-竞品渗透（指标）

通过项目配置中已经勾选的竞品区域，可在竞品选择一栏中任意选定之前在项目配置中已经勾选离线数据准备完

成的竞品区域，再通过筛选时间（日度和月度其中一种），即可查看到访本品的人群同时到访竞品的人次和在竞

品的平均驻留时间，同时删选人口属性相选项中的性别构成或年龄结构，可以对这部分到访人群进行基本画像。



功能简介：数据下载及报表功能

当本品或者竞品即时数据离

线数据准备完成后（从灰色

变为绿色），在需要下载的

区域前打勾，然后点击“数

据下载”或“生成报告”按

钮。则可进行相应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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