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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文件

通企〔2020〕80 号

关于召开2020年通信行业优秀QC小组

成果发布会的通知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相关专委会:

为了持续推动通信企业广泛深入开展 QC 小组活动，加强优秀

QC 成果的学习和交流，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决定于 9 月 14 日-17

日在郑州市召开 2020 年度通信行业优秀 QC 小组成果发布会，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内容及安排

（一）对获2020年通信行业优秀QC小组的成果择优进行现场

发表，发表数量为 96 个。按问题解决型课题和创新型课题分两场

进行发表，具体安排见附件 1；

（二）每场发表会选拔出通信行业一等成果 2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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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家对部分 QC 成果进行现场点评和指导。

二、参会代表

（一）各集团公司 1－2 名领队；

（二）各省市公司 QC 小组活动的主管领导、主管；

（三）参加现场发布的优秀QC小组的代表及观摩学习的代表；

（四）通信行业 QC 小组活动资深专家；

（五）各省、区、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及中国通信企协各

专业委员会可自愿参加。

三、成果发表要求

（一）每个成果发表时间不得超过 12 分钟；

（二）成果发布要注重内容，避免过分包装, PPT 文档中不要

有视频；

（三）成果发表人必须是 QC 小组成员；

（四）各发表小组需要准备Word格式和PPT格式文档各一份。

文档用小组编号+集团+课题名称标注，发布会报到时提交，材料

提交后，一律不再更换。

四、会议时间、地点和报名方法

（一）报到时间：第一场 9 月 13 日下午；

第二场 9 月 15 日下午

会议时间：第一场 9 月 14 日全天，15 日上午半天；

第二场 9 月 16 日下午半天，17 日全天。

会议地点：河南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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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88 号

会议服务联系人：侯 婕 电话：18810752119

（二）各单位一律通过电子邮箱报名，填写“2020 年通信行

业优秀 QC 小组成果发布会报名表（见附表 2）。报名邮件及附件

名称均以“人数＋单位简称＋报名人电话”命名。

报名邮箱： qxqc@cace.org.cn

报名截止日期： 2020 年 9 月 7 日。

请各有关单位务必于报名截止日期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名表

报至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报名联系人：刘 宏 郭丽颖

联系电话：010-56081126、56081123

五、会议费用及缴费方式

会议费 1200 元/人 （含餐费、场地费、专家劳务费、资料费

等）；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住宿费：340 元/ 标准间，住宿

费直接与酒店结算。

会议费交费方式：

（一）公司统一转账的要在会前通过银行汇至中国通信企业

协会账户。

（二）个人交费在报到现场交费，微信、支付宝、刷银行卡均

可。

账户信息：

户 名：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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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账 号：0200003309005403113

附件：1.2020 年通信行业 QC 成果发布会发表成果名单

2.2020 年通信行业 QC 成果发布会报名表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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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通信行业 QC 小组成果发布会发表成果名单

第一场：问题解决型成果发表

发表

时间

小组

编号
单位名称 小组名称 课题名称

14日

上午

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舟山市
分公司

星火燎原 QC 小组 提升 NSA 组网 5G 速率

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长途
传输局

新动力 QC小组
提高阿克苏地区移动网故障工单
日清日结率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紫荆花 QC小组 缩短抖音首帧加载时长

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公司机动通信局

士兵突击 QC 小组
提高 5G 环境下 C频段卫星下行
接收可用率

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提质增效”QC 小组 提升新媒体人工60秒响应及时率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湛蓝 QC 小组 缩短手游业务时延

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

大客户网络保障
提高钉钉机器人5G基站告警自动
发布成功率

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SSG 小组 缩短商云通产品开通时长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倔强蚂蚁 QC 小组 提升热点资源的下载速率

1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

网络创优 QC 小组 降低 4G 低速比例

1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翼见初心 QC 小组 降低移网佣金核算差错率

1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5G攻关小队
降低 5G 站点 CRAN 方式下的传输
基础资源影响比例

1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玉林市
分公司

提升用户感知 QC小
组

降低 VoLTE 感知差小区占比

1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VoLTE 先锋 QC 小组 提升 VoLTE 视频彩铃播放成功率

1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分公司

蓝箭 QC 小组
缩短城区 LTE 视频业务初始缓冲
时延

14日

下午

1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翼路畅通 QC 小组 降低高校无线网络类投诉占比

1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技
术中心

数据中台 QC 小组 缩短数据中台模型构建周期

1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

功夫熊猫 QC 小组 提升 5G 用户下载速率

1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春雷 QC 小组 提升微信 AI销售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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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下午

2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变形金刚 QC 小组
降低 5G SA 远程医疗业务端到端
时延

21 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网运先锋 QC 小组
提高电话导航系统业务呼叫成功
率

2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无线超人 QC 小组
提高NSA组网下5G业务接入成功
率

2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技
术中心

数据护卫队 QC 小组 降低家宽业务中虚假用户占比

2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

草原增智
提高“疫情期”移动网用户数据
上报准确率

2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长途传
输局

“火炬”QC 小组
提升乌鲁木齐传输局一线维护作
业工单率

2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飞鸟游鱼 提升示范区域道路 5G 下载速率

27 中国联通吉林省分公司 网络优化 QC 小组 提高网络自动工单一点派单率

2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售后服务领先 QC
小组

降低省内太平洋保险客户电路故
障率

2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宙斯盾 QC小组 提升家宽故障派单准确率

3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公司

龙耀
提升上海高速 VoLTE 高清语音
MOS>3.0 的比例

3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有办法 QC小组 降低西宁市 VoLTE 语音丢包率

32 黑龙江联通-网络优化中心 奥卡姆剃刀 降低黑龙江省4G网络重叠覆盖率

15日

上午

3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 运营分析 QC 小组 提升骚扰电话加解黑成功率

3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威海市
分公司

快乐修障 QC 小组 降低移网质量投诉率

3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长途传
输局

精进 QC 小组
提升昌吉分公司投诉工单处理集
约率

3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基业常青 QC 小组 缩短权益流量产品上线时长

37
联通（天津）产业互联网研究院/
系统集成中心

智见未来
提高市级智慧水务河长巡河轨迹
可溯率

3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现场综合维护中心
新海浪 QC小组

缩短涠洲岛光宽带故障平均修复
时长

3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分公司

执行力 QC小组 缩短 OLT 平均退服时长

4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省
分公司

网优先锋 QC 小组 提升高铁场景5G语音业务优良率

4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电费管家”QC 小组 降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电费支出

42 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追云筑网小组 缩短新资管数据核查时长

4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内蒙古
分公司

服务支撑 提升口碑场景 L900 吸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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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上午

4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管控之星 QC 小组 降低天翼云金融客户 RTO

4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胜翼 QC 小组 降低实时性能“月均网元工单比”

4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太原市
分公司

先锋 QC 小组 降低 volte 下行丢包率

4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战狼 QC 小组 降低铁塔维护站均退服时长

48 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 服务沃满意 QC 小组 降低校园网抖音短视频卡顿率

4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啄木鸟 QC小组 降低 LTE 异常扇区占比

第二场：创新型成果发表

发表

时间

小组

编号
单位名称 小组名称 课题名称

16日
下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欣星向荣 QC 小组
空旷高速场景下5G网络组网新方
法的研究

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济南市
分公司

七零八零 QC 小组 研究检测垃圾短信的新方法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 龙江智汇 QC 小组
研究缩短充值业务灾切换时长的
新方法

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QC小组

万物互联时代快速切断网络攻击
的新方法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宿迁分公司

网优无限 QC 小组 研究基于5G的智能水质监测系统

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
分公司网络交付中心

“健壮传输”QC 小组
研究 5G 基站共享回传网开通
新方法

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集思广益 QC 小组 研究视频彩铃端到端定界新方法

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翼助手 QC小组 研究 VoLTE 信令分析定位新方法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宿迁分公司

极速网络
研究基于AI的互联网故障快速处
理的新方法

1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石家庄
市分公司

神兵小将 QC 小组 研究移动网用户云查询的新方法

1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猎鹰 QC 小组 研究智能定位根源告警新方法

1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大数据先锋 QC 小组
研究基于“软件定义”的混合云
安全防护新方法

1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技
术中心

“无所畏”QC 小组
研究停机无服务环境下在线充值
新方法

14
中国联通沈阳市分公司第三设备综
合维护单元

红苹果 QC小组 研究大客户业务迁移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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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下午

1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AI 火眼金睛”QC
小组

研究基于 5G 的基站 AI 线上验收
新方法

1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

沃保先锋 QC 小组 研究移网基站智能节电新方法

1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网络啄木鸟研发 研究5G核心网自动巡检的新方法

17日
上午

1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
分公司线路维护中心

匠心筑梦
研究 ODF 光纤端口状态实时采集
的新方法

1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新飞 QC 小组
研究 VoLTE 业务模型异常用户识
别的新方法

2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省云网监控维护中
心“网路 E 百”QC
小组

研究智慧化运维 IP地址池的
新方法

2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厦
门分公司

迅雷疾电 QC 小组
研究基于5G网络降低港口自控时
延的新方法

2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公司网络运营部

精益求精 QC 小组
研究国庆联欢活动“千屏下载”
实现的新方法

2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兵贵神速
研究 4G&5G 频率协同组网的
新方法

2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分析支撑 QC 小组
研究对装维工单有效预警的
新方法

2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惠
州分公司

网络优化研究 QC
小组

研究基于 5G+自主移动机器人
（AMR）的智慧工厂新模式

2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省
分公司

IP网 QC 小组
研究智能识别互联网私接违规行
为的新方法

2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台
州分公司

独树“移”帜 QC
小组

研制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负荷均衡
平台

2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网络管理中心

“旋风小子”QC 小组
研究 underlay 专线快速开通
新方法

2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创新工坊
研究 SA 架构下 5GC 的告警关联
新方法

3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州市
分公司

千里眼
研究本地流动人口精细化管理
新方法

3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鹰眼 QC 小组
研究低效无效资产快速评估的新
方法

3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

口碑匠人 QC 小组
研究扫码支付感知差场景识别
新方法

3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阿尔法”QC 小组
研制基于移动大数据的城市治理
新方法

17日
下午

3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网络哨兵 QC 小组 研究 LTE 网络均衡的新方法

3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

牛人部落 QC 小组 研究互联网化智能派单新方法

3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智慧精灵”QC 小组
研究提高网格驻地营销成功率的
新方法

3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无线“庖丁解牛”QC
小组

研究 LTE 基站智能节电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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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下午

3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工兵“FORCE”QC
小组

研究 5G 客户网络稳定驻留的
新方法

3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
分公司信息安全管理部

沃.创新
研究行销工具障碍智能诊断
新方法

40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珠
海分公司

网优工匠 QC 小组
研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5G智能
容量调度新方法

4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电信扬帆 QC
小组

研究防范治理移动卡电信诈骗的
新方法

4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口碑卫士 QC 小组
研究面向密集场景 45G 协同优化
的新方法

4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武汉
分公司

宽带沃 QC小组
研究FTTH宽带码号资源精准定位
的新方法

4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 探索 QC 小组
研究互联网电视业务质量监控的
新方法

45 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
中国联通泉州市
分公司

研究天馈智能寻优的新方法

4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探路者 QC小组
研究降低4G低速率小区占比的新
方法

4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集中性能端到端“数
说”小组

VoLTE 语音端到端问题智能定界
定位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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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通信行业 QC 成果发布会报名表

姓名 单位名称 发票信息
联系

电话

住宿

(单间/

合住)

详细地址

（寄送发票

依据）

发表

（小组

编号）/

观摩

报到

时间

注：报名表中的所有信息栏均为必填信息，发票信息栏务必填写正确、完

整，以免错开发票。如果提前报到，请务必注明到达日期。

河南饭店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接待会议要求：

1．不接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2．参加会议全体人员入住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扫健康码、行程码；

3．参会人员会场必须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4．会议为参会人员准备医用口罩。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0 年 8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