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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简介 

1.1 网优任我行简介 

广东经纬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靠多年从事通信工作所掌握的经验与研发技术，开发

了基于智能手机移动端的软件应用“网优任我行”。该应用的目标为革新原有的笨重信号测

量仪表，加入后台智能自动的报表模块，规范网优工作流程，最终为用户在通信工作中提供

高效、智能、专业实用的应用前后台。 

前端应用功能分为：信号概览、感知测量、专业测试工具应用集合与“我的”后台配置

管理。其中专业测试工具支持 5G-NR和 4G-LTE全频段信号测量，支持专业数据管理与回放，

集成了 TRACE测量工具、容量保障预算器、信号衰减计算器、频点频率换算等多个实用工具。 

后台应用功能分为：测试情况、测试报告、台账管理、站点工程、一键验收 5大功能模

块。支持各种测试数据云储存及管理，一键生成各类型的测试智能分析报告，支持各运营商

网络台账的导入以及管理，验收站点信息的导入以便前端显示等功能。 

1.2 硬件与系统要求 

➢ 前台移动手机端：高通芯片组（推荐 425及以上高通芯片）、联发科芯片组、

华为麒麟 960及以上芯片组 

➢ 前台移动手机端：安卓 4.0 以上版本系统，推荐安卓 10.0系统。 

➢ 后台访问浏览器：推荐 Google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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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应用安装与账号注册 

2.1 安装“网优任我行”软件 

官方下载地址：http://wellcell.net/ 

安装二维码： 

除了上述安装方式以外，您还可以登录“网优任我行”程序，“我的”→“设置”→“分

享”功能在 QQ、微信、钉钉等主流应用中进行分享推广。 

 

 

  

http://wellcel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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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账号注册 

备注：手机 APP 与网页后台使用同一个注册账号进行登录使用； 

    APP 端注册 

手机 APP 端账号注册的操作流程为：我的→账号登录→注册账号→手机号验证→配置

账号密码，完成注册。 

具体流程图如下： 

   

网页端注册 

网页端注册方法流程为：打开 Web 端登录界面（http://www.wellcell.net/web/）→注

册账号→手机号证码→配置账号密码，完成注册。 

具体流程图如下： 

   

http://www.wellcell.net/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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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手机 APP 

3.1 信号概览 

功能介绍： 

“信号概览”该界面功能主要是对手机系统参数情况，和当前使用的网络状况及信号质

量信息做一个概览呈现，支持双卡槽，支持 5G-NR、LTE、CDMA、WCDMA、GSM 全频段信号测

量，支持邻区信息显示，提供最近使用的 5条信号记录供参考。 

信号概览功能可以自动适配后台导入的基站台账数据，当前台下载该台账信息后会自动

关联，提供额外的关于基站名、扇区名、带宽配置等额外字段信息展示。 

 

基站台帐信息呈现步骤： 

1. 注册帐号并登录（无帐号用户无法使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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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后台按模板导入台帐； 

3. 前端 APP 在“我的-基站数据管理”功能界面内下载对应的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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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感知测量 

功能介绍： 

“感知测量”为一键式的关于网络时延、下行速率的测量功能，提供“仪表盘”的直观

显示，可选不同地区的测速服务器，后期会加入更多个性自定义设置服务器的功能。 

 

操作步骤： 

1、在测试服务器中选择最近的服务器； 

2、点击“一键测速”开始测试； 

3、测试结果呈现于顶部信息栏，也可登录后台在信号详单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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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QT/DT专业测量 

3.3.1 CQT 测量 

功能介绍： 

“CQT测量”为机动灵活性工具应用，操作简便，支持自定义导入/拍摄打点底图，测试

数据自动保存至网页端后台，无须人工记录，支持手机端数据回放和简单统计通报结果。 

 

操作步骤： 

1、通过顶部选择栏进行“CQT”、“地图”、“详情”“设置回放”界面切换，在“CQT”

界面中进行测试信息填写以及测试业务布置； 

2、热点选择栏，点击会自动检索出百度地图关联的附近热点楼宇名称以供选择，也可

输入自定义名称后点击“+号”添加名称，楼宇名称下方有所属区域楼层的快速勾选按钮； 

3、点击楼层平面图可以调用该手机终端的图库，也可以使用相机按钮直接进行拍摄，

若没有相关图层可以默认不做选择，则为灰底图层； 

4、测试类型提供优酷视频、PING 测量、网页测试、HTTP 上传下载等多种测量方式，可

以根据需要进行任务勾选，设置测量时间与测量循环次数； 

5、底部设置操作控制栏，可随时开始和中断业务测量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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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DT 测量 

功能介绍： 

“DT测量”为机动灵活性工具应用，操作简便，支持地理化自动打点，测试过程地图功

能支持当前服务器小区连线，多指标图层分段的显示，测试数据自动保存至网页端后台，无

须人工记录，支持手机端数据回放和简单统计通报结果。 

  

操作步骤： 

1、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功能栏内进入设置界面，设置好所需的测试业务并保存； 

2、点击底部开始/停止控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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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CQT/DT 设置 

CQT/DT 专业测量界面中单击右上角菜单→设置，进入“CQT/DT 设置界面”，该设置界

面中可设置：1、数据上传的模式，2、信号采集频率，3、信号显示频率，4、回放显示速度。  

 

3.3.4 CQT/DT 数据回放 

CQT/DT 专业测量界面中单击右上角菜单→回放，进入“CQT/DT 数据回放界面”，该设

置界面中可操作 1、数据上传与删除，2、测试数据手机端清单，单击后进行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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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CQT/DT 地图 

DT 地图中的打点功能是根据 GPS 所在位置自动打点，CQT 地图中是手动点击屏幕进行

连线打点，从第一个点触摸开始默认测量开始。 

地图界面提供功能：1、测量开始/暂停控制功能按钮；2、测试进度显示图标；3、撤销

打点回退功能按钮；4、测量的指标轨迹显示；5、顶部和底部有测量的基本情况信息展示，

如果是多业务混合测量，则显示值为平均值，推荐单业务模板测量。 

       

CQT 地图页面                         DT 地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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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CQT/DT 详情 

    详情功能是对当前正在测量的业务进行实时滚动播报显示，掌握测量情况，测量结束后

有简单统计通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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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键验收 

用于维护验收基站，支持验收基站的增加和删除、拍照记录功能、一键评估结果功能、

支持前端数据回放与回传。 

后台导入验收基站信息后，前端进入“一键验收”主界面的基站选择功能，可以进行地

市与站点的筛选。 

若对本次验收数据不满意，可在“测试报告”界面中的右上角功能栏中可以放弃本次验

收数据。 

 

3.4.1 参数验证 

功能介绍： 

展示验收基站的网管配置数据和规划数据，比对数据的一致性，找出存在的参数配置问

题。提供显示与当前站点的距离。 

规划数据根据选择的验收基站，自动匹配数据库显示规划数据。 

实测数据包含两部分数据，网管配置参数通过“获取”按钮进行获取，天馈参数需要手

工录入，数据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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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获取”

按钮，获取验收
基站的规划数据
和网管配置数据
（实测数据）。 

 

操作步骤： 

   

 

   

1、点击小区编号，展示

或收起验收参数。 

2、点击“获取”按
钮，获取验收小区的
规划数据和网管配置
数据（实测数据）。 

1、实测数据需要手工
录入，点击参数对应
的实测数据框，弹出
输入键盘。 

3、分页指示标识，页面

支持左右拖动。 

1、顶部显示与当前待

验收基站的距离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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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要修改
的数据，弹出输
入键盘，输入数
据自动保存。 

 

 

3.4.2 基站勘测 

功能介绍： 

基站勘测包括数据校验和照片拍摄 2 个功能，数据校验显示当前验收基站的勘测数

据，支持勘测数据的手动修改，数据自动保存；照片拍摄界面显示勘测需要拍摄的照片，

标识已拍摄的照片，报告提交后，照片在云平台保存管理。 

数据校验操作步骤： 

    

  

2、分页指示标识，页面

支持左右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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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拍摄操作步骤： 

照片拍摄流程： 

     

照片重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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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始测试”
CQT一键测量功能
键 

 

3.4.3 CQT 测试 

功能介绍： 

CQT测试功能主要按模板要求测量“时延 ping”、“上传速率”、“下载速率”。 

支持 CQT位置点中点与近点的选择功能，数据测量结果自动保存。 

具备 1X、DO、LTE的 KPI指标地理化打点功能，各项 KPI指标以不同分段颜色显示，支

持不同 KPI指标的更换，地图界面具备小区连线功能。后续版本支持 CQT平面图拍照后地理

化打点功能。 

操作步骤： 

 

 

3、CQT 测量无线信号

信息显示栏 

4、点击地图进行

界面切换 

1、对 CQT 点进行远点

与近点的类型选择 

2、测量点地理位置显

示，颜色按信号质量

当前分段进行显示 

1、单击“RSRP”字段

可进行各类 KPI 指标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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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始测试”DT

一键测量功能键 

 

3.4.4 DT 测试 

功能介绍： 

DT 测试功能主要按后台模板要求进行不同业务类型的配置测量。 

具备 1X、DO、LTE 的 KPI 指标地理化自动打点功能，各项 KPI 指标以不同分段颜色显

示，支持不同 KPI 指标的更换，地图界面具备小区连线功能。 

数据测量结果自动保存。 

操作步骤： 

 

 
  

2、DT 测量无线信号

信息显示栏 

3、点击地图进行界

面切换 

 

2、测量点地理位置显

示，颜色按信号质量

当前分段进行显示 

1、单击“RSRP”字段

可进行各类 KPI 指标

切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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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测试报告 

功能介绍： 

对“参数验证”、“基站勘测”、“CQT测试”、“DT测试”四个模块功能的测量结果

进行检查核对。确认无误后把测量结果上报提交，后台会自动生成一键验收报告。 

操作步骤： 

 

 

  

1、单击查看可对之前

完成的相关数据进行

检查确认 2、需要更新的数据检

查确认无误后点击提

交，完成后台数据更

新，可在后台自动生

成一键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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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智能基站信息 

功能介绍： 

后台导入台账数据的情况下，在手机前台智能基站信息中可地理化查询基站，导航，

测距、支持百度/3D/卫星图层展示。点击基站扇区弹出详情信息，支持全网段（L/C/G/W

网）所有运营商基站图层呈现，可自由切换呈现。 

     

查询准备条件： 

1、后台导入基站台账数据，前端 APP 在“我的→基站数据管理”界面中下载后台录入

的基站数据信息。 

2、终端具备导航，支持百度/3D/卫星图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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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程进度 

功能介绍： 

工程进度是将基站建设过程环节细致化，环节进展更新落实各个环节负责人，移动端可

随时随地更新/添加/删除工程站点信息，工程进度信息实时更新于群组内的所有人员，支持

地理化呈现，室分/室外站区分管理，后台支持批量导入站点工程信息，方便管理和查询。 

 

操作步骤： 

工程站点查询操作流程：底部导航栏选中“站点查询”→输出相关的信息→点击“站点

查询”→下列会呈现查询结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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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站点信息更新操作流程：在需要更新工程站点详情界面中点击“信息更新”→在信

息栏内填写/更新相关信息→点击“更新”完成。 

     

新增工程站点操作流程：底部导航栏选中“新增站点”→在信息栏内填写相关信息→点

击“提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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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网络诊断 

功能介绍： 

网络诊断功能可以进行 PING、Traceroute、DNS的配置测量，以供判断是否是无线侧

问题情况。点击底部三种测量功能栏可自由切换。 

   

操作步骤： 

1、根据顶部为控制与设置栏提示，可自行输入测试地址，不填则按默认配置测量； 

2、点击开始测量，测量信息展示栏会实时显示网络的测量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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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场馆容量计算 

功能介绍： 

LTE的容量评估，可根据活动保障的人数和开通小区数量以及扇区配置接入数计算容

量是否满足；还可以根据现场保障测试的实际速率和业务占空比，推算出保障时的用户平

均速率，方便用户评估无线容量环境从而进一步优化。 

 

操作步骤： 

1、根据实际情况输入白色字体的数字的计算条件； 

2、绿色字体的数值为根据录入条件计算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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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线传播损耗计算 

功能介绍： 

无线传播损耗工具有三个评估模型。 

一、无线城市传播损耗是通过距离、频率、收发功率等关键因素计算得出结果； 

二、自由空间传播损耗是利用频率和距离计算； 

三、以及根据接收机灵敏度、工作频率、发射功率推算信号最远能够过覆盖的距离。 

 

 

操作步骤： 

1、根据实际情况输入白色字体的数字的计算条件； 

2、绿色字体的数值为根据录入条件计算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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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全网络频点频率换算 

功能介绍： 

支持 LTE、CDMA、GSM所有的频点与频率的转换计算，便于排查干扰时定位影响频

点。 

 

操作步骤： 

1、通过选择频段后，绿色数值为根据选择的频段给出的该频段频点频率所属范围； 

2、在白色字体处修改频率/频点，能够互为转换计算。 

  



网优任我行使用说明书  广东经纬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30 

 

3.11 基站数据管理 

功能介绍： 

该功能界面可进行后台导入台账数据的下载、更新与删除。 

 

操作步骤： 

1、横条网络选择栏可以进行 NR/LTE/CDMA/GSM/WCMDA网 5个台账的切换管理。 

2、右上角点击功能栏可以批量管理控制，并可以复制台账网页端的地址跳转。 

3、右侧的功能栏可以按地市为单位进行管理与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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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专业工具管理 

功能介绍： 

所有的专业测量工具都是以插件的方式集成，按需调用更新与删除管理。 

 

3.13 智能后台跳转功能 

功能介绍： 

单击“智能后台”选项后会弹出跳转与复制连接，方便用户直接进入网页端后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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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设置 

功能介绍： 

➢ 更新配置：用于初始化配置； 

➢ 清除缓存：用于更新累积的缓存数据； 

➢ 重建数据库：用于初始化该手机应用内所有的数据库配置； 

➢ 关于：可进行问题在线反馈，查询功能使用介绍，QQ 群加入等； 

➢ 分享：二维码与下载链接通过主流沟通工具推广发送； 

➢ 修改密码：修改登录账号的初始密码； 

➢ 退出登录：退出当前登录的账号，可更换使用其他账号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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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能后台 

网页端后台地址：http://wellcell.net/ 

备注：网页端账号与密码登录与前台注册的账号密码一致。 

网页后端的主要功能： 

1、感知测量事件的记录查询导出； 

2、信号测量信息的查询导出； 

3、测量数据的地理化展示； 

4、测试报告的查询导出； 

5、台账数据的管理与导入删除； 

6、一键验收的模板导入与智能验收报告输出功能； 

7、功能进度的信息的导入导出和查询； 

  

  

http://wellcel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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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测试情况 

4.1.1 测试详单 

功能介绍： 

前端测试所有业务测试的数据均会在此保存，支持时间、网络类型、业务类型和终端型

号维度查询终端信息、位置信息、用户信息、服务小区和业务指标等信息，支持数据的导出。 

 

操作步骤： 

1、选择需要查看数据的时间范围，默认为最近 7天内的测试数据； 

2、点击“高级筛选”可筛选网络类型、测试业务、以及终端信号，默认全选； 

3、选择好筛选条件，并点击“查询”后，下方的界面显示对应的测试数据的指标信息； 

4、点击“数据导出”，将当前筛选的数据信息导出为 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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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信号详单 

功能介绍： 

前端测试所有信号测试的数据均会在此保存，支持时间、楼宇维度查询用户信息、终端

信息、位置信息、小区信息和信号质量信息，支持数据的导出，后期支持数据地理化呈现功

能。 

 

操作步骤： 

1、选择需要查看数据的时间范围，默认为最近 7天内的测试数据； 

2、选择性填写楼宇名称信息，增加筛选信息的准确性； 

3、选择好筛选条件，并点击“查询”后，下方的界面显示对应的测试数据的指标信息； 

4、点击“数据导出”，将当前筛选的数据信息导出为 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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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试报告 

4.2.1 业务报告 

功能介绍： 

分析 CQT 测试、DT 测试、感知测试、信号测量、静默测试的业务数据，可根据时间、

运营商、业务类型维度筛选查询，支持多项测试数据合并分析，一键生成测试报告。 

 

数据查询                                          报告分析-1 

 

报告分析-2                                         一键报告 

操作步骤： 

1、根据时间范围、运营商、任务类型纬度筛选后，并点击“查询”按钮。 

2、报告分析需要指定相同的业务数据进行分析，选择一条或者一条以上的数据并点击

“报告分析”按钮，可以查看分析结果。 

备注： 

A. 不同业务类型的测试数据不能合并出报告分析，否则呈现结果跟单个 DT报告一

样； 

B. 同 CQT测试业务的数据支持联合分析，呈现结果以楼宇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

支持楼宇间切换查看分析结果；支持联合报告导出，报告以楼宇为单位区分呈

现； 

3、点击“报告导出”按钮，可导出已经分析结果的 word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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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MOS 报告 

功能介绍： 

分析 CQT、DT、VoLTE场景的 MOS测量业务数据并导出分析结果,，可根据时间、场

景、设备 ID维度筛选查询，支持多项测试数据合并分析，一键生成测试报告。 

 

数据查询                                          MOS 分析-1 

 

MOS 分析-2                                         MOS 报告 

操作步骤： 

1、根据时间范围、运营商、任务类型纬度筛选后，并点击“查询”按钮。 

2、报告分析需要指定相同的业务数据进行分析，选择一条或者一条以上的数据并点击

“报告分析”按钮，可以查看分析结果。 

备注： 

A. 不同业务类型的测试数据不能合并出报告分析，否则呈现结果跟单个 DT报告一

样； 

B. 同 CQT测试业务的数据支持联合分析，呈现结果以楼宇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

支持楼宇间切换查看分析结果；支持联合报告导出，报告以楼宇为单位区分呈

现； 

3、点击“报告导出”按钮，可导出分析结果的 word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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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台账管理 

功能介绍： 

后台可按模板导入基站的台账信息，也可根据用户所需可自定义填加或修改模版的字段

信息。后台导入台账，并在前端应用的“我的-基站数据管理”功能界面中下载后，在前端

的“信号概览”和“智能基站信息”以及“DT/CQT测量”等功能中会提示更多的基站相关信

息。 

 

操作步骤： 

1、点击左边网络对应台账的功能栏，进行 NR/LTE/CDMA/GSM/WCMDA网的台账管理界面

选择。 

2、管理界面中横条工具栏下载该网络台账模板进行填报。 

3、把填报好的台账转成 CSV格式进行导入。 

4、前端手机在基站数据管理中下载该地市台账，即可自动匹配应用。 

备注： 

1、台账信息尽量不要共享。 

2、后台基站数据填报模板时格式全部为十进制，对于有具体数值的字段信息不可数字

与字母混杂填报，否则会关联台账出现适配性错误或者导入失败。例：“LAC”字段填写“0xA082”

即为错，“带宽”字段填写“20MHZ”即为错，都应转换为十进制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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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一键验收 

后台一键验收分勘测数据和一键报告两个功能模块，支持对前端一键验收的测试数据管

理，支持验收基站的设计规划数据批量导入，以便前端验收时显示。 

4.4.1 勘测数据 

功能介绍： 

勘察数据功能是对验收基站的设计规划数据的进行管理和批量导入，按模版填写并导入

平台后，前端则会显示导入的设计规划数据。 

 

操作步骤： 

勘测站点的设计规划数据导入操作流程：导航栏选中“权限配置管理” → “一键验收

配置数据管理” → “选择模板下载” → 填写模板后点击“上传”完成。 

勘测站点的设计规划数据删除操作流程：导航栏选中“权限配置管理” → “一键验收

配置数据管理” → “编辑” →“操作”→“删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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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一键报告 

功能介绍： 

对上报的验收数据将会自动生成一键验收报告，具有“信号详单分析”、“KQI指标统

计”等相关结果分析。 

 

操作步骤： 

导出操作流程：导航栏选中“一键验收” → “一键报告” → “选择时间范围” → 

点击“查询”完成后台一键验收报告搜索→勾选输出的报告名称，点击“报告导出”，完成

报告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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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站点工程 

功能介绍： 

后台支持工程站点信息的批量导出导入，网页端拥有查询和编辑功能，前后端实时同步

更新。 

 

操作步骤： 

1、在后台“站点工程”界面中的横条工具栏下载站点工程数据模板进行填报； 

2、把填报好的站点工程数据转成 CSV 格式进行导入； 

3、前端手机新增站点后可在网页端进行查询、删除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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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地图墙 

4.6.1 基站 

功能介绍： 

网页端支持基站信息地理化呈现，按模版要求导入信息后，呈现基站抬头信息有“小区

名”、“小区号”、“基站号”、“PCI”，点击扇区后可查看更多的详情信息。支持导出高

清图，高清图分为地图和卫星两种地图。 

 

 

操作步骤： 

1、点击“模版下载”，下载基站数据模版，并按模版内容填写参数信息； 

2、点击“选择文件”，再点击“上传”，导入的数据会以基站分布图形式呈现于页

面； 

3、数据需重命名或删除点击 ，点击 图标自由切换地图类型； 

4、点击不同标注，可呈现不同的信息，可单选、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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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扇区可查看详细内容，点击缩放键可查看该地址不同方向的扇区详细内容。 

4.6.2 路测数据 

功能介绍： 

路测数据地理化呈现，图层指标以“RSRP”、“SINR”、“PCI”、“下行速率”、“上

行速率”为主，点击不同的指标，根据信号值划分的区间，不同的区间显示的颜色不同，便

于分析路测数据情况。 

 

 

操作步骤： 

1、点击“模版下载”，下载路测数据模版，并按模版内容填写参数信息； 

2、后点击“选择文件”，然后点击“上传”后台数据将自动生成； 

3、数据需重命名或删除点击 ，点击 图标自由切换地图类型； 

4、点击不同标注，可呈现不同的信息，可单选、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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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导出高清图”可以导出当前地图。 

第五章  测速小程序 

经纬测速致力于为您提供更准确、更友好、更高性能的网速测试服务，包括 5/4/3G 网

和 Wi-Fi的网速性能。想知道你的移动设备网速有多快，快来使用经纬测速吧！ 

测速小程序分为“测网速”、“记录”、“地图”、“我的”四个模块。 

5.1 测网速 

功能介绍： 

“测网速”为一键式的关于网络“下载”、“上传”速率的测试功能，提供“仪表盘”

的直观显示、地理位置、IP地址以及平均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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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账号绑定 

功能介绍： 

用户的微信号和网优任我行帐号可以互相绑定，绑定后可在后台查看及管理测试记录。 

绑定方法：输入手机号码并点击获取验证码，请阅读《任我行测试用户协议》并勾选下

方的“已阅读并同意”，点击确认，完成账号绑定。 

  

5.3 记录 

功能介绍： 

记录功能支持查看历史测速数据，点击数据可以查看详细内容、以及删除或分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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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图 

功能介绍： 

地图功能是将各位置测试的峰值速率以分布地理化呈现，支持运营商和网络类型切换。 

  

5.5 我的 

功能介绍： 

➢ 手机信息：可查看账号信息、设备信息、网络信息、微信信息。 

➢ 任我行账号：进行绑定账号。 

➢ 专业工具：扫码安装任我行专业无线网优测试工具。 

➢ 关于：可了解经纬测速及推荐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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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小程序测速详单 

功能介绍： 

后台的小程序测速详单，支持该账号下按时间维度、网络查询测速信息、地理信息等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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