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纤到户智能网络建造规划助手

逼真的工程模拟过程
我们的软件融合了电信通讯大亨诺基亚，飞利浦Draka集团工程当地工程办公室人员30年来在
设计工程规划，安装，连接点和维护网络方面的经验。

Smart FFTTH software planning tools for Fibre optic FTTH / FTTX networks.

Real project experience.
Our software is the product of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signing, engineering, planning, installing, 
commissioning and maintaining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by: NKF (Nokia / Philips) / 
Draka (Prysmian Group) and their project offices with local staff.

Introduction



方便快捷，低成本，自动化的网络建造规划

如果你对快速网络建造规划的设计，建造，商业个案网络成本计算感兴趣，那么你一定会非常想
了解我们的ITS-NetOptimus软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智能的网络建设智能规划器，更是由于它独
特的算法能够大量的减少网络建设规划所需的的材料和成本。我们的软件会根据你输入的数据而
运作。输入的数据越少，生产的网络设计的越少，成本很低。如果你花一定的时间来准备更精精
准的数据（ITS-NetOptimus所需的基本数据），我们的软件会为你设计出成本最低的网络建设规
划方案。该设计方案不仅可以更好的应用于其他的软件，甚至它还可以应用于我们自己的ITS-
NetDesign.我们还可以提供免费的ITS-NetOptimus工具栏。该工具栏能利用Autocad 和Bricscad
产生快速精准的数据（设计辅助软件）

Automatic Network Design



光纤到户/光纤到……网络铺设成本最优化
ITS-NetOptimus是我们最新的网络建造自动设计工具。通过在人性化的图形界面里面使用复杂
函数的最优化，ITS-NetOptimus可能设计出最优的设计图。它能够保证在成本（材料和安装成
本）最低的前提下找到最合适的终端分组，中央机的最佳位置和最适宜的管道埋藏路线。ITS-
NetOptimus是一款可以通过AutoCAD/BricsCAD输入数据来生成光纤到户/光纤到……线缆铺设线
路的Windows工具软件。

在同一个区域里面相关的网络设计所需材料和安装费用等都会分别计算并自动列出来，也可以
从列表中筛选查看任意网络设计详情，系统会自动将最好，最有实际价值的设计设为默认值。
我们的软件不像黑匣子一样掌控着整个方案真正全程操控者是设计者和工程师。操控者可以选
择一个特定的设计区域，修改成本参数，选取或取消某些路线（深沟、管道或者路口等）通过
控制软件工具来操纵某些点的位置，设定一些网络概念参数等等。

输入:
通过使用我们免费的CAD工具来准备一些Autocad和Bricscad所需的数据（供选择的轨道，

线槽，建筑物馈线终端多住户的定位等）。该CAD工具栏具备所有必须的功能。在快速的为某一
座城市或农村准备数据的过程中，通过插入代码和符号会给ITS-NetOptimus带来不同的体验:多
种供选择的途径和最好的网络设计方案。

Summary: Optimisation



设计:
软件速度快，效果好。这个具有成本最优化功能的软件仅需几分钟就可以设计出城镇和农村的
网络。有了ITS-NetOptimus，所有相关的网络建造都可以设计出来。这个复杂的最优化算法使
用的是项目安装个材料成本参数来计算的。我们的自动设计最优化参数有:土建费用，材料费用，
安装费用。这些数据修改起来也很容易。它还会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来设计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最好的方案有可能是因为挖槽的难度比较低，有可能是因为安装起来比较容易，也有可能是因
为耗材比较少，总之，我们的软件会综合所有的因素来设计出一个最优的方案。所有相关的方
案和具体每个方案所设计的具体所需的量和费用都会分别列出来。我们的软件可以设计生成多
种级别和多种概念类型的方案。同时，我们的软件还提供多种直观方式。所以的方案都支持在
线浏览:街道地图，图片展示，谷歌地图。

Summary: Optimisation



节约:
ITS-NetOptimus在设计成本，工程时间，光信号处理器，无源光网络建造成本（我们参考的工
程里、材料、安装方面平均每户大约能省40-90元）同那些纯手冻设计的方案对比，我们的方案
能做到节省20％的皮线缆，少用2％的分之缆，节约2％的挖线成本费用。为1000个用户或FTU设
计网络我们所需时间为40分钟，并且能够提供1000万种以上的供选择方案和所有已经设计好的
费用，作为对比，我们看一下纯手工设计同样的工程量1000用户FTU所需的时间至少2-3天。由
此可见，我们的软件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Summary: Savings



网络建造设计详情

如果你经常使用Autocad,那么你可能会对我们的ITS-NetDesign感兴趣.三维动画轨道，类型和
位置方面细节的问题会影响到三维动画的设计效果，准确的数量和成本。而我们的三维动画设
计使用的是早已安装在内的Autocad和Bricscad来执行的。ITS-NetDesign适用于多种方法来进
行网络建造设计的所有网络类型，线缆和管道都是可以定制数据并标注清楚的。我们的软件适
用于任何类型的网络设计。ITS-NetDesign只是ITS-SoftwareSuite的一部分。

Network Design with AutoCAD



目前要设计出带有动态文本、自动标识、自动线缆设计和线缆追踪功能的工程网络建造方案非
常简单，所有工程建设清单，成本等一目了然（详情请看我们的ITS-NetProject）作为一名网
络设计师/工程师，你可能有很多方法，设计生成自己的网络包括工程清单、半自动化、自动化
等网络设计功能。然后随时全程控制，模拟网络设计等（详情请看ITS-NetOptimus）

软件不仅是为很大的网络建造工程和其他现代的设计者而设计的，也适用于一些比较小型的工
程方案，比如说偏僻的农村和比较发达的城市商业圈。

创建一个详尽的网络建造设计
通过自动化，排列顺序，模拟部件和过程，我们的设计规划软件能够简易快捷的分析和构建场
景。所需的资料可以支持金融业情景规划。通过使用实地考察的数据发现，初步估计工程单，
工时清单和材料清单可以作为设计详细度的一个方法。

Summary: Design



凭借我们的设计和建造软件可以轻易的根据地志学而因地制宜的设计工程。从而成为具有投资
价值的安全可靠，质量过硬的，物超所值，高性能的网络。无论是为拥挤的大城市还是偏僻的
农村设计网络，我们的软件都会从概念的细节的设计，发展，建造以及维护各方面出发，全方
位的为你考虑，涵盖一切你会想到的问题。我们的软件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完成软件地图，
数据，优化和计算网络成本这几个过程。在完成设计图甚至开始动工后，修改和补充也是很方
便的。
我们的软件融合了电信通讯大亨诺基亚，飞利浦Draka集团工程当地工程办公室人员30年来在设
计工程规划，安装，连接点和维护网络方面的经验。

GPON&P2P的3D 扫描仪计算法
ITS-NetDesign本身还具有重新评估，测试整个网络的功能。只要轻轻一点击鼠标就可以完成。
这个功能会自动设计，计算并定位分路器，材料和安装所有操控节点和线缆的费用

Summary: Design



还软件可以让你全程控制工程的网络设计，我们专业的网络设计工具AutoCAD和ITS-NetID我们
便捷操作网络注册和文件GIS软件。
光纤到户/光纤到……网络设计和建造ITS-NetDesign是基于AutoCAD网络设计，建造和规划的软
件。
软件非常可靠，它广泛用于世界通讯行业工程建造等方面，已经有着30多年的发展历程ITS-
NetDesign是世界通讯传媒大亨，成熟可靠。
一些原始要求:时间短，制定简单，设计快，材料清晰，零维护等我们的软件都能轻松实现。我
们的软件广泛运用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并获得充分认可。
所有的工程信息直接适用于大部分用户，有对话框和专门的清晰项目报告。
我们的软件有制定简单、省时、设计快、材料清晰、零维护等特点。（软件有AutoCAD常规和附
加功能，运作简单，快速，能生成工程建设基础细节，软件功能提供完全自主点对点设计，无
源光网络也是在CAD中生成，能简单操作操控模拟网络设计、查看资料和工时数据等功能）

Summary: Design GIS



便利的网络建造规划

ITS-NetProject是一款适用于各种规模工程的专门工程管理软件。这个便利的规划工具能全程
掌控:工程的前期准备，实施和试运行阶段。该系统对于材料管理，承包管理和工程管理来说
非常有用。它包含了超过80份标准的报告，包括:具体的数量，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活动的工
程。ITS-NetProject也是ITS-SoftwareSuite的一部分。

Project Planning



我们的软件能为全球的光纤到户/光纤到……通讯传媒工程所需材料管理提供一条龙服务。同时，
它还可以用来快速计算网络细节设计成本（价格，材料人力及时间）
ITS-NetProject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光纤网络工程规划工具，它可以全程控制（工程前期准备，
工程实施，工程交接点和工程管理等）；作为规划和建造通讯传媒工程多年来的产物，还软件
已经能够提供多种互动性模式。其中包括（采购，采购控制，承包商承包，发放通知，过程报
告和工程管理）
正是由于我们的软件有这些优越性，它能运用于各种规模的工程用料管理，承包管理及工程管
理。
规划，建造，光纤到户/光纤到……工程管理
ITS-NetProject是我们一款可以简化操作光纤到网络的规划和建造的管理软件。通过简单三步，
我们可以实现便捷操作工程管理。1.区域活动；2.建造物―楼户；3.部件。 通过定义并组合部
件，材料，建筑物到楼户的安装，所以材料所需详情和花费等各方面的详情，
都可以以一个最便捷的方式展现出每一个区域或方案网络所需。

Summary: Project Planning



我们的软件融合了电信通讯大亨诺基亚，飞利浦Draka集团工程当地工程办公室人员30年来在设
计工程规划，安装，连接点和维护网络方面的经验。

软件包含超过80份标准的工程报告和一份报表向导来支持客户的工程活动方案，这其中包括:建
筑工程清单，材料清单，工时清单，采购清单。该软件是为大多数工程量身定做的，与此同时，
它还附带了一个能够为其他所有工程提供最新数据的主项目。因为我们的软件有专门的一目了
然的工程报告和清晰的对话框，用户可以直接快捷的使用所有的工程数据。自从我们的软件投
入使用以来，已经被某些相类似的工程或者完全不一样的工程所使用了。ITS-NetProject完全
是为客户订做的易操作软件。ITS-NetProject是ITS-SoftwareSuite的一部分。它已经被证明是
一款可以简化:光纤到户网络工程建造的设计，建造，和维护过程的一款软件。

Summary: Project Planning



连接示意图，网络注册和维护

ITS-NetID也是我们的软件之一。它主要是为光纤到户网络注册个文件资料而准备的。它可以
提供简单的光纤连接点的连接示意图。它具有适用于所有光缆，线缆，里管，管道和操作要领
的手动操作线路，跟踪和搜索功能。网络的资料都会显示在有交互性的GIS地图中，也有可打
印的可视文件和图纸示意图。ITS-NetID也是ITS-SoftwareSuite的一部分。

Network Registration: GIS



光纤到户/光纤到……网络设计和维护
ITS-NetID是一款集合了各种类型光纤到户网络建造的注册和文件编制的软件解决方案。ITDS-
NetID收集了电线通讯巨头诺基亚，飞利浦，Draka集团当地工程师30年来在网络设计，建造，安
装，接驳节点和维护网络通讯方面的工作经验。由于有了前人的宝贵经验，我们的软件简单易学，
操作简单，易上手。
ITS-NetID是一款灵活性很强的工具软件。它能细节地提供注册和管理，管道线材，光纤，连接
ODF等位置的定位和连接。它也可以提供最便利的只要轻轻一击链接便可生成光纤连接的图表。
我们的软件还具有对所有光缆，线缆，里管，管道和操作要领的手动操作线路，定位和搜索功能。
网络建造方案资料呈现在有交互性GIS地图，能够打印的可视文件和图纸。具有互动性的GIS地图
能够实现对矢量光栅和协作系统间网格层的实时图像再投影。对于大多数的使用者来说，所有的
资料都是直接可用，包括:图像和照片，OTDR管理方法，规格书，以上这些都是系统本身自带的
或者任何一种其他类型的文件为客户订做一个工程方案就像乐高公司为其客户订做一个积木一样
简单。ITS-NetID是ITS-SoftwareSuite的一部分。ITS-SoftwareSuite是一款已经被证实具有能
使光纤到户/光纤到……网络建造的设计，建造和维护简便化的一种软件。它能够整体上全程监
控工程，包括:ITS-NetDesign,网络的设计，用我们非常专业的网络设计工具Autocad.ITS-
Project是一款适用于光纤到户/光纤到……非常精密的网络建可以简化造规划管理软件。

Summary: Registration



ITS-Software Suite™

Fibre optic FTTH / FTTX ITS-Software Suite™ is a proven software solution to 

Design, Build & Maintain FTTH networks.

The ITS-Software Suite™ has designed, registered and installed many millions 

of connections. 

The ITS-Software Suite™: 

• Cost optimised automatic CAD design 

• Dedicated software for FTTH / FTTX Project-Management

• Simple conversion from pre-registration to As-built network registration

• Offers full control over your projects

FTTH / FTTX Software



FTTH / FTTX network design & engineering software solutions
Design      Build Operate & Maintain

NetDesign

FTTH Design

Design of detailed FTTH-networks
►AutoCAD®  (Map3D) based  and creation of all 

required drawings and network related quantities.

Simplifies complex networks
► Managing of all labour,  quantities & costs. 

Material management & process control

Registration & 

Documentation
►Creation of fibre connections / 

jointing reports. Integrated GIS. 

Cost optimised network design
►Automatic, based on material & installation costs

NetOptimus

FTTH Automatic design

NetID

Network Registration

NetProject

Project Management

FTTH / FTTX Software



Our automatic network design solution.
Creates the highest quality FTTH network-designs by using complex optimisation

algorithms within a user friendly graphical interface.

Cost optimised network designs are made in minutes instead of days.

Optimisation parameters:

• Civil costs

• Material costs

• Installation costs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Optimus™



ITS-NetOptimus™ offers substantial benefits in terms of reducing 

the engineering time and network building costs. 

The best network designs are listed and made visible within minutes.

ITS-NetOptimus™



Manual engineering ITS-NetOptimus™

1 design, based on 1 starting point All designs, all starting points

Based on the logical grouping of the 

remaining homes
Based on installation and material costs

ITS-NetOptimus™



Network designs and costs are directly available per area.

Multiple levels and network concepts.

Substantial savings (approx):

20% less drop cable by improved grouping homes

2% less distribution cable by best DP positioning

2% less trenching costs by improved routing

100 times faster than manual / alternative engineering

ITS-NetOptimus™



Automatic optimisation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Optimus™



Automatic optimisation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Optimus™



Cable, trench, manipulation costs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Optimus™



Multiple levels, cost optimised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Optimus™



Online Maps & Google Earth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Optimus™



CAD: import optimised design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Optimus™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

ITS-NetOptimus™ input/output

Google Earth

AutoCAD (Map3D)

Excel

Data via Webportal

Credit system

NetOptimus

Software Suite

Other software

ITS-NetOptimus™



Pictures: FTTH network design Amsterdam including labelling, calculations, project management and registration

Flexible solution for FTTH design, based on AutoCAD® (Map3D).

Automatic: costing, cabling, labelling, easy switch from P2P to GPON.
Fast output as: schematics, installer ready & as-built designs. Easy to learn.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Design™



Picture: FTTH project prepa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ommissioning, project info, supplier info, datasheets

Extensive system for: Material, Contrac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Lego-like structure: three project levels with ‘building blocks’.

Total process control, including: purchasing, contractors, progress reports.

Completely customisable and simple to operate.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Project™



Picture: FTTH network documentation, registration views: tree, cable route, interactive map, GIS

Network registration with easy tree structure en integrated GIS.

All information directly available for multiple users.

All network details are directly available in multiple views and GIS.

Lego-like customisable building blocks. Easy to operate.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ID™



NetID™ the network tree & GIS & route views

Automatic design example

Possible trailsITS-N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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