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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时段与利用率的计算方法，可快速地获取端口的网络利用情况，判断网络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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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成功解决了网络精准扩容的难题，同时也为网络规划提供依据，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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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的使用可制定满足业务发展的建设策略，最终实现网络投资的精准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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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raff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packet transmission network access layer port，a simpl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peak period an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network can be used to obtain the network utilization situation of the
port quickly，to judge the demand of the network expansion，and to solve the network precision expansion of the problem，
but also provide a basis for network planning，through the use of the method can be developed to meet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and ultimately to achieve the precise investment in network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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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流量呈现爆发
式增长，同时伴随用户增长与新型业务的发展，网络
流量的波动也呈现多样化趋势。随着分组传送技术
的大规模商用，各大运营商均建设了基于分组传送技
术的本地传送网络，主要用于移动基站业务回传。相
较于传统 SDH 网络的刚性管道，分组传送网络以其分
组化、动态复用和弹性管道特性实现了频带高效利
用。网络流量与利用率在不同时刻存在较大差异，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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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有必要对网络流量进行周期性或实时性动态监
控，分析网络流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预测未来网络
流量增长的趋势，发现业务网产生流量的规律，并将
这些规律与传送网络建设、优化、维护、运营相结合，
从用户体验角度发现现有网络中可能存在的资源瓶
颈与问题，并为后续制定相应的优化方案与建设策略
提供依据。
建立针对网络流量的通用化精确数学模型与预
测模型是很困难的，目前用于网络流量分析的主流模
型为自相似网络流量模型，自相似过程是在统计意义
上具有尺度不变性的一种随机过程，且能描绘流量多
重分形、突发性和长相关性等特点。但实际网络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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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与用户行为和业务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用户行为变得更复杂，业务类型变得更多样，
无论是使用传统泊松模型、马尔科夫模型、自回归模
型还是更加科学的自相似模型都不能准确完善地描
述网络流量的全部特征。建立网络流量的精确预测
模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仅借助常用的 Excel
软件和简单的数学模型，对网络流量监测所获取的历
史及现状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结果对网络的建设
及优化策略进行指导。
某市在 2017 年开始全网部署秒级流量监控管理
系统，该系统可实现全网基于端口的实时秒级流量监
控功能，同时也支持基于 LSP、PW、L3VPN 的流量监
测，其最小流量监测时间间隔可达到 1 s。在监测功能
方面可实现网络流量和数据包的流入、流出双向速率
监测，输出结果可选择为秒级和 15 min 两种结果数
据，当开启秒级数据输出时，最大连续监测时长达到
12 h 以上，当开启 15 min 级数据输出时，最大连续监测
时长达到 1 个月。所有监测结果可实现表格及图形化
输出，并可按照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不同参数对
比进行展现。目前国内主流分组传送设备厂家提供
的秒级流量监控系统均能实现上述功能。

1 流量分析方法
1.1 分析端口的选择
目前各大运营商已建成的分组传送网络，基本还
是按照 3 层网络结构进行的建设，即核心层、汇聚层和
接入层，其中接入层的网络结构以环形、链形、树形和
星形为主。虽然国内主流设备厂商研发的分组传送
网络流量监测系统已经可以实现全网所有端口的流
量秒级监测，但各大运营商建设的分组传送网络承载
业务主要以集中向上型业务为主，如移动基站回传业
务、宽带业务，因此在明确网络扩容目标和范围的情
况下没有必要对整个接入层的所有端口进行流量分
析，仅需选择需要扩容网络的关键端口进行分析即
可，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分析数据的规模从而提高分析
效率。
在接入层网络扩容优化建设时，建议针对不同的
网络结构选择以下关键端口进行流量监测分析，如图
1 所示。
a）针对接入层环形结构扩容分析时，可只分析接
入环路上联汇聚层节点的端口。
b）针对接入层链形结构扩容分析时，可只分析支

环形结构

链形结构

树形结构

星形结构

汇聚节点
接入节点
主要分析端口

图1

接入层主要分析端口选择示意图

链结构上联上层环上节点的端口。
c）针对接入层树形结构扩容分析时，不仅需要分
析整个结构上联上层环上节点，还需要分析结构内主
要分支节点的端口。
d）针对接入层星形结构扩容分析时，需逐个分析
每个星形节点连接中心节点的端口。
1.2 数据采集方案的选择
根据前期网络流量分析与研究的结果，无论局域
网还是广域网，网络流量数据都呈现出明显的自相似
特性，实际网络流量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具有很强
的突发性。经过对某省联通分组传送网单个端口的
网络流量监测分析得出，网络流量在时间尺度上呈现
出明显的自相似性，局部和整体流量数据波形类似，
该端口网络实际监测流量在每天、每周都大致呈现出
一种周期性的变化规律，详细情况如图 2 所示。
依据目前各大主流分组设备厂家提供的网络流
量监控系统的能力，结合各运营商网络维护能力和对
网络稳定性的要求，很难做到对需要进行流量分析的
端口进行全年无间断的连续监测。即使选择 15 min
级的输出结果，也仅能实现单任务连续一个月的监测
周期。为了提高监测结果的数据精确度和输出频率，
从而实现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建议优先选择秒级监
测数据结果输出模式。但秒级监测数据输出模式输
出的数据量较大，单任务连续监测周期为 12~24 h，若
采用连续开启任务的方式实现较长的监测周期，将会
导致输出数据量激增。
因此在不具备连续大周期网络流量监测条件的
情况下，没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长期进行连
续秒级网络流量监测，可采用大周期非连续的方式获
取日常监测数据，例如每周固定启动连续监测 24 h 任
务，每月监测天数不少于 10 天，同时在重大业务发展
前或重大保障前连续获取一周及以上的精确秒级监
测数据进行分析。数据采集的频率越高、周期越长，
可获取的监测数据越多，大量监测数据的获取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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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次数序号（采样频率 15 min/次）

图2

某省联通分组传送网单端口流量监测数据

流量/（Mbit/s）

流量/（Mbit/s）

后续的分析结果更加精确，能更真实反映出网络流量
的变化历史与现状。
1.3 传统数据分析方法
在通过流量监测系统获取网络流量监测数据后，
传统方法仅参考流量数据的峰值。一般操作为从网
管读取环路上联端口近 1 个月流量监测数据，通常为
15 min 流量最大值，若月流量监测数据最大值高于环
路带宽的 45%，例如 10 GE 环路情况下超过 4.5 G，那
么该环路应当进行扩容建设。该流量分析方法过于
简单，在实际应用中容易出现偏差，导致网络扩容不
能满足实际业务需求。
如图 3 所示，案例 1 中端口平均流量很低，仅在某
一短暂时刻突发流量超过了扩容门限阈值，按照传统
分析方法就需要进行扩容而实际网络全天利用率并
不高造成投资浪费。案例 2 中端口平均流量很高但全
天峰值未超过扩容门限阈值，按照传统分析方法是不
需要进行扩容的，而实际网络利用率却很高若不能及
时扩容将影响用户感知。
扩容门限值

扩容门限值

时间/min
案例 1

图3

时间/min
案例 2

传统分析方法缺陷示意图

因此为避免因分析方法过于简单导致网络扩容
与实际需求的偏差，需要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
种更为精准的分析方法，对流量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从而实现分组传送网络的精确扩容与高效使用。
1.4 拟合曲线分析法
对比传统分析方法，在采集网络流量数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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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分析方法。首先将获取
到的网络流量监测数据根据启动任务的情况，按照自
然天整理成连续周期的格式，然后借助 Excel 软件中
拟合线的功能，快速生成重复周期内网络流量变化的
拟合趋势曲线，该曲线可以描述在整个监测期间单个
监测周期内网络流量的重复变化规律，借助该曲线还
可以初步分析得出网络用户的活跃时段与网络业务
的使用规律。
依靠 Excel 软件自带的公式生成功能，可以精确
地生成该拟合曲线的函数公式，借助该函数公式可以
进一步计算出该监测端口的峰值、均值、峰均比、网络
利用率等信息。根据网络实测数据的分析，分组传送
网网络流量的变化与其所覆盖的目标区域与用户活
动呈现出明显的潮汐效应，因此需要在网络流量分析
中更加关注高峰使用期的详细起止时间与高峰期内
的峰值、均值、网络利用率等关键数据，该部分数据是
否满足网络建设目标与预期直接决定了覆盖用户的
感知，可根据网络目标覆盖情况设定扩容阈值，当网
络利用率超过扩容门限阈值时，则应及时进行扩容建
设以满足业务流量承载需求，高峰时段起止时刻与网
络利用率均可通过拟合曲线的函数公式进行计算。
例如根据 2017 年 4 月在 K 市进行的现网流量监测
试验，选取 41 局汇聚区 7 号楼接入环上联端口作为流
量监测对象，获取了 3 个周期 24 h 15 min 级峰值监测
数据，通过 Excel 软件生成离散数据点与拟合曲线公
式如图 4 所示。
该拟合曲线图采用 Excel 软件自带的多项式拟合
功能生成，x 轴坐标为时间，y 轴坐标为流量值，为了提
高拟合曲线的精确度，建议多项式拟合参数选用最高
的 6 阶。其中图中 R2 是趋势线拟合程度的指标称为决
定系数，它的数值大小可以反映拟合曲线的估计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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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555x6+8 175.2x5-7 668.9x4+720.37x3+
1 581.6x2-264.67x+1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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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设定当网络监测瞬时峰值超过扩容阈值时为网络使
用高峰时段，即设定端口流量监测数据拟合曲线函数
多项式为 y=f（x），端口最大流量为 ys，那么当 y=k×ys 时，
函数 （
f x）所得出的解（x1，x2，…xn）即为网络使用的高峰
时刻，如图 5 所示，计算所有高峰时刻区间的积分即得
出在网络利用高峰时间内产生的网络流量总和，用其
与全时段流量总和（即函数定积分）做比较，可得出网
络高峰时段内产生的流量占全时段流量的占比，跟将
此占比设定为网络扩容决策的重要参数，若将此参数
设定为 θ ，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
θ=

七号楼上联端口监测数据拟合曲线图

对应的实际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拟合程度越高，拟
合曲线的可靠性就越高。R2 是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的
数值，当趋势线的 R2 等于 1 或接近 1 时，其可靠性最
高，示例中拟合后 R2 值为 0.850 5，可靠性较高能够满
足分析需要。
1.5 网络关键指标计算
通过采集数据生成拟合曲线及公式后，可按照以
下计算方法获取网络关键指标，详细计算方法如下：
设定拟合曲线函数为 y=f（x），当 x 在有效区间（a1，
a2）之间时，ymax 为该区间段内网络流量峰值，计算公式
如下：
y max = max ( f ( x))

（1）

设定拟合曲线不变，当 x 在有效区间（a1，a2）之间
时，yavg 为该区间段内的网络流量均值，计算公式如下：
y avg

∫
=

a2

a1

f ( x)

a 2 - a1

（2）

设定拟合曲线不变，当 x 在有效区间（a1，a2）之间
时，θpar 为该区间段内的网络流量峰均比，计算公式如
下：
y
θ par = max
（3）
y avg
设定拟合曲线不变，当 x 在有效区间（a1，a2）之间
时，ka 为该区间段内的网络利用率，ys 为该端口硬件支
持最大速率，
计算公式如下：
ka =

∫

a1

a2

f ( x)

y s × ( a 2 - a1)

x2

x1

（4）

1.6 扩容阈值计算及应用
根据分组传送网络轻载的设计目标，日常维护中
会设置网络端口利用率扩容阈值，假定此扩容阈值为

f ( x) + ⋯ + ∫x f (x)
xn

∫

∞

0

f (x)

（5）

n-1

y

k×ys

x1

图5

x

xn

网络流量高峰时刻及高峰流量函数示意图

按照上述扩容阈值的计算方法，结合相关论文结
论，根据分组网络覆盖的目标区域价值不同，按照高
峰时段产生的流量与监测时段内产生的流量占比情
况，设定不同价值区域差异化的扩容阈值如表 1 所
示。在大量监测数据累积分析后，可根据实际用户体
验情况逐步优化该扩容阈值的设定，从而实现网络精
确投资与用户感知的结合。
表1
覆盖区域

城区

乡镇及以下

不同价值区域扩容阈值 θ 设定参考表

区域价值

区域描述

高价值

中心商业区、车站、机场、码头

中价值

企业园区、校园、政府机关、医院

一般价值 住宅小区、交通干线
低价值

人口低密度区、空白区域

高价值

风景区、中心镇区

中价值

工业园区、校园、机关、医院

一般价值 行政村、自然村、道路
低价值

山区、农田、无人区

扩容阈值/%
60
70
80
90
60
70
80
90

根据区域价值设定的参数可以用于精确计算目
标区域端口扩容门限值，用于判断现网网络流量监测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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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否满足扩容建设条件。
1.7 应用案例
根据 2017 年 4 月在 K 市进行了网络流量监测试
验，选取 41 局汇聚区 7 号楼接入环上联端口，该站点
所在区域为城区中价值区域，主要覆盖云南红十字会
医院片区，该端口为 GE 速率，主要承载业务为移动基
站 3G、4G 语音业务与数据业务，根据多天连续 24 h 监
测数据拟合曲线函数表达式为：
y = -2 555x6 + 8 175.2x5 - 7 668.9x4 + 720.37x3 +

1 581.6x2 - 264.67x + 15.579
（6）
x 取值范围为（0，1），通过 Excel 换算成时刻数据

为 00：
00：
00 至 24：00：00。
根据上述拟合曲线函数计算，24 h 监测区间内网
络流量峰值 ymax 为 107.27，峰值时刻为 13：07：41，网络
均值 yavg 为 54.28，峰均比 θpar 为 1.97。
假设高峰时段阈值 k 为 5%，即当端口流量达到
50 Mbit/s 时为网络高峰时刻。根据拟合曲线函数计算
可知当 y=50 时 x 的 2 个解分别为 0.289 与 0.810，即高
峰时段起止时刻（x1，x2）为自 06：56：10 开始至 19：26：
02 结束。确定高峰时段后，通过定积分进一步计算出
高峰时段内积分值为 44.95，全天 24 h 积分值为 54.28，
可得出网络高峰时段内产生的流量占全时段流量的
占比参数 θ 等于 82.81%，高于扩容门限阈值 70%，最
终判断该端口达到扩容条件，需要尽快进行扩容建
设。
通过上述应用案例可以看出，在明确分析端口所
在区域价值的情况下，对网络实际流量监测数据应用
拟合曲线分析法，可以精确计算出目标网络相关参
数，该参数可作为优化扩容建设的依据，避免因峰均
比过大、峰值过高导致盲目扩容投资浪费的现象产
生，为实现精确投资、降本增效提供了便捷的分析方
法与手段。

2 结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 5G 时代的来临，传
统运营商既面临网络流量增长的冲击，又面临新型互
联网企业在通信领域的扩张，因此运营商必须转型发
展，为了提高用户体验必须在网络建设投资上实现精
准、高效、快速投放。网络流量拟合曲线分析法以信
息化手段采集大量监测数据为基础，通过大数据分析
方式和贴合目标区域价值的参数设定，基于现网流量
监测结果快速计算出网络流量相关重要参数及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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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络的扩容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对比传统简单数据
分析方法能够实现更加科学准确的分析目标，能够规
避因流量特征化导致的错误建设决策，在网络建设、
维护、规划、可研各阶段均能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该
方法对比传统分析方法更加快捷准确，但对流量监测
数据的分析过程仍较为粗略，若需要针对单个业务甚
至单个用户行为进行分析时，则需要作进一步的数据
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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