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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RAN 网络存在维护复杂性较高、故障定位复杂、网络流量趋势较难预测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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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国联通江苏分公司对 IPRAN 网络业务质量采用了诸多创新性的智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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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分别从海量数据汇聚、分析和挖掘、按需展现等功能入手，最终在全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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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率先实现 IPRAN 网络业务质量的精细化管理。应用于网络规划、市场开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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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多维分析、精准投资、降本增效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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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problems on IPRAN network，such as high complexity of maintenance and fault location，large difficulty of predicting
network traffic trend. Around massive data convergence，analysis and mining，Jiangsu Unicom uses many innovative smart
means on IPRAN service quality，realizes the fine management of IPRAN service qual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planning
and market development，the effects of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precision investment，reducing the cost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have been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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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公司要求
按照江苏联通运维要求，传输专业开展集中化维
护工作，针对全网的 IPRAN 业务质量进行集中分析，
达到降本增效、精准投资的公司战略。
1.2 业务驱动
随着 IRPAN 网络的发展和 LTE 业务、大客户业务
的多业务承载，在 IPRAN 网络中流量不断增加、流量
突发更加频繁。从规划角度而言，需要做到合理规
划、适时扩容；从运维角度而言，需要有效地了解 IP⁃
RAN 网络带宽、流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作出及时响应
处理；从市场角度而言，面对 BAT 等新兴互联网行业
对传统语音、短信等业务的逐步蚕食，如何坚守并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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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好流量管道这一核心业务也是当前面临的困境。建
立流量分析系统势在必行。

以上述需求为出发点，江苏联通 IP 专业确定了以

流量分析系统作为 IPRAN 业务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
对该系统的整体架构、功能模块、数据采集及分析原
则、前台界面呈现均联合相关厂家进行了逐项讨论并
进行确认，全程跟踪系统的建设及上线，并在实施过程
中不断进行优化、修正，最终借助流量分析系统达到提
升网络维护效率、提高扩容投资精准度等目标。

2 IPRAN 业务质量监控系统的特点
2.1 流量可视化
通过系统呈现，流量/流向清晰可视，自动发现流
量的拥塞点，指导 IPRAN 网络及时扩容；区别各类业
务类型（2G/3G/LTE/WLAN/大客户专线等）流量走势，
指导各类业务带宽资源规划；帮助发现流量热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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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 VIP 集客流量趋势与模型，
支撑营销拓展活动。

直观地查看网络拓扑、探针部署及业务和网络链路的

2.2 业务流量监测分析
通过网络流量分析建立流量模型，分析各层次、各
设备、各端口带宽占比；通过对基础数据的分析为 QoS
部署提供参考；自动输出 IPRAN 全网流量和资源分析
报告，可预测 1~3 个月的管道流量、带宽利用率等容量
类指标，并基于内置的专业经验知识库，自动识别瓶颈
点，把握扩容最佳时机，
预防网络拥塞。
2.3 网络健康监测
提前发现 IPRAN 网络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分析传
输环路流量分布的合理性，对隐患及时预警并提醒扩
容；系统支持全网质量拓扑分析，及时发现劣化链路，
支撑主动运维，
提高网络质量。
2.4 支撑流量经营
建立流量趋势和对比模型，预测流量发展并指导
网络规划，建立流量模型支撑经营策略，助力运营商实
现端到端 SLA 监控，提升运营商网络运维效率和对网
络管道精细化经营能力。

告警情况，轻松实现日常运维。

业务流量可视：系统具有强大的 GUI 展示能力。

在各种类型的报表帮助下，可以精确展示各网络节点
的各种性能指标详细情况，充分了解业务流量、流向以
及业务质量。

业务质量可视：基于 IPFPM 和 TWAMP 等技术手

段的质量监控展示业务的时延、抖动、丢包率等指标。

3.2 超大规模性能采集与分析
运营商不断面临着带宽的挑战，网络流量在不断
扩张中。因此从性能管理的维度看，如何有效采集业
务网络中的海量性能数据非常重要。
IPRAN 业务质量监控分析系统除采用业界通用
的 SNMP 采集模式外，还提供了独特的 BULK 采集模
式，将设备性能数据通过 FTP/SFTP 协议进行传输，具
有强大的性能采集能力，可满足大规模网络的性能采
集要求。即便在后续的 SDN 网络演进中，也能提供百
万监控对象，
千万级流同时采集与分析能力。
3.3 E2E 业务质量监控
系统可以基于网络拓扑进行网络性能数据监控，
通过各种灵活的统计报表和性能展示方案，实现对网
络业务的质量监控。
丢包率 10-6 高精度监控，
秒级流量峰值捕捉分析。
业务丢包、
抖动、
时延等 KPI 统计，
业务主动监控。
业务 TOP N 统计，异常业务主动预警。
异常业务实时性能展示，支撑故障定位。
3.4 容量管理

3 具体研究内容及关键技术
IPRAN 业务质量监控分析系统作为网络体验感

知和大数据分析中心，通过友好的可视化的管理方式，
帮助用户实时监控网络质量，感知网络变化趋势，提升

运维效率，降低 OPEX，指导未来网络投资。其系统模
型如图 1 所示。

3.1 可视化管理
网络状态可视：用户可以通过业务质量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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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网络流量的分析，及时掌握网络中流量分
布情况。运营商可据此进行动态的网络流量调整或作
为未来网络扩容的依据。
业务质量分析系统提供基于环、网元、单板、端口、
链路、业务多种资源的性能分析报表。
准确历史数据分析，及时掌握网络流量分布。
根据当前利用率及增长趋势，判断网络可承载情

户尽快提升带宽容量，避免造成体验下降。

e）无线和承载快速分责。×月×日 HA230 站点发

现时延越限，详细分析发现从 RSG 到下挂 4G 无线测
试出现越限，但 RSG 到 HA230 接入设备之间没有越

限，可以看出越限出现在 HA230 接入设备和无线之
间，承载网络本身无时延。

根据相关情况了解，目前在国内运营商中，实现业
务质量监控的相关公司是极其少数的。当前各公司的

况。

4 结论
相对于传统网络，IPRAN 在数据业务的承载上具

有天然的优势，同时建网成本低。但是其在网络运维
方面的复杂性较高。突发流量无法预测：节假日流量
突发，无有效实时监控手段；故障定位复杂：IP 协议复
杂导致排障过程复杂，无提前监控手段；
网络流量趋势
无法预测：无法预估网络未来流量趋势，网络扩容和优
化完全靠运维人员经验，也难以支撑市场营销。

通过 IPRAN 业务质量监控分析系统，可以对 IP⁃

RAN 网络进行如下方面的性能监控，解决当前问题：
主动实时性能监控可提前发现设备异常；快速故障定
位：通过探针，进行快速故障分责，协助传输网进行故
障分析，提升故障处理效率。
以南京联通为例，具体的系统呈现有如下结果。

a）透视网络流量，发现流量高地，推动 3G 到 LTE

的部署升级。通过透视现网 3G/4G 业务流量，发现机
场 3G 业务流量较大，是 4G 用户潜在区域，可以在机场
推广部署 4G 业务站点。

b）通过层层转取，实时发现流量瓶颈点。×月×日

10：15 统计试点区域 3G 和 LTE 流速，LTE 下行速率为
191 Mbit/s，通过报表下钻可以发现高淳区 ATN950B 下

流量分析基本都是基于网管或者北向系统进行单一的
数据采集，不具备模块化的分析功能和端到端的定
位。业务质量监控系统的优势在于：

a）根据网络实际情况建立流量模型，计算各层

次、各设备、各端口的带宽占比，为网络规划、网络运维
提供依据。

b）对业务流量进行检测，获取实时数据，为 QoS

部署提供参考。

c）通过层次化的测量系统实现对网络性能的精

确监测和故障定位，实现网络流量、网络及业务质量可

视，实现业务 E2E 的质量监测和故障诊断，实现客户
SLA 可履行，服务质量可预测。

d）在开通验证、实时监测、故障诊断等各场景，可

实现新开通业务通道质量测量和故障定位，免仪表验
收测试；
对涉及多网络的端到端故障业务，实现快速故
障定界定位；
实现在线业务质量实时性能测量，基于业
务颗粒提供可视化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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