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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移动网络的 AI 分析服务
借助基于 AI 的 Uhana by VMware 分析解决方案，移动网络运营商 (MNO) 

能够通过 4G 和 5G 无线接入网络生成切实可行的分析数据，进而改善客户体
验并降低运营成本。Uhana 可实时关联和扩充来自移动网络的大量流式数据，
以在订户级别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见性。通过使用人工智能，Uhana 可以自动确
定网络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提供修复建议。 
 
 

目前现状
移动网络运营商受到传统无线接入网络 (RAN) 分析和遥测技术现状的限制。
在蜂窝站点级别以 15 分钟为增量提供的粗略遥测数据，严重影响了性能和客
户体验衡量结果以及无线干扰检测结果的实时性，使其只能是历史分析数据。
由于实际网络状况瞬息万变，因此基于粗略数据得出的用户体验或网络效率
分析结果均存在“平均值盲区”，从而严重限制了可见性。随着 5G 延迟敏感型
应用的推出以及网络分片技术的普及，这种历史“平均值”分析方法变得不再适
用，并将阻碍 RAN 中任何有意义的实时纠正措施。 

概览

• 订户级 RAN 分析，实时进行分
析以提供全新洞察数据 

• 改善客户体验，通过了解每个订
户的通话质量和数据性能实现

• 为警示划分优先级别，根据对订
户和网络造成的影响划分

• 消除“平均值盲区”，通过精细的 

RAN 可见性实现 

• 利用机器学习以自动化方式检
测和定位移动网络中的问题并
对其进行分类 

• 通过 AI 自动分析根本原因并提
供修复建议 

• 自动准备用于数据科学分析的
数据，从而节省 30% 的时间

Uhana by VMware
面向移动运营商的实时 RAN 
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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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ana by VMware 创新方法
Uhana by VMware 采用了创新的自动化方法。通过利用机器学习和 

AI，Uhana 以自动化的方式检测和定位移动网络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分
类。Uhana AI 平台从数以万计的单元中摄取并处理并发呼叫跟踪事件，将其与
用户会话数据相关联，并实时计算关键绩效指标 (KPI)。如今，移动网络运营商
在数秒内就能查看详细的订户会话记录。这种精确度为运营商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可见性，使他们可以看到以前会被隐藏的问题。 
 
 
 
 
 
 
 
 
 
 
 
 
 
 
 
 
 
 
云原生

Uhana by VMware 是采用了微服务体系架构的最先进的云原生应用。微服务
以 Docker 容器为基础构建而成，具有灵活性和横向可扩展性等特点，并允许
在裸机或虚拟机基础架构上部署平台。 

自动检测突发事件并为所产生的影响划分优先级别 

支持 AI 的 Uhana 警示流水线会自动为订户级别的 KPI 建立动态基准，这些
基准会随着网络的起伏变化而进行调整。然后，采用动态阈值设置的警示流水
线会检测异常，利用神经网络对异常进行汇总，并根据需要生成警示。系统会基
于影响（例如，受到影响的订户数量以及服务降级的重要影响）划分警示的优先
级别，以便可以相应地为响应划分优先级别。 

优势

精细可见性

• 订户级别

• 亚秒级精确度

自动化数据扩充流水线

• 联接呼叫跟踪事件

• 创建订户会话记录

自动检测突发事件

• 检测异常

• 利用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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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I 的根本原因分析 

系统会进一步分析每个警示，即确定根本原因（利用神经网络分类器）并提供专
门针对所确定根本原因的相关 KPI 和建议。运营商不再需要花费宝贵的工程资
源来分析确定问题的真正原因。除了可以快速采取修复措施并运用更好的控制
措施外，正确诊断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有助于实现网络智能预测，从而提供应用
和 RAN 控制方面的指导。 
 
.

 
 
应用场景
所有应用场景都利用 AI 和 ML 进行检测、影响分析和假设 (what-if) 分析及
指导。

上行链路干扰检测 
 
 
 
自动检测上行链路干扰并对其进行分类（外部、无源互调、基础架构），此外
还根据受影响的订户类型和数量为这些干扰划分优先级别。 

干扰定位和三角测量 
 
 
 
使用搜索区域的优先级列表和可视化热图定位外部干扰。将干扰三角测量
区域从数英里/公里减少到数据块，从而节省数小时的侦察时间。 

优势（续）

基于 AI 的根本原因分析

• 自动确定根本原因

• 提供修复建议

云原生

• 基于容器 

• 微服务体系架构

运营商级别

• 高速（每秒数百万个事件）

• 庞大规模（数万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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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链路吞吐量影响 
 
 
 
使用机器学习根本原因和影响分析算法来确定下行链路吞吐量不佳的原
因是否与天线频率的负载不平衡有关，以实现频谱的最佳利用。 

划分 CAPEX 优先级 
 
 
 
通过改进 RAN 优化工程设计方式提高有效频谱容量。优先考虑可最大程
度提高订户影响并减少 CAPEX 支出的网络投资。

降低 OPEX 
 
 
 
通过基于 AI 的 RCA、精细可见性和影响预测，自动进行 RAN 优化分析并
提高 RAN 优化工程和运营的效率。

面向数据科研人员的自动数据增强功能 
 
 
 
通过自动准备数据，将数据科学分析周期缩短达 30%，为开发更高价值的
功能腾出宝贵时间。

Uhana 基础组件
Uhana AI 平台是一个开放式的多阶段流处理 AI 流水线，在运营商的云基础架
构或公有云基础架构上运行。该平台由 VMware 管理，并作为托管式软件即服
务 (SaaS) 提供。该平台会利用直接从 RAN 基础架构和 EPC 流式传输到数据
摄取和分发引擎的 RAN 遥测信息和演进式分组核心网 (EPC) 遥测信息。这些
数据不会内联到用户平面，因此不会影响网络性能。然后，实时流处理引擎会处
理这些数据，计算相关 KPI，并将相关信息馈送到 Uhana AI 引擎供其学习和
创建神经网络。最终，系统将通过 Uhana API 为运营商提供指导，该 API 可以
手动应用，也可以通过闭环自动化直接应用。 

优势（续）

可自定义

• 设计自定义 KPI

• 实时部署

缩短价值实现时间

• 作为托管式 SaaS 提供

• 可部署在本地或公有云中

有助于提升数据科学工作的效率

• 自动增强数据

• 节省 30%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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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和组件
数据摄取和分发引擎

从各种来源（例如来自 eNodeB 的单元跟踪记录 (CTR)，以及来自 MME 的单
元跟踪 UE-ID 映射 (CTUM)）摄取实时遥测信息，并通过开放式 API 将其复制
到多个下游系统。 

• 以可横向扩展的方式摄取经过编码的实时 RAN 和 EPC 遥测数据 

• 数据摄取（100 万个事件/秒）和复制（300 万个事件/秒）

• 同时支持多个 RAN 软件版本，可对使用中的 RAN/EPC 版本进行升级

• 实时复制馈送数据，速度高达 300 万个事件/秒

• 能够根据预筛选条件复制全部/部分馈送数据

• 动态 Kafka 主题管理（带身份验证功能）

• 对选定字段（IMSI、IMEI 等）进行匿名处理（可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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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如需了解有关 Uhana by VMware 

的更多信息： 

请拨打
400-816-0688 

telco.vmware.com/cn.html 

实时流处理引擎

使用实时馈送数据并应用流处理功能，例如：数据筛选、联接和 KPI 计算。开
箱即支持 400 多个 KPI；用户可通过 KPI 编写器创建自定义 KPI 并可实时
计算此类 KPI 值。可以通过 Uhana Web 仪表盘、Uhana 仪表盘 API 和基于 

Kafka 的开放式 API 访问生成的流式数据。可以按多个维度（例如按 QCI、设
备类型或设备版本等）来考虑数据，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内对其进行汇总，并使用
不同的统计函数进行计算。 

• 针对 RAN KPI 进行实时流处理（解析时间短达 10 秒）

• 规模化处理过程仅存在亚秒级延迟

• 借助可配置的数据保留策略访问实时操作数据和历史操作数据

• 丰富的筛选功能（例如，可按 UE、UE 组、QCI、设备类型、设备版本、频段、
分区、地理区域、天线类型等筛选）

• 对时间维度的 KPI 进行汇总

• 基于动态阈值提出警示

网络运维优化和自动化套件

包括侧重于优化移动运营商基础架构的各种应用。该套件利用 Uhana 的 AI 和 

ML 技术来检测网络异常、预测网络 KPI、提供控制措施指导或提供自动闭环控
制功能。该套件由独立许可的一系列应用组成，功能包括异常检测、干扰检测、
端到端服务保证等。

https://www.vmware.com/cn/solutions/industry/telc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