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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網路的人工智慧型分析
Uhana by VMware 為人工智慧型分析解決方案，能協助行動網路營運業者 

(MNO) 運用其 4G 與 5G 無線存取網路，產生可行的洞悉見解，進而改善客戶
經驗並減少營運成本。Uhana 即時與來自行動網路元素的大量串流資料建立
關聯，使內容更加充實，在訂閱層級提供前所未有的能見度。Uhana 運用人工
智慧技術自動判斷網路問題的根本原因，並提供修復建議。 

 
 

現在的真實狀況
行動網路營運業者受到傳統無線存取網路 (RAN) 分析和遙測的狀態所限。在
基地台層級呈現的粗粒遙測資料以 15 分鐘為增量，嚴重的限制在效能、客戶經
驗測量和無線電干擾偵測的歷史分析。由於實際的網路條件會在幾秒內改變，
從粗粒資料得到的任何使用者經驗或網路效能指引，都會受到「均盲」影響，進
而嚴重限制能見度。隨著 5G 延遲感應式應用程式的推出，以及網路切片成為
主流，歷來的「平均」分析已成為絆腳石，阻礙在無線存取網路中進行任何有意
義的即時修正行動。 

概觀

• 訂閱者層級無線存取網路即時
分析，取得新的洞悉見解 

• 掌握每個訂閱者的通話品質及
資料效能，從而提升客戶經驗

• 根據訂閱者和網路影響排列警
示優先順序

• 以細微的無線存取網路能見度
消除「均盲」 

• 運用機器學習來自動偵測、分類
與定位行動網路中的問題 

• 透過人工智慧提供自動化根本
原因分析和修復建議 

• 自動化資料準備以供資料科學
分析並節省 30% 的時間

Uhana by VMware
行動營運業者的即時無線存取
網路分析



2規格說明

Uhana by VMware 創新方法
Uhana by VMware 已採用創新的自動化方法。Uhana 充分運用機器學習和
人工智慧，可以自動化方式偵測、分類與定位行動網路中的問題。Uhana 人工
智慧平台會擷取及處理來自數萬個基地的並行通話追蹤事件，並將此與使用者
工作階段資料進行關聯，然後即時計算關鍵績效指標 (KPI)。行動網路營運業者
現在幾秒內就可以看到詳細的訂閱者工作階段記錄。此精細度提供營運業者前
所未有的能見度，並允許他們看到原先隱藏的問題。 

 
 
 
 
 
 
 
 
 
 
 
 
 
 
 
 
 

雲端原生

Uhana by VMware 運用微服務架構，是最先進的雲端原生應用程式。微服務
建立在 Docker 容器上，支援復原和擴充，並允許在裸機或虛擬機基礎架構上
部署平台。 

自動化事件偵測和影響的優先排序 

Uhana 人工智慧型警示管道會自動建立訂閱者層級 KPI 的動態基線，以根據
網路的消長進行調整。使用動態臨界值後即可偵測異常，並使用神經網路將其
叢集在一起，在需要時產生警示。警示會依據影響排列優先順序，例如有多少訂
閱者受到影響及服務效能降低的重要程度，以便據此排定回應優先順序。 

優勢

精密的能見度

• 訂閱者層級

• 次秒精細度

自動化資料充實管道

• 加入通話追蹤事件

• 建立訂閱者工作階段記錄

自動化事件偵測

• 偵測異常

• 運用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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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型根本原因分析 

系統會識別根本原因 (運用神經網路分類器) 以進一步分析個別警示，並針對已
識別的根本原因提供相關 KPI 與建議。營運業者不再需要投入珍貴的工程資源
進行分析以識別問題的真正原因。除了可進行更快速的修復動作及更好的控制
外，正確地診斷問題的根本原因，可針對應用程式和無線存取網路控制指引進
行預測性網路智慧。 

 

 
使用情境
所有使用情境運用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進行偵測、影響和「假設」分析與指引。

上行干擾偵測 
 
 
 
自動偵測與分類上行干擾 (外部、無源互調 (PIM)、基礎架構)，且會依據受
影響的訂閱者類型和數量確認優先順序。 

干擾定位和三角測量 
 
 
 
運用排定優先順序的搜尋區域清單與熱圖視覺化功能，定位外部干擾。將
干擾三角測量區域從數英哩/公里縮小為幾個街區，以省下數小時的偵察
時間。 

優勢 (續)

人工智慧型根本原因分析

• 自動判斷根本原因

• 修復建議

雲端原生

• 容器式 

• 微服務架構

電信級規模

• 高速度 (每秒數百萬筆事件)

• 大量 (數萬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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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總流量影響 
 
 
 
運用機器學習根本原因及影響分析演算法，判斷不良的下行總流量原因是
否與天線頻率的負載失衡有關，以發揮頻譜的最佳效用。 

資金支出優先順序 
 
 
 
改善無線存取網路最佳化工程品質，以提升有效頻譜容量。排定網路投資
優先順序，以充分發揮訂閱者影響並減少資金支出。

減少營運成本 
 
 
 
透過人工智慧型根本原因分析、精密的能見度與影響預測，自動執行無線
存取網路最佳化分析，並改善無線存取網路最佳化工程與營運效率。

為資料科學家自動化資料強化 
 
 
藉由自動化資料準備作業，減少高達 30% 的資料科學分析週期時間，進而
釋出寶貴的時間，以進行更高價值的作業。

Uhana 建構區塊
Uhana 人工智慧平台為開放式多階段串流處理人工智慧管道，在營運業者的
雲端或公有雲基礎架構上運作。由 VMware 管理並以受管理的軟體即服務 

(SaaS) 提供。此平台運用無線存取網路和演進封包核心 (EPC) 遙測資訊，直接
從無線存取網路基礎架構和演進封包核心串流至資料擷取和發佈引擎。此資料
並未內嵌至使用者平台，因此不會影響網路的效能。此資料接著會由即時串流
處理引擎進行處理，以計算相關的 KPI 並提供 Uhana 人工智慧引擎學習及建
立神經網路的摘要。這最終會透過 Uhana API 為營運業者提供指引，以手動套
用或透過封閉循環型自動化直接套用。 

優勢 (續)

可自訂

• 設計自訂 KPI

• 即時部署

快速實現價值

• 以受管理的軟體即服務提供

• 內部部署或在公有雲中

方便資料科學使用

• 自動化資料強化

• 減少 30% 的花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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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元件
資料擷取和發佈引擎 
從各種來源擷取即時遙測資訊，例如 eNodeB 的基地追蹤記錄 (CTR) 和 

MME 的基地追蹤 UE-ID 對應 (CTUM)，然後經由開放式 API 將其複寫到多個
下游系統。 

• 擴充即時編碼無線存取網路和演進封包核心遙測的擷取 

• 資料擷取 (每秒 1 百萬筆事件) 和複寫 (每秒 3 百萬筆事件)

• 支援內建無線存取網路/演進封包核心版本升級的多重同步 

無線存取網路軟體版本

• 即時摘要複寫，最多每秒 3 百萬筆事件

• 根據預先篩選條件複寫完整/部分摘要的能力

• 使用驗證進行動態 Kafka 主題管理

• 選用選擇性欄位的匿名化 (IMSI、IME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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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瞭解 

如需關於 Uhana by VMware 的
詳細資訊： 

1-877-VMWARE

請致電 +886-2-8758-2804 

telco.vmware.com 

即時串流處理引擎 
使用即時摘要並套用串流處理，例如：資料篩選、加入和 KPI 計算。支援超過 

400 個現成的 KPI 並透過 KPI Composer 定義自訂的 KPI，同時即時進行
計算。產生的串流資料可透過 Uhana 網路控制面板、Uhana 控制面板 API 和 

Kafka 型開放式 API 存取。資料可切割成多重維度 (例如按 QCI、按裝置類型、
按裝置版本等)、彙總不同的時間間隔並使用不同的統計功能來計算。 

• 即時串流處理無線存取網路 KPI (解析最高達 10 秒)

• 大規模次秒處理延遲

• 使用可設定的資料保存原則存取即時和歷史作業資料

• 豐富的篩選功能 (例如按 UE、UE 群組、QCI、裝置類型、裝置版本、波段、
分區、地理區域、天線類型等)

• 時間 KPI 彙整

• 動態臨界值型警示

網路作業最佳化和自動化產品套件 
包含著重於最佳化行動營運業者基礎架構的應用程式。這會運用 Uhana 的人
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技術以偵測網路異常、預測網路 KPI、提供控制指引或提供
封閉循環型控制自動化。此產品套件是由獨立授權的應用程式組成，功能包括
異常偵測、干擾偵測、端對端服務保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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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