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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前，各运营商已建成大规模的 5G 网络。5GC 核心网，参照 IT 行业的云原生和

MME；AMF；融合演进；4G/5G 互操作

微服务架构，是一个全新的基于云原生的网络系统。为了有效利用资源，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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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整合是运营商部署 5G 网络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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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P R15 标准的定义，探讨了 MME 与 AMF 的关系及其融合前景。在此基础

中图分类号：TN915

上，提出了区域中心 MME 与 AMF 成功整合所需的体系结构，并对这 2 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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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后续运营商网络部署和演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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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all operators have built large-scale 5G networks. The 5GC core network，with reference to the cloud native and micro service architecture of the IT industry，is a new cloud-native integrated network system.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use resources，the integration of network element functions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operators need to consider when deploying their
5G networks. Therefore，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ME and AMF and their integration prospect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3GPP R15 standard. On this basis，it proposes the required architecture for th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MME
and AMF in regional centers，and analyzes the two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 detail，which provides a reliable reference for operators to use in subsequent network deployment an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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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对全球大多数正在运营 4G 网络的通信运营商来

说，5G 网络的商用部署进程都将是一个与 4G 系统长

期并存，逐步替代的过程，尤其是在 5G 网络部署的初
期阶段，5G 覆盖尚不完善，其与 4G 系统的互操作，可

以为 5G 用户提供更好的业务连续性体验。因此，如何

简化 4G/5G 网元互操作的复杂性，正是当前各大运营
商在 5G 网络部署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难点问题。

网元融合部署，减少网元和外部接口数量，是降

——————————
收稿日期：2020-07-29

40

2020/09/DTPT

低网络复杂性的重要手段。4G/5G 核心网融合涉及的
网元范围较广，本文仅针对接入控制面网元 MME 和

AMF 的融合部署进行分析，从 MME 和 AMF 在网络中

的功能分析入手，结合 4G/5G 网络互操作的标准进展
和未来网络融合演进的趋势，对实现 MME/AMF 集中
化部署目标架构的不同路径进行分析和讨论。

1 MME 和 AMF 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第 4 代移动通信网的核心网中，MME

网元是 LTE 接入网络的控制节点，它负责空闲模式的
UE 的定位，传呼过程，包括中继 MME 是负责信令处理

部分。它在终端的承载（bearer）激活/关闭过程中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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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作用，不但为终端初始化连接到移动网时分配提
供服务的网关，还负责用户的移动性管理、和 HSS 交互

4G/5G 互操作功能角度，MME 和 AMF 网元是支持分别
独立设置的。

但是，考虑到 SA 阶段的 5G 核心网——5GC 是采

实现对终端的鉴权认证等功能。

在演进到 5GC 网络架构时，借鉴 IT 领域的“微服

务”理念，3GPP 提出了全新云原生架构——服务化架

构（SBA），将 4G 核心网 MME 网元原本承担的接入控
制和移动性管理功能独立形成了 5GC 中的接入和移

动性管理功能（AMF），并将其原本承担的会话管理功
能从 MME 中分离出来，与 GW 网元中的控制部分功能

用服务化架构，完全基于云原生技术打造的一张全新
网络，在新网络部署的目标架构中，网元是融合设置还
是独立设置，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2 4G/5G 接入控制网元部署的目标架构
近年来，国内各大运营商在网络转型思考和实践

合并，形成了 5GC 中的会话管理功能（SMF）。

中，都已经认识到网络管理层、控制层、业务层节点的

5GC 中的 AMF 与 EPC 中的 MME 网元有大部分功能是

区统一资源调配、基地式创新等制度和技术优势，因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无线网络的接入控制方面

重合的。此外，在 3GPP 的 4G/5G 网络互操作标准架构
中，还特别为这 2 个网元间定义了一个 N26 标准接口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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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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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漫游场景下 4G/5G 互操作标准架构

因此，与从标准层面必须合设的 UDM/HSS、PCF/

PCRF、SMF/GW-C、UPF/GW-C 不同，如果仅从支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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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此，各运营商在考虑全新的 5GC 部署网络架构时，无

结合目前国内各运营商都是分省部署 MME 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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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E/AMF 网元部署方案对比示意图

综合考虑各方案在用户体验、运维管理和规划建

设三大方面的特点，对上述两大方案的分析如表 1 所
示。

MME/AMF 网元设置目标架构方案对比分析

方案 1：大区中心集中设置独立 AMF，MME 维持省内设置，通过 N26 接口
互通（分设）

方案 2：AMF/MME 融合设置在大区中心
（合设）

时延较大：初期部署，4G/5G 频繁切换导致 5GC→EPC 切换信令模型较
时延较小，切换成功率较高：UE 能锁定融合控制面，N26 成为
用户体验 高，切换时延较融合控制面组网增加约 10%; 切换成功率较融合控制面下
网元内部接口，切换成功率提升 1%~2%，提升用户体验
降约 1%
4G/5G 分别独立组网、设备管理相对独立。但也造成：
运维管理 ① 5G 用户 4G/5G 互操作问题跨省定位，流程加长
② 异厂家 N26 接口，故障几率提升，且跨厂家协调排障流程长

4G/5G 一套网管，统一局数据制作、网元管理和安全策略，维护
更统一；N26 接口为网元内部接口，减少异厂家互操作排障隐
患，并可在大区中心完成互操作相关故障定位，不必跨省配合

① 规划相对独立：4G 变动在省内完成，5G 网络变动修改大区，有利于充 ① 需要 4G/5G 统筹规划：大区中心需配合省网完成每一次 4G/
分发挥存量 EPC 网络资源能力
5G 网络建设调整
规划部署
② 大区统一招标部署：大区内 AMF 池的数量仅受限于 5G 基站接入数量，② 大区网元部署招标时，需充分考虑省内 4G 容量替换上收大
与当前 MME 池的数量和厂家无关
区带来的割接工作量和投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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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对于接入控制面网元 MME/AMF 设备在 5G

大区独立管理

的部署目标建议采用大区集中融合部署方式（即方案

2）。该目标架构下，MME 设备与 AMF 采用合设方式

统一设置在大区中心 DC 中，省内不再设置 MME 设备，

省

大区

vMME

目标架构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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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初期 MME/AMF 网元部署架构示意图（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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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向目标架构的接入控制网元建设策略
从对目前分省建设的 MME 设备替换时间选择的

角度来看，达成 AMF/MME 网元目标架构的建设策略，
主要可以分为以下 2 种。

策略 1：5G 初期 AMF 大区集中、vMME 分省建设，

待 4G 拐点来临，再用 1~2 年时间完成对设置在省内
MME 网元的割接上收，实现目标架构。即在 5G 部署

初期，大区中心仅集中新建独立 AMF 设备，MME 设备

eNB

图5

eNB

eNB

gNB

5G 初期 MME/AMF 网元部署架构示意图（策略 2）

上述 2 种策略中，策略 1 初期在大区中心部署的设

仍在各省内继续传统模式进行建维，5G 用户的 4G/5G

备规模较小，考虑到当前集中化运维的平台工具不成

展，在全网 4G 业务量开始下降前（4G 业务拐点），通过

该策略带来的集中化维护挑战较小，等待 2~3 年后的

互操作通过 N26 接口实现。随着 5G 业务和用户的发

全国范围的批量割接实现 MME 设备容量的快速上收

大区集中设置。该策略下，5G 部署初期的网络组织如
图 4 所示。

策略 2：以终为始，在 5G 部署初期就开始采用目

标架构 AMF/MME 在大区中心融合集中设置，利用 1~2
年时间完成全网 MME 设备的割接上收。即在 5G 部署
初期，就在大区中心按照目标架构将 MME/AMF 融合

部署，5G 基站接入大区中心，4G 基站按照一定策略将

熟、网络维护体制与大区化运维尚不匹配的现实情况，
4G 拐点时期，工具、平台、割接手段更为成熟，大区集

中建维制度与团队相对稳定，向目标网络架构演进割
接可能更平稳。但该策略也带来了大区规模小、初期

规模优势难以体现，存在跨省 N26 接口影响用户体验，
4G 拐点时的大割接可能在 5G 发展重要口碑期影响网
络质量和用户体验等一系列问题。

策略 2 的“一步到位”，优势是多方面的。

a）可以快速推动公司组织机构、工具平台、人员

5G 覆盖较好的地区以城市甚至城市群的颗粒度割接

匹配集中化网络，迅速形成集中化建维的规模效应。

络覆盖范围的扩大，最终将现网 4G 基站全部割接收入

定性较差的阶段进行割接，能够更好保证 2~3 年后 5G

接入大区融合设置的 MME 中，后续随 5G 规模建设网
大区，实现目标网络架构。该策略下，5G 部署初期的
网络组织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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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以利用 5G 建设初期网络设备更新频繁、稳

品牌口碑期的网络稳定和用户业务体验。

c）该策略可以在 5G 网络建设全程将 N26 接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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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融合设备内部，以网元内部切换提升切换成功率，
进而提升用户体验。

d）对于 2C 业务来说，随 5G 用户渗透率的增长，

Services and System Aspects；System Architecture for the 5G System；
Stage 2（Release 15）：3GPP TS 23.501 v15.5.0［S/OL］.［2020-04-

15］. https：//www. 3gpp. org / ftp / specs / archive / 23_series / 23.501 /
23501-f50.zip.

业务对 MME 和 AMF 的容量需求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

［6］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Technical Specification Group

各阶段充分利用接入控制网关设备的处理能力，避免

enhancements for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Net⁃

程，MME/AMF 网元融合设置还可以在 5G 网络建设的
投资浪费。

但是，此策略也对 5G 部署初期的网络规划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首先是 4G/5G 网络在核心网与无线网建

设中需要协同规划，对网络初期规划和建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其次，初期大区规模较大，集中化的维护运
营对当前人员配置、管理制度、自动化工具/平台条件
带来巨大挑战。

4 结束语
核心网中的接入控制网元虽然只是核心网众多网

元中的一个，但其作为移动用户接入核心网的第 1 个

网元，在用户体验的保证上起到关键作用，其部署策略
的选择，对于简化网络、降低建维复杂度有着非常重要
的影响，甚至可以进一步影响网络重构的进程，需要各
大运营商慎重选择。
当前，随着传统电信运营量收剪刀差不断加大，全
球通信运营商无不试图以网络重构、运营转型来探索

新的发展机遇。恰逢 5GC 核心网标准和设备逐渐成
熟，它以全新的架构、全云化的部署形式，立即引发了
各大运营商借之加速网络重构的极大热情。在网络重
构的道路上，全球范围内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适的成功
模式可供借鉴，各大运营商谁能够结合自身资源禀赋，
在网络重构过程中方向把握更准、走得更快，谁就有可
能以更小的代价、更低的风险，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与
建维效率，以及更好的用户业务体验，从而有利于在激
烈的竞争中更好提升自身的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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