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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增加和用户接入速率的

持续提升，电信运营商 IP互联网承载的数据流量逐年

增加，部分省级分公司的出口总带宽已达数 10 Tbit/s
且仍不断增长。以传统分光方式开展的质量分析已

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成本投入压力，业界急需一套灵活

性好、性价比高和可扩展性强的质量分析系统代替传

统分光深度包检测（DPI）。本系统采用 EDPI数据采

集分析模式，根据分析需求定制，在城域网出口设备

处灵活进行流量选择性策略镜像，获取用户出网流量

数据，提取 IP地址、统一资源定位符（URL）、抖动、时

延等数据信息，运用AI神经网络算法对用户维度、设

备维度和资源维度质量数据进行层层关联分析，评价

网络质量并结合DNS、RADIUS等数据进行网内质差

定位，实现固网专线、宽带业务质量劣化的主动响应，

大幅提升运维效率、客服支撑效率和客户感知。

1 研究背景

1.1 感知趋势转变客户需求升级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及网络演进，客户对于固网线

路的要求不再仅仅局限于业务的通断，而是开始从时

延、抖动、丢包等性能类指标出发关注业务的感知度。

1.2 传统故障响应模式效率低

长期以来，传统运营商的支撑响应大多源于客户

报障后的被动响应，响应过程人工环节繁多，多单位

流转耗时长，再加上对质量类指标关注缺失，越来越

难以满足客户需求。

1.3 传统质量分析模式制约

传统网络质量分析往往采用定向分光或探针探

测方式获取源数据。定向分光方式成本高、灵活性

差，单位分光成本高达 3万元/GB；探针探测方式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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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时模拟端到端的探测路径，导致质量分析不够精

确。此外，过于固化的质量分析模型也制约了系统本

身的分析准确性和可迭代性。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打破传统质量分析模式的限

制，一方面通过研究EDPI技术在现网质量分析中的落

地应用场景和与现网数据的整合，另一方面通过利用

AI算法的引入及全流程贯通自动化处理的方式，搭建

全新的基于AI算法的互联网大数据端到端感知分析

处置系统，打造一个性价比更高、分析更精确灵活、体

验更好的互联网质量分析处置系统。

2 基于EDPI的端到端感知检测功能实现

2.1 基于EDPI的数据采集设计

EDPI灵活包检测技术是从数据的有效和有用角

度来看待固网动辄数TB量级的互联网出口带宽，只取

其中对数据经营和挖掘有用的部分数据进行采集和

分析的一种质量分析技术。本系统选取用户Web访
问场景（占比最大），采集了用户上行端口（80、8080、
443等）数据，通过深度报文检测，解析出用户 IP、访问

的URL连接、连接源信息和User Agent等数据信息，并

通过包内 TCP等协议特征计算 TCP握手时延、首包时

延、丢包率，并结合包数据计算用户端到端的业务使

用指标。

与DPI技术相比较，EDPI可大大降低数据采集成

本，如表1所示。

2.2 基于AI算法的感知分析系统设计

系统模块主要由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

AI分析模块和展示模块组成，如图1所示。

2.2.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是收集互联网业务端到端感知监测分

析系统的源数据，采集的数据源主要有以下几个分

类。

a）RADIUS。用户上下线日志，即用户 IP，登录时

间，宽带接入服务器（BARS）信息，公私网对应关系，用

于匹配的EDPI数据。

b）号线数据。账号与光网络 ONU单元、光线路

OLT终端对应关系。

c）DNS。域名解析记录，用于核对应用资源。

d）NetFlow。重点内容资源业务流量矩阵分析，

针对大型独立内容提供商（CP）、电信接入资源的服务

提供商（SP）、内容分发网络（CDN）运营商，根据其域

名DNS解析结果在电信运营商网内（省/城域网）、网外

（国内各运营商，国际主要国家/运营商）落点，分析电

信运营商城域网至对应内容资源落点之间流量矩阵。

e）重点 IDC间流量矩阵。IDC流量流向模型，根

据客户 IP地址段/AS和 EDPI数据实现基于 IDC的质

量分析。

f）EDPI。用户上网指标数据、URL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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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DPI和EDPI对比表

DPI
·数据充足，可多维深度分析
·全量分光获取源数据，数量
级别大，分光成本高达3 万
元/GB

·网络故障隐患点
·构架不灵活
·可扩展性差

EDPI
·按需提供端口策略镜像流量，
灵活性强

·成本低
·不改变网络架构
·可扩展性强

图1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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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据预处理

a）数据清洗。抛弃不能识别的流量包、没有正确

匹配的会话流、没有按正确格式记录的日志。

b）数据脱敏。使用哈希算法对用户名进行加密。

c）数据标记。根据域名、URL等分析出对应的应

用，以及通过 IP、端口号等分析出对应用户的过程。

d）数据归并。抛弃重复数据的过程，也指对一些

可以相加的数据，比如流量、访问量等进行相加统计

的过程。

2.2.3 AI分析

通过AI算法建模，不断进行样本训练，学习质差

特征，最终模型化输出质差结果。

2.2.3.1 专家系统

a）设备指标建模。指对用户接入等网络设备的

各项指标（访问量、时延、丢包、速率）等进行建模，形

成分析网络设备质量的分析流程。

b）用户应用指标建模。指对网站、域名、URL等
应用资源的各项指标（访问量、时延、丢包、速率）等进

行建模，形成分析用户应用资源质量的分析流程。

c）多维度统计分析。指可以通过用户、网络设

备、应用资源 3个维度进行质量分析，同时还通过在线

时间、落点、Top100热点应用等传统统计方式辅助质

量分析。

2.2.3.2 机器学习

a）分类。使用过往投诉用户和正常用户的特征

进行有监督的训练，然后对每日的用户特征进行分类

预测，从而分析出哪些用户是质差用户。

b）聚类。可以通过对全部用户特征进行无监督

分析，找出异常值或离群值，从而将这些特征对应的

用户标记为疑似质差用户。

c）关联分析。对用户经常访问的应用以及访问

一些常用应用的行为和用户是否质差进行关联分析，

通过这种关联找到可能出现质差的用户访问，同时对

质差用户、质差设备、质差应用进行关联，分析质差的

根本原因。

2.2.4 分维度展示

a）用户维度。从用户角度分析结果，不仅仅是按

照用户 IP地址得到分析结果，而是结合EDPI数据、号

线和RADIUS数据，将用户源 IP地址自动关联到专线

和宽带注册用户（见图2）。

b）设备维度。从网元设备角度进行设备质量分

析，通过设备质差用户数比例和设备质量进行多向分

析，定位设备质量情况，实现设备维度的质差发现（见

图3）。

c）资源维度。按照用户访问的目标网站进行访

问分析和质量分析，将NetFlow访问流向与EDPI数据、

DNS数据结合，并将原始数据中的目的 IP地址等内容

转化为域名和网站数据，集中展现对应资源的被访情

况。

2.3 贯通全流程的自动派单处置设计

关于自动处理功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敏感问题，

互联网业务端到端感知分析系统实现的是系统自动

故障定位和自动派发处理工单的流程，如图 4所示，即

结合人工处理的机制实现自主分析和自动判断。

按照上述多种维度分析，互联网业务端到端感知

监测分析系统的自动派单功能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a）外线工位处理工单。通过系统的用户维度分

析，可以自动定位用户终端设备故障或问题，并自动

给相关维护单位下发工单，对该问题进行及时处理。

b）专业维护工单。通过系统针对网内设备维度

分析，可以自动定位出网内设备故障或问题，并自动

给相关维护单位下发工单，对该问题进行及时处理。

c）资源侧的维护工单。通过系统的资源维度分

析，可以自动定位出各网站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并通

过资源侧联动群，推送异常报障信息。

端到端感知监测分析系统实现了上述精确分析

ZH***998@16900.GD b***xxz *** 20 • 查看原因 2018-12-09
FS***33@16900.GD b***c *** 50 • 查看原因 2018-12-09
DG***372@16900.GD b***an *** 50 • 查看原因 2018-12-09
FSZ***6@16900.GD b***ss *** 100 • 查看原因 2018-12-09

带宽/M 质差类别账号 BRAS OLT 详情 日期

图2 质差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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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动派单处理功能后，可以提前发现并处理互联网

业务中大部分故障隐患，使得用户故障投诉率大大降

低。

3 结论

运用EDPI及AI深度学习算法实现互联网业务端

到端感知监测的数据分析，可降低数据采集获取成

本，并提升运维、客服人员支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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