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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5G作为当前信息通信业发展的焦点，正在逐步部署和商用。5G网络将涵盖

To C到 To B，满足多样化的业务和场景需求，提供用户体验个性化服务，其所

带来的复杂度和挑战前所未有[1]。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新理念、新技术的支撑。

随着近些年业界对 AI、大数据等技术的探索，智能化已经成为 5G及未来无线网

络服务能力的重要组成要素。

此外，为满足不同的 5G业务应用场景，尤其是 To B 场景下差异化的业务

需求，需要无线网络具备从网络层到业务层的多维环境感知能力，实现网络和业

务跨层协同的定制化业务保障与优化。

本白皮书围绕着实现面向行业多样化需求的无线定制确定性网络的目标，首

先从需求场景、标准演进、产业研发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基于云网融合的无线智

慧服务发展趋势。基于此，白皮书提出了以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和无线智能管理平

台相结合的无线云网融合智慧服务总体架构、核心功能及关键技术，并相应地给

出多个典型用例说明。此外，白皮书还提出无线云网融合智慧服务的产业和标准

推进思路。最后结合全文内容和无线云网融合智慧服务的发展前景给出对未来的

展望。旨在与产业界同仁共同探讨，凝聚共识，深入合作，共同推动无线云网融

合智慧服务的关键技术研究和落地，增强网络优势，共同构建 5G网络开放智能

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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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云网融合的无线智慧服务发展趋势

无线云网络已经成为业界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在灵活应对未知世界的多种

挑战时，基于无线云网融合的架构，需要一个类似人脑的“大脑”来帮助无线网

络完成向高等智能的演进。无线网络中的大脑（以下简称“无线智脑”）在应对

外部需求挑战时，首先需要能够完成需求映射，并采集、存储大量来自不同网元

的多种无线状态信息及业务状态信息；通过获取跨网元、跨层的全局信息，无线

智脑经过“学习”，训练生成各种 AI/ML模型、统计分析模型，综合感知或预

测无线环境及业务质量的状态，如感知干扰环境、感知业务特征、预测无线网络

带宽/延迟及网络拥塞状态等。基于感知/预测能力，结合基础通信机制完成复杂

的逻辑分析和推理，最终做出主动性的无线网络优化决策，或者将感知/预测的

无线信息开放给业务，辅助业务进行优化决策，进而完成闭环的无线智能管控（如

图 1），面向业务提供无线智慧服务能力，实现网随业动，网络业务协同。本白

皮书所提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和无线智能管理平台从整体上正是具备以上能力的

“大脑”，其在传统无线网元自动化基础之上进行能力升级，具备业务需求的映

射、数据感知和采集、智能数据分析和推理决策，通过网络和业务信息的联合分

析，完成复杂的跨层决策判断的能力，是一种可有效支持面向未知需求的网络设

计。

图 1. 数据分析闭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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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具体从需求场景趋势、标准演进趋势和产业研发趋势分析无线网络智

慧服务能力当前现状与发展趋势。

1.1 需求场景趋势

1.1.1 业务 SLA体验保障

5G业务应用场景将越来越多样，尤其是 To B业务场景，不同的场景有着差

异化的业务需求，而无线空口又存在不确定性，使得网络难以通过一套参数或者

固定多套参数配置来满足灵活的业务接入需求并保障用户 SLA（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提升未来无线网络服务能力，为 To B用户提供确定性的业务保障需要网络

具备从资源层到业务层的多维智能环境感知能力，达到网络和业务协同的跨层业

务保障与优化：

 业务状态感知，分析业务流特性，包括带宽、时延、时延抖动、帧率等；

 用户状态感知，通过终端上报的方式掌握用户的位置信息、移动速度、

终端续航能力、信道质量及用户行为特征等；

 网络状态感知，通过大量信息交互获取频率占用情况、负荷开销、流量

负载、邻区发送功率、射频指纹等。

协同分析不同业务、用户和网络规律特征，挖掘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构建以

业务为中心的优化模型，预测用户行为和业务趋势，实现快速的资源匹配，进行

网络资源提前分配、功率动态调整、本地缓存预留等从而优化业务体验是未来网

络演进的必然趋势。

1.1.2 无线能力定制与开放

未来运营商需要从面向传统个人业务向面向全行业服务转变。无线能力定制

主要是指无线网络根据应用，尤其是面向千差万别的垂直行业的上下行速率、时

延和可靠性等性能和数据隔离需求，可灵活对无线网络能力进行定制。

无线网络能力开放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包括：

空口资源开放，将空时频资源进行划分并结合网络切片允许针对客户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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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计和定制；

网络信息开放，如将无线网络状态信息通过 API 的方式提供应用或给边缘

计算平台作为 PaaS能力进行调用，辅助 QoE优化等客户业务需求。

为支持无线能力定制和开放，需要 DT、IT 和 CT的深度融合和开放化的网

络架构，以进一步增强无线网络即服务能力。

1.1.3 无线资源精细管控

运营商通信服务需要在有限的无线资源情况下，对网络资源进行高效的管理

控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尽可能地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满意的业务体验。5G无

线网络将同时服务于公众和行业市场，不同业务对网络时延、带宽、连接密度、

应对突发性的能力等 KPI 指标需求大相径庭。传统的无线网络资源管理控制方

式以小区和用户为中心优化资源利用率，业务和网络联动性弱，管理实时性差，

管控粒度相对较粗，难以应对高度复杂的场景建模。未来无线网络优化面向业务

流，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融入网络管控系统，通过对历史空口速率数据、覆盖数

据、网络负载、业务流和无线指标的关联数据等进行采集学习，训练生成管控优

化模型，实现对无线资源的精细化管控、高效的资源调度，提升资源和能量利用

效率。

1.2 标准演进趋势

无线网络服务智能化是网络智能化需求从核心网和管理域到无线网的延伸。

数据分析功能是实现智能化的关键要素，3GPP在核心网和管理功能基于服务化

架构，均已引入核心网和管理面的数据分析功能。

3GPP在核心网中定义了 NWDAF (Network Data Analytics Function) 功能[2]，

此功能通过网管获取无线网数据，结合核心网数据，产生 UE级的数据分析和预

测结果，辅助核心网完成 QoS参数制定、移动性管理等功能。此功能主要是面

向核心网的优化。由于无法获得实时的无线网信息且核心网集中在较高的部署位

置，无法实现对无线侧的策略控制优化。

3GPP在管理面中定义了 MDAF (Management Data Analytics Function)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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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功能基于网管数据进行分析预测，主要面向网络“规建维优”等场景展开

优化，如实现站点级别的参数配置优化及切片管理等。由于网管数据的实时性差，

因此对无线网络管控粒度较粗。

无线接入网中需要引入实时数据分析功能以支持无线侧 UE级、业务级、QoS

级和切片级的精细管控优化，与核心网和管理面形成互补，面向业务提供无线智

慧服务能力。目前，3GPP RAN3在无线大数据采集增强方面完成了立项[4]，将

对无线侧引入数据分析和 AI能力的数据采集增强和功能框架开展研究。

1.3 产业研发趋势

无线移动通信产业已经在无线智慧服务方面开展了诸多的研究、探索和验

证。无线网络智慧服务能力正在从尽力而为的服务向着面向 To B业务的确定性

保障服务转变，以实现“网随业动、业随网动”的业务 SLA保障与优化。

运营商、设备商已开展无线切片保障和业务质量体验优化相关的无线网络智

慧服务能力探索。2020年在广东联合南方电网完成基于 PRB硬切片和分级业务

保障调度的 5G+智能电网方案验证，实现低时延高可靠业务的确定性保障。2019

年在上海 5G外场完成基于QoE预测和无线带宽预测的云VR用户体验保障方案

的测试，结果显示通过 AI对 UE网络状况进行预测以及对业务质量进行评估，

提前调整业务带宽，能够使业务及时适应网络状态变化，保证业务质量。在浙江

嘉兴完成基于空口带宽预测的 TCP窗口优化现网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开启 TCP

优化后，用户平均速率增益可达 62%-107%。此外，OTT厂商，如咪咕、阿里、

腾讯等目前也都正在积极开展基于无线侧信息开放的业务和网络联合优化的研

究。

面向 To B场景的确定性时延、速率、可靠性等无线服务能力需求，需进一

步结合垂直行业的特点深入研究，基于云网融合，形成统一的无线智慧服务体系

架构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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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线智慧服务架构

2.1 总体架构

图 2. 无线智慧服务总体架构

无线智慧服务架构如图 2所示，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和无线智能管理平台可面

向行业客户需求提供切片级、用户级和业务级的无线能力定制和无线信息开放服

务。面向 To B场景，无线智能控制平台主要目标是使能本地场景下的用户级/业

务级的实时网络业务协同优化，通过实时业务体验预测和智能无线资源管理等方

案，实时保障用户业务体验。无线智能管理平台将配合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提供

辅助的切片级、业务类/用户类的静态业务需求和业务特征信息。同时，基于静

态业务需求和特征，指导无线网络规划、静态的小区级无线参数配置（如帧结构

配置、预调度开关设置、可靠性相关的MCS表格配置等）并进行资源评估，得

出静态/半静态的整体网络资源、切片资源需求规划建议和初步的保障能力评估。

无线智能管理平台的静态/半静态参数和资源规划方案将为 To B场景下的差异化

和确定性的需求提供基础的能力保障，无线智能控制平台作为无线网络与业务的

协同锚点，将进一步通过实时的无线网络数据和动态业务特征感知和分析，最终

实现动态实时的确定性业务保障。

面向 To C场景，基于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可提供跨基站间的无线资源协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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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力、无线性能增强和面向切片及 QoS机制的业务体验优化。近期的无线智

能服务能力开放的研发侧重点聚焦在 To B场景的研究，随着技术的成熟逐步向

To C场景演进。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是无线侧的实时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中心，并向基站提供

业务需求映射和策略控制能力。面向无线网络差异化业务和网络性能提升需求，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北向可接收用户/业务实例的动态业务特征和无线需求，提供

用户级的无线能力定制服务和无线信息开放两类服务。南向连通无线基站，通过

统一定义的无线数据采集和策略控制接口，使能近实时的无线信息采集上报和无

线能力定制调用。

 无线能力定制：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可感知网络业务/应用策略与业务特征和

用户行为信息，通过无线网络智能策略控制，实现无线接入网定制服务，以

满足业务确定性的速率、可靠性、时延、丢包率等 SLA保障；

 无线信息开放：提供用户级无线可用带宽、时延预测等增值无线信息，使能

业务状态监控和业务/应用服务本身优化。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支持开放 API 接口，连接基础平台功能和无线控制智能

应用。基础平台功能为 AI模型的搭载和应用提供了完整的过程支持和工具支持；

无线智能应用可由运营商、设备商或第三方提供，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定制和裁剪，

提供智能化的无线功能和服务增强。开放 API 接口为丰富无线智能应用生态提

供了良好基础。考虑不同应用场景、业务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无线智能应用的

功能可按需定制，无线智能控制平台的功能通过无线智能应用增加或减少实现灵

活扩展和裁剪。无线智能应用基于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提供的无线数据和控制能

力，提供特色化的无线定制功能，例如业务质量体验保障等。

无线智能管理平台北向可连接 NSMF切片管理及 CSMF平台，获取切片级

的无线 SLA业务需求和特征。也可进一步拓展支持获取用户/业务类别的静态无

线 SLA业务需求和业务特征信息，以支持无切片场景和更精细的静态/半静态的

网络参数和无线网络资源规划。此外，静态特征信息也可通过辅助无线智能控制

平台进行实时业务保障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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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方案上，面向 To B本地园区场景，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无线智能管

理平台和本地 UPF可共平台部署，提供本地化无线极简解决方案。无线智能管

理平台可支持对行业园区场景多个网元的统一管理，引入机器学习等智能化组

件，使能自动化管理优化，并最终可通过策略意图化接口向行业提供极简的运维

服务界面。

白皮书提出的无线智慧服务架构在 3GPP 5G网络架构的基础上，在下列特

性上进一步增强：

 网络业务协同：引入更精细的用户类/业务类别的静态和动态特征，促进

网络和业务的跨层协同优化，可基于相对确定性的业务特征，提升无线

空口的确定性保障能力；

 实时数据分析：支持近实时无线数据的定制化采集，可实时分析和预判

业务质量及无线环境变化；基于智能算法向基站提供优化策略，实时保

障用户体验，提升网络资源效率；

 无线网络即服务：无线智能控制和管理平台基于服务化架构，可将无线

侧的业务保障能力、无线状态信息预测能力、无线定位等能力通过服务

形式对行业用户开放；并支持面向行业差异化、定制化需求的第三方无

线控制类应用和无线服务能力的灵活拓展；

基于上述新型无线智慧服务架构，无线网络将能够充分运用网络业务协同优

化和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带来的潜力，提升数据驱动的无线网络业务 SLA

保障能力和智能化水平，为行业客户提供确定性的无线智慧服务。

2.2 核心功能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作为无线侧的数据分析单元，基于北向接口导入的业务需

求和业务特征，以及从南向接口获取的基站实时上报数据，可提供三层能力，分

别是业务质量感知、无线质量分析及无线业务保障策略：

 业务质量感知：用于感知业务故障的发生，如业务 SLA、KQI/QoE感知

/预测；

 无线质量分析：用于分析故障产生原因，如链路质量分析/预测、用户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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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析/预测、干扰分析/预测、小区负载分析/预测；

 无线业务保障策略：用于提供无线 SLA保障和性能优化策略，如 QoS

策略、资源分配、调度优先级优化、用户连接优化。

图 3.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核心功能

2.3 关键技术

2.3.1 定制化数据采集与控制

传统无线接入网络的数据采集主要指面向网络管理提供告警、配置和性能管

理等数据，主要特点之一是全网统一数据集。现网中兼顾对无线基站设备资源要

求和数据传输带宽，网管数据的时间颗粒度通常在分钟及以上，并且以小区级性

能参数为主。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则采用基于用例的数据订阅方式，通过触发条件

和数据项两个方面的信息向基站订阅数据，数据颗粒度可为 100ms~1S级。无线

智能控制平台所支持的数据订阅包括小区级和用户级信息。定制化数据采集不仅

能够按需满足用例更细时间颗粒度的数据获取需求，而且能够大幅度降低基站设

备处理资源开销和数据传输带宽要求。以一个企业园区 1000个用户为例，以 1

秒为测量周期持续全量数据采集 24小时，将产生 770GB的数据量。而仅采集指

定用户 1小时特定网络测量，仅须 1.6MB数据。无线智能控制平台的基于用例

的定制化数据采集可以以更加灵活和更低开销的方式获取无线资源数据，是按需

开放无线能力，支持用户无线空口差异化服务，实现网络和业务协同优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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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智能控制平台的无线资源控制分为两类：一类是预置条件（condition）

和控制信息（action）的形式；另一类是只有控制信息。当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发

送预置条件（condition）和控制信息（action）给基站时，基站根据内部信息判

断是否满足预置条件，如果满足则执行控制信息。这一类无线资源控制可为基站

层 3或层 2的无线资源调度提供近实时的辅助信息，从而实现对无线带宽和时延

等性能指标的近实时优化。如前所述，由于引入无线之外的增强信息和机器学习

技术，所以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具有更全面的信息和更优化的算法。无线智能控制

平台直接发送控制信息给基站时，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已经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自行

判断进行无线资源控制的时机，因此基站仅负责控制指令的执行即可。

2.3.2 基础数据分析服务能力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中的数据分析服务能力包括业务质量感知能力、链路质量

预测能力、干扰检测与定位能力、无线指纹能力等。

2.3.2.1业务质量感知能力

对于业务数据的传输，不同的网络传输状态和无线空口质量，会对应终端用

户不同的业务体验。基于业务数据和传输信道相关参数的分析，能够较准确的预

测用户的业务体验情况。

（1）数据需求

数据类别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数据时间颗粒度

业务数据

上下行无线网

络 IP 传输特性

数据，如：数据

包平均长度、数

据包个数、网络

传输抖动

基站 秒级

UE数据
空口信道数据，

如 ACK、
基站 百毫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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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K、CQI、

MCS、BLER

输入数据：UE级业务数据和无线网络业务数据特征

输出数据：业务质量 SLA，(Key Qulity Indicator, KQI)客观评价或评分值

（2）能力应用模型

应用一：监控网络中某类业务的业务质量情况，指导后续的网规或实时无线

网络优化；

2.3.2.2链路质量预测能力

无线接入网络的链路质量预测可包含对用户速率、频谱效率和时延等特性的

预测。基于无线网络历史和实时数据，可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动态预测无线接入网

络链路的质量，构建无线网络性能视图，揭示业务随时间推移的无线网络性能表

现，并优化应用级行为以及无线网络行为。

（1）数据需求

数据类别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数据时间颗粒度

UE级 RSRP、RSRQ、

SINR、CQI、MCS

基站 百毫秒/秒级

小区级 PRB利用率 基站 10秒级

输入数据：上述表格中数据

输出数据：随时间推移的无线链路质量，包括速率、时延、频谱效率等。

（2）能力应用模型

应用一：辅助视频流传输的业务层优化

基于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提供的链路质量预测服务，用户端视频流传输缓冲

区内缓存的数据量可以根据链路质量动态做出调整。例如当预测可能出现覆盖质

量变差的情况时，可以提前缓存足量视频数据以避免视频卡顿，保障用户良好的

业务体验。另外，还可将链路质量预测与内容分发网络优化相结合，将所需内容

预先缓存到距离用户预期消费点更近的边缘计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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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二：实时无线质量预警

移动运营商和 OTT 实时业务服务提供商可利用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提供的

无线链路质量预测服务进行无线质量预警，例如，语音或者视频连接将在何时断

开以及重新连接需要多长时间。

应用三：多载波联合调度

通过对用户频谱效率的预测，可以辅助基站结合待调度的用户数和可用带宽

进行用户的智能载波选择，优化用户服务体验。

2.3.2.3干扰检测定位能力

无线干扰检测与干扰源定位是基于无线空口信号特征进行干扰检测，同时实

现干扰源的定位，便于网络侧进行干扰优化，提高网络通信质量。

（1）数据需求

数据类别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数据时间颗粒度

工参 站点名称、类型、

经纬度、邻区列

表

网管 非实时动态数据，一次采集

即可

UE级 服务小区及邻区

RSRP、RSRQ

MR数据 百毫秒/秒级

ACK、NACK 基站 百毫秒级

CQI、MCS 基站 百毫秒级

BLER 基站 百毫秒级

小区级 PRB利用率 基站 秒级

输入数据：上表中 UE级数据及小区级数据；

输出数据：干扰强度指示、干扰源指示

（2）能力应用模型

应用一：干扰规避

根据给 UE发送信息的 PRB资源以及 UE上报的MR信息，检测 UE受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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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的子频带范围，选择没有受到干扰或干扰较小的子频带进行 UE数据传输。输

入为 UE上报MR信息，干扰检测模块的结果。输出为未受到干扰（干扰较小）

的子频带。

图 4. 干扰源频点规避示意图

应用二：干扰协调

服务小区检测到干扰强度大于阈值时，通知施扰基站进行功率调整，包括降

低施扰基站发射功率，以缩小小区的覆盖范围，在降低小区基站的发射功率的过

程中离开该小区基站的覆盖范围的用户被切换至其他小区。

2.3.2.4无线指纹能力

无线网络按照无线信号强度进行逻辑栅格划分，每个逻辑栅格包括两部分内

容：栅格索引和栅格属性，分别用于定位某个栅格及记录此栅格的无线特性，如

异频邻区平均信号强度、切换次数、切换成功率等，进而能够给位于此栅格的

UE提供行为指导，可以达到网络精细化控制，提升用户体验的目的。

（1）数据需求

数据类别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数据时间颗粒度

MR数据 同频和异频

RSRP/RSRQ/SINR

基站 百毫秒/秒级

KPI数据 切换成功率，切换次数 网管 15分钟级

输入数据：UE服务小区及同频邻区 RSRP；

输出数据：UE异频邻区 RSRP、UE异频邻区切换成功率等。

（2）能力应用模型

应用一：异频测量流程优化[5]

通常执行异频切换时，UE 需要先执行异频测量。异频测量会造成 UE和原

服务小区业务短暂中断。可以根据无线智能控制平台提供的无线指纹信息，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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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频邻区 RSRP、切换成功率等，来判定是否可以进行异频免测量盲切换，以避

免异频测量切换流程带来的短时业务中断。

应用二：负载均衡目标 UE选择

在执行移动负载均衡时，会挑选执行负荷均衡的目标 UE，如果盲目挑选，

则部分 UE由于不满足切换条件而不会进行负荷迁移；或者对于异频邻区需要下

发多频段异频测量带来 UE业务的短暂中断及较大的测量反馈时延。根据无线智

能控制平台提供的无线指纹信息来挑选合适的UE执行负载均衡可以解决如上的

问题。

应用三：双/多连接辅助节点选择

在 UE进行 DC连接时，运用无线指纹库可以帮助 UE定位所处栅格，并通

过查询栅格属性，如邻区信号强度等，辅助 UE进行双连接第二节点的选择。

2.3.3 无线能力微服务化

源自 IT 领域的服务化架构将网络功能对外抽象为可被灵活调用的服务，从

而允许运营商根据业务需求对网络进行灵活定制。在 3GPP 5G 标准中，服务化

架构已成为网络管理和核心网的基础架构。

面对高度差异化和不断新增的业务需求，无线智能控制平台的微服务化架构

为无线智能应用的按需定制、持续开发和快速部署提供了原生支持。在统一的服

务框架下，首先是基站的底层技术机制，如双连接、预调度、小区切换等，被从

基站实现中解耦为不同的微服务，由无线智能控制平台的基础平台功能向无线智

能应用提供，从而屏蔽了异厂商设备的互操作性差异；在此基础上，无线智能应

用生成的无线能力同样封装为独立的微服务，对其它无线智能应用或授权外部应

用提供通用的微服务接口，屏蔽了内部算法实现，便于升级和维护；此外，服务

管理框架对新能力的定义和引入提供了较好的可扩展性。

此外，无线智能控制平台的微服务化架构提供了开放 API 接口，允许网络

所有者复用通用的基础平台功能，定制和组合无线智能应用，实现无线智能控制

平台功能的灵活扩展和裁剪。未来，借助开放 API 接口，无线智能应用还可由

运营商、基站设备提供商之外的第三方提供，从而为丰富无线智能应用生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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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必要基础。

开放 API 接口使用开发者友好和轻量化的接口定义，支持无线智能应用调

用基础平台功能提供的服务，并支持无线智能应用间的相互调用。开放 API接

口应包括以下类别：管理类 API，负责服务发现和注册，以及无线智能应用的配

置、性能管理等；业务策略和增强信息类 API，允许无线智能应用接收无线智能

管理平台的策略和业务侧的增强信息；无线数据采集和策略控制类 API，支持无

线智能应用通过基础平台功能向基站获取无线数据或下发策略控制信息。

3. 典型用例

基于无线智慧服务架构，本章重点阐述了三类典型用例，分别是基于业务感

知的无线 SLA 保障、基于无线状态预测的业务优化和基于无线状态预测的无线

网络优化。

3.1 基于业务感知的无线 SLA保障

3.1.1 基于业务体验预测的视频业务保障

3.1.1.1痛点问题

随着网络运营思维从网络思维到客户思维的转变，网络运营商也逐渐由对网

络 KPI转向对业务 KQI 的考量。而在传统的层级网络模式下，业务开展于网络

之上，网络侧无法感知业务运行状况，因此无法根据业务特征变化动态调整资源

分配。在网络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以及用户体验的降

低。

另一方面，随着高清视频、VR、工业视觉、云游戏等高带宽需求业务的发

展和推广，智能应用对时延、网络稳定性和传输带宽的实时性保障要求越来越高。

基于 3GPP的 QoS资源保障机制相对静态，难以做到实时精确的无线资源调整。

3.1.1.2技术方案

基于QoE/KQI预测的用户业务体验优化包括QoE/KQI预测和用户业务体验

保障两个部分。其中 QoE/KQI预测的关键在于同时获取业务侧业务特征和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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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网络特征，将网络质量与业务需求相结合，通过基于 AI的数据分析预测业务

的运行状况。用户体验保障模块基于业务的运行状况预测，实时调整无线侧资源

分配，保障业务的高质量运行，提升用户体验。

以高清视频的卡顿预测和业务体验保障为例，从数据采集、卡顿预测和调度

优化三个方面说明如下：

 数据采集

无线智能管理平台从基站采集秒级或百毫秒级 RAN侧数据，包括 UE信道

状态信息、协议栈状态和小区级负载信息等；从业务侧采集业务特征信息，包括

视频码率或分片大小、分片时长等；为进行离线卡顿预测模型训练，还需要采集

业务侧标签数据，例如 QoE评分、业务 KQI（视频初缓、卡顿起止时间、卡顿

占比）数据。

 视频卡顿预测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基于实时数据采集，对数据进行用户 ID和时间上的关联，

并对数据进行清洗和预处理。然后利用 AI算法（如 LSTM、决策树等）对一段

历史时间窗口（如 10s）内的网络状况和业务特征进行学习，通过分析网络层面

和业务层面对业务质量的影响，给出秒级视频业务的运行质量状况，如视频是否

卡顿，从而使网络能够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实时预测业务质量。

 调度优化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上的调度优化模块统计 VIP用户连续 10秒内视频卡顿时

长，根据卡顿严重程度实时向基站提供 DRB控制和调度优化建议，提升视频观

看流畅度。通过业务实时体验预测，动态提升和降低 VIP 用户的调度优先级，

在降低 VIP用户卡顿率的同时可保证其他用户的业务体验。

方案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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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 QoE/KQI预测的业务体验优化流程

3.1.1.3方案效果

视频卡顿预测：基于 RAN侧 UE级别和 Cell级别的数据，实现秒级的流媒

体卡顿预测；通过不同模型，如 LR，SVM，LightGBM，LSTM，LSTM+Attention

模型的实验发现，其中 LSTM算法具有更好的性能，算法召回率可达到 90%。

调度优化保障：从视频播放来看可以明显提升 VIP视频用户的观看流畅度；

相比静态提升用户优先级而言，VIP 视频用户的优先级可以实时提升和降低，提

升 VIP用户体验的同时可以有效保证其他背景用户的业务体验。

3.1.2 工业互联网上行业务保障

3.1.2.1痛点问题

在典型的 3C制造工厂中，设备/单板的加工质量检测是通过双目工业相机拍

照上传至本地 PC机，利用 PC机的 GPU图像处理器结合 AI算法来检测效果，

示意图如下。

图 6. 3C制造工厂检测工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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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产品加工过程发现本地检测方案存在如下三个痛点问题：

 本地 PC检测精度不高，存在较高的误检率和漏检率，影响生产效率；

这主要是本地 PC的训练样本数限制和处理性能限制导致；而本地 PC

的数量较多，如果部署高性能 PC、并采用大量样本进行训练会导致生

产成本的极大提升；

 新产品导入时检测程序训练调优周期长；生产调整时，需要重新进行检

测程序的训练和调优，而本地 PC可获取的样本数量少，训练与调优周

期长，影响新产品导入的时间；

 本地 PC串行处理时间长、效率低；由于图片处理大小和速度的限制，

工业相机需要先定位、然后拍照上传、再由本地 PC识别检测，整体过

程串行处理，处理时间长、效率低。

为提高检测精度和效率，主流趋势是部署高性能边缘服务器，将各个工位拍

摄的工业相机图片统一传输到边缘服务器，利用边缘服务器的 GPU硬件算力和

海量样本训练来检测，检测后将结果反馈给本地；

由于 3C工厂经常存在产线调整、需要柔性化部署，有线方案不够灵活，部

署时间长、成本高，因此无线方案（5G）成了迫切需求；但工业相机拍摄的图

片文件大且存在较大波动、检测的工序时间要求苛刻（秒级），对上行速率提出

了较高要求；由于无线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目前 5G网络的 QoS资源保障机制

相对静态，难以做到实时精确的无线资源调整，无法充分保障检测业务的稳定运

行。

3.1.2.2技术方案

检测保障方案包括检测业务信息获取和上行业务体验保障两个部分。其中检

测业务信息获取的关键在于同时获取检测的业务特征和无线侧网络特征，将网络

质量与业务需求相结合，通过基于 AI的数据分析预测业务的运行状况。上行体

验保障模块基于检测业务的运行状况预测，实时调整无线侧资源分配，保障业务

的高质量运行，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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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测的业务特征获取、无线侧网络特征获取、业务体验预测三个方面说明

检测业务信息获取的技术方案：

 检测的业务特征获取

从业务侧采集业务特征信息，包括双目工业相机拍摄照片大小、传输时间需

求等；

 无线侧网络特征获取

从基站采集 RAN侧数据，包括 UE信道状态信息、协议栈状态和小区级负

载信息、小区级上下行吞吐率统计、UE级上下行吞吐率统计等；

基于 UE信息上报，辅助获取关键 UE的信道状态信息、协议栈状态信息和

上下行吞吐率统计等；

 检测业务体验预测

基于实时数据采集，对数据进行用户 ID和时间上的关联，并对数据进行清

洗和预处理。然后利用 AI算法（如 LSTM、决策树等）对一段历史时间窗口（如

10s）内的网络状况和业务特征进行学习，通过分析网络层面和业务层面对业务

质量的影响，给出后续检测效果的预测，从而使网络能够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实时

预测检测业务质量。

上行体验保障策略的技术方案描述如下：

 上行体验保障策略下发

上行体验保障模块根据检测业务体验的实时预测结果动态下发控制策略，控

制策略包括上下行调度优先级保证、上下行带宽切片、切片匹配的无线保障策略

等内容。

技术方案整体流程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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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工业检测业务保障流程

3.1.2.3方案效果

检测业务信息获取：基于 RAN侧 UE级别和 Cell级别的数据、辅助 UE上

报的 UE级别的数据，实现检测业务检测效果的精准预测。

无线网络保障：从检测效果看可以明显提升该业务运行的稳定性；相比于静

态配置上行速率保障而言，技术方案可实时下发动态的控制策略，可以实时提升

和降低优先级、增加或者减小上行保障速率，通过最适应网络的控制策略来实现

网络整体容量和业务保障效果的均衡，也可同步提升其他背景用户的业务体验。

3.1.3 工业互联网下行业务保障

3.1.3.1痛点问题

在典型的 3C制造工厂中，设备硬件加工调测完成后，需要进行整机的移动

化自动测试，在移动环境下动态下发各类版本程序并加载测试，测试整机的软件

兼容性。

现有的整机移动化程序加载测试方案采用WiFi连接，通过多个WiFi AP划

分信道实现通讯。根 AP固定，叶子 AP部署于移动的托盘上，根 AP与叶子 AP

之间采用WiFi MESH的模式组网，支持多台受测设备并发进行程序加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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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WiFi方案存在的如下两个痛点问题：

 下行带宽、速率不足：并发测试的设备数量较多、测试加载的版本较大，

属于典型的大下行高并发场景；实测发现WiFi在该场景下的下行带宽

大幅下降，无线WiFi传输成为瓶颈，严重影响测试效率；

 部署复杂、维护困难：产线现场部署了大量的WiFi AP和 AC，配置与

改动复杂，不同生产线之间的信道划分、干扰规避方案复杂，部署周期

长，且 AP断电后重新组网的时间长。

为提高整机移动化程序加载测试的效率，需要采用 5G来实现多用户大下行

高并发的连接方案。每台设备通过一台 5G终端（CPE或者模组）接入 5G网络，

在边缘服务器上部署要加载测试的多个版本，通过 5G基站向多台 5G终端下发

加载测试命令和测试版本，5G终端实时反馈下载进度、加载进度和测试结果；

测试过程数据和结果可同步下发给本地另外一台 CPE，用于监控显示。

由于测试版本的大小差异、测试时间的差异，下行速率需求并不是固定值；

由于无线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目前 5G网络的 QoS资源保障机制相对静态，难

以做到实时精确的无线资源调整，无法充分保障整机移动化程序加载测试业务的

稳定运行。

3.1.3.2技术方案

整机移动化程序加载测试保障方案包括程序加载测试信息获取和下行业务

体验保障两个部分。

其中程序加载测试信息获取的关键在于同时获取程序加载测试的业务特征

和无线侧网络特征，将网络质量与业务需求相结合，通过基于 AI的数据分析预

测程序加载测试的运行状况。下行体验保障模块基于业务的运行状况预测，实时

调整无线侧资源分配，保障测试加载测试的高质量运行，提升用户体验。

从程序加载测试的业务特征获取、无线侧网络特征获取、程序加载测试体验

预测三个方面说明整机移动化程序加载测试业务信息获取的技术方案：

 程序加载测试的业务特征获取

从业务侧采集业务特征信息，包括加载测试版本大小、传输时间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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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侧网络特征获取

从基站采集 RAN侧数据，包括 UE信道状态信息、协议栈状态和小区级负

载信息、小区级上下行吞吐率统计、UE级上下行吞吐率统计等；

基于 UE信息上报，辅助获取关键 UE的信道状态信息、协议栈状态信息和

上下行吞吐率统计等；

 程序加载测试业务体验预测

基于实时数据采集，对数据进行用户 ID和时间上的关联，并对数据进行清

洗和预处理。然后利用 AI算法（如 LSTM、决策树等）对一段历史时间窗口（如

10s）内的网络状况和业务特征进行学习，通过分析网络层面和业务层面对业务

质量的影响，给出后续程序加载测试效果的预测，从而使网络能够从用户体验的

角度实时预测程序加载测试的业务质量。

下行体验保障策略的技术方案描述如下：

 下行体验保障策略下发

下行体验保障模块根据程序加载测试业务体验的实时预测结果动态下发控

制策略，控制策略包括上下行调度优先级保证、上下行带宽切片、切片匹配的无

线保障策略等。

技术方案整体流程如下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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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整机移动化程序加载测试业务体验保障流程

3.1.3.3方案效果

加载测试业务信息获取：基于 RAN侧 UE级别和 Cell级别的数据、辅助 UE

上报的 UE级别的数据，实现程序加载测试业务检测效果的精准预测。

无线网络优化保障：从程序加载测试效果来看可以明显提升该业务运行的稳

定性；相比于静态配置下行速率保障而言，技术方案可下发动态的控制策略，可

以实时提升和降低优先级、增加或者减小下行速率保障，通过最适应网络的控制

策略来实现网络整体容量和业务保障效果的均衡，也可同步提升其他背景用户的

业务体验。

3.1.4 工业互联网业务可靠性保障

3.1.4.1痛点问题

5G垂直行业对可靠性有较高的需求。例如工业自动化，智能交通，智慧电

网等场景需要满足 1ms时延内可靠性指标达到 10-5至 10-6。3GPP Rel-16标准面

向工业互联网场景引入 PDCP复制等多链路传输技术提高可靠性。为了避免由于

不必要的重复传输而造成的软硬件和频谱资源的浪费，需要依据业务特性和实际

网络环境灵活选择所使用的相关技术。

3.1.4.2技术方案

PDCP复制最大支持 4个 RLC实体，通过使用 RRC信令进行初始配置，MAC

CE进行动态控制。PDCP复制技术应用于 DRB，为其承载的 QoS流提供高可靠

的复制传输。因此，可考虑增强 QoS流到 DRB的动态映射，以适配网络变化与

不同业务需求，提升无线资源利用效率。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通过北向获取业务模型和动态业务特征，对业务发起时

间、持续时长、业务 KQI 需求等业务特征进行感知。无线智能控制平台通过南

向接口连接无线基站，通过统一定义的接口获取近实时的无线接入网链路质量测

量报告，如频谱资源利用率，终端能力等。通过引入 AI/ML分析能力进行无线

质量分析，对网络负载和同频干扰环境进行预估，从而进行链路可靠性预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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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流映射、是否开启 PDCP复制技术、以及传输的 RLC实体的动态选择提供

无线性能优化的保障策略，在网络负载动态变化时为工业互联网业务提供可靠性

服务保障。

3.1.4.3方案效果

本方案将主要应用于 5G工业互联网专网场景，基于工业园区业务数据与网

络侧信息引入 AI/ML 对 QoS 流到 DRB 映射、PDCP复制、RLC 实体动态选择

等 3GPP工业互联网 IIOT 关键技术特征进行智能决策，精准满足业务可靠性需

求，提高网络资源利用效率。

3.1.5 适配上下行业务模型的帧结构优化

3.1.5.1痛点问题

5G室内覆盖场景下，需要帧结构能够灵活变动。

一方面，在如工业互联网、智慧家庭/楼宇/场馆等不同典型场景和区域中，

由于其承载的业务所需的时延需求不同，因此对上下行传输的时隙配比有不同的

要求；另一方面，为了支持业务潮汐效应、自动巡检/告警/远程操控等突发业务

处理以及设备热插拔功能，对帧结构配置同样提出了自适应灵活可变的需求。

但是，采用不同帧结构配置会存在跨链路干扰（Cross Link Interference, CLI）

以及不同运营商邻载波泄漏问题。跨链路干扰即在原有 UL-2-UL和 DL-2-DL干

扰的基础上引入 UL-2-DL和 DL-2-UL干扰。根据 3GPP已有结论，室内覆盖场

景在隔离较好的条件下采用灵活帧结构配置只需要重点考虑跨链路干扰问题。

因此，室内覆盖场景帧结构配置需要在支持灵活帧结构配置以适应实际业务

需求的同时，也能够对于灵活帧结构配置引起的跨链路干扰问题进行干扰规避。

3.1.5.2技术方案

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和无线智能管理平台基于业务模型和从 MEC 服务器/工

业控制业务平台/家庭网关等导入的动态业务特征，对业务发起时间、持续时长、

业务KQI需求等业务特征进行感知和用户行为预测从而生成特定小区/特定用户/

特定业务对上下行帧结构配置的基本需求。无线智能控制平台通过南向接口连接



无线云网融合智慧服务白皮书（2020）

29

无线基站，通过统一定义的接口获取近实时的无线接入网链路质量测量报告等。

通过引入AI/ML分析能力进行多基站协作跨链路干扰预测和无线网络质量分析，

从而进行多小区无线传输业务质量预测，为小区级/用户级帧结构配置提供灵活

的帧结构配置策略。

3.1.5.3方案效果

本方案主要应用于室内典型场景，例如：家庭，工厂，楼宇，场馆等。与

5G现网采用固定的 2.5ms双周期不同，基于上述场景业务实际需求与传输数据

量以及网络侧信息，引入 AI/ML对小区级和用户级帧结构配置进行智能决策，

满足特定小区/用户/业务的低传输时延需求，同时通过多基站间协作降低跨链路

干扰引起的系统性能下降，提高用户的服务质量和网络资源利用率。

3.2 基于无线状态预测的业务体验优化

3.2.1 基于空口感知的 TCP优化

3.2.1.1痛点问题

业务端一般不感知网络状态，不能适配波动的无线网络环境，难以及时进行

有效调控、充分利用无线网络资源。以视频业务为例，基于传统 TCP协议传输

的视频业务就存在应用层业务速率和无线网络传输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因此不能

充分满足视频、游戏等一些对时延、带宽有高要求的业务体验需求。

3.2.1.2技术方案

为解决上述痛点问题，可通过无线网络向第三方应用 TCP服务器开放网络

能力信息，辅助 TCP实时优化数据传输。

方案的核心原理：在无线侧利用底层空口链路的状态信息，通过无线智能控

制功能组件提供 RAN感知能力，如链路质量预测能力，预测 TCP数据流的无线

可用带宽，并以一定的周期将无线可用带宽和基站端为各个数据流分配的剩余缓

存空间信息提供给应用端，辅助应用端进行 TCP窗口调整。端到端组网图如下

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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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无线网络与应用端协同的 TCP优化组网图

3.2.1.3方案效果

方案在浙江现网进行了测试，用户进行 FTP下载业务，近点、中点和远点

在开启 TCP优化后的用户速率的增益分别为 101.861%、47.91%和 1.35%。用户

进行 HTTP网页浏览测试，在近点、中点、远点的用户速率增益分别为 113.117%、

74.69%和 3.79%。

TCP优化功能证明，在复杂多变的无线网络场景下，开放部分基站信息给应

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对无线信息进行实时响应并进行的 TCP发送窗口优化，

对 TCP类业务的用户速率和时延性能可以大幅度提升。

3.2.2 基于链路质量预测的视频缓存优化

3.2.2.1痛点问题

在移动网络中，由于链路质量状况随时变化，尤其在移动终端位置不固定的

情况下更是多变，移动网络的性能改善对无线链路质量状况的依赖性越来越高。

目前的应用层服务往往忽略这种变化，或者被动适应。例如，动态图像专家组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MPEG) 基于 HTTP 的动态自适应流媒体

(MPEG-DASH) 和Apple的HTTP live Streaming(HLS) 可针对不断变化的网络状

况进行视频清晰度的自动调整，减少停顿或重新缓冲次数，然而这些都是应用层

被动地根据无线网络链路质量变化后的情况进行的应对方式。无线智能控制平台

提供的无线信息开放服务可以为业务提供无线网络状态预测以便让业务侧提前

进行主动干预。

3.2.2.2技术方案

利用无线智能控制平台的数据采集以及人工智能训练的有效支撑，结合采集

到的历史和实时数据进行无线链路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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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在特定条件、日期、时间和地点情况下的链路性能。

实时数据：包括对于实时流量状态、异常事件、网络负载、无线链路状况、

设备位置、设备运动和路线信息等信息。

移动网络链路质量的预测可达到一定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其预测结果可以开

放给业务侧甚至直接提供给第三方应用，以便为业务内容缓冲和后台数据传输等

服务行为提供指导依据，通过调度后台流量，使其与链路质量的变化相适应。

3.2.2.3方案效果

通过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无线链路质量进行预测，使能在时

间或空间上转移可容忍延迟的流量，从而提高整体网络利用率。图 10是基于链

路质量预测技术 DASH视频流类业务的测评结果：

图 10. DASH的视频流类业务基于链路质量预测技术的测评结果

通过对链路质量恶化进行提前预测，可以提前在用户端预缓存视频数据以让

视频始终在既定清晰度上保持流畅播放，提高了网络资源利用效率，也改善了业

务服务质量。

3.2.3 基于链路质量预测的视频码率优化

3.2.3.1痛点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高清视频、VR、工业视觉、云游戏等高带宽

需求业务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市场竞争越来越注重终端用户的业务体验。这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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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时延、网络稳定性和传输带宽的实时性保障要求越来越高，而在传统的层级

网络模式下，业务无法感知无线网络运行状况，因此无法根据业务特征变化动态

调整视频内容渲染和编码方式。在网络链路质量不稳定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用

户体验的降低。

3.2.3.2技术方案

基于链路质量预测的视频业务体验保障主要分为两部分：链路质量预测和基

于链路质量预测的视频业务内容的渲染和编码的动态调整。其中链路质量预测需

要通过实时数据采集接口从无线侧获取基站实时的运行参数，包括小区负载参

数、每 UE的空口物理信道质量相关参数，不同优先级业务负载情况等，然后运

用机器学习模型计算出下一时段（100ms或者 1s）目标 UE的无线链路质量（包

含传输能力）；业务服务器通过无线能力开放接口实时获取到链路质量变化信息，

据此判断当前的渲染、编码方式是否需要调整以保障业务体验。

3.2.3.3方案效果

使用此方案后，由无线链路质量不稳定而引起的业务体验质量下降的问题得

以改善。本方案如果结合基于 QoE/KQI 预测的无线资源分配方案配合使用，会

使得效果和使用场景更加广泛。

3.3 基于无线状态预测的无线网络优化

3.3.1 基于虚拟栅格的负载均衡

3.3.1.1痛点问题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用户数量越来越多，用户对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

高，导致小区负荷冲高且多载频小区间负荷不均衡的情况增加，需要更多地依靠

负载均衡策略调节小区间的负荷分布，提升用户体验。

现有均衡策略中对均衡UE和均衡目标小区的选择都是基于能力和一些小区

级信息，相对比较盲目，可能存在目标小区负荷低，而所选 UE当前正位于目标

小区覆盖较差或无覆盖的区域，导致无效测量或盲切失败，影响用户体验和系统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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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技术方案

引入虚拟栅格，可以预判 UE当前所处位置的邻区无线特性，快速并精准地

进行多频率层小区间的负载均衡，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用户体验。

其中，虚拟栅格，即为通过测量得到 UE当前所处环境下多个同频小区的信

号情况，然后根据获得小区和信号质量的不同进行的区域划分，是一种不同于以

往基于地理位置信息划分的空间划分方法。通过统计每个栅格内的无线特性（如

异频邻区覆盖等），实现更精细化的网络策略部署。

基于虚拟栅格的均衡方案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栅格库构建

基于获取的 UE历史的测量报告和切换信息等数据，使用 AI算法构建虚拟

栅格，得到栅格级别的 UE和周边小区无线覆盖之间的关系。

 栅格库更新和评估

 根据 UE实时同频测量信息将 UE信息写入虚拟栅格并保持更新。

 统计 UE实时同异频测量信息和切换信息，对栅格库中的邻区信息进

行评估和按需更新。

 虚拟栅格应用

实时监测各小区的负荷情况，当发现满足小区间负荷不均衡条件时，综合考

虑小区负荷、小区特性、UE 特性、UE 和周边小区无线特性间的关系（虚拟栅

格信息）等因素，推理出可执行均衡的 UE及其可均衡的目标小区，给出执行建

议。

在基于虚拟栅格执行负荷均衡的同时，对虚拟栅格进行可用性评估，当发现

可用性偏低时发起虚拟栅格更新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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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基于虚拟栅格的负载均衡功能图示

3.3.1.3方案效果

本方案主要应用的场景为多频点组网下的负荷均衡。传统负荷均衡小区内基

本所有 UE都执行相同的策略，但小区内不同区域的邻区覆盖和性能是存在差异

的，即处于不同区域的 UE可均衡的目标小区可能不同。应用栅格信息可以提前

预判 UE是否适合均衡，以及可均衡的目标小区，提升总体性能。

UE所处栅格有可均衡小区：该 UE执行盲均衡减少异频测量，提高 UE 迁

出速度，缩短负荷不均衡时间，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区域内总体吞吐量得到提升。

该功能也已在福建泉州外场完成了测试验证，基于虚拟栅格的负载均衡方案

相较于传统负载均衡方案性能提升的测试结果如下表显示。

基于虚拟栅格免测量的负载均衡

高负荷持续时长减少百分比 13.25%

负载均衡次数减少百分比 15.46%

异频测量上报提升百分比 83.44%

异频测量重配提升百分比 54.28%

从测试可以看出基于虚拟栅格的负载均衡方案在均衡收敛效率及异频测量

效率方面具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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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推进思路

4.1 研发、测试和应用推进思路

2021年重点推进面向工业视觉，AR/VR工业巡检等业务的 SLA保障服务方

案的研发和测试验证。通过研究和论证，完善无线智慧服务架构、功能及相应流

程。

2022年实现面向远程工业控制等低时延高可靠业务的确定性 SLA 保障。同

时，以切片管理框架为基础，制订无线智慧服务能力开放接口规范。

后续将进一步考虑引入微服务化架构，制订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开放 API 规

范，支持面向行业业务定制的第三方无线智能控制类应用的灵活加载。

4.2 标准推进思路

在标准方面，无线智慧服务架构及方案将在 CCSA 和 3GPP 协同推进。在

CCSA中，推进 TC5 WG9无线网元智能化数据采集、无线网络 AI功能、流程及

架构的分析研究；同时，在 CCSATC7 WG1协同推进业务意图需求和业务特征

导入、业务闭环优化保障及无线网络管控智能化对上层业务的服务接口开放等方

案的研究。在 3GPP 标准中，一方面协同 RAN 在无线数据采集及无线网络 AI

框架的定义；另一方面推进 SA5在管理数据分析、意图管理服务和闭环业务保

障等方面的课题研究。

5. 总结与展望

5G+时代将实现 5G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基于云网融合的无线智慧服务

将成为 5G赋能千行百业的关键因素。无线智慧服务体系架构和方案创新性地提

出无线智能控制平台和无线智能管理平台，面向业务提供确定性的无线速率、时

延、可靠性等服务保障能力和无线信息开放能力，使能网随业动，助力运营商实

现“网络+服务”的多维价值经营，敏捷满足垂直行业定制化和差异化的 5G 网

络服务需求。

无线智慧服务的应用和落地仍存在挑战，例如用户 ID 关联、内外网连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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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问题及鉴权计费问题等。我们将联合产业各方，深入合作，通过试点用例验

证，快速迭代，一起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借此白皮书，我们诚挚地邀请各行业应用方、移动运营商、电信设备厂商、

IT 系统厂商、以及关注无线云网融合智慧服务研究的产业公司和学术研究机构

积极参与无线智慧服务的研究和落地验证，携手构建 5G网络开放智能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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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列表

缩略语 英文全名 中文解释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编程接口

C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通信技术

CPE 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 客户前置设备

DRB Data Radio Bearer 数据无线承载

DT Data Technology 数据技术

DC Dual Connection 双连接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关键性能指标

KQI Key Quality Indicator 关联质量指标

ML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MCS Modulation and Coding Scheme 调制与编码策略

MAC MediumAccess Control 介质访问控制

MEC Mobile Edge Computing 移动边缘计算

HTTP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

PDCP Packet Data Convergence Protocol 分组数据汇聚协议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务

QoS Quality of Service 业务质量

QoE Quality of Experience 体验质量

VR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RSRP Reference Signal Receiving Power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LC Radio Link Control 无线链路控制

RRC Radio Resource Control 无线资源控制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业务等级协议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持向量机

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 长短期记忆网络

UPF User Plane Function 用户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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