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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一种用于提供数据分析管理(DAM)的

改进的系统和方法，特别地用于具有多个域的无

线网络。一些实施例利用阶层式DAM结构。该阶层

包括提供互联网络DAM的全局DAM功能，以及提供

网络内DAM的域DAM功能。一些实施例在域内利用

多个本地DAM功能。在一些实施例中，全局DAM可

以通过第三方来实施。在其它实施例中，可以通

过第三方实施全局DAM。在其它实施例中，不同的

互联网络，通过在非自有的基础设施上利用虚拟

网络切片，进行网络间操作，以提供在每个运营

商附近什么呈现为全局网络。对于该实施例，可

以在每个切片基础上执行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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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供数据分析信息的方法，所述方法通过数据分析管理DAM系统来执行，包括：

从请求者接收数据分析信息的请求，其中，所述数据分析信息的请求包括特定网络切

片的网络切片利用的请求；

配置多个DAM实体以收集网络数据，其中，所述配置多个DAM实体以收集网络数据包括

配置多个DAM实体以收集由所述特定网络切片利用的来自基础设施元件的关于使用的网络

数据；

从所述多个DAM实体接收所述网络数据；

整合所述网络数据以产生满足所述请求的数据分析信息；以及

将所述请求的数据分析信息提供至所述请求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配置多个DAM实体包括对任何之前没有被实

例化并且需要用来满足所述请求的DAM功能进行实例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所述网络数据包括从通过所述多个DAM实体

的每个所填充的数据库中获取所述网络数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DAM系统包括网络域功能并且所述多个DAM实

体的每个是实例化的本地DAM功能以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收集数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对所述本地DAM功能进行实例化以接近于所述本

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在节点内对所述本地DAM功能进行实例化以从网

络基础设施元件簇中收集数据。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本地DAM功能的位置取决于所述请求的性质。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本地DAM功能提供不同类型的数据，所提供的

所述数据取决于所述请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DAM系统包括全局域功能，并且所述配置多个

DAM实体包括配置多个域功能以在每个域的基础上提供DAM信息，同时每个域功能用于配置

本地DAM功能以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收集本地DAM数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请求者是基础设施管理者功能。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请求者是客户服务管理CSM功能。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请求者是网络客户，其由运营数据分析管理

(DAM)功能的无线网络运营商提供虚拟网络切片，并且所述请求包括网络切片利用的请求。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请求者是第三方。

14.一种用于数据分析管理DAM实体的设备，包括：

网络接口，用于接收数据分析请求和发送指令，其中，所述数据分析请求包括特定网络

切片的网络切片利用的请求；

处理器；

非暂时性存储器，用于存储指令，当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时，所述指令使所述DAM

实体执行：

根据从请求者接收的数据分析信息的请求，配置多个额外DAM实体以收集网络数据，其

中，所述配置多个额外DAM实体以收集网络数据包括配置多个本地DAM功能以收集由特定网

络切片利用的来自基础设施元件的关于使用的网络数据；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8028780 B

2



对从所述多个额外DAM实体接收的网络数据进行整合以产生请求的数据分析信息，以

满足所述请求；以及

将所述请求的数据分析信息提供至所述请求者。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用于DAM实体的设备，其中，配置多个额外DAM实体的所述指

令包括对任何之前没有被实例化并且需要用来满足请求的额外DAM功能进行实例化的指

令。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用于DAM实体的设备，其中，所述DAM功能是网络域功能并且

所述多个额外DAM实体的每个是实例化的本地DAM功能以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收集数

据。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用于DAM实体的设备，其中，对所述本地DAM功能进行实例化

以接近于所述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用于DAM实体的设备，其中，所述本地DAM功能提供不同类型

的数据，提供的所述数据的类型取决于所述请求。

19.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用于DAM实体的设备，其中，所述DAM功能是全局域功能并且

所述配置多个额外DAM实体的指令包括配置多个域功能的指令，以在每个域的基础上提供

DAM信息，每个域功能用于配置本地DAM功能以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收集本地DAM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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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数据分析管理的方法及设备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享有于2015年09月16日提交的题为“用于数据分析管理的方法及设

备”、申请号为62/219,497的美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

中。本申请还要求享有于2015年08月15日提交的题为“用于数据分析管理的方法及设备”、

申请号为15/237,225的美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涉及数据分析管理领域。

背景技术

[0004] 无线网络包括许多个基础设施元件。该基础设施元件包括接入点和基站，用于与

移动设备、网关、诸如认证授权和计费以及策略和计费规则执行功能的功能性服务节点进

行通信。移动设备应该被理解为连接至移动网络的设备，包括用户设备(UE)和其它无线设

备。不同地理传输区域可以由不同的无线网络服务提供商来管理和操作，每个无线网络服

务提供商利用各种基础设施元件来给设备提供通信服务。

[0005] 移动设备可以包括使用无线基础设施通信但通常不能移动的设备。该设备的示例

包括智能仪表，其利用机器类型通信(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MTC)向公共事业公司

提供使用信息。可以存在上千个该MTC设备，全部使用相同的服务。

[0006] 有必要对提供给无线设备的与通信服务有关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通常，数据

的收集和分析涉及基础设施元件记录(收集)数据以及将记录的数据发送给请求者。然而，

随着部署设备的数量的增加，以及给这些数量增加的设备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元件的数量

的增加，加上网络可以被不同实体操作和使用的事实，出现了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的挑战。

例如，随着使用无线网络的设备的数量的增加，大量的网络资源可能用于记录和报告数据，

潜在地将重叠的数据被发送到各方。这可能会消耗可以被更好地用来向消费者提供网络服

务的网络资源。

[0007] 该背景信息被提供以展现申请人认为可能与本发明相关的信息。并不必然意味着

承认，也不应当解释为，任何前述信息构成抵触本发明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8] 因此，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目标是提供一种改进的用于提供数据分析管理(Data 

Analytics  Management，DAM)的系统和方法。实施例提供了用于收集和提供数据的集中服

务以满足不同方的不同请求，而不是让每个基础设施元件记录数据并且潜在地多次向不同

方发送大量数据。本实施例尤其可以用于无线网络，并且更具体地用于具有多个域的无线

网络。一些实施例利用阶层式DAM架构，该阶层包括提供网络间DAM的全局DAM实体，以及提

供网络内DAM的域DAM实体。一些实施例在域内利用多个本地DAM实体。在一些实施例中，可

以通过第三方实施全局DAM。在其它实施例中，不同的互联网络在非自有的基础设施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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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网络切片进行网络间操作，以提供在每个运营商附近什么呈现为全局网络。对于该实

施例，可以在每个切片基础上执行DAM。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按需实例化和/或配置DAM实体。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通过域

DAM或者响应于域DAM的指令实例化/配置本地DAM实体。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具有域DAM实体的分布式DAM拓扑，域DAM实体整合从

多个本地DAM实体接收的数据并且将结果提供给可能来自全局DAM功能的请求者。这可以用

于数据记录、网络资源利用、计费以及其它应用。还有，在一些实施例中，DAM实体可以给其

它网络运营服务和网络客户按需提供服务，包括虚拟网络运营商、过顶传球(Over-The-

Top，OTT)网络客户(他们通常操作自己拥有的网络给用户提供内容)以及企业客户。

[0011] 另一方面提供了包括处理器和存储软件指令的机器可读存储器的处理系统，当执

行软件指令时，使处理器实施本文公开的方法，包括实例化和迁移虚拟实体，以实现所述方

法。

[0012]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提供数据分析信息的方法，该方法通过数据分析管

理(DAM)功能来执行。该方法包括从请求者接收数据分析管理(DAM)的请求。该方法还包括

配置多个DAM网络功能以收集网络数据。该方法还包括从多个DAM网络功能接收网络数据。

该方法还包括整合网络数据以产生请求的数据分析信息以满足请求。该方法还包括将请求

的数据分析信息提供给请求者。在一些实施例中，配置多个DAM网络功能包括对任何之前没

有被实例化并且需要用来满足请求的DAM网络功能进行实例化。在一些实施例中，接收网络

数据包括从通过多个DAM网络功能的每个填充的数据库中获取所述网络数据。在一些实施

例中，第一DAM功能是网络域功能并且多个DAM网络功能的每个是实例化的本地DAM功能以

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收集数据。在一些实施例中，对本地DAM功能进行实例化以接近于

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在一些实施例中，在节点内对本地DAM功能实例化以从网络基础设

施元件簇中收集数据。在一些实施例中，本地DAM功能的位置取决于请求的性质。在一些实

施例中，本地DAM功能提供不同类型的数据，所提供的数据取决于请求。在一些实施例中，第

一DAM功能是全局域功能，并且配置多个DAM网络功能包括配置多个域网络功能以在每个域

的基础上提供DAM信息，同时每个域功能用于配置本地DAM功能以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

收集本地DAM数据。在一些实施例中，请求者是基础设施管理者功能。在一些实施例中，请求

者是客户服务管理(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CSM)功能。在一些实施例中，请求者是

第三方。在一些实施例中，请求者是网络客户，其由运营数据分析管理(DAM)功能的无线网

络运营商提供虚拟网络切片，并且所述请求包括网络切片利用的请求。在一些实施例中，数

据分析信息的请求包括特定网络切片的网络切片利用的请求，并且其中，配置多个DAM网络

功能以收集网络数据包括配置多个DAM网络功能以收集由特定网络切片利用的来自基础设

施元件的关于使用的网络数据。

[0013]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数据分析管理(DAM)网络功能。该DAM功能包括用于

接收数据分析请求和用于发送指令的网络接口。该DAM功能还包括处理器以及用于存储指

令的非暂时性存储器，当通过处理器执行所述指令时，使数据分析管理网络功能实施本文

描述的方法。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指令使DAM功能进行根据从请求者接收的数据分析信息的

请求，配置多个额外DAM网络功能以收集网络数据。该指令还使DAM功能网络对从多个额外

DAM网络功能接收的数据进行整合以产生请求的数据分析信息，以满足请求。该指令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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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功能进行将请求的数据分析信息提供至请求者。在一些实施例中，配置多个额外DAM网

络功能的指令包括对任何之前没有被实例化并且需要用来满足请求的额外DAM网络功能进

行实例化的指令。在一些实施例中，DAM功能是网络域功能并且多个额外DAM网络功能的每

个是实例化的本地DAM功能以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收集数据。在一些实施例中，实例化

本地DAM功能以接近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在一些实施例中，本地DAM功能提供不同类

型的数据，提供的数据的类型取决于请求。在一些实施例中，DAM功能是全局域功能并且配

置多个额外DAM网络功能的指令包括配置多个域网络功能的指令，以在每个域的基础上提

供DAM信息，每个域功能用于配置本地DAM功能以从本地网络基础设施元件收集本地DAM数

据。在一些实施例中，数据分析信息的请求包括特定网络切片的网络切片利用的请求，并且

其中，配置多个额外DAM网络功能以收集网络数据的指令包括配置多个本地DAM网络功能以

收集由特定网络切片利用的来自基础设施元件的关于使用的网络数据的指令。

附图说明

[0014] 通过结合附图，从以下的详细描述中，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变得显而易见，

其中：

[0015] 图1示意性地示出了基站记录数据并将数据提供至多个请求者的系列。

[0016] 图2示出了与请求者和基础设施交互的数据分析管理(DAM)系统的实施例。

[0017] 图3示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包括DAM功能的无线通信网络(WCN)的架构。

[0018] 图4示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的提供数据分析信息的方法的流程图。

[0019] 图5示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DAM与基础设施管理者交互的流程图。

[0020] 图6示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DAM与客户服务管理(CSM)实体交互的流程图。

[0021] 图7示出了根据另一个实施例的DAM与CSM实体交互的流程图。

[0022] 图8示出了根据另一个实施例的DAM与虚拟网络运营商(VNO)交互的流程图。

[0023] 图9示出了可以用于部署或者实例化WCN的组件的处理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一代无线通信网络(WCN)架构被预想为使用诸如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和网络

切片的特征向多种类型的客户提供多种服务。还有，可能涉及提供通信服务的不同类型的

实体，包括提供虚拟网络服务的虚拟网络运营商(VNO)，可能使用非VNO拥有的或控制的网

络基础设施。

[0025] 随着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到来，数千个设备可以连接到无线网

络。这些设备称作机器类通信(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MTC)设备，其包括智能仪表，

给公用事业公司提供使用信息。还有，网络运营商可以给每个公共事业提供虚拟网络，例

如，给每个公共事业提供网络切片。每个公共事业可以请求关于其网络使用的数据，例如，

请求网络切片利用的数据，或者请求诸如监视已接收的服务的管理功能的数据，或者请求

使用动态(波动)定价的情况下在非峰值期间预测或者调度通信的数据。

[0026] 图1示意性地示出了基站记录数据并将数据提供至多个请求者的系列。在这个示

例中，示出了三个接入点(Access  Point,AP)10、20、30，其可以是基站或者其它类型的接入

节点。在该示例中，示出了两个公共事业，即煤气公共事业40和电力公共事业50，同样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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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络运营商60。每个AP可以提供与大量设备连接。例如，AP  10可以给大量煤气公共事业

仪表70和电力公共事业仪表80提供连接。相似地，AP  20可以给大量煤气公共事业仪表71和

电力公共事业仪表81提供连接并且AP  30可以给大量煤气公共事业仪表72和电力公共事业

仪表82提供连接。每个AP可以给其它设备提供连接(未示出)。每个AP  10、20、30记录关于网

络使用的数据。可以通过各种请求者请求数据。例如，煤气公共事业40，为了获得其设备的

网络利用数据，其可能需要通过将请求41发送至AP  10、将请求42发送至AP  20以及将请求

43发送至AP  30，经由运营子系统(Operation  Sub-System，OSS)，以从每个AP请求数据。煤

气公共事业可以为保证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QoS)或者体验质量(Quality  Of 

Experience，QoE)的目的而做到这一点，以便获得服务交付性能统计和分发。相似地，电力

公共事业50可能需要通过将请求51发送至AP  10、将请求52发送至AP  20以及将请求53发送

至AP  30，可能再次经由OSS，以从每个AP请求数据。相似地，网络运营商60可能需要通过将

请求61发送至AP  10、将请求62发送至AP  20以及将请求63发送至AP  30，以从每个AP请求数

据。可以理解，这仅是实例并且通常网络可以具有许多额外的AP和请求者。因此，这些请求

和随后的响应利用了可能是重要的网络资源，尤其是随着设备数量和将要记录的数据类型

的增加。

[0027] 因此，不是每个AP都记录数据并且将原始数据提供给数个不同的请求者，实施例

提供可以收集和提供数据的数据分析管理(DAM)系统和方法，并且在一些实施例中，分析数

据以满足来自不同方的不同请求。

[0028] 图2示意性地示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DAM功能和其它部件之间的交互。在这个实施

例中，由无线网络运营商来控制的DAM系统200，收集和分析从通用无线网络基础设施

(General  Wireless  Network  Infrastructure，GWNI)元件230接收的数据。GWNI元件230包

括无线电接入网络(Radio  Access  Network，RAN)节点，诸如接收器、天线、基站(Base 

Station，BS)、基站收发台(Base  Transceiver  Stations，BTS)、节点B(Node-B)、演进节点B

(evolved  Node-B，eNode  B)、家庭节点B、家庭eNodeB、站点控制器、AP、数据中心、包括由合

适控制器控制的远程无线电头(Remote  Radio  Head，RRH)的C-RAN簇以及包括在这些节点

和其它网络之间路由数据的网络元件和链路的其它网络组件。基础设施元件230将原始网

络数据中继至DAM系统200。DAM系统200可以收集、整合，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分析数据以根据

每个请求的性质向不同实体提供信息。因此，在一些实施例中，DAM系统200可以提供不同类

型数据的集中式集合器以满足请求，并且可以根据请求的性质提供和/或分析不同类型的

数据。这样，在一些实施例中，DAM系统可以配置并且可以通过将需求的DAM提供至请求者来

提供DAM式服务。在一些实施例中，DAM系统200可以呈现为单个集中式功能，可能实际上是

分布式系统。因此，正如将在下面解释的，DAM系统200可以包括多个DAM实体。因此，DAM实体

接收来自请求者的信息请求。DAM实体接收来自GWNI元件的原始数据，分析记录信息并且然

后将结果输出至请求者。结果可以是由DAM实体编译的数据库的形式。如上面讨论的，DAM实

体可以被组织成阶层式架构。这使得DAM实体能够向DAM客户提供“DAM式服务”，其中，DAM实

体的阶层用作对应GWNI的接口，从而提供与对应请求者的网络操作相关的各种类型的数

据。

[0029] 请求者可以包括基础设施管理(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InfM)实体240、客

户服务管理(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CSM)实体250或者网络客户260。基础设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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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30可以由服务提供者拥有，但是应该理解，他们作为接收数据DAM实体的拥有者不一定

拥有相同的无线网络运营商(WNO)。例如，虚拟网络(Virtual  Network，VN)运营商(VN 

Operator，VNO)可以提供例如通过网络切片的方式在WNO基础设施上运行的VN服务。在这种

情况中，VNO可以操作DAM实体，该DAM实体收集和分析从WNO基础设施接收的信息。可选地，

VNO可以是请求者，并且接收来自WNO的DAM实体的信息。可以通过DAM提供的信息的一个示

例是切片资源利用。这可以用于确定支付的切片(slice  paid)是否合适，或者是否应该采

用更大或者更小的切片。除了指示是否应该采用更大或更小的切片之外，一些实施例还可

以提供应该从现有切片增加或者减少资源的量的指示。此外，一些实施例可以通知是否有

任何额外资源(对于较大切片)可用。

[0030] InfM实体240负责GWNI  230，或者GWNI  230的子集的管理。应该理解，不是所有的

GWNI元件230必须通过相同的实体拥有和运营，并且可能有多个InfM实体。例如，InfM实体

240可以负责无线接入网络中的节点配置、私有网络的整合、私有数据中心的整合以及网络

拓扑配置的一个或者多个。InfM实体240可以经由管理平面接口(如通过第三代合作伙伴计

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定义的现有的M-M接口)来请求网络统计

记录，例如通过M-M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InfM实体240管

理基础设施元件以按需分配资源来提供请求的服务。例如，当节点不需要时，InfM实体240

可以关闭节点，并且当他们需要并且可用(可能来自其它网络)，以及容量不满足需要时，

InfM实体240可以节流服务或者借用资源。为了做到这些，InfM实体240可能请求基础设施

资源利用统计和分发。例如，InfM实体240可能请求跨越地理区域(其可以包括云(cloud)中

(例如，在数据中心内)和链路中的负载)的流量负载分发。

[0031] CSM实体250也可以通过M-M  API来提出请求。应该理解，CSM是广义的分类并且可

以提供各种功能。例如，CSM可以包括体验质量(QoE)保证管理，以确保满足服务质量(QoS)/

QoE要求。例如，CSM实体250可以跟踪、分析和报告诸如QoS和延迟的因素。如果需要确保QoE

要求得到满足，则CSM实体250可以跟踪图案并且可以分配/改变资源。例如，CSM实体250可

以是CSM-QoS保证功能，其可以，可能在每个切片基础上，请求服务交付性能统计和分发。作

为另一个实例，CSM实体250可以是CSM-QoS管理功能，其可以请求，例如，每个切片负载统计

和分发，和/或每个切片资源利用和分发。因此，CSM实体250请求可以由本文描述的DAM实体

200提供的网络数据。CSM  250也可以包括上下文管理功能，其中，可以为不同的服务定义不

同的上下文，并且可以在逐个服务(service-by-service)基础上管理不同的上下文。例如，

CSM实体250可以是CSM-上下文功能，其可以请求，例如，设备交换(commute)图案统计和/或

设备通信图案统计。另一个实例是CSM计费。应该理解，在通常的LTE网络中，通过分组网关

(Packet  Gateway，P-GW)执行记录流量和计费。然而，仅对于无线网络和因特网之间的业务

流起作用。由于更多功能在RAN内部提供，可能会有更大量的流量不离开网络。除能够对RAN

中的数据处理收费之外，运营商可能需要就网络之间的流量向客户收费的能力。还有，即使

计费不是一个因素，能够获得离开网络的流量统计对于利用虚拟化的网络中的网络切片供

应也很重要。因此，对于更多的通用数据流，有必要进行CSM计费和记录。实施例提供分布式

的记录和计费CSM解决方案。这些的每一个将在下文更加详细地讨论。另一个实例包括CSM

认证和授权。可以与本公开的DAM实体接口的CSM应用的更多细节在2015年6月1日提交的申

请号为62/169,084的美国临时专利中进行讨论，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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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因此，DAM系统200提供的数据分析管理(DAM)，其基于请求实体的要求来向所有上

述实体提供数据记录和分析服务。在一些实施例中，DAM系统200是提供来自GWNI的数据访

问的唯一管理实体。按照这种方式，将其它管理实体与原始数据隔离以避免不必要的请求

重复(并且结果导致资源消耗)。在一些实施例中，DAM系统200使得“数据分析式服务”，可以

被提供至网络运营商的管理实体以及第三方两者。在一些实施例中，其通过使用诸如M-M 

API的统一接口来简化。

[0033] 参考图3，示出了包括阶层式数据分析管理(DAM)逻辑架构的无线通信网络(WCN)

的实施例。该架构包括在WCN的不同部件上部署的具有各种DAM功能的逻辑拓扑。WCN包括两

个网络运营商域(域A  360和域B  380)，其通过高容量传输网络300链接。每个域具有与其相

关联的域DAM功能。在图1中示出的DAM阶层示例包括全局DAM功能310，其可以部署在数据中

心(DC)云中，并且在一些实施例中，其可以通过每个域运营商信任的第三方管理。在全局

DAM下是多个域DAM功能(D-DAM)320、322。如果需要，可以与面向服务的网络自动创建

(SONAC)实例361、381结合来部署每个域DAM功能。每个域可以具有多个本地DAM功能(L-

DAM)。示出的域A  360包括与接入点333相关联的L-DAM  332，接入点333可以是由一个或多

个控制器集中控制的远程无线电头簇。域A  360还包括路由器3331相关联的L-DAM  330。示

出的域B  380包括与接入点383相关联的L-DAM  382和与接入点393相关联的L-DAM  392。应

该注意，这是简化的附图，每个域仅示出两个基础设施元件，但是在域中通常可以有许多基

础设置。此外，本地DAM可以与多个AP相关联(例如，中继多个AP产生的数据并且在一些实施

例中分析多个AP产生的数据)。如下面讨论的，存在潜在的多级DAM功能(例如，全局/域/本

地/等)。然而，该分布式系统可以包括更多级的较大网络。例如，本地DAM可以负责收集几平

方公里的本地区域的数据，而城市DAM可以收集并且分析城市内的本地DAM的数据，并且阶

层中的下一级别的区域DAM可以具有高于上述的省级或国家级DAM。参考包括本地、域以及

全局级(每一级具有他们自己的DAM实体)的简化的阶层，讨论示例性实施例。

[0034] 在较大网络的实施方式中，将网络划分成一系列较小的网段可能是有利的。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可以在由不同基础设施提供者运营的基础设施集合上创建不同的网络段。

这些段可以形成用于不同网络域的基础并且可以被考虑为具有网络ID的单独网络。全局

DAM310收集和分析域间基础上的数据，可以为D-DAM监管的任何网段按需提供数据分析信

息，以及在全局DAM可访问的数据的基础上提供全局数据分析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DAM服

务可以为阶层中的任一级按需提供。应该理解，在一些实施例中，具有单个域的网络运营

商，不需域间DAM，可以不需全局DAM实体。

[0035] 如本文使用的，“SONAC”指面向服务的网络自动创建技术，可以被认为是软件控制

器。在各种实施例中，SONAC包括三种使能技术，即软件定义拓扑(Software  Defined 

Topology，SDT)、软件定义资源分配(Software  Defined  Resource  Allocation，SDRA)以及

软件定义协议(Software  Defined  Protocol，SDP)。在给定的SONAC实例中，可以使用SDT、

SDRA以及SDP的一些或者全部。在给定的SONAC实例中包括的这些技术可以是可控制的。在

网络利用虚拟化实施例中，其中，这些SONAC功能的一些可以驻留在协调器中。

[0036] 如图3中示出的，实施例可以包括DAM实体的阶层式逻辑拓扑，其每个提供DAM的不

同方面。全局DAM  310可以，通过与域特定DAM实体320和322的交互，管理网络或跨网络的

DAM要求。如下面讨论的，全局DAM功能310通过传输网络300可通信地连接至域DAM实体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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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如下面讨论的，域DAM320可以接收和回复来自请求者325的请求，并且全局DAM  310可

以接收和回复来自请求者315的请求。如通过来自330、332、382和392的多个实例以示例方

式示出的，在域内建立了多个本地DAM功能。域特定DAM功能和全局DAM功能可以是由数据中

心支持或者跨多个数据中心的虚拟化实体。这些实体可以是驻留在云环境中的离散的实体

或者虚拟化功能。相似地，本地DAM功能，可以由数据中心支持，或者可以被实例化为在本地

网络基础设施元件的处理器上执行的软件模块。

[0037] 可以按需实例化本地DAM功能以执行边缘DAM功能。在一些实施例中，这可以在每

个用户或者每个设备的基础上完成。在其它功能中，存在报告至本地DAM的其它级别的虚拟

用户DAM功能。应该理解，每个DAM功能可以在地理上分离，并且各自部署在WCM的不同部件

上(未示出)。虽然未示出，服务特定的虚拟DAM实体也可以被实例化以满足MTC设备的需求，

其所有与相同服务交互。

[0038] 根据实施例来讨论本地DAM(L-DAM)功能。本地DAM实体可以在本地区域(例如，几

平方公里)内记录、分析和报告基础设施参数。然而，应该理解，本地DAM区域的大小取决于

人口密度、预期流量(同时包括数量和类型)、在区域中GWNI的类型，以及可以专用于本地

DAM功能的处理功率和带宽。在一些实施例中，本地DAM可以简单地将数据中继至将分析数

据的其它功能(例如，域DAM)。在其它实施例中，本地DAM可以进行分析(或者部分地分析数

据)，并且将分析提供至域DAM，该分析可以带或者不带数据。可以为了基础设施元件簇的个

别基础设施元件来建立本地DAM功能。因此，在哪里物理放置或者实例化本地DAM功能的决

定，可以使用与哪里放置网络基础设施节点的决定相似的策略。此外，对于使用网络功能虚

拟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的网络，可以将DAM功能与其它虚拟化网络

功能(VNF)一起实例化，诸如虚拟服务特定或者用户特定的服务网关(virtual  service-

specific  or  user-specific  Serving  Gateway，v-s/u-SGW)。在一些实施例中，这样的用

户或者服务特定DAM功能可以是本地DAM功能。在其它实施例中，在本地DAM以下的阶层式等

级中，当需要时，可以实例化服务/用户特定DAM功能。

[0039] 现将根据实施例来讨论本地DAM功能的示例。本地DAM功能可以按需(例如，根据请

求)提供原始数据记录。该数据记录可以包括网络资源状态、流量负载状态以及服务交付状

态。网络资源状态可以包括物理网络资源状态信息，其包括链路状态和处理器状态。应该理

解，处理器状态可以由缓冲/队列状态而来。可以通过WNO基础设施元件来提供用于WNO使用

的物理网络资源状态，其可以响应于来自InfM的请求被提供至InfM。还可以提供虚拟网络/

切片资源状态，例如，可以通过VNO来提供的切片资源利用统计。服务交付统计的示例包括

切片服务QoE统计(其可以通过WNO  CSM-QoE实体或者通过VNO来请求)，或者每个客户或者

服务的QoE统计(其可以通过WNO  CSM-QoE实体或者通过WNO的客户来请求)。

[0040] 这些状态报告可以提供至域DAM(其可以聚集并且对请求者提供更全面报告)或者

直接地提供至请求者(例如，CSM或者InfM实体)。报告不需直接地从本地DAM发送至域DAM。

作为替代方案，本地DAM功能可以将数据保存到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其可以通过域DAM功能

访问。本地DAM实体可以根据请求，与原始数据一同提供本地数据分析信息。

[0041]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通过域DAM功能，可能通过将请求发送至软件定义拓扑

(SDT)实体诸如协调器，来实例化和配置本地DAM功能。

[0042] 现根据实施例来讨论域DAM(D-DAM)功能。D-DAM功能实例化并且配置L-DAM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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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理解，D-DAM功能可以确定L-DAM功能的位置(例如，关于网络拓扑)。可选地，其它网络

功能可以在该功能应该放置的位置上提供输入。SONAC实例或者虚拟网络功能管理器(和/

或协调器)可以基于D-DAM功能的指令来实施实例化和配置VNF  L-DAM实体。D-DAM功能收集

来自L-DAM的信息并且分析数据。DAM数据包括网络资源管理相关的数据，其可能是WNO或

WNO的客户(例如，VNO运营商)感兴趣的。WNO可以，例如为了GWNI资源池管理的目的，在地理

区域上或者在域或者在切片的基础上，收集和分析域无线网络资源利用和流量负载分发。

相似地，VNO可以，在地理区域或者在域或者在切片的基础上，收集和分析切片资源利用和

流量负载分发，以便确定VN/切片更新的需求。例如，VNO可以监控切片利用以确定是否需要

更大或者更小切片来满足现有需求级别。D-DAM数据还可以包括QoE保证数据，对提供的服

务级别的计费和/或重新协商有用。QoE数据可取决于客户的类型。例如，QoE包括个别客户

的延迟和速率，或者是否已向域VNO客户下发满意度。垂直客户(例如公用事业公司或者其

它企业网络运营商)通常具有使用服务组合的多种设备。该客户的QoE/QoS数据包括速率、

延迟等的统计，其可以在它们的设备的全部或者子集上来分析。

[0043] 可以通过将数据存储至一个或者多个可访问的数据库，来使得D-DAM数据对全局

DAM或者其它请求者可用。

[0044] 现根据实施例讨论全局DAM功能。在一些实例中，WNO可以因管理原因将网络细分

为不同域。可以由WNO管理全局DAM功能以跨其整个网络提供信息。可选地，全局DAM功能可

以通过第三方来运营，该第三方将网间信息提供至每个WNO并且提供关于每个WNO的网间信

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WNO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域。全局DAM功能相似于D-DAM功能，但是提

供了地理区域上负载分发的全局视图。这对于WNO来说可能是有用的，该WNO提供或者利用

使用其它WNO的GWNI的VN。但是作为一个示例，全局DAM，对给客户提供数据分析信息，可以

是有用的，该客户具有由多于一个的WNO提供的网络服务。例如，公共事业公司可以具有由

第一WNO服务的一些仪表，而可以由第二WNO服务其它，可能在其它城市中的仪表。全局DAM

可以，通过与每个WNO网络相关联的域DAM交互，来整合整个公共事业公司的网络使用。

[0045] 图4中示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提供数据分析信息的方法。可以通过第一数据分析

管理(DAM)功能来执行该方法。该方法包括在步骤410处从请求者接收数据分析信息的请

求。该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步骤415处配置多个DAM网络功能以收集网络数据。该方法进一步

包括在步骤420处从多个DAM网络功能接收网络数据。该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步骤430处整合

网络数据以产生满足请求的数据分析信息。该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步骤440处将请求的数据

分析信息提供至请求者。现将讨论提供更多细节以补充这些方法步骤的额外的非限制性示

例，这些示例取决于诸如请求的性质和网络配置等因素。

[0046] 现将参考图3和图5讨论DAM与InfM请求者交互的过程。图5是根据一个实施例DAM

与域InfM实体交互的流程图。在这个示例中，请求者325是域InfM模块。域InfM将请求510发

送至D-DAM  320，例如，网络资源统计和/或流量负载统计。应该理解，该示例还适用于用作

全局DAM310的请求者315的全局InfM。响应于请求，D-DAM  320配置(520)L-DAM  330、332。应

该理解，该步骤假定L-DAM已经实例化，但是如果没有，L-DAM应该首先实例化。应该注意，在

这个说明书中，DAM可以是DAM实体或者功能的缩写。L-DAM回复(530)结果，该结果可以经由

信令到达D-DAM。该回复可以是发送数据的形式，也可以是带有可由D-DAM访问的所请求的

数据的数据库创建/更新的通知。然后D-DAM  320回复(540)请求者325(在本示例中，In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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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现将参考图3和图6来讨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DAM与CSM请求者交互的过程。图6是

根据实施例示出了与全局CSM实体交互的DAM的流程图。在这个示例中，请求者315是全局

CSM实体，例如，CSM–QoE功能在每个客户基础上提供QoE保证。CSM功能将用于QoE统计的请

求发送(610)至全局DAM功能310。可以在每个服务基础、每个客户基础或者其它基础上请求

QoE统计。全局DAM功能310将请求转发(615)至域DAM  320、322。域DAM  320、322配置(620)本

地DAM。特别地，域DAM  320配置L-DAM  330、332，而域DAM  322配置L-DAM  382、392。应该理

解，本地DAM应该在配置之前被实例化。因此，如果任何本地DAM不是已经被实例化，域DAM功

能将会使它们在NFV使能节点(例如，网络元件)中被实例化。在一些实施例中，域DAM功能将

确定用于本地DAM功能的位置和要求，并且然后根据请求的位置和要求来请求SONAC实体

361、381以实例化本地DAM功能。在一个实施例中，如果在每个用户/服务基础上建立本地

DAM，本地DAM功能可以与v-s/u-SGW同位(co-located)。L-DAM功能将结果回复(630)到它们

相应的域DAM功能。回复可以是带有请求的数据的数据库创建/更新的形式。然后每个域DAM

功能从其本地DAM功能的每个收集数据，整合(640)该数据，并且可以在回复至全局DAM功能

之前执行进一步分析。然后全局DAM310从每个域DAM功能收集数据，整合该数据并且在回复

(650)至CSM–QoE模块之前如果需要可以执行进一步分析。该回复可以以消息形式，或者通

过提供数据库来回复，该数据库包括并且组织请求的数据。应该理解，这仅仅是一个示例，

并且该过程可以施加于其它全局请求者，例如，全局CSM计费实体。

[0048] 此外，应该理解，可以在使用域CSM请求者的每个域级别上同时执行CSM–QoE保证

和计费功能。现参考图3和图7将讨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DAM与CSM请求者交互的过程。图7示

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DAM与域CSM实体交互的流程图。在这个示例中，请求者325是域CSM

实体，例如，执行服务上下文管理的CSM上下文模块。域CSM上下文模块将请求发送(710)至

D-DAM  320，例如，用于每个服务上下文统计。响应于该请求，D-DAM  320配置(720)L-DAM 

330、332。应该理解，如果必要，L-DAM首先可能需要被实例化。因此，如果任何本地DAM不是

已经被实例化，域DAM将使他们实例化。在一些实施例中，域DAM将确定本地DAM的位置和要

求，并且然后请求SONAC实体根据请求的位置和要求实例化本地DAM。本地DAM功能的配置取

决于上下文。在一个实施例中，如果在每个用户/服务基础上建立本地DAM，取决于应用偏好

和QoS/QoE要求和功能，本地DAM功能可以与v-s/u-SGW同位。如果上下文用于移动用户设

备，并且网络利用虚拟用户连接性管理(virtual-user  Connectivity  Management，v-u-

CM)，则L-DAM功能可以与v-u-CM同位。对于v-u-CM的示例，参见2015年6月29日提交的临时

申请USSN  62/186,168和2015年9月2日提交的临时申请USSN  62/213,452，两者的全部内容

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0049] L-DAM回复(730)结果，其可以通过信号回复，或者回复可以是带有请求的数据的

数据库创建/更新的形式。然后D-DAM  320从多个L-DAM收集和整合(740)结果，并且可以执

行进一步分析，例如，对于垂直服务，其中企业客户使用大量设备，并且需要进一步分析其

设备和服务器之间的控制流量。然后D-DAM  320回复(750)至请求者325(在这个示例中，CSM

模块)。回复可以以信息或者具有请求的数据的数据库创建/更新的形式。应该理解，该示例

可以被延伸到用作全局DAM  310的请求者315的全局CSM上下文模块。

[0050] 现参考图8来讨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DAM与VNO请求者交互的过程。在这个示例中，

请求者是将VN资源利用统计和VN流量统计的请求发送(810)至全局DAM功能。作为一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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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应该注意，这对于确定VN或者切片更新是否可用是有用的，例如，增加或者降低分配至

VN或者切片的资源的量。全局DAM将请求转发(815)至在VN中涉及的域DAM。域DAM配置(820)

本地DAM。应该理解，本地DAM应该在配置之前实例化。因此，如果任何本地DAM不是已经被实

例化，域DAM功能将会使它们被实例化。在一些实施例中，域DAM将确定用于本地DAM的位置

和要求，然后请求SONAC实体根据基于VN的逻辑拓扑的请求的位置和要求，实例化本地DAM。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果在VN内的每个用户/服务基础上建立本地DAM，本地DAM可以与v-s/u-

SGW同位。L-DAM将结果回复(830)到它们相应的域DAM。回复可以以具有请求的数据的数据

库创建/更新的形式。然后每个域DAM功能从其本地DAM功能的每个收集数据，整合(840)该

数据并且可以在回复(850)至全局DAM之前执行进一步分析。然后全局DAM从每个域DAM收集

数据，整合(860)该数据并且在回复(870)至VNO请求者之前如果需要可以执行进一步分析。

该回复可以以消息形式，或者通过提供数据库来回复，该数据库包括并且组织请求的数据。

如上所述，可以通过VNO使用该信息以确定是否需要VN切片更新，其可以包括增加或者降低

分配至切片的VN资源的量。此外，应该理解，可以仅在使用域VNO请求者的域的级别处，请求

VNO资源和流量利用统计。

[0051] 如所指示的，通过给数据库提供更新的数据来更新数据库，在阶层中不同实体可

以与在其它级中的实体通信。在一些实施例中，数据库内容可以包括关于网络拓扑的GWNI

相关的数据，其包括与特定云和带宽容量相关联的元件之间的通信；以及基础设施利用、容

量以及负载。数据库内容可以包括与每个切片或者每个VN资源利用、负载、以及每个切片或

者每个服务QoE数据相关的信息。

[0052] 实施例可以容纳对多个设备类型提供多个服务而建立的网络，例如，智能电话或

其他用户设备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服务(语音通话、短信和数据文件交换)。此外网络需要

考虑这些设备要求的移动性和不可预测性。机器对机器客户，例如，公共事业公司，部署上

千个智能仪表，可能需要更可预测的服务，可能具有可预测的时间和持续时间。

[0053] 图9是处理设备1001的示例性结构示意图，该处理设备1001可以用于部署或者实

例化无线通信网络的部件，如DAM、CSM以及InfM实体。如图9中示出的，处理设备1001包括处

理器1010、存储器1020、非暂时性海量存储器1030、网络接口1050、I/O接口1040以及收发器

1060，所有的这些通过双向总线1070可通信地耦合。处理设备1001还包括输入终端和输出

终端，其分别地用于从其它网络部件(未示出)接收输入和输出。

[0054] 通过对前述实施例的描述，本发明可以仅通过使用硬件或通过使用软件和必要的

通用硬件平台来实现。基于该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实施为软件产品的形式。软件产

品可以存储在非易失性或非暂时性的存储介质中，其可以是光盘只读存储器(Compact 

Disk  Read-Only  Memory，CD-ROM)、USB闪存或者可移动硬盘。软件产品包括多条指令，其使

计算机设备(个人计算机，服务器或网络设备)能够执行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提供的方法。例

如，该执行可以对应于如本文所述的逻辑操作的模拟。软件产品可以额外地或替代地包括

多条指令，其使得计算机设备能够执行用于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配置或者编程数字逻

辑设备的操作。

[0055] 虽然已经参考具体特定特征及其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显然，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修改和组合。因此，说明书和附图仅被视为由所附权利要求

限定的本发明的说明，并且被设想为覆盖落在本发明的范围内的任何以及所有修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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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或者等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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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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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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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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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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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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