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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通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大客户对于运营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80％的
通信收入来源于20％的大客户。发展大客户用户，可以使运营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

库

大的价值利益。为了改进大客户售后服务质量和响应时间，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市场整
体竞争力，降低大客户相关业务维护工作的复杂度，需要尽快建设以客户和业务为管

要

理中心的网络故障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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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研究的网络故障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多专业、综合化的管理系统；它是收
集、传输、处理和存储有关网络维护、运营和管理信息的一个网络故障管理信息系统；
它能够让后台网络管理部门集中和实时监控大客户业务的运行质量和网络运行状况，

论

先于客户发现故障，变被动维护为主动维护，确保大客户故障及时得到处理，快速提

士

升大客户业务的保障能力。它体现了集中化的网络管理理念，也将是未来网管系统发
展的趋势。

硕

研究的主要工作有系统需求分析、概要设计、系统功能设计、系统详细设计与实

学
博

现、系统测试。采用TMN与J2EE技术结合的技术路线，描述一种结合梯形功能模型
和分布式技术的跨平台、多接口设计方案，解决了混合网元及多个专业网络的综合管
理。

大

本文的最后描述了测试的环境、方法，并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测试用例进行说
明，进而对系统实际应用的情况做了介绍。最后对整个论文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

厦

门

了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并对该方案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Web；告警采集；故障管理

Abstract
At present, competition for the telecom market has been much fiercer. The key client
is definitely important to operators. Over 80％ income is derived from 20％ key client.

库

To develop the key client, the operators Call earn more benefit from the market.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after-sale service quality and response time, also the client

要

satisfac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power, reduc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intenance

which is focus on client and servi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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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work related with key client, need to build the integrated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d the integrated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a
multi—professional, integrated system. It will collect, transmit, handle and store

论

information about network maintenance, operation, management. The system can help the
background network management department control and supervise the operation quality

士

and status of client business centrally, detect troubles before client, replace the passive

硕

maintenance by active maintenance to make sure all the faults will be handled in time; also
it can step up the capacity of client business guarantee. It incarnated the idea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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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will be the evaluative direction of network management in

The main researches were system requirement analysis, general design, system

大

architecture and window module detail design and test. It adopted a technology path that
combines TMN standard with J2EE technologies, solved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门

mixed network elements and multi-professional networks.

厦

At the end of this dissertation, it described the test environment and ways, selected

the most representational test cases for explanation. It also introduced the applied
circumstances. Final part is the summary of the whole paper work, pointed out the plac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expected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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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库

近年来，随着国内通信运营商的不断重组优化和通信市场的开发，行业垄断的局
面已一去不复返。通信运营商在通信市场上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这种格局的改变使得

要

通信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客户服务质量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通信运作模式正在

文
摘

从以业务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而耳熟能详的“二八"原理在通信业中也仍然是
不变的法则，即：80％的利润是由20％的客户创造，这部分客户是通信市场中最有价
值的客户，也即所谓的大客户。

论

大客户是实现企业利润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原因很简单，锁定有

士

价值的大客户用户，可以在和对手的竞争博弈中争得先手。因此，只有对客户提供优
质的网络及服务，才能提高客户对运营商的满意度。留住原有大客户、发展新的大客

硕

户、提高大客户的忠诚度和充分发掘客户的盈收潜力成了各运营商高度重视的战略性

学
博

任务。

企业、行业大客户由于其特殊的业务需要，对于通信质量有高标准、高要求。当
前运营商竞争大客户市场的重中之重是在满足基本语音、数据业务需求的基础上，提

大

供能够为大客户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增值业务。因此，在不断提高网络服务质量的前
提下，运营商还需要根据不同大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差异化网

门

络服务。

厦

大客户是通信业务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公司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所指的大

客户是指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使用电信业务种类多样、电信业务量大、电信使用费
高、跨区域联网，成为竞争对手争夺对象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客户群体。它是根据客
户的电信消费水平、社会地位及其发展潜力等对电信客户市场进行细分的结果。大客
户已经成为目前通信市场竞争的焦点，在企业转型时期和3G时代企业间竞争的焦点。
1. 大客户市场分析
大客户又称集团用户，通常是指政府机构、大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集团及其分

支机构。虽然大客户在数量上只是一小部分，但是根据经济学中的二八定律，８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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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收入是由２０％的客户创造的，大客户在运营商的业务上占主要份额，也是运
营商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各大运营商均把大客户作为各自的战略重点。
大客户业务市在场中，谁能实现更低的成本和价格、更高的服务质量和更能适应
大客户业务发展，更好地满足大客户的动态需求，谁就能在大客户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2. 大客户通信需求

库

大客户虽然遍布各行各业，但在业务需求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共性，主要包括以下
三方面的业务：传统语音业务；高速上网及视频业务；数据业务。可见大客户业务需

要

求呈现出综合多业务特点。

文
摘

另外，大客户由于其性质、业务等因素决定，对通信业务具有以下要求：安全性，
尤其是专网业务；可靠性，要求能够提供电信级的业务可靠性；扩展性，随着业务拓
展，大客户必然要求业务承载专网同时扩展；业务覆盖面广，如金融系统客户，业务

论

点多、分布范围广；带宽需求高，一般都要求2Mb以上的带宽。

3. 大客户组网原则

硕

网结构基本上是星型或树型。

士

最后，从网络结构来看，大客户由于其业务信息流向基本上是集中型的，因此组

学
博

基于以上大客户专网需求，在组网时，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原则或问题：第一，业
务保证，即如何保证大客户业务的安全性、可靠性和QoS；第二，综合建网，这是由
大客户多种业务需求所决定的；第三，网络管理，只有强大的网络管理能力，才能保

大

证大客户专网的安全、可靠，因此，网管也是实施大客户专网的重点；第四，投入成
本，从客户的角度，专网只是支撑其业务的手段，因而希望能够尽量降低自己的投入；

门

从运营商的角度，也希望能够实现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在保证业务的前提下，组

厦

网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重点。
目前，为大客户提供数据网接入平台，已成为运营商普遍使用的方式。然而，虽

然大部分运营商对于骨干数据网的网管系统建设已经相对完善，网络维护经验也比较
丰富，但是却很少有针对大客户接入专业网管系统的接入服务，无法提供完善的区别
化服务，这往往造成大客户网络出现故障不能及时发现、排除，致使客户抱怨甚至给
竞争对手造成机会，导致客户流失。
下一代网络是以分组交换为核心的业务驱动型网络，与现有的网络架构完全不
同。如何兼顾网络技术发展和投资保护，快速响应大客户个性化的综合业务需求，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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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接入层投资建设的焦点问题。然而，在业务提供上，由于现有接入层网络因核心
网分离而采用叠加建网的方式，导致业务的开展受交换机机型的限制和制约，与NGN
分层建设的思路相矛盾，业务扩展性差。对于占网络整体投资70％的接入层来讲，要
实现接入层的融合，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
现阶段，许多运营商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在综合接入网的维护上，运维体制

库

由原有的分散维护体制向统一集中网管和大客户SL^服务的方向进行调整。因此，有
必要建立一种“以客户为中心、效益为导向"的综合网络故障管理信息系统，针对大客

要

户综合业务的发展趋势，做好维护体制变换的准备；面对大客户综合业务需求的变化，

文
摘

在有效降低维护成本，确保网络安全、高效运行的同时，提高对用户、对市场的响应
速度，更好地为用户和市场服务。

为了改进大客户售后服务质量和响应时间，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市场竞争力，降低

论

大客户相关业务维护工作的复杂度，需要尽快建设以客户和业务为管理中心的网络故

士

障管理信息系统。本文基于以上的设计目标，详细分析了市场对多专业综合网络的管
理需求，设计并开发了网络故障管理信息系统，有针对性、创见性地解决了现有网管

硕

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能够让后台网络管理部门集中和实时监控大客户业务的运

学
博

行质量和大客户网络的运行状况，先于客户发现故障，变被动维护为主动维护，确保
大客户故障及时处理，快速提升大客户业务的保障能力。

大

1.2 网络管理的研究现状

门

网络管理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大型、复杂、涉及面宽的软件系统，它涉及的技术很
多，如数据库管理技术、人机界面技术等一些通用的技术和一些用于网络管理的网络

厦

管理技术[1]。常用的网络管理技术有基于SNMP的、面向计算机网和数据网的网络管
理技术；基于OSI系统管理的、面向互连的网络管理技术；基于TMN的、面向通信网
的网络管理技术；基于CORBA的、面向网管系统互连的网络管理技术；基于ODP的、

面向分布处理的网络管理技术以及基于JAVA和基于WEB的网络管理技术等等。
1.2.1 TMN 网络管理框架协议
通信管理网TMN是国际电联ITU-T借鉴OSI中有关系统管理的思想及技术，为管
理通信业务而定义的结构化网络体系结构，TMN基于OSI系统管理ITU—U X.700／

3

基于 Web 的联通网络故障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ISO 7498-4)的概念[2]，并在通信领域的应用中有所发展。它使得网络管理系统与通信
网在标准的体系结构下，按照标准的接口和标准的信息格式交换管理信息，从而实现
网络管理功能。
TMN模型是现在通信网管中运用的主流框架，核心思想是以网管网，通信管理
网是一个逻辑上与通信网分离的网络，通过标准的接口(包括通信协议和信息模型)与

库

通信网交换管理信息从而达到对通信网控制和操作的目的。

的几个管理节点管理通信网络中分布的通信设备。

要

TMN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使管理功能与通信功能分离。网络管理者可以从有限

文
摘

国际通信联盟(ITU)在M.3010建议中指出，通信管理网的基本概念是提供一个有
组织的网络结构，以取得各种类型的操作系统(OSS)之间、操作系统与通信设备之间
的互连。它采用商定的具有标准协议和信息的接口进行管理信息交换的体系结构。提

论

出TMN体系结构的目的是支撑通信网和通信业务的规划、配置、安装、操作及组织。

士

通信管理网TMN的目的是提供一组标准接口，使得对网络的操作、管理和维护
及对网络单元的管理变得容易实现，所以，TMN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网管

硕

各部分之间的互连性的要求。集中式的管理和分布式的处理是TMN的突出特点。

学
博

1.2.2 网络管理接口技术研究

如图1-1所示，网络管理接口包括底层使用的通信协议、应用层使用的网络管理
协议、网络管理者使用的信息模型三部分[3]。

大

接口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门

Q3接口：CMIP技术，在新系统中已经不再使用。

厦

SNMP技术：SNMP接口技术主要运用于Internet网，由于底层基于UDP传送，稳

定性不好；而且管理效率低下，难以动态协同工作。
CORBA技术[4]：CORBA接口技术主要运用在分布式网络中：耦合性强，技术门

槛高，维护成本高。

4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论

图1-1 网络管理接口

论

XML／SOAP技术：基于XML的接口技术是网络管理接口技术发展的趋势，它的

士

深层次运用就是将Web Services技术引入网管领域。

硕

浅层次应用：作为一种文本标记语言，描述管理系统中或管理接口中所需的管理
信息，并对内容和格式作出规定。如：配置文件格式等。

学
博

深层次应用：Web Services技术[5]。web Services技术是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具
有松耦合、开放性等技术特点。由于现在的通信网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专业网管系统，
各专业网管系统之间是异构、孤立的。Web Services技术能很好地整合现有专业网管

大

系统，解决异构系统协同工作的问题。

门

1.3 主要研究内容

厦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基于已有的结构、孤立的专业网管系统，设计并实现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集成不同厂家设备、不同专业网络，以客户为中心，以管理为基础的
多专业综合网管。我的工作主要涉及到视图管理子系统的需求分析与详细设计；并且
实现了对多个专业网组成网络的综合管理多数据源支持与

接口技术，也即支持底层分布式异构数据源的接入访问。
主要工作内容有：
(1) 调研网络管理发展现状、Web技术与网络管理结合的前景。
(2) 参与系统详细需求分析，确定要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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