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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智库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2.7%，未能打破自2011年以来增幅

低于3%的走势。然而，数字经济正以每年10%的增幅发展，是全球经济增速的3

倍以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看到，国家经

济的发展不应只注重数量的提升，更应关注质量的提升。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数

字经济转型成为必经之路。

纵观最近10年，ICT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宽带网络的普及和易于获得，基

于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创新，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产，推动人类从基础创新、

互联网创新走向数据创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数字基础设施是加

速这一转型的关键基础。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新加坡智慧国，亦或是数字马来

西亚，不一而同。面向未来，宽带、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这5大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相互促进，将推动人类社会从数据创新阶段进入更智能、更高

效、更协同的极致创新阶段。

华为预计，在2020年前后，整个社会的运作将步入全面云化，云计算、物联

网加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将激发出一场前所未有的创新高潮，超越物理限

制和人类认知。在这个阶段，技术的发展将拉平一切，优先于战略设计，驱动所

有产业更深层次的变革和转型，全面数字化和云化成为必然。对于任何一个行业

和企业来说，由此带来的变革将是全方位的，不只是你自身的生产系统、运营系

统的数字化，而是要和你所处的整个生态环境建立数字联接和有机融合，通过大

数据分析实时洞察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变化，由此智能地指导和管理你的销售、生

产和交付系统，通过战略调整来实现商业价值和商业成功。

当然，数字经济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欧盟境内仍有41%的企业为非

数字化企业，完全数字化企业仅占2%。华为的产业战略是希望通过持续的投资不

断释放联接、带宽和数据的价值，同时提供一个敏捷的网络架构和开放的平台，

最终加速包括运营商在内的各行业客户的数字化转型。各国政府、运营商和各个

行业都需要积极地拥抱和利用宽带、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这五大

ICT技术的使能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人才培养、生态构建，因地制宜地加速数字

化转型进程，推动区域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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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产业战略是希望通过持

续的投资不断释放联接、带宽

和数据的价值，同时提供一个

敏捷的网络架构和开放的平

台，最终加速包括运营商在内

的各行业客户的数字化转型。

跨域式发展：MBB货
币化

CSP应培养前瞻性战略思维，

聚焦数字经济中的各种数字使

能生态系统，以提升CSP在数

字经济中的位置、推动创新和

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借助下一代云演进实

现业务转型 

为了满足新的业务和用户需

求，电信运营商已经开始利

用云基础设施开展 IT能力转

型，提高效率，加速新服务

的上市。

产业视点

封面文章

NFV驶入快车道：

核心网率先“漫步

云端”

在运营商转型的众多维度中，

网络转型成为一大主旋律。以

NFV/SDN为代表的未来网络演

进方向，有望为运营商带来巨

大价值。

热点聚焦

华为云技术支撑

运营商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开拓了新

商机，推动运营商逐步迈入高

度互联的智能化数字世界。运

营商可借助云技术实现转型，

开展新型的敏捷创新，并开拓

新的收入来源。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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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N：开启用户体验

新时代

ADN（应用驱动网络）提出为

应用建网，即为每个应用提供

一个逻辑独立的网络，这从理

念上直接解决了差异化服务和

网络中立的矛盾。

技术前沿

P42

促进数字化建设，丰富

数字化商业 
运营商拥有雄厚的资产，通过与

合作伙伴协同合作，可以将多样

的能力转化为商品和服务，从而

进军新市场、获得新收益。但要

获得成功，他们首先需要实现成

功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视点

P24

NB-IoT：归一化网

络，多样化应用 
华为于“2016年巴塞罗那通信

展”期间发布了基于NB-IoT技术

的物联网解决方案，通过部署无

处不在的低成本、高性能和即插

即用的传感器，为人们提供便捷

的生活体验。

解决方案

P32

“3大法宝”助力运营

商企业云专线业务 
华为SDN系统集成服务针对运

营商业务系统普遍存在的问

题，为运营商网络改造集成提

供“3大法宝”—— SDN WAN

网络演进、VAS业务预集成和

建模，以及ICT资源统一编排。

解决方案

P35

重构视频价值：从增值

业务到基础业务的跨越 

 

运营探讨

P26

策略管理：从PCRF到
统一策略中心 

P29

CloudDB：构建云化网

络统一融合数据层 

解决方案

P37

4.5G：拉开千兆速率

时代的帷幕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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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产业战略是希望通过持续的投资不断释放联接、带宽和数据的价

值，同时提供一个敏捷的网络架构和开放的平台，最终能够加速包括运营

商在内的各行业客户的数字化转型。

聚焦管道，释放ICT潜能

文/丁耘  华为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 

封面文章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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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的华为分析师大会上，我介绍

了华为创新的 3 个方面 ：基础创新、联

盟创新和开放创新。毫无疑问，基础

创新领域是华为的核心，在过去的一年中也取得

了令人高兴的成果，例如，在 4.5G 方面，在华

为和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该标准已最终被

3GPP 标准所采纳 ；在 5G 方面，华为助力中国移

动在成都建立了全球第一个大规模测试外场，并

成功完成了 5G 的外场测试 ；在 IoT 方面，越来

越多的业界同仁与华为一样开始关注和探讨 NB–

IoT 的发展 ；而在云方面，华为与德国电信不久

前宣布了世界上首个运营商公有云业务将在德国

开始商用。

在联盟创新领域，华为推动成立了一系列项

目，包括NB-IoT、5G VIA和OPNFV等产业联盟的

形成，华为还与埃森哲、SAP等一系列行业领导

者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开放创新领域，2015年华为召开了第一届

全球开发者大会，共有超过5000名开发者参加了

本次大会，为华为未来在开放创新领域的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今年的MWC2016和CeBit2016大会上，最

热的两个单词是IoT和VR。在IoT领域，其对管道

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产业链的玩家也形成了

各种各样的联盟来推进整个 IoT的产业化和商业

化。其次是VR。谈到VR，我们的初始感觉是带

宽将成为一大挑战，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最

大的挑战其实在于如何降低网络的时延和保证端

到端的体验。

对华为来说，与上述两个热点密切相关的各

个行业，包括智能家庭、智能制造和车联网等，

未来都将是华为关注的热点和核心机会所在。

全联接世界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过去几年，整个ICT产业一系列量变的积累正

在促使世界产生质变，一个全联接的世界正在到

来，并将带来大量的商业机遇。

首先，全联接世界正在呼唤新的联接。不管

是人与人、物与物，还是人与物，未来其用户数

量都将迎来10倍以上的增长。对各个垂直行业而

言，目前99%的生产资源还没有被联接，我们相

信，当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源被联接进来的时候，

将会产生更多的产业机会，这是第一个机遇。

第二个机遇是新的体验要求。过去，业界更

多关注的是语音的体验和上网的体验，而现在，

2K/4K/8K视频和AR/VR技术正在给人们带来新的

工作和体验方式。比如，Facebook近日就宣布了

VR将会成为其下一代社交平台的核心使能器；

同样，阿里巴巴也发布了新的战略，表示将通过

VR彻底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以前，有人预言

视频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而在

未来，AR/VR加上视频将有望形成一个万亿美元

的产业。

第三个机遇是整个行业的云转型和数字化转

型，其所带来的新的商业机会正在形成；同时，

越来越多的运营商也开始进军云领域，利用其在

基础设施、网络管道和本地服务上的优势发展公

丁  耘
华为产品与

解决方案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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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使能更加高效和整合的数字信息物

流系统，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

物的联接。华为的管道战略聚焦在信

息的传送、存储、分发以及呈现，这

是整个管道战略的核心，围绕这个核

心，华为未来几年将重点投资5大方

向。

释放联接潜能，使能千亿IoT联接

首先是联接，即如何释放联接的

潜能以使能千亿IoT联接？互联网著名

的“梅特卡夫”定律认为，联接的价

值和联接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因此，

只有使能更多联接才能释放更多联接

的价值。根据“华为全球联接指数”

报告：联接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不

管是智慧城市还是其它领域都极具价

值。其中55%的联接将集中在企业领

域，另外的45%则聚焦在以人为中心

的个人消费等领域。客观而言，IoT是

一个极具挑战的产业，因为其标准不

统一，互联互通很困难，联接场景也

很复杂。在2016年的巴展上就有专家

指出物联网最大的挑战不是连起来，

而是安全和隐私的保护。面对这样的

挑战，华为能做什么？

在 IoT领域，华为将聚焦联接，执

行“1+2+1”核心战略。其中，前一个

“1”指的是最底层的IoT轻量级操作系

统，华为2015年已经发布了轻量级操

作系统——LiteOS，其最小仅为10K，

可提供毫秒级时延，以及最优的省电

性能。

“2”指的是“有线联接”和“无

线联接”，通过各种联接方式，让物

联接到网上。在无线联接上华为重点

投资的是更广、更深和无处不在的NB-

IoT技术，华为的NB-IoT解决方案可以

增强20dB的覆盖，在一个小区里支持

超过100K的IoT接入，同时还支持终端

有云业务，而这将成为另一个万亿美

元的产业。

上述这一切——新的联接和新的

商业联接在一起，一系列新的想象空

间将在我们面前展开，各种新的产品

形态、新的服务模式、新的交互和交

易模式将会不断涌现。

当这一切出现之后， ICT基础设施

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这种挑战

将是前所未有的：从需求上看，这不

是几倍的增长，而是10倍乃至100倍需

求的提升带来的挑战；从带宽上看，

4 K视频有3 0～4 0 M带宽就足够了，

但VR的极致体验所需要的带宽将达到

5.2G。未来10年，用户的带宽需求将

从今天的几兆扩展到千兆乃至万兆；

从联接上看，今天，联接的数量大概

在50多亿，未来10年其将达到1000亿

联接的规模；同样，数据的消费也将

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今天，全球每

人每月数据使用量不到1G，到2025

年，平均每人每天的数据消费量将达

到1.7G。但所有这一切还不是最大的

挑战，华为认为，未来更大的挑战将

来自于应用场景的多样化。

大家如果注意到 5 G标准的发展

历程，会发现其最大的不同是第一次

定义了3种场景：第一是eMBB，面向

以人为主的移动带宽增强；第二是

mMTC，面向海量机器联接的场景；第

三个比较普遍的场景是URLCC。从一开

始，5G市场上已经出现了3种场景，摆

在整个行业面前的挑战是：我们不可

能为此建设3张完全独立的网络，而必

须在一张物理网络上满足各种类型的

垂直行业的需求。

华为聚焦管道战略，瞄准5
大投资方向

华为的产业战略是希望通过投资

新的联接和新的商业联

接在一起，一系列新的

想象空间将在我们面前

展开，各种新的产品形

态、 新 的 服 务 模 式、

新的交互和交易模式将

不断涌现。当这一切出

现 之 后，ICT 基 础 设 施

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

战，这种挑战将是前所

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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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电池使用，这就是NB-IoT的意义。在有线

联接方面，华为的主要目标则是要做得更精、更

细，面向各种场景，包括园区、工厂等等。

后一个“1”是基于云的IoT联接管理平台，

其将具备通过统一平台和虚拟化使能多个行业超

过千万级的终端接入的能力、提供端到端的安全

能力，以及开放能力，包括南向的快速集成，可

以支撑5天之内任何新终端的快速集成；而北向

的开放则将使第三方应用很容易通过华为的联接

管理平台来管理和监控整个设备。

华为目前在IoT领域将重点聚焦4个行业——

运营商、能源、制造和车联网；与此同时，华为

也将致力于推进整个 IoT的产业化和标准化，解

决当前 IoT产业的碎片化问题；此外，华为还是

NB-IoT和OSGi架构委员会的成员，将致力于推动

整个IoT产业的标准化进程。

释放带宽潜能，打造最佳业务体验

其次是带宽，即如何释放带宽的潜能以满足

客户的需求？当前，4K/8K视频、云以及AR/VR

技术等都对网络提出了更大带宽和更高体验的要

求，这也驱动了华为持续投资超宽带领域的信

心。

基于这些需求，华为提出要打造一个超宽带

的基础网络，其也将成为整个全联接世界的基

石。在无线领域，华为的重点是发展4.5G，以便

能够为每一个用户提供1Gb/s以上的峰值接入速

率，这一点目前在香港HKT等运营商的网络中已

经得到了实现。2016年，华为还将为全球运营

商部署60张以上的4.5G网络；在有线宽带领域，

华为的目标是不仅在光纤接入方面要实现千兆联

接，同时在传统铜线和Cable等方面，2016年也

都会实现单用户千兆接入的规模商用。

需要注意的是，高的带宽并不意味着好的体

验，要实现好的体验，网络还需要能支撑低时

延、高通量和广覆盖，而这需要一系列端到端技

术的突破。其中，高通量指的是在一个有丢包、

有时延以及有带宽约束的环境下，通过优化整个

路由协议，使得整个网络具备更高的视频和VR的

通量；而低时延的关键是通过整个网络的扁平化

来减少网络层次，使得网络更加扁平化，时延更

短；此外，在编解码技术方面，华为正在全球推

进H.265标准，希望能够使整个带宽的消耗降低

30%；与此同时，华为的另一项关键举措是在话

音MOS的基础上，与ITU一起推进基于视频体验

的评测系统——U-vMOS，通过建立一个这样的

系统，来帮助整个产业评估视频的质量。这样，

运营商客户就能够对整个产业进行端到端的投

资，使能更好体验的超宽带网络，而不仅仅是投

资带宽本身。

除此之外，为了应对VR/AR和车联网等带来

的新挑战，华为还在持续投资面向未来的创新技

术，其重点包括以下3个领域的关键技术：

第一，5G毫无疑问是核心的投资方向。华

聚焦管道，释放ICT潜能

联接 �带宽 �数据 �平台 �运营

释放联接潜能，

使能千亿IoT联接

释放带宽潜能，

打造最佳业务体验

释放数据潜能，

推动IT架构向云转移

打造敏捷架构和开

放平台，应对未来

应用场景的多样化

使 能 运 营 商 数 字 化

运 营 转 型 ， 打 造 下

一代运营系统

华为产业战略的5大投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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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过去几年中推进了一系列革命性技术的发

展，在同样的资源情况下，能够使5G的频谱效

率比今天的4G提升3倍以上。华为与中国移动已

经在成都进行了5G外场测试，在100MHz频谱

上实现了3.6Gb/s的峰值速率；除投资低频场景

之外，华为还积极推进全频段技术，在2月举行

的巴展期间，展示了28GHz的5G样机，实现了

40Gb/s的带宽；同时，华为与德国电信还一起

联合发布了73GHz的高频样机，在1.8GHz频宽上

实现了70Gb/s的超宽带。此外，切片技术是未

来5G的核心技术，2016年巴展期间，华为与德

国电信一起展示了两种场景的端到端切片，从

核心网一直到空口，重点展示了1毫秒URLLCC和

1.5Gb/s场景的端到端切片。通过这样的展示，

华为坚信5G将会为整个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创

新，推动整个移动宽带的发展。

第二，在承载网领域，华为将重点投资全

光交换，因为5G时代更需要强大的承载网来更

好地联接5G基站。2016年巴展期间，华为展

示了全球第一个320T全光交换设备，通过引入

革命性的光交换技术，使整机功耗降低到只有

200W，节省99.9%。相信这一革命性技术将会

给整个光通信领域带来一场颠覆式的革命。

第三，华为正在投资的ADN（应用驱动的网

络）。如果说SDN更多关注的是通过全网协同和

全网统一调度来提升效率，那么，随着未来产

业场景越来越多、越来越分散化，网络应该是

基于用户体验驱动的。所以，华为希望构筑一

个ADN的网络，它可以基于应用来调度各种网络

资源，不仅包括固网和无线网，而且应该包括

存储和计算资源，以保证任何一个应用，包括

面向人的应用和面向机器的应用都能够获得最

佳体验，同时网络效率得到最好的提升。

释放数据潜能，推动IT架构向云转移

再次是数据。毫无疑问，数据就是数字经

济的“石油”，是所有企业、所有行业最重要

的资产。当前，数据正处于爆炸式增长阶段，

但数据处理的成本却极其高昂。例如，国内某

运营商目前1T数据的处理成本大约是5000元人

民币，约合800美元；与之相比，亚马逊1T存储

的价格是2000元人民币/年，约合300美元。如

果保持这样的高成本，如何使能整个数据的价

值？只有把IT基础设施向云架构转移，才能帮助

客户发掘数字经济的价值，这需要通过以下3方

面来实现：一是通过硬件架构的重构来解决效

率和速度问题；二是通过软件优化来解决资源

共享问题；三是通过挖掘数据的价值来使能业

务的创新。

华为从2008年开始投资云计算，到目前为

止，已经在全球部署了660多个数据中心以及

250多个云数据中心。从整个云的设计来看，华

为从一开始就要求统一架构，支持各种公有云、

私有云以及异构的混合云，同时还要满足各种不

同业务场景下云业务的迁移。在硬件领域，华为

在存储方面投资了SSD驱动和OceanStor OS，使

整个存储的开放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在计算方面

投资了核心的I/O芯片，并在2015年发布了32路

开放架构的昆仑服务器。在软件平台上，华为重

点投资了3个软件平台：第一个是基于OpenStack

的云操作系统——FusionSphere，第二个是基于

Hadoop的大数据分析平台——FusionInsight，第

三个则是分布式的PaaS平台——FusionStage，以

帮助客户对其整个数字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管

理，同时实现秒级部署能力和分钟级环境配置能

力，最终帮助客户实现敏捷。

打造敏捷架构和开放平台，应对未来应用场

景的多样化

第四是平台，面对未来越来越多样化的应用

场景需求，华为的核心策略是：首先通过全面

云化，让架构更敏捷，然后让平台更加开放，

以使能合作伙伴。

过去几年，华为始终坚持SoftCOM战略，

希望基于云数据中心为核心，全面推进各行业

的云化。云化包括设备层面的云化、网络层面

的云化、业务层面的云化，以及运营层面的云

化——在设备层面，华为致力于逐步推进从虚

拟化向云化、从NFV向NFC的变革；在网络层

面，华为在今年上市了全球第一款统一的SDN控

制器，不仅实现了运营商网络的统一控制，而

且实现了运营商、数据中心和企业3个网络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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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打通；在业务层面，华为通

过提供云化业务平台来帮助客户实现

敏捷的竞争力；而在运营层面，华为

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客户实现互联网化

的运营。与此同时，华为今年还将推

出世界首款 ICT-O产品，以支撑NFV和

数据中心各种资源间的协同，全面实

现业务的自动部署、全网的协同以及

用户体验的提升。

面对各行业愈演愈烈的数字化浪

潮，华为清醒地意识到：除了运营商

行业，华为并没有能力对所有的行业

进行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因此，华为

的策略是聚焦于管道，将自身全面的

网络能力开放出来，包括通信能力、

联接能力、大数据能力以及存储和计

算能力等，为合作伙伴提供统一的SDK

平台，以使能合作伙伴为不同行业提

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2015年，华为召开了第一届全球

开发者大会，共有5 0 0 0名开发者参

加；同时，到2015年底，华为在全球

已经拥有了5万个合作伙伴。但华为

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希望到2020年

时，全球能有100万合作伙伴在华为的

开放平台上进行开发。为此，华为于

2015年宣布，未来5年将投入10亿美

元使能合作伙伴在华为SDK平台上的开

发。不仅如此，华为还在全球建设了

10多个OpenLab，用于与合作伙伴进行

互通测试和业务创新，其还与微软、

RedHat等超过600家行业合作伙伴形成

了深度合作关系。所以，当客户购买

华为产品的时候，其实他买的不仅仅

是华为的产品，而且还包括了产品背

后华为的生态。

使能运营商数字化运营转型，打造

下一代运营系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如何

帮助运营商进行数字化转型？华为认

为，运营商转型过程中最具挑战的

是其 I CT基础设施在未来几年如何转

型？未来，客户需要的将不仅仅是基

础电信服务，而是基于ROADS体验的

ICT基础服务。在2015年和2016年巴

展期间，华为与全球运营商等客户就

ROADS战略和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交流，分享了各自的想法，

最终明确了华为未来将重点投资3个核

心平台，以打造一个开放和互联网化

架构的下一代运营系统。

第一个是BES平台：其关键词是敏

捷，以实现前台服务在线化、后台服

务化和架构云化。

第二个是 IES平台：其关键词是自

动化，南向整合SDN、NFV和CaaS等各

种基础网络资源，北向使能对外开放

以支撑第三方业务创新。目前，IES系

统已经在比利时电信和华为自营的公

有云上进行了试商用。

第三个是大数据平台：这是整个

系统的核心，是驱动BES和IES更加智能

化、更加开放和更加敏捷的核心。在

这方面，华为已经开始与四川联通、

上海联通等一系列客户进行创新和合

作试点。

加速各行业客户的数字化
转型

毫无疑问，全联接的世界需要更大

的带宽、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数据，这

是华为最重要的战略机会，也是华为聚

焦的重点。华为的管道战略包括了信息

的传输、存储、分发和呈现，华为的研

发投资都是沿着这个管道体系展开的，

华为希望通过持续的投资不断释放联

接、带宽和数据的价值，同时提供一个

敏捷的网络架构和开放的平台，最终能

够加速包括运营商在内的各行业客户的

数字化转型。

面对各行业愈演愈烈的

数字化浪潮，华为清醒

地意识到没有能力对所

有行业进行深刻的洞察

和理解。因此，华为的

策略是聚焦于管道，将

自身全面的网络能力开

放出来，以使能合作伙

伴为不同行业提供端到

端的解决方案。

聚焦管道，释放ICT潜能



2016.06  第74期10

NFV驶入快车道：
核心网率先“漫步云端”

文/刘皓

在运营商转型的众多维度中，网络转型成为一大主旋律。以NFV/SDN为代表的未来网络演进方

向，成为运营商网络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词，有望为运营商带来巨大价值。

热点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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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观当前整个 ICT 市场，变革无处不在。

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

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方面，

移动互联网的全新游戏规则让其一时半会儿难以

适应，尤其是互联网 OTT 的迅速崛起给运营商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价值链被打破、业务增

量不增收、逐步沦为哑管道……运营商陷入了前

所未有的窘境；另一方面，在即将到来的万物互

联的全联接世界，新技术和新业务不断涌现，在

给运营商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

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产业

变革，转型成为运营商的必由之路。而转型就意

味着改变，运营商将面临用户重构、业务重构和

网络重构等多重变革。当然，无论何时何地，网

络体验都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在运营商转型的

众多维度中，网络转型成为一大主旋律。以NFV

（网络功能虚拟化）/SDN为代表的未来网络演进

方向，成为运营商网络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词，有

望为运营商带来巨大价值。

运营商转型基石：NFV使能全联
接网络重构

面对自身转型的迫切需求，以及未来更美好

的全联接世界对通信网络全面重构的需要，运营

商网络转型刻不容缓。NFV将成为运营商网络重

构、架构重构、运营重构和业务重构的重要使能

技术，旨在将传统电信设备的软件与硬件解耦，

利用标准化IT硬件平台和虚拟化技术取代电信网

络私有、专用的网元设备，提高网络运营的灵活

性，提升管理和维护效率，并降低成本。

运营商已经充分认识到NFV对未来网络演进的

重要性及其巨大的商业价值，纷纷将其列为未来

网络战略发展和转型的基石。早在2012年10月，

AT&T、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和德国电信等13家顶

级运营商就在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发起成立

了行业规范组织NFV-ISG，专门讨论NFV架构和技

术，致力于推动NFV的发展，并且发布了NFV白皮

书，提出了NFV的目标和行动计划。

目前，全球各大领先运营商基于NFV和SDN纷

纷推出了自己的网络转型战略。其中， AT&T启

动了“Domain 2.0计划”，旨在将其网络基础设

施从以硬件为中心转变为以软件为中心，实现基

于云架构的开放网络、业务重构和网络能力对外

开放，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75%的网络虚拟化；

Telefonica则启动了“UNICA项目”，基于SDN网络

和电信业务云化部署满足其电信业务和通用云业

务的敏捷部署、按需使用和简易管控诉求；而中

国移动也在“2015年上海世界移动大会”期间发

布了“NovoNet 2020愿景”，希望融合NFV和SDN

等新技术，构建一张资源可全局调度、能力可全

面开放、容量可弹性伸缩，以及架构可灵活调整

的新一代网络。

目前，包括标准组织、开源社区、运营商和

NFV 的 发 展 路

线将从核心网开

始，首先是控制

面，然后是信令

面和数据面，最

后是媒体面，核

心网将成为运营

商率先引入 NFV

的重要场景。

NFV驶入快车道：核心网率先“漫步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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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FOCUS

设备商等在内正在倾力合作，共同推动NFV产业

链的建设。可以说，经过3年多发展，NFV技术已

经日趋成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华为也在2016

年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发布了“全面云化”战略，

明确提出全面云化转型必经的虚拟化、云化及原

生云三个阶段，与全行业共同努力构建健康的云

生态。

NFV发展路径：核心网率先云化

由此可见，NFV的时代正在全面到来。不过，

运营商的网络规模庞大且场景复杂，究竟哪个场

景会率先拥抱NFV？对此，包括主流运营商和设

备商等在内的产业链主要参与方目前已初步达成

共识：NFV的发展路线将从核心网开始，首先是

控制面，然后是信令面和数据面，最后是媒体

面，核心网将成为运营商率先引入NFV的重要场

景。

对于运营商核心网引入NFV的需求，业内人士

指出，核心网作为电信网络的交换和控制中心，

云化之后需要继续保持高可靠、高性能、故障自

愈和队列流控等电信级服务等级要求，同时又要

具备开放的架构能力，这必然要求核心网具有真

正云化的软件设计，对于运营商核心网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运营商需要使网络变得更加敏捷。与

互联网OTT快速的业务创新和响应速度相比，运

营商传统的网络架构在新业务的开发与创新能力

和速度方面慢了不止一拍。而NFV/SDN使运营商

能够整合基础设施云化的资源弹性、SDN赋予的

网络弹性，以及NFV带来的业务弹性，根据业务

需求对网络、VNF以及云基础设施统一调度和协

同工作，使其能够在业务增长时自动增加业务实

例，而在业务下降时自动减少业务实例，实现整

个系统资源端到端的自动部署和灵活调度，以加

快业务的上线速度。这就需要运营商采用先进的

云化软件架构，支持程序与数据分离，将业务状

态存储在独立的分布式数据库中，使业务处理单

元可以任意弹性伸缩，根据业务量的增减灵活增

加或释放所占用的虚拟机资源，且伸缩过程中当

前业务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其次，运营商需要网络变得更加智能化和自

动化。当前，基于数据中心的网络虚拟化、软硬

件解耦、网络个性化、海量第三方业务的引入，

以及业务和资源的自动编排与弹性伸缩均要求整

个网络必须具备可维护、可服务和可运营的特

征。此时，就需要通过统一的智能编排系统，按

照不同的业务和策略对网络、资源和网元进行统

一调度和统一变更，并自动集成和整合运营经

验，达到业务自动编排和运维自动化，从而降低

工作量并减少维护复杂度；同时，需要支持对业

务KPI进行实时监控，在关键业务KPI下降到一定范

围时，针对故障原因启动自动告警和自动切换等

一系列措施，实现系统故障自愈；此外，还需要

支持在网络软硬件解耦后进行端到端的故障定界

与定位，对各个组件的安全信息，例如日志、告

警和异常输出等进行智能分析和关联，快速定位

或提前预测系统安全隐患。总之，无论网络如何

转型，电信级可靠性都是通信网络必备的特性，

通过多层级的可靠性策略以及多种技术创新，保

证网络虚拟化后仍然可以保持99.999%以上的电

信级可靠性。

此外，运营商需要基于云化网络创造更多

的业务和价值。虽然现阶段运营商与OTT在创

新业务应用方面短兵相接的胜算还很小，但运

营商却拥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宝贵数字资产，如

何将传统的管道资源优势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就

显得至关重要。NFV/SDN技术的出现，使得运

营商可以方便、灵活地整合自己的管道能力，

将自身的网络能力直接开放给第三方提供服

务（即VNF as a Service），打造全新的生态环

境，增加运营商自身营收。这就需要帮助运营

商向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网络能力开放

平台，包含开发、测试、上线和运维全业务生

命周期在内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将运营商的语

音、视频、会议、消息、位置、带宽和数据等

通信资源封装成API或者SDK开放给合作伙伴，

加快新业务的创新和上线，实现运营商与合作

伙伴、甚至与OTT的双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有的电信网络无法完全

满足各行各业对于网络能力千差万别的需求，例

如车联网需要的是超低时延、视频网站需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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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带宽能力，而银行业务则需要极高的

网络可靠性。NFV/SDN技术的到来，使得

为每个企业、每个行业建立虚拟化专网

成为可能，可形象地将之称为网络分片

（Network Slicing），即把传统的电信网

络切割成为成千上万个网络分片，每个

分片对应到一个企业或行业客户，运营

商提供的服务则可以称之为网络分片服

务（Network Slice as a Service），这样就

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家庭、企业以及

各个细分行业的不同商用场景的用户需

求。

国外实践部署：沃达丰战略
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对于运营商而言，NFV带来的不仅

仅是运营成本的降低，基于NFV打造一

张敏捷、智能和有价值的云化网络，进

而带来更多的收入增长，才是NFV真正

的商业价值体现。目前，运营商在引入

NFV方面不再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已经

进入到真刀真枪的实践阶段，并且积累

了一些宝贵的部署经验。

在国外，作为全球领先的电信运营

商，沃达丰的语音、短信等传统电信业务

同样面临来自OTT的强力冲击，而NFV为

沃达丰应对OTT业务冲击以及网络变革提

供了行之有效的转型路径。对于沃达丰而

言，一方面NFV为其构建智能管道提供了

技术途径，可以利用NFV实现网络的优化

和高效管理，提高网络的智能性和管控能

力，并降低运维成本；另一方面，NFV可

以促进沃达丰真正开放其底层网络，大大

推动互联网业务的创新和灵活部署。

早在2013年，沃达丰就提出“One 

Cloud战略”，要将“一切都搬到云上

（Everything moves on Cloud）”。沃

达丰此举除了为应对OTT的业务冲击之

外，更是为了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

数据流量爆炸式的增长，为用户提供更

好的体验，进而完成从管道提供商向服

务提供商的角色转变。

率先在全球启用首个商用的云化

VoLTE网络是沃达丰One Cloud战略转型

的关键一步。2014年，沃达丰与华为

携手，希望通过部署NFV在意大利打造

云化VoLTE商用网络；2015年7月，沃达

丰意大利子网正式商用了全球首个云化

VoLTE网络，成为电信网络云化转型的

里程碑事件，其成功经验吸引了业界的

广泛关注。在该项目中，华为负责提供

成熟的云化IMS，并作为首要集成商提

供端到端的水平和垂直集成服务，保障

了云化网络的电信级能力；双方还在华

为NFV/SDN开放实验室进行了联合创新

验证，并合作开发了健康检测工具，在

完全镜像沃达丰意大利现网的环境下人

工模拟注入故障，实验证明：系统按照

预期实现了亚健康的自动检测和系统自

愈，将原本需要耗时4小时以上的故障

定位转变成了提前3小时预警，避免了

故障的发生。

国内积极试点：中国移动试
点工作稳步前行

在国内，OTT的走红同样给中国运

营商带来了巨大冲击，NFV逐渐成为运

营商网络转型的必修课。2015年9月，

中国移动启动云化核心网试点项目，标

志着NFV在中国进入现网试点阶段。在

该试点项目中，陕西移动与安徽移动携

手华为以不同侧重点进行全面验证，开

展云化核心网的小范围外场试验，全方

位验证网络云化后的组网方案、技术指

标、业务能力、运维能力以及全生命周

期管理，为后续核心网云化的大规模试

验和商用提前做好技术准备。

2015年12月，中国移动携手华为、

惠普和浪潮，完成了多厂商硬件环境下

云化IMS的部署及现网的对接，打通了

本次试点的首个云化VoLTE高清视频通

话，并实现陕西与安徽两省试点间首个

跨省云化VoLTE高清视频通话。

2016年1月，双方共同完成了6个

测试分册、100多个测试用例的首轮测

试，并确定了后续需要深入研究的60

多个子课题。测试结果显示，华为云化

IMS系统承载下VoLTE业务质量及业务可

靠性相对传统设备无下降，圆满达成云

化核心网试点项目的第一阶段目标。

包括沃达丰、中国移动等全球领先

运营商在NFV方面的积极实践，为其他

运营商引入NFV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

经验。与此同时，NFV作为网络演进的

关键使能技术，其难度大、复杂度高，

运营商需要从匹配其网络转型战略和

全方位发展战略的层面来整体考虑，

因此，面向NFV的网络转型并非一蹴而

就，未来大规模商用可谓任重道远。

NFV 作 为 网 络 演 进 的

关键使能技术，其难度

大、复杂度高，运营商

需要从匹配其网络转型

战略和全方位发展战略

的层面来整体考虑，因

此， 面 向 NFV 的 网 络

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未

来大规模商用可谓任重

道远。

NFV驶入快车道：核心网率先“漫步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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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下一代云演进实现业务转型

受
僵化的基础设施所累，电信运营商一直

承受着居高不下的 TCO（总体拥有成本），

敏捷、可视和成熟系统的缺失更使其

处境雪上加霜。更为敏捷的竞争对手不断发起挑

战，传统语音和数据业务收入也逐渐缩水，给电

信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营效

率，提供客户需要的新服务，以此创造新的收入

来源，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要务。

不出所料，越来越多的电信运营商已经开始

借助云演进消除痛点，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基于

OpenStack等开放性云平台建设下一代业务驱动的

CDC（云数据中心），有助于电信运营商降低成

本，提高创新能力，加速TTM，以此直面挑战，

并在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

文/Allan Mow, Gracen Duffield, 鲁曦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ROADS体验已成为服务交付的默认模式。为了满足新的

业务和用户需求，电信运营商已经开始利用云基础设施开展IT能力转型，提高

效率，加速新服务的上市。

漫步云端的4个理由

TCO居高不下

在发达市场中，传统的IT成本要占运营商收

入总额的8%（Feldon，2014年），导致该问题

的罪魁祸首是：首先，由于基础设施的封闭化，

调查发现非虚拟化服务器的CPU平均利用率仅为

10～20%，最高也不超过60%，除了应付少数高

峰期需求外，多余的CPU容量在其它时间都处于闲

置状态；其次，厂商对专属技术的锁定使得运营

商在与其协商license和硬件更新折扣时处于非常不

利的位置，厂商也有可能只支持某些特定的认证

配置，这是一种更为隐秘的锁定方式；此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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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老旧所带来的占地大、耗电多、效率

低和成本高则是另一痼疾。

开放式云架构对服务器和存储解决

方案进行整合和虚拟化，通过自动、一

体化管理系统下的整合框架实现资源共

享。开放技术协议拥有多个管理程序，

可以对各种设备进行整合，进而帮助电

信运营商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TCO，

而且可以打破厂商锁定，对老旧设备的

TCO进行评估，以降低设备能耗、温度

和成本。此外，云数据中心还可以提供

更有效的自动化管理工具，降低低价值

工作的劳动力成本。

不够敏捷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的封闭导致了

资源难以共享，难以配置，一直处于闲

置状态。对复杂应用和各种软件平台进

行整合时，由于各系统会对技术和知识

提出不同要求，使得共享服务模式的采

纳异常困难，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梦

想也难以实现。而且，这也对容量造

成了限制，阻碍了IT交付进程。与此同

时，采购和安装专门的基础设施也会延

长新项目的交付周期。

有了云基础设施，项目就无需受冗

长的采购流程所累，可以在共享平台上

灵活、智能地配置和管理多样化资源。

这些改进可以提高敏捷度和TTM，从而

有助于加速多样化数字服务和云服务的

开发和交付。

可视化程度不高

由于缺乏标准架构和流程，容

量、性能管理和SLA履行方面的可视化

程度不高，是电信运营商面临的又一

难题。运营商的子网通常都是独立运

营或并购获得的，其所采用的工具、

汇报结构和管理平台各异，使得运营

商很难集中、实时地了解全公司的资

源。此外，传统运营商还缺乏端到

端性能管理工具，只能通过被动式监

控对有问题的资产向支撑人员发出告

警，难以迅速识别性能问题的根因。

同时，运营商的IT部门在进行SLA和KPI

管理时，仅仅关注某些具体任务的完

成指标，没有考虑财务指标，而这恰

恰是电信高管更为关心的问题。

运营商可以借助云转型对公司当前

的设备容量、性能和KPI获得更清晰的认

识，进而为公司决策以及与合作伙伴和

供应商的合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逐步发展

电信运营商常常发现自己受现有

流程、工具和技术所困。人工操作、

工作流跟踪和变更管理不善会导致运

营不稳定，影响服务的提供。例如，

容灾功能往往得不到测试，从而影响

到容灾功能的发挥和SLA。IT主管常常

发现，由于对封闭式应用进行备份效

率极低，其公司往往难以应付灾难级

漫步云端的4个理由

借助下一代云演进实现业务转型

4
逐步发展

2
不够敏捷

1
TCO居高

不下

3
可视化程度

不高

运营商可以借助云转型

对 公 司 当 前 的 设 备 容

量、性能和 KPI 获得更

清晰的认识，进而为公

司决策以及与合作伙伴

和供应商的合作提供更

有力的支撑。



2016.06  第74期16

热点聚焦 FOCUS

事件。SLA管理也不够自动化，一般只关注已经

取得的结果，而不是对SLA进行主动管理。

在对服务需求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服务供

应现状和容灾能力。组织可以依靠云转型改善IT

管理、流程和运营，提高成熟度。

云转型流程概览

第一、制定战略：评估行业趋势、机会点

和痛点，分析客户目标，在此基础上制定行动

方案；第二、发现与分析：将目前的IT水平与理

想的IT水平进行比较，以此识别差距和需求。对

TCO、人员、流程和技术进行评估，确保战略可

以实现；第三、规划与设计：对转型的各个阶段

进行策划，包括实施、执行和搬迁。在各个实施

阶段需要安装、测试、验证和搬迁新的云架构，

实现知识迁移；第四、持续改进：进行服务验证

和优化，并提供相关指导，以持续保持卓越。

通往云端的4个步骤

云架构的实施分为4步。第一步涉及服务器和

存储设备的虚拟化，以提高设备效率，降低复杂

程度；第二步是建设资源池架构，帮助运营商构

建IT服务创新能力，加快TTM；第三步是统一管理

工具、实施性能与容量监控，并制定SLA，实现统

一管理和自动化；最后一步是实现灵活和高成本

效益的云化架构，提供服务虚拟化和整合。

电信运营商必须在云演进过程中实施涵盖日

常运营的成熟流程和ITIL流程框架，提高技术领域

的准备度。实施可行的改进方案后，运营商就可

以确保其人员、流程和技术足以支撑云转型，实

现创收。

运营商会在转型过程中采纳可以支撑一系列

业务目标的技术和流程，其中，内部云是首选。

运营商可以在部署新的大数据应用的同时，利用

内部云优化其OSS和BSS。这样，就可以为外部客

户开发XaaS（包括IaaS）。随着转型成熟度的提

高，运营商可以利用NFV（网络功能虚拟化）和

网络支持打造强大的网络功能，进而为客户提供

下一代云服务。

云转型的终点在哪里？

电信运营商可以借助分布式云架构和点到点

互联，实现统一管理、演示和运营，利用散布全

球的云数据中心对实体和虚拟资源进行整合，打

造可拓展的逻辑资源池。

为了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运营商需要制定统

一、一致和长期的愿景，实现全面、包容、敏捷

和统一的云架构——“全面”意在满足当前和未

来的CT和IT需求，“包容”（即“开放”）意在为

低价和多样的COTS软硬件提供支撑，“敏捷”则

意在加快应用和服务的部署速度，缩短TTM。

OpenStack与传统设备的支撑

据Gartner统计，75%的运营商为虚拟化和云

业务部署了双重管理程序，以便平衡风险管理，

规避厂商锁定，节约成本。不过，这也使其业务

变得更加复杂，从长远来看，增加了OPEX（运营

成本）。在多重管理程序之上部署开放的云平台

（如OpenStack）可以实现统一管理，降低成本。

此外，OpenStack还有利于运营商灵活创新，其成

本仅为专属平台的70%。

先将重要性不高的应用搬迁到开放云平台上

可以将风险最小化，成本效益也立竿见影。与此

同时，IT人员还可以在建设云生态系统的过程中积

累云平台的使用经验。

实现长期业务成功

云转型不仅能提供全新的硬件，而且可以通

过资源的整合、搬迁和虚拟化提高运营的成熟

度、现代化以及资源利用率。

运营商可以借助IT转型降低成本，培养新服务

的开发能力。据Gartner和《华为市场调研报告》统

计，运营商通过云转型可以将现有基础设施的TCO

从60%降低到48%，创新速度则能从19%提高到

35%。总体来看，云转型可以将IT成本降低20%。

在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云转型有助于运

营商消除各种痼疾，释放资源，聚焦新目标，抓

住机遇实现长期业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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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技术支撑
运营商数字化转型
运营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施云转型，为此，华为提供了4个方面的战略，包

括数据中心现代化、内部IT云化、电信业务云化和提供B2B云服务，以支撑运

营商转型。
文/Ronald Chung

华为云技术支撑运营商数字化转型

数
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开拓了新商机，而且

还推动着运营商逐步迈入高度互联的智

能化数字世界。运营商可以借助云技术

实现转型，提供下一代服务。除了普及网络连接，

云服务还将为企业创造新的数字市场机遇。运营

商可以在云平台上按需分配 IT 资源，降低最终用

户成本，开展新型的敏捷创新，并开拓新的收入

来源。

运营商：借云技术实施数字化转型

Gartner研究显示，到2020年，云服务的潜在

市场将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运营商可以为不同

的细分市场提供云服务，并从中获取高达100多亿

美元的收益。与其他云服务提供商相比，运营商

可以凭借良好的市场声誉、完善的云基础设施、

出色的本地服务支持和网络能力保障、安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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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互联网+”、电信服务和公有

云带来的新机遇。目前，这3家运营商已

经在采取类似措施，包括数据中心现代

化、部署NFV（网络功能虚拟化）、将电

信业务搬迁至云平台，以及利用云技术

优化BOSS（业务运营支撑系统）等。

企业通常都是依赖运营商云平台来

获取IT服务的。运营商应开发云服务组

合，并提供运营支撑，以满足各细分市

场客户的云服务需求，即从公有云、垂

直市场云和/或管理企业云上获得服务。

未来，运营商不仅能为企业提供业务咨

询，而且可以为政府或垂直市场项目担

任总承包商，并成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

的解决方案规划师。为了胜任这些新角

色，运营商需要构建云生态系统，并培

养合作伙伴关系管理能力。业务顾问的

作用在于可以为客户提供合适的IT解决

方案，满足项目需求，确保项目成熟、

稳定和可控。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运营

商已经开始利用“云技术的优势”实现

转型。不过，与部署云平台、销售云

特性相比，数字化转型要复杂得多。一

系列业务运营流程、安全合规、销售方

式、定价模式以及支撑业务都将与传统

的电信业务模式不同。运营商可以指定

现有的IT部门、新成立的数字部门或子

公司来管理和营销新的云服务。

华为：4大战略为运营商转
型提供支撑

作为领先的 ICT解决方案供应商，

华为的云转型战略包括4个方面：（1）

数据中心现代化；（2）内部IT云化；

（3）电信业务云化；（4）提供B2B云

服务，支撑运营商转型。该战略的基本

理念是，对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实施现代

化，从而帮助运营商内部用户降低电信

IT服务的复杂性，与此同时，通过公有

云或企业云服务将数据中心资源分配给

的数据中心，以及 IT管理服务赢得企

业、政府和垂直市场客户。

云服务对企业客户至关重要。通过

运营商云平台消费和采购IT资源已经成

为一种新趋势，很多企业已经在IT预算

中预留资金，用来从云服务提供商处采

购云资源。目前，全球已有20多家大

型运营商准备实施数字化转型，以便与

企业的IT战略对齐。运营商可以通过多

种途径实施云转型，除了数据中心现代

化和新建数据中心，运营商还计划实施

管理云、公有云、电信云、运营与支撑

云，以及NFVi的商用。

例如，德国电信和Telefonica通过提

供公有云服务来逐步实现他们的企业市

场战略，MTN也通过电信云、数据中心

现代化，以及运营和支撑云来提升电信

服务能力，以期获得未来发展。在中

国，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已

经将数字转型纳入公司战略，以此抓住

1
数据中心
现代化

4
提供B2B云服务

2
内部IT云化

3
电信业务

云化

华为云转型4大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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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企业。

在进行数据中心现代化时，CIO（首

席信息官）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物

理基础设施、网络、IT和虚拟化资源进行

集中管理和监控。为了推出商用云服务

和其它云化电信服务，运营商需要依赖

多种业务系统和支撑系统支撑其销售、

营销、会计和计费等部门业务。在数据

中心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对IT设备进行拓

展或置换。由于每个系统的服务器和存

储设备可能是由多家厂商提供的，这就

导致了异构IT环境的出现，从而在厂商管

理、SLA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构成挑战。而

让CIO最头疼的问题是如何规划新业务来

满足企业的新需求，以便抓住新商机。

内部IT云化可以使异构IT环境下的核心资

源管理和分布式资源分配变得更简单。

CIO可以促使所有的运营商部门在云平台

上进行IT资源的指定、分配和虚拟化。

如今，传统的电信业务正在逐步采

纳新一代商业模式。运营商CTO（首席技

术官）正采用全新的方式发展电信核心

业务、移动业务以及增值业务，因为这

些业务仍然是运营商的“摇钱树”。随

着技术的发展，软硬件解耦使得运营商

的业务部署变得更加敏捷，网络资源也

能得到更加灵活的拓展和管理。CTO正利

用云计算的优势打入NFV市场，并将电信

增值业务搬迁到云平台上，由此加快未

来电信核心业务或增值业务的部署。

如前所述，对于销售IT资源和IT应

用的运营商来说，B2B云服务是一个新

的市场机遇。通过分析“工业4.0”、

“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市场解决

方案等国家ICT政策，运营商CMO（首

席营销官）就可以针对不同的企业细分

市场实施有针对性的营销方案。例如，

CMO可以为那些需要本地运营商提供

服务支撑，或者对数据本地化和数据

隐私提出要求的本地公司提供垂直云

服务，利用简单的IaaS功能配合PaaS和

SaaS，让这些本地公司通过网上门户以

自助方式实时、按需地使用IT资源。运

营商也可以将目标瞄准跨国公司，因为

这些公司在全球的分支机构都急需本地

的IT支持。运营商可以利用自己遍布全

球的销售运营渠道为这些公司提供IT支

持，与VPN（虚拟专用网）进行捆绑，

开展线路和电信服务租赁，形成企业

ICT捆绑服务。垂直市场和政府行业与

企业用户截然不同，他们需要行业知识

和标准方面的支持。运营商可以凭借良

好的市场声誉、成熟的网络和IT基础设

施、值得信赖的业务合作伙伴、可靠的

支持和服务，以及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为垂直市场和政府服务。此外，运营

商还可以为政府提供国家宽带网络和国

家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制定

国家ICT政策，并策划电子政务战略，

包括G2C（政府对公民的电子政务）、

G2B（政府对企业的电子政务）和G2G

（政府对政府的电子政务）。

在云转型过程中，华为可以为运营

商提供业务虚拟化功能，帮助他们将现

有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转型成云数据中

心，利用云资源提高业务运营效率，利

用新的NFV基础设施实现电信业务的云

化，并针对不同的企业细分市场推出合

适的云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华为

将不断提升产品能力、开发解决方案、

提供业务咨询、建设企业架构，帮助运

营商实现云转型。

目前，华为已经成为公认的云转型

优质合作伙伴。例如，德国电信曾在

“开放电信云项目”中表示，华为出众

的技术专长、研发实力和领导能力是加

速公有云项目发展的关键。而在中国嘉

兴市政务云项目中，中国电信之所以选

择华为作为合作伙伴，看中的就是华为

强大的软件开发和支持能力，可以与中

国电信的网络基础设施高度融合，并最

终实现了创新的商业模式。

华为云转型战略的基本

理念是，对运营商的数

据中心实施现代化，从

而帮助运营商内部用户

降低电信 IT 服务的复杂

性，与此同时，通过公

有云或企业云服务将数

据中心资源分配给外部

企业。

华为云技术支撑运营商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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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视点

通信服务提供商应培养前瞻性战略思维，聚焦数字经济中的各种数字使能生态系统，如云、电

子商务、大数据、IoT和定制化客户体验等等，以提升自身在数字经济中的位置、推动创新和

为客户提供更优服务。

通
信服务提供商（CSP）的利润

正在被不断挤压。尽管数据消

费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新一代

网络如 LTE 也刺激了移动数据消费、保

障了利润来源，以及帮助移动运营商提

文/Mohammad Alakhras

升了竞争力，但大多数运营商的 MBB

货币化能力始终跟不上潮流，面临利润

不断缩水的窘境。

绞尽脑汁提供各种一刀切的产品和

服务，抑或是推出不限量的分层数据计

划都远远不够。互联网接入价格正在不

断下降，销售额也在下跌，市场也不断

萎缩。匀速的无限制流量价格模式缺乏

稳定性，导致运营商的服务价格不断下

跌，因为这种模式忽视了增长潜力，并

产业视点
PERSPECTIVES

跨域式发展：MBB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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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技术来传送网络内容。基于用量的套餐容易

受到CSP的反用户操控，抑制了一些受鼓励的业务

发展，因此会威胁到未来的流量增长和互联网创

新，抑制了某些用户的流量爆炸式增长。

CSP必须消除流量消费的各种障碍，满足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最终打造新的收入来源。当前的

市场玩家更需要引领市场发展，探索更多可持续

的营收模式。这些营收模式不仅要聚焦流量消费/

用量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推出新产品，还要注重

在用户思维中灌输高级服务的价值。

考虑到基于价值的宽带产品策略能更加契合用

户的付费及其所获得的服务价值回报，定义用户的

行为、特征和流量消费需求同时又不影响用户的

消费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利用人口学和消费心

理特征统计学来制定新的多维和数据推动的营销模

式，对于识别细分市场和打造定制化产品十分重

要。这样才能提升用户终身价值，减少客户流失。

一些CSP已经开始充分发挥以数据为中心的产

品和商业模式的优势，以达到其刺激流量消费、

提升利润、维系用户和实现网络投资的货币化等

目标。例如，充值-返额模式是Google Fi推出的

一种基于用量的流量套餐，这种营销模式非常灵

活，突出了Google与传统运营商的差异化竞争。

Google在每月月末根据套餐剩余流量对用户进行

退款，假如某用户购买了30美元的3G流量套餐，

但当月只消费了2.4G，那么该用户在月末就会收

到6美元退款。再如沃达丰集团，其通过向用户

广泛推出各种以数据为中心的增值业务，包括

Spotify和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服务，以求打造优质

的网络速率和覆盖体验。

在美国市场，面向家庭的移动服务，例如分

享计划已成为趋势；而在欧洲，个性化的服务趋

势则促使一些移动运营商（MNO）聚焦于为单一

用户提供多终端产品，例如Wind Magnum在“语

音+数据”计划之外额外推出的数据SIM卡服务就

是如此（Arthur D. Little分析，2015年下半年）。

基于价值的宽带产品样板套餐

专门应用套餐

为了维系用户、刺激流量使用并打造新的收

跨域式发展：MBB货币化

将竞争焦点从质量和差异化服务方面转向了价格。

CSP如何制定成功的产品策略？

对移动和固网宽带运营商来说，成功的产品

策略至关重要。CSP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产品策略

来充分利用LTE抢夺市场份额。

无限量匀速流量产品策略将网络成本均摊到每

个用户身上，由于间接鼓励超额流量消费，可能会

导致网络拥堵。匀速定价的推行和营销也极其简

单。但是，差异化的竞争力是基于价格和接入速率

的，匀速的流量套餐将竞争焦点从质量和差异化服

务方面转移到价格竞争，这使得运营商陷入了成本

差额定价的陷阱，会导致利润不断减少。

基于用量的流量套餐将网络成本更多地分摊

在那些使用网络更多的用户身上。这能促使用户

更加高效地使用网络，例如要求用户使用先进的

当 前 的 市 场 玩

家 更 需 要 引 领

市场发展，探索

更 多 可 持 续 的

营收模式。这些

营 收 模 式 要 聚

焦流量消费 / 用

量分析，并以此

为 基 础 推 出 新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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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来源，CSP可以事先探测出用户对特

定服务或应用的使用习惯，然后提供相

应的物有所值的套餐，让用户无限量享

受这些服务和应用，例如HTTP音乐网

站、VoIP、IM、Facebook和YouTube等

等。产品套餐可以基于服务类型（例如

下载、移动电视和音乐流）、设备类型

（例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使用

时段、用户忠诚度得分和用户消费行为

等等。例如：

Amazon：其用户从Amazon下载

哈利波特系列电子书籍收费仅为0.99美

元。

Skype：手机用户可以享有无限制

的Skype对Skype打折国际长途电话，每

月只需2.99美元，就能时刻在线并获得

更多服务。另有2美元每月的Windows 

Live Messenger服务。

此外，为了让当前用户更加习惯于

使用移动数据服务，CSP可以针对一些典

型移动宽带应用提供免费或者低费优惠措

施，这可以消除用户的流量使用忧虑，促

使用户使用移动宽带服务。例如：

Fackbook和Twitter：Turkcell向其

用户推出了免费使用手机版Fackbook

的措施，并宣称该套餐在2010年带动

了820%的Facebook移动App的安装使

用，到当年年底，每月都使用Fackbook

的Turkcel l用户已达650万；此外，其

Twitter Zero套餐也推动了340%的移动

Twitter使用。同时，这些套餐也能够极

大地提升运营商的销售额，Turkcell在活

动第一周就售出30000个社交类套餐，

头4周销量则达到60万。Turkcell宣称该

促销活动将用户平均话费提升了9个百

分点。

按需分配带宽套餐

CSP可以提供按需分配的带宽以提

升服务QoS，从而提升用户体验质量

（QoE）且增加利润。例如在YouTube页

Vodafone：沃达丰连接柜服务能

够帮助零售商远程监控售货柜的存货和

温度，实时了解商品销售情况。

Digi和SingTel：马来西亚移动运营

商Digi推出促销活动，给用户连续5天的

无限制WhatsApp使用机会；SingTel也将

WhatsApp服务与分层级的价格计划绑定。

TELUS：加拿大无线运营商TELUS与

微软签订了一项战略协议以促进VoIP应

用Skype的发展。TELUS用户可以在无线

网或者WiFi环境下（WiFi环境下会产生

流量费用）享受无限制的Skype对Skype

语音电话和即时消息服务。用户可以购

买TELUS的Skype积分，而费用会囊括在

月末的TELUS账单中。

为了实现成功的商业转型，从而支

撑基于价值的MBB产品服务。CSP首先

必须制定新的策略，确定新的目标体

系、新的时间轴和新的KPI，从而最大

限度地发挥MBB资产的价值。因为宽带

服务及其交付都与传统的语音服务不一

样，因此传统语音网络的策略已经不再

适用。

其次，对当前组织的评估对于CSP

来说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价值

产品能力的发展。例如，必须打破垂直

的烟囱式组织架构（集成服务交付以及

不同领域之间的沟通）。

再者，必须重新设计运营流程，从

而推动无缝业务交付和提升用户满意

度。例如，营销部门必须制定并推广新

的通信计划，从而在客户思维中清晰确

立新产品和套餐的利好。运营商还需要

开发各种工具，帮助用户轻松监控其当

前消费，并在消费接近套餐顶峰的时候

及时提醒，这样就能减轻用户的“账单

恐慌”。

最终，成功的底线就是各个维度

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推动开创性的

新业务发展并提升用户体验。例如，

Telefonica希望“在数字化世界中实现

面上显示一个按钮，在用户需要时提供

加速服务。

基于时间和位置的套餐

CSP可以基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提

供数据套餐，面向随机的移动用户和短

期旅行者。例如提供特殊的基于小时、

天数和周数的封顶数据套餐。

DIY套餐

CSP可以允许用户定制费用和服

务，这样就能获取更多用户，提供更好

的服务体验。例如快乐时光&优选目的

地套餐、基于位置的收费、优先通信渠

道和未来促销等等。

多层次套餐

C S P 可以提供多层次的数据计

划——试用期先采用匀速（小流量），

然后再采取按使用量收费模式，最后在

用户尝到4G网络甜头的情况下再匀速定

价。

聚焦数字化经济，实现成
功的商业转型

对于寻求和OTT竞争或是合作的CSP

来说，包括移动支付、IoT和云服务在内

的数字化服务能带来光明的商业前景。

固定的用户群和收费关系以及庞大的用

户行为数据都是CSP的核心优势，这些

优势能够帮助CSP扩大其在数字化服务

产业链中的影响。一些领先运营商已

经开始利用这种优势涉足数字化服务领

域，例如：

AT&T：AT&T的无线网络能够支持

特斯拉的双向车辆通信、远程引擎诊断

和娱乐信息。

Verizon：Verizon提供了家居自动

化和能源管理方案，通过智能手机、

FiOS电视和触控式iPod就能远程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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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愿景，成为行业领域的引领者”，为此，其

于2011年成立了创新部门——Telefonica Digital，

负责在Telefonica网络上融合并开发各种业务，涉

及金融服务、M2M、电子医疗、广告、视频&媒

体、安全和云计算等等。Telefonica Digital的商业

潜能巨大，能够同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业

务额也从2011年的24亿欧元增长到2015年的50亿

欧元，在Telefonica集团营收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

2011的3.7%上升到2015年的7.8%。

营销组织必须要有创新能力，才能有效打造

中长期产品策略，以及基于定价、服务和客户行

为的产品生态系统。此外，以下几个方面也不可

忽略：

第一，要意识到差异化能力，从而助力CSP制

定商业和营销策略并实现目标，同时识别移动宽

带能力建设的投资地带，避免无差别地全方位投

资，节省成本；

第二，基于数字化战略和市场趋势调整CSP的

产品包和商业模式；

第三，通过商业转型规划来分析并阐述系统

以及技术转型如何才能提升商业效率；

第四，对产品、流程、业务以及思维观念进

行创新，覆盖电信核心业务、次核心业务以及非

核心业务；

第五，通过观察用户对套餐服务品牌的使用

感受，识别业务弱点并提升业务渠道的工作效率

和有效性，获取并抓住用户体验做文章。

总而言之，业务差异化对CSP和用户来说是双

赢策略。通过业务差异化，CSP能够开创新的收入

渠道、提升网络利用率，以及通过优化单个用户

体验和合理的定价来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模式。整

个行业都应该摒弃传统的匀速渗透定价模式，转

向新的基于先进的流量分析和流量优先机制的产

品模式，这样的定价结构才更加先进和合理。

有竞争力的差异化服务基于多种价值维度，包

括定价、流量、消费和消费者分析。大量的差异化

电信产品和服务将使消费者可以按需付费，基于定

购套餐的方式来享受预期的服务质量和价值。

用户体验

 3种不同产品策略的对比

• 营销组合的4P

• 鼓励业务购买和使用

• 基于价格和速率的差异化

• 业务过度使用会降低用户体验

• 营销组合的7P

• 抑制“带宽贪婪用户”的消费

• 基于消费的差异化

• 对齐用户的价值感知与底层宽

带业务

• 价格匹配用量，为高-中-低用

量用户提供合理套餐选择

• 消费计算极其复杂，需要时

间、教育和各种工具，这样估

算消费时消费者才能接受

• 营销组合的7P和4C

• 基于价值的差异化

• 优先满足特定用户的需求

• 是基于用量定价的进一步发展

• 聚焦核心、次核心和非核心电

信业务

• 多方位聚合式商业模式（C2C、

B2C、B2B和B2B2C等）

匀速产品套餐

价格第一

基于用量
的产品套餐

产品第一

基于价值
的产品套餐

用户第一

定价行为 消费行为 用户行为

跨域式发展：MBB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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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视点 PERSPECTIVES

运营商拥有雄厚的资产，通过与合作伙伴协同合作，可以将多样的能力转化为

商品和服务，从而进军新市场、获得新收益。但要获得成功，他们首先需要实

现成功的数字化转型。
文/陈九召  Sushil Rathee

随
着数字业务的飞速发展，传统通信市场

日渐萎缩。为了保障利益增长，运营商

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大多数运营商

已经开始与众多合作伙伴协同合作，以挖掘其核

心资产的价值，但还有许多运营商仍无所适从，

他们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如何吸引优质合作伙伴？

如何挖掘核心资产的价值？如何实现核心资产的

产品化？

华为认为，运营商需要通过数字化业务生

产，来实现数字生态系统的变现和满足消费者

ROADS式的服务体验。

数字化业务生产：资产/能力产品化

华为深刻了解影响电信行业未来发展的潜在

趋势和机遇，并一直与运营商密切合作，制定策

略以帮助运营商应对挑战，加速其数字业务转

型。运营商拥有雄厚的资产，可以直接实现自身

资产的变现，也可以通过服务和业务编排向数字

服务合作伙伴提供使能服务。以下是将想法变为

现实的必要支撑：

数字化使能：能力

促进数字化建设，丰富数字化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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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需要培养一种开放、合作的企业文

化，招募和吸收不同领域的合作者（例如企业、

DSV和开发人员等）。为了吸引并方便第三方参

与，运营商需要将其能力分解到颗粒级别，形成

各类服务，如此合作伙伴就能组合这些能力来满

足特定的需求。运营商可以聚合其数字资产（包

括能力、业务管理系统、大数据、支付、客户数

据和广告等），将这些资产标准化并对外开放，

从而由封闭的生产环境走向开放的生产环境，向

最终用户提供更多价值产品服务，从而获取收入

增长。

数字化编排：服务

数字化编排可以与伙伴合作如SAP和微软等

协作，通过预定义定制业务流程来创立一种开放

式灵活框架，实现服务和业务的编排。合作伙伴

可以运用预置的颗粒级微服务和积木式服务来编

排业务流程，从而可以轻松地根据需求更改业务

和应用（包括逻辑设计和UI设计等）。另外，运

营商还可以提供网络工具、云化开发环境和测试

环境，来便捷数字化生产过程。例如，合作伙伴

可以利用运营商开放的统一消息API能力，叠加

自己的消息安全保障机制，形成创新的多样化IM

业务；合作伙伴还可以利用运营商提供的计费能

力，形成多样化的支付选项，以创建多种支付解

决方案。

数字化生命力：产品

数字产品可被集成并通过多种渠道分发到多个

垂直行业，这样，运营商就能提供更多的创新型in-

House、inbound、outbound和Co-chair业务产品。

数字化生产可以通过嵌入能力和定制流程管理功能

加速产品的规模生产。运营商可以提供最佳环境来

激发和吸引不同的数字玩家参与开发、部署和维

护。他们还可以提供在线网络化融合运算和门户，

通过电子商务来拓展和刺激后续销量。

通过数字使能获利

具备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运营商可以将资

产及合作伙伴的创意真正实现产品化，这可以提

升业务的上市速度、规模化水平和进军新市场的

能力。以下为一些运营商的成功案例：

新兴企业领域

通过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自身的数字化转

型，运营商可以让企业快速、有效地通过自动的

数字化操作来自定义产品以及自管理其ICT资源。

以上海联通为例，其依托自己的“WO+平

台”，通过能力开放策略实现了数字资产的变

现，聚焦于将合作伙伴的创新服务（例如互联网

和OTT应用等）快速发布，从而创建数字业务生态

环境。为了加速合作伙伴B2B/B2C产品的数字化生

产、支撑合作伙伴的产品化进程，上海联通开放

的核心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M2M、企业B2B

市场，以及电子商务渠道。目前，上海联通已实

现了22类行业应用，包括车联网、银行和物流产

业，其中B2B业务收入占比超过了数字服务总收入

的50%。

IoT车联网领域

通过运营商提供的颗粒级SIM、账单、流量

和定位能力（例如SIM卡查询、通话查询、短信

用量、短信账单和业务变更），汽车行业的合

作伙伴可以在其设备中嵌入各种API和SDK，集

成与微软和SAP一体的业务流程，从而提供以下

产品：遥感勘测车辆内置信息服务系统（故障

监控、定位、娱乐、上网和通信）、基于实际

行为的保险产品，以及被盗车辆跟踪等。

电子阅读领域

中国移动正转型为数字业务供应商，构建自己

的数字生态系统，向合作伙伴提供开放和统一的架

构，保证必要的资源供给，支撑合作伙伴业务的在

线管理、监控和分析等。中国移动咪咕阅读通过开

放其管理能力，例如门户创建、内容管理和产品推

广等，并提供灵活选项，使得任意用户都可以成为

作者，发表自己的内容，让目标读者通过杂志和博

客等看到。运营商具备让数字产品升值的核心潜

能，可以创建开放的生态系统，吸引众多的合作伙

伴，通过数字化业务生产将资源转化为数字产品，

从而实现成功的数字化转型。

具备了数字化转

型的基础，运营

商可以将资产及

合作伙伴的创意

真 正 实 现 产 品

化，这样可以提

升业务的上市速

度、规模化水平

和进军新市场的

能力。

促进数字化建设，丰富数字化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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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探讨

视频时代来临，运营商中的佼佼者已经感知到了视频业务的魔力。其不再仅

仅是附庸于宽带网络上的增值业务，而是将成为运营商的基础业务和未来战

略，从而驱动运营商的业务转型和持续增长。

文/张爱军

重构视频价值
从增值业务到基础业务的跨越

运营探讨

HOW TO 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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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智能设备的普及和网络带宽

的快速提升，人们越来越习惯

使用视频来传递信息和相互交

流。视频已经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当前移动

视频业务流量已经占据了全球移动网络

流量的 50% 以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频时代

来临，运营商中的佼佼者已经感知到

了视频业务的魔力。无论是我国运营

商四川电信推出的“012”战略，还是

西班牙TEF宣布“到2020年，TEF将成

为一个视频公司”……都标志着运营

商重新认识到了视频业务的价值，其

不再仅仅是附庸于宽带网络上的增值

业务，而是将成为运营商的基础业务

和未来战略，驱动运营商的业务转型

和持续增长。

“视频”是运营商驶向未
来的船票

微信被喻为腾讯进军移动互联网的

船票，是构建腾讯“连接”战略的基础

核心产品/业务。尽管微信本身可能不会

直接为腾讯获得收入现金流，但微信强

大的用户连接能力，树立了其在腾讯庞

大的业务体系中的基础业务地位。

随着OTT厂商破坏性的崛起，运营

商的核心业务——语音和数据业务的

收入和利润正在被不断侵蚀。视频作

为人们在未来信息社会的主要交流方

式，具有天然的用户连接能力，这确

定了视频将继语音和数据之后成为电

信运营商不可或缺的基础业务。或者

说，“视频”是运营商驶向未来的船

票。特别是4K/8K视频，将成为引爆运

营商管道价值的导火索，让运营商拥

有绝佳的战略机会点，打破自身被管

道化/收入增长乏力的噩梦。

视频为什么是运营商驶向未来的

船票？视频将给运营商带来哪些长期

价值？ 

视频是运营商面向未来体验经营的

连接器。用户体验是打动用户消费的第

一要素。传统电信业务管道经营的思路

已经无法满足面向未来的体验经营的需

要，而视频能够与运营商核心的管道要

素有效粘合在一起，从而有能力为用户

呈现最佳体验，并实现对用户的连接和

商业的成功。

视频是未来运营商连接产业生态的

粘合剂。可以预见，视频将充斥在各行

各业，无论是文化娱乐产业，还是通信

沟通方式，以及蓬勃发展的行业视频应

用。面向未来，运营商如何才能将自己

的服务不断渗透到各行业生态中？视频

将是连接运营商能力与各种产业生态的

粘合剂。

视频是激活运营商管道资产，并使

其价值最大化的催化剂。有数据表明，

全球运营商的数据业务增速正在逐年放

缓，运营商移动宽带和固定宽带业务逐

渐进入到价格竞争的红海。4K/8K视频

的出现，将让运营商找到价值“抓手”

和突破口，通过视频体验，重新呈现管

道的差异化价值。

融合平台支撑视频业务价
值跨越

围绕着视频基础业务，运营商需

要构建5大供应体系，包括产品供应体

系、技术供应体系、内容/新业务供应体

系和运营运维支撑体系。

 当视频的业务定位发生变化后，支

撑视频业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思路也

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对视频为基础业

务的运营商而言，建设以体验为中心、

基于先进的可持续发展的架构，确保新

业务的上线速度，同时支持运营商提升

经营能力，稳定而又可靠和安全的业务

系统，是必须要考虑的几大要素。

最佳体验竞争力

用户需要什么样的视频体验？华为

用户设计中心联合业界著名分析机构

Ovum共同在中国、美国、法国、印尼

和巴西进行的用户调研显示，用户对最

佳视频业务体验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交互质量：用户调查发现，用户收

看电视时使用最频繁的功能是查看节目

单和换台，而在使用该功能时最关注的

体验是系统交互响应速度。业界有两个

非常有名的理论：一是3秒跳出理论，

即用户在浏览或者使用一个功能时，如

果等待时间超过3秒，用户将100%离开

此业务体验；二是700毫秒痛觉感应理

论，是指人体皮肤接触物体的感觉时间

是700毫秒，当操作按键在700毫秒内

响应时，人体会认为是及时的响应。因

此，在进行系统交互性能设计时，系统

性能至少要超过3秒理论，而向700毫秒

理论逼近，从而为用户提供真正的极致

围绕着视频基础业务，

运营商需要构建 5 大供

应体系，包括产品供应

体系、技术供应体系、

内容 / 新业务供应体系

和运营运维支撑体系。

重构视频价值：从增值业务到基础业务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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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视频成为运营商的基础业务和未

来用户的联接器时，运营商将会成为一

个super-aggregator，其基础业务平台的

开放集成能力将至关重要。运营商只有

具备灵活开放的系统架构和集成能力，

才能保证产品/服务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如何才能实现与各种产业的快速集成？

如何才能快速响应频繁变化的用户需

求？将成为运营商经营视频业务的关键

挑战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运营

商构建面向未来的开放业务平台架构，

其核心特点包括：模块解耦、业务特性

可独立生长、可云化部署且支持海量用

户的线性扩容，以及提供外部集成框

架，以支持第三方ISV/DSV对EPG/UI/OTT 

client的开发。

打造体系化运营和运维能力，支撑

业务规模发展

什么是体系化运营和运维能力？与

传统业务相比较，主要表现3个不同的

特征上。

设备管理自动化：运营商需要构建

能够管理全网设备的网络管理能力；同

时，提供自动化的工具，例如支持一键

远程OS批量安装、一键远程软件补丁升

级和一键定期巡检等，从而极大地提高

日常运维中的效率。

故障定界可视化：视频业务是一个

全流程业务，当用户保障时，如果不能

快速进行问题定界，就需要安排多个工

种的工程师提供上门服务，这将造成运

维成本的急剧上升。解决这个问题的根

本要素是建设一套端到端的可视化问题

定界系统，当用户在呼叫中心保障时，

系统能够提示呼叫中心该故障可能引起

的边界，以及该问题是网络问题还是系

统平台问题，从而在故障派单时能够准

确进行，从而提升运维效率。

运营决策智能化：智能化决策的核

心是数据。运营商需要构建一套围绕视

频业务的数据分析平台，基于大数据技

术实现对内容和用户的标签化运营，实

现对业务、内容和用户的深度理解与认

知，才能更加精细化地进行视频业务运

营，提升业务盈利能力。

提供安全、可靠的业务服务

为海量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业务

是运营商一直以来的诉求，而相比OTT

厂商，运营商业务的安全、可靠特质也

是用户选择其作为视频服务提供商的重

要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当运营商为

千千万万的家庭用户提供视频服务时，

一旦出现大面积停服问题，其造成的

社会影响也将给运营商的品牌声誉带来

无法估量的损害。因此，运营商在建设

千万级视频业务平台时，需要根据视频

业务的特征充分考虑业务的可靠性问

题，包括：视频业务源的备份、视频业

务故障分区域容灾机制、视频业务多级

容灾机制、在不影响业务情况下的视频

业务升级多窗口维护机制，以及安全机

制，包括操作系统安全加固机制、用户

敏感信息不加密机制。

大视频时代来临，视频创
造美好生活

随着4K产业链不断成熟，2016年已

经成为4K规模商用元年，通过4K的极

致用户体验，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影院级的视听质量。不久的将来，随着

VR/AR技术的快速发展，视频将为人们

带来虚拟现实的极致沉浸式体验，成为

联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你能想象带

上VR眼镜就可以体验到西湖美景的点滴

吗？大视频时代已经到来，视频将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

体验。

目前，华为视频解决方案能够提供

真正的交互零等待最佳性能，具备EPG

浏览无等待（<0.5秒）、换台无等待

（<0.7秒）和播放无等待（<1秒）。

内容质量：对用户而言，内容质量

分为内容丰富度和内容品质两部分。首

先，在运营商构建自己的内容供应链

时，需要从源头确保内容的品质。针对

不同的分辨率在不同屏幕上都要构建不

同的质量标准体系。目前，整个行业还

缺乏统一的视频质量衡量体系，为此华

为联合ITU共同构建了下一代视频质量

衡量标准——U-vMOS体系，可以有效

帮助运营商对内容质量进行风险管理和

控制。其次，运营商除了需要构建统一

的内容品质控制体系之外，也需要构建

新型的内容供应渠道，从而使自身内容

快速丰富化。

华为Digital Incloud视频聚合计划能

够帮助运营商一站式快速解决内容短缺

问题。

播放质量：ITU-T在2011年12月发布

的Y.1541技术报告中定义：好的播放质

量是指在4个小时的视频播放过程中没

有视频质量损伤。要实现这一极致视频

播放质量，ITU-T对网络也提出了极致要

求，就是丢包率小于0.1%，抖动小于50

毫秒。华为在实际项目中发现，运营商

要构建满足这一标准的网络，其投资成

本会非常高昂。那么，如何有效达成上

述极致体验呢？这就要求视频业务平台

提供商增加新的技术，以确保即使在中

等网络条件下也能够提供相应的极致体

验保证。

华为FEC+RET解决方案可以帮助运

营商有效降低对网络的要求，网络丢包

能够容忍最大到1%，网络抖动容忍最

大到1300毫秒。

开放集成、快速业务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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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管理
从PCRF到统一策略中心
从各标准组织的网络架构演进以及各网络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统一策略中心同时管理

MBB、FBB、SDN和WiFi等多种接入网络，为用户提供一致、极致体验，已成为运营商的必然

选择。
文/ 苏银波

策略管理发展历史

从
2004 年 6 月 3GPP 在 R5 标

准中首次引入策略管理功能

（Policy Decision Function，PDF）

开始，策略管理已经有超过 10 年的发

展历史。早期，PDF 作为 P-CSCF（Proxy 

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功能中的

一个小部件，主要用于关联用户的信令

会话和承载会话。因其功能独立，在 R6

标准中，3GPP 将 PDF 从 P-CSCF 中独立

出来，作为一个单独功能进行重新定义

策略管理：从PCRF到统一策略中心

和增强；同时在 R7 中，3GPP 将 PDF 和

CRF（Charging Rule Function）功能合并，

形成当前在 MBB 网络中广泛部署的

PCRF（Policy and Charging Rule Function）

策略管理功能。

策略管理在MBB网络飞速发展的同

时，ETSI、WiMAX Forum、PacketCable

等标准组织也分别定义了适应各自网络

的策略管理标准架构，并陆续在运营商

网络中商用部署。其中，ETSI定义的FBB

网络策略管理功能名为RACS（Resource 

and Admission Control Sub-System），而

WiMAX Forum和PacketCable则将其网络

中的策略管理功能同样称为PCRF，并在

网络架构和接口协议方面与3GPP标准保

持了一致。

从策略管理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3GPP对策略管理的发展和成熟推动最

大，并且在策略管理存量市场占据绝对

优势，Infonetics的全球分析报告显示，

2015年全球无线接入领域的策略管理市

场空间接近15亿美元，固定接入领域的

策略管理市场空间接近1亿美元。基于

此优势，3GPP在其R12和R13标准中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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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了针对3GPP接入（2G、3G和LTE）和非3GPP

接入（FBB、WiFi、CDMA、Cable和WiMAX）等各

种网络场景下的策略管理方式和详细网络架构协

议，覆盖端、管、云和多种接入网络的统一策略

中心，逐渐成为业界的共识。

策略管理在网络侧的价值

策略管理可在每用户、每业务流的力度上进

行网络资源的动态调度管理，网络资源包括MBR

带宽、QCI接入优先级、ARP抢占优先级、用户使

用量和计费方式切换（在线与离线）等等。

移动宽带网络

3G网络商用部署后，运营商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都没有找到有效的内容来填充3G的数据网络管

道，直到苹果和Android的横空出世带动了OTT大

发展，终端用户的内容需求不再是移动数据网络

发展的瓶颈。此时，运营商可充分利用策略管理

功能尽可能多地转换语音用户为3G数据用户。

限速不限量策略：2010年，AT&T推出了不

限流量套餐，但因为网络中没有策略管理，导致

网络无法承载流量增长的冲击，不得不于2012年

终止该套餐。2016年，AT&T重新向终端用户推

出不限流量套餐，同时加入了策略管理方面的要

求——用户在月使用量不超过22GB之前，都可以

享受无限速的高速接入，当流量超过该限值时，

用户接入速率会被降低。这种策略在欧洲和中东

地区被运营商普遍部署，例如沙特Mobily，其针

对商务人士的LTE资费就采用了类似固定宽带的带

宽销售方式，通过这种方式，Mobily在很短时间

内就实现了MBB市场份额第一。

终端绑定策略：中国国内的3大运营商在3G

商用部署后，陆续推出了高端智能手机绑定套餐

的促销活动，用户只需要连续签约使用数据套餐

两年，即可免费获得iPhone或者Samsung等高端智

能手机。

家庭配额共享策略：挪威Telenor推出了多用

户共享配额策略，用户只需要购买一个大配额，

即可在自己的多台终端设备之间共享（包括手

机、iPAD和数据卡），或者将配额共享给自己的

家庭成员。在该策略推出6个月后，Telenor现网

20%的数据用户都开通了该业务。

计费规则管理策略：阿联酋Du在3G部署初

期采用了策略管理系统进行计费规则和配额的管

理——当用户的使用量在配额内时，网关执行离线

计费策略，只需将使用量信息上报策略管理系统即

可；而当用户配额耗尽后，策略管理系统会实时指

示网关修改计费策略为在线计费，此时网关才会和

OCS计费系统交互，执行PAYG的在线计费。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避免计费系统对数据业务发展的限

制，同时大大节省计费系统的投资。

VoLTE质量保障策略：VoLTE业务当前正在全

球陆续商用发布，借助策略管理，可以为用户的

VoLTE业务建立专有的传输管道，保障VoLTE高清音

视频业务的网络体验质量。

固定宽带网络

中国电信在其固定宽带网络建成初期，采用的

商业模式为销售配额和流量，例如用户可以花30元

购买200MB流量，但这种模式并没有带来用户数的

大规模增长。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固定宽带网络

的商业模式就转变为销售带宽不限流量的形式，虽

然不同的带宽（1Mb/s、2Mb/s和8Mb/s）对应的价

格并不一样，但同样都不限流量。这种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减弱了对策略管理的要求，但在固定宽带网

络中，同样需要策略管理。

重度用户限速：德国Telefonica固定宽带的

最后一公里接入租用于其他本地运营商，需要根

据流量与其他运营商进行结算。为了避免亏损，

Telefonica对其固定网络中的重度用户（月使用量超

过100GB）实行了接入限速。

4K视频智能带宽提速：4K视频火爆程度渐

长，但是视频源还相对缺乏。对于用户而言，在没

有其它高带宽需求下，仅仅为了观看4K节目而订购

高带宽（100Mb/s）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的多个子网已经商用部署智能带宽提

速策略，用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动态地提升接入带

宽以满足临时的高带宽需求。

全网络运营已成为很多运营商的最新选择，

例如肯尼亚Safaricom、沙特Mobily和印尼Indosat

都选择了在移动网络基础上继续新建固定宽带网



 第74期  2016.06 31

络。对于全网络运营商来说，通过策

略管理为用户提供Cross bundle可大大

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中国电信从2010

年即开始推广其E8和E9套餐，用户仅

需签约一个套餐，即可获得MBB、FBB

和WiFi等多种互联网接入方式，并可在

多种网络获得一致的互联网体验。

宽带网络的爆炸式增长促成了服务

虚拟化和云服务的出现，而这些新的应

用又反向推动了网络的发展。随着云

服务和大数据应用等关键计算需求的

出现，业界已经在研究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网络。SDN网络的

一个关键就是通过在会话、用户、设备

和应用各层次提供可理解的和广泛的策

略管理，对网络进行更精细的控制，例

如根据不同的应用类型执行不同的策略

路由，以及在数据包转发之前确定各网

络节点的拥塞状态，从而选择最优的转

发路径等等。

从各标准组织的网络架构演进以及

各网络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统

一策略中心同时管理MBB、FBB、SDN

和WiFi等多种接入网络，为用户提供一

致、极致体验，已成为运营商的必然选

择。在统一网络侧的策略管理的同时，

策略管理也能够为用户（终端）和内容

提供商（云端）提供业务，其自身也不

断向IT的纵深发展。

策略管理在用户侧的价值

随着策略管理的发展，策略管理从

网络发展到用户，建立与用户实时沟通

的双向渠道。

用户通知：策略管理系统可以通过

短信、网页和Toolbar等多种形式向用

户发送实时通知信息，例如当用户流

量耗尽时通知用户购买流量、当用户

进入漫游区域时通知其漫游资费和套

餐信息等。

实时触点营销：借助策略管理的实

时通知功能，中国移动将策略管理作为

重要的营销渠道，开发了大量营销类策

略。例如当用户处于营业厅附件时通知

其可以到营业厅免费更换USIM卡、用

户在访问新闻类应用时发送短信通知其

可以免流量签约中国移动手机报业务等

等。基于此触点营销，中国移动营销成

功率提升了30%以上。

用户快速业务获取：英国EE采用策

略管理系统解析用户发送的短信内容，

根据短信内容确定用户需要签约的套

餐，通知BSS系统进行扣费。通过这种

方式，用户在有网络的地方就能办理业

务，极大地提升了用户满意度。

用户接入网络选择：移动运营商当

前普遍都部署了2G、3G、LTE和WiFi网

络，不同接入网络在同一时间点的拥塞

状态可能不一样。策略管理系统能够根

据各种条件指示用户接入的网络类型，

例如科威特Ooredoo将每月LTE网络使

用量超过30GB的用户Offload到3G网络

中，避免LTE网络的拥塞。

策略管理在云端内容侧的
价值

策略管理也能实现OTT内容的协作

和管理，帮助运营商发展新的市场空

间。

网络带宽能力开放（OTT合作）：

中国电信将策略管理中的每用户带宽管

理能力开放给第三方厂商迅雷，迅雷VIP

用户在下载内容时，带宽会自动提升为

100Mb/s，而费用由迅雷提供给中国电

信。

内容绑定策略：智利Movistar设计

了“Mail+Chat”、“Redes Sociales”

和  “Navegat ion”，用户访问对应

类型的内容只需要订购对应的套餐即

可。这种方式可以借助优势OTT厂商的

用户规模帮助运营商实现用户资源的

争夺。

策略管理向IT纵深发展

在策略管理系统管理范围不断扩

大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向 IT系统纵深

发展，结合大数据分析系统，帮助运

营商快速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执行精

准的营销推送。在策略部署方面，也

不断进行自我完善，通过统一的策略

运营平台和市场化的语言进行策略配

置，策略运营平台自动生成多种设备

的策略配置脚本并自动下发，加速运

营商的上市时间。

到2020年，互联网用户数将达到70

亿，全联接数将达到500亿，数据流量

将达到每月40EB，为了提升流量价值，

向用户提供无网络差别的极致体验，统

一策略中心将必不可少。

在策略管理系统管理范

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其

本身也在向 IT 系统纵深

发展，结合大数据分析

系统，帮助运营商快速

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执

行精准的营销推送。

策略管理：从PCRF到统一策略中心



NB-IoT：
归一化网络，多样化应用
华为于“2016年巴塞罗那通信展”期间发布了基于NB-IoT技术的物联网解决方

案，通过部署无处不在的低成本、高性能和即插即用的传感器，为人们提供便捷

的生活体验。
文/徐海平

解决方案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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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信行业憧憬物联网市场已达 10 年之久，

但由于电信运营商传统的 2G/3G/4G 网络

并不能满足物联网设备低功耗、低成本

的要求，一直以来，大部分物联网设备在连接时

主要采用 WiFi 和蓝牙等免费技术，运营商很难从

中获利。目前，在全球联网的物联网终端中，接

入运营商移动网络的终端占比不足 6%。而通过

NB-IoT（Narrowband Internet of Things，窄带蜂窝

物联网）的部署，预计到 2020年C-IoT（Collaborative 

Internet of Things）连接数将达 10 亿，较 2015 年

增长 2.5 倍，基于 NB-IoT 技术的蜂窝物联网将在

未来几年成为拥有巨大潜力的商业蓝海。

归一化LPWA网络

为满足越来越多远距离物联网设备的连接需

求，LPWA应运而生。LPWAN（Low Power Wide 

Area Network，低功耗广域网络）专为低带宽、

低功耗、远距离以及大量连接的物联网应用而设

计。正如短距离无线网络包含WiFi、蓝牙和ZigBee

等多种技术，LPWA也包含多种技术，

例如LoRa、Sigfox、传统的

2G/3G/4G和NB-IoT等。

相比于短距技术，LPWA无需额

外部署汇聚网关，大大降低了用户的部

署成本和复杂度，应用终端即插即用消除了部署

限制。而相比其它技术，NB-IoT对于LPWA应用有

着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

相比Sigfox/Lora技术，NB-IoT可基于运营商现

有网络站点升级支持，无需额外的站点/传输资

源，且部署方便，便于规模扩展。应用频段则采

用运营商可控的有执照频谱，可管理、无干扰。

而无执照频谱当前已被多种业务使用（例如对讲

机、医疗和工业的无线控制等），不可知的无线

干扰会对其业务体验带来极大影响。

而相比运营商现存的2G/3G/4G网络，专为物

联网设计的NB-IoT技术则在技术性能和业务能力

上有着绝对优势，200KHz的窄带需求可以充分利

用运营商的零散频谱，并能够提供百倍于4G的连

接规模、百倍于2G的灵敏度和长达10年的设备电

池供电寿命，也可提供成本更低的商用芯片，使

蜂窝网络极大地延伸了应用边界。

随着2015年9月NB-IoT技术正式写入3GPP协

议，华为、高通、爱立信和VDF等全球主流通信设

备商、运营商和芯片厂商均已明确了推进NB-IoT

大规模商用的目标。不久的将来，一张基于3GPP

标准、专为海量传感器服务的NB-IoT网络将在全

球广泛展开。

多样化C-IoT应用

近两年，各国都把发展物联网作为国家战略

之一，然而高价的无线终端、需要额外部署的汇

聚网关，以及昂贵的室内布线成本等等障碍极大

地抑制了物联网的进一步发展，NB-IoT的出现，

契合各行业无线物联网的部署需求，彻底释放了

基于无线传感器的智能应用，帮助运营商切入新

的市场。

智能水表

全球公共事业行业都已经启动或计划启动智

能抄表的改造工作。通过智能抄表，可以大大节

省抄表人力，并提供分时收费等增值服务，但基

于现有网络技术实现智能抄表可谓困难重重。例

如，根据VDF在英国的统计，将近20%的水表位

于房屋的地下室和弱覆盖的墙体之中，现存的

NB-IoT：归一化网络，多样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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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3G/4G网络无法接入。由于工程人员人力成本

较高，水务公司要求改造后水表需要持续工作5年

以上，现网设备同样无法满足，因为当前采用的

短距汇聚等模式存在着部署成本高、信号干扰大

和可靠性低等问题。而NB-IoT的低功耗和深度覆

盖功能则可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智能垃圾箱

在“2016年巴塞罗那通信展”期间，华为展

示了基于NB-IoT的智能垃圾箱解决方案，其通过

对服务区域中的垃圾箱进行智能改造，为其加装

嵌入NB-IoT无线芯片的声波传感器，以判断垃圾

箱是否已满，并通过NB-IoT无线网络将状态信息

上报给管理服务器，服务器根据上报信息为垃圾

车规划最优路径，此举预计可以将垃圾清运车的

调度效率提升1倍以上，为每个城市的垃圾管理节

省每年数百万美元的车辆和人力成本。

智能环保

环境保护是近年来大众最为关注的话题之

一，然而环境污染来自于生产和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人工排查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基

于NB-IoT技术的智能传感器可以提供危险气体检

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森林火灾监控和危险

品管理等多种功能，帮助人们解决部署难题。

NB-IoT技术具有低功耗、广覆盖、大容量和

低成本等技术优势。在NB-IoT基站覆盖范围内，

安装传感器无需额外布线，可即装即用，每平方

公里可支持安装数以万计的传感器终端，实现全

面监测管理。相比传统2G/3G/4G蜂窝网技术，

NB-IoT技术能提供20dB的覆盖增益，保障了无线

传感器在各种恶劣环境下仍能正常监测上报，例

如水下（水质监测）、地下（土壤检测）和仓库

中（危险品管理）等等。低功耗技术使得终端耗

电只有传统GSM的1/10，一次安装可支持10年监

测。通过分析无处不在的环境监测传感器上报的

数据，实现污染源发现管理和污染预测分析等功

能。

NB-IoT将迎来规模商用元年

NB-IoT技术的出现，使得运营商只需建设一

张网络即可承载和管理所有的LPWA业务，避免了

多种技术承载所带来的芯片、网络、终端和平台

不统一的问题。而NB-IoT所提供的大连接、广覆

盖、低功耗和低成本优势，则能够帮助运营商将

物联网业务拓展到更多的行业和应用中。

作为NB-IoT技术的主要倡导者，华为将在

2016年大力推进该技术的商用进程。近期，华为

将与主流运营商在全球各地共同建设7个NB-IoT开

放实验室，作为加速生态系统发展的开放平台，

可支持垂直行业的合作伙伴和开发商进行预集成

测试和认证，通过与垂直行业的深度合作为运营

商拓展新的业务市场。

可以预期，2016年将会成为NB-IoT规模商用

元年，崭新的物联网时代即将到来！

典型行业应用 大连接 深度覆盖 低功耗 低成本

智能抄表

智能垃圾箱

环境传感器

智能灯杆

货物追踪

智能停车

多样化的C-IoT智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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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法宝”助力运营商企业云专线业务
华为SDN系统集成服务针对运营商业务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为运营商网络改造集成提供“3

大法宝”——SDN WAN网络演进、VAS业务预集成和建模，以及ICT资源统一编排。

文/沈洪远

I
CT 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走向快速创

新的道路，企业为了能更快地进入新

市场、敏捷创新和提高生产力，需要

更加高效可靠和灵活可定制的 ICT 服务。

ICT变革为运营商带来战
略新机遇

如今，运营商的传统业务面临着需

求增长的瓶颈，而与此相对，企业对新

型专线业务和云数据中心业务的需求正

高速增长。

依托网络侧的优势，运营商可以为

企业用户提供一站式云专线服务，例如

端到端的专线、按需订购的云业务资

源，以及灵活可定制的增值业务等都可

以一站式提供，这种“云+专线”的模

式将改变企业ICT资源的消费方式。企

业用户可以一次性开通云服务和网络专

线，享受高质量的ICT云服务，运营商则

能利用网络的优势，把握企业接入的入

口，撬动万亿美元的企业ICT市场，获得

新的增长动力和战略机遇。

然而，运营商业务系统经历数十年

的“烟囱式”建设，各产品域使用着独

立的厂商设备和独立的业务管理支撑系

统。推出一项新的功能业务需要经过技

术选型、厂商开发、集成验证和现网部

署等诸多步骤；发放业务需要跨域、跨

技术、跨厂商资源协调和多系统、多部

门业务逐段打通。这种云管分离的业务

和支撑系统缺乏提供一站式企业云专线

服务体验的基础，而“烟囱式”的管道

造成了专线业务开通缓慢……这些现状

应如何打破？

华为SDN系统集成的“3
大法宝”

SDN的出现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

了新的思路，华为凭借其在电信行业

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和技术积累，深刻

理解运营商WAN网络、数据中心和VAS

（Value Added Services，增值业务）的

特点，针对运营商业务系统普遍存在的

问题，为运营商网络改造集成提供“3

大法宝”——SDN WAN网络演进、VAS

业务预集成和建模，以及ICT资源统一

编排。依托华为的SDN OpenLab和规划

仿真平台，推出SDN系统集成服务，助

力运营商利用SDN技术打破传统的烟囱

式管道网络，使能云管业务协同，具备

向企业提供“按需弹性定价、丰富VAS

业务、分钟级业务开通、在线自服务体

验”的一站式企业云专线服务的能力。

法宝一：SDN WAN网络演进——加

速业务上市，提升业务能力

运营商传统WAN网络的SDN演进应

该是分层、分步实现的，将是长期过

程。华为SDN WAN网络演进服务集成了

Overlay方案和Underlay方案，帮助运营

商加速业务上市，提升业务能力。

“3大法宝”助力运营商企业云专线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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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ay方案：Overlay是叠加的意思，即通

过在现有网络上叠加一个软件定义的逻辑网络来

实现业务逻辑，原有网络则尽量不进行改造。采

用Overlay技术后，运营商不用改变其现有网络架

构即可支撑新的云业务，极大地方便了新业务部

署，也保护了运营商的历史投资。华为Overlay方

案支持业界10多家主流厂商的设备、超过10k节点

的海量网路的拓扑还原与容量分析，可精准识别

资源瓶颈，预测业务未来增长，基于分析结果设

计最优的Overlay方案，快速建立E2E连接。

Underlay方案：Underlay方案通过对现网物理

设备的改造，引入SDN架构，整合骨干IP/MPLS网

络和光网络，简化网络运维，提升网络智能和自

动化水平，达成IP网络和光网络的有效协同。例

如在T运营商的P国子网中，华为“IP+光”联合规

划方案通过对“IP+光网络”进行拓扑、容量和保

护的协同设计，帮助客户提升了50%的规划效率

和30%的资源利用率，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法宝二：VAS预集成与建模——提供业界最

有竞争力的增值业务

运营商每引入一个新的增值业务都需要进行

集成验证，而传统网络和业务系统紧密耦合，每

增加一个新业务，业务系统都需要与周边N个节

点的几十个接口进行对接和编码开发，对接工作

量大，过程耗时耗力，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VAS预集成：华为的 VAS预集成服务可提前

针对业界主流增值业务和合作伙伴进行预集成验

证。基于华为北京SDN OpenLab，华为可以实现

7天完成一个新VAS集成的业界最佳实践，目前

已经和超过20家主流增值服务提供商建立了合作

关系，提供超过50种典型增值业务，并为全球超

过30个市场项目完成了端到端的服务解决方案验

证，帮助运营商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向企

业提供最优的增值业务服务，得到了运营商及合

作伙伴的广泛认可。

NEMO（Network Modeling）建模：业务定

制与业务创新一直倍受运营商关注。传统的网络

北向接口采用自底向上的方式基于网络设备进行

抽象，存在接口复杂、易用性低、冲突检测困难

和标准化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华为抓住运营商

需求，创新地提出了下一代网络编程语言NEMO。

面向不同行业用户、采用自顶向下的抽象方式、

基于通用的网络操作模式和以应用为中心的网络

模型，为运营商的业务设计人员提供了一种简单

易用的网络业务模板定制方式。华为将NEMO语言

付诸实践，通过分析运营商企业业务，总结出6种

典型业务场景，应用NEMO语言开发出超过20种典

型网络模型，然后在华为SDN云数据中心方案里统

一提供并动态刷新，极大地简化了运营商的设计

工作，并加速了业务创新和新业务的布放速度。

法宝三：ICT资源统一编排——实现便捷的企

业自服务

华为ICT跨域业务编排服务可以实现：覆盖

Underlay和 Overlay的SDN网络业务和资源编排；面向

DC云计算、存储和vDC等云业务的统一编排和资源

分配，以及跨网络和云资源的ICT资源统一编排。通

过提供企业自定义门户，可实现云、管、VAS服务

的按需申请、在线订购和即时生效，并且可以动态

加载、删除和扩/缩容，实现便捷的企业自服务。

致力SDN变革创新，与运营商携
手共进

把握SDN技术带来的未来网络变革创新，是

运营商基础设施转型的基础。华为持续投入SDN领

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强大的SDN专家资源，包

括20多位高端系统架构师、100多位系统架构师和

2000多位专业服务工程师，可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

的SDN集成服务体验和全面的技术支持。华为北京

SDN OpenLab是华为基于SDN的网络演进与转型体验

中心，聚焦于运营商的网络转型和业务转型。已经

启动了与超过20家合作伙伴的预集成验证，并为全

球超过30个市场项目完成了端到端的服务解决方案

验证，得到了运营商及合作伙伴的广泛认可。

华为积极倡导 S D N集成服务领域的开放

合作，积极联合运营商、标准组织（ONOS、

ODL）和OTT等行业伙伴及开发者，共建合作、

共赢的SDN生态圈，致力于推出SDN+开放生态

创新方案，快速满足客户需求，促进SDN产业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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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DB：构建云化网络统一融合数据层

CloudDB
构建云化网络统一融合数据层
统一的网络融合数据层形成的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型网络架构。基于统一数据层可有效实现网

络的扁平化，简化网络运维，大幅降低TCO，并实现数据开放变现。

文/薛清风

近
几年来，在移动互联网浪潮的

冲击下，运营商面临着来自

OTT 和虚拟运营商的双重竞争。

过去那种单纯依靠手机、宽带和传统流

量业务的经营模式，已不能满足快速变

化的客户需求，运营商的客户资源优势

逐渐流失，同时其功能管道化的趋势也

日趋严重，这迫使运营商在业务创新上

寻求突破。

在未来5G业务面向万物互联的极

致通信要求下，需求呈现多样化，运营

商更需要具备灵活的网络架构以实现新

业务的快速上市，满足天级甚至小时级

别的业务快速上线要求，这需要CT领

域的创新也能像IT产业一样快捷化和多

样化。此外，运营商数据是一份蕴含丰

富价值的资产，但目前受限于数据孤岛

等问题，无法真正有效地实现数据货币

化，如何让不同网元和业务系统的数据

更好地关联、汇聚并实现数据开放是未

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业务与数据分离：未来网
络的迫切需求

当前，网络虚拟化已成为大势所

趋，各大运营商分别制定了各自的网络

虚拟化战略，在不久的将来，传统的电

信网络将迎来新一轮的云化和虚拟化网

改浪潮。在这新一轮的机遇和挑战中，

如何通过一个敏捷的网络扭转运营商与

OTT竞争的不利局面，转为与OTT合作经

营共享市场蛋糕？这需要未来的网络架

构具备更大的灵活性、更能满足多样化

的要求。

核心网作为移动通信网络虚拟化的

先行者，通过软硬件解耦和硬件通用化

极大地降低了TCO；同时，为了提升网

络对应不同业务需求的弹性以及无损的

业务体验，需要对软件架构进行重构

以实现程序与数据分离。因为在程序

与数据实现分离之后，传统的网元将

分离为独立的业务层（VNF）和数据层

（DB）。其中业务层将不再需要管理各

自的数据，只需要关注应用的业务处理

逻辑即可，从而可实现业务的灵活、快

速部署和弹性能力。

而对于数据层来说，不同应用在数

据存储、数据处理以及电信级可靠性等

方面有着共同的要求，这催生了云化统

一数据层的诉求；同时，云化网络统一

数据层天然还具备解决运营商“数据孤

岛”问题的能力，通过统一的数据层

可以融合、汇聚用户的签约数据（HLR/

HSS）、会话数据（MME/IMS）、策略

数据（PCRF），甚至 IT系统的各类数

据，使得VNF之间可以更方便地共享统

一数据层中的数据。此外，依托统一数

据层进行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开放，还可

以为运营商带来具备电信级可靠性的快

速数据变现能力，帮助其实现与OTT和

第三方的合作共赢。

华为CloudDB：构建云
化网络统一融合数据层

CloudDB定位为云化网络下统一、

开放的融合数据库，其基于业界领先的

华为SDM解决方案，具有HLR/HSS领域9

年零宕机的超高可靠性基因，以及丰富

的数据融合与开放的商用实践能力。作

为SDM融合数据库的下一代解决方案，

CloudDB具备以下核心能力：

多应用数据融合能力：CloudDB支

持HSS/UPCC/DRA/IMS/MME等传统核心

网网元的用户数据和会话数据管理功

能，同时具备为传统电信IT系统和第三

方应用提供云化数据库服务的能力。其

支持多样化的数据类型（包括profile、

session和非结构化等）和多种数据模型

（包括关系型、Key-Value和JS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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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丰富的数据访问接口（包括LDAP、

SQL、Reset、SOAP和SPML等）、灵活

的数据模型，以及业务发放在线配置能

力，可实现新应用和新业务的快速上

线，有效缩短TTM。

超大容量高性能：CloudDB采用了

完全分布式的架构设计，支持无极线性

扩容，无理论容量上限。其实验室已验

证的容量高达10亿用户，可提供每秒

160万次的数据库操作能力，同时可达

到99%的数据访问时延小于1毫秒。

超高可靠性：CloudDB在通用硬件3

个9可靠性的基础上，构建了6个9的软件

级数据可靠性，能提供高可用性数据服

务，保证应用的业务连续性。其全系统采

用分布式冗余架构设计，无单点故障；具

备快速的软硬件故障检测和恢复能力，可

通过自动、无缝的倒换和接管机制实现

业务无损体验；支持多DC多活的容灾部

署，提供高效和自动化的数据冲突决策机

制，解决多活多DC数据库在极端异常场

景下的最终数据一致性问题。

极致集成度：CloudDB支持数据自

动压缩存储，可通过数据字典自动压

缩、合并相同数据；同时，还支持内存

和磁盘混合存储模式，基于灵活的策

略配置定义活跃数据和非活跃数据，将

非活跃数据从内存迁移到磁盘，并可实

现毫秒级的磁盘数据唤醒。相比传统的

SDM融合数据库，CloudDB的集成度可提

升40%以上，从而实现了存储空间和内

存空间的大幅节省。

灵活数据弹性能力：CloudDB支持

数据层统一的负载均衡器，可根据消息

负荷和存储空间情况自动进行无损弹性

伸缩和数据迁移，数据库自动弹性时间

小于10分钟；其采用多DC异构容灾架

构，多DC之间具备各自独立的弹性伸缩

能力，不需要进行弹性联动，有效降低

了资源编排的复杂度。

灵活部署能力：CloudDB针对不同

应用的多样化数据冗余和数据可靠性要

求，可支持基于不同应用和不同数据属

性配置灵活的数据冗余和数据一致性策

略（强一致性、最终一致性）；可通过

在应用侧部署数据缓存以有效降低数据

访问时延；支持N-Way的多地容灾部署

配置和All-Active的多DC多活架构，任意

DC都可作为主数据节点提供数据服务，

无读写操作限制，最大程度地提升了系

统资源利用率，降低了带宽负荷要求。

内置的数据分析与开放能力：

CloudDB内置集成了大数据分析引擎，

可对自身存储的数据进行汇聚分析，也

可通过数据联邦的方式获取网络中的其

它数据源再进行关联分析；将各个网元

中的用户信息进行聚合，具备历史数据

分析能力，可对数据深度洞察挖掘，实

现用户信息完整画像，支持对外开放功

能，提供各种丰富的API接口，不仅可满

足灵活和多元化的新业务开发，更可大

大缩短TTM，实现新业务快速上市。

统一数据层已成为大势所趋

目前，基于CloudDB的云化SDM解

决方案即将在比利时Telenet正式商用，

为华为CloudDB在业界树立领军地位吹

响第一声号角；而在印尼Telkomsel，基

于CloudDB的统一数据聚合和开放平台

（DSP）也在通过聚合和开放全网用户

的实时信息，帮助运营商更好地实现业

务创新、高效运营和提升用户体验。

网络虚拟化不仅仅带来了软硬件的

解耦，同时也促进了网络架构的解析与

重构，统一的网络融合数据层形成的是

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型网络架构。基于统

一数据层可有效实现网络的扁平化，简

化网络运维，大幅降低TCO，并实现数

据开放变现。在传统电信网络新一轮的

云化和虚拟化浪潮下，统一数据层已成

为大势所趋。

CloudDB 内 置 集 成 了

大 数 据 分 析 引 擎， 可

对自身存储的数据进行

汇聚分析，也可通过数

据联邦的方式获取网络

中的其它数据源再进行

关联分析。其不仅满足

灵活多元化的新业务开

发，更突出的是大大缩

短 TTM，实现新业务快

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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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G：拉开千兆速率时代的帷幕
运营商在迈向5G的过程中，先采纳4.5G，将有助于他们提供更好的业务能力和用户体验，推出

更多服务，保护现有投资，抓住新商机，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并维持竞争优势。
文/周东飞

4
.5G 是从 4G 向 5G 迈进的过渡

阶段。只需对现有的 4G 基础设

施进行小规模升级，就可以提供

千兆速率移动宽带、高清用户体验和实

现“万物互联”应用。目前，华为已经

在业界引领 4.5G 解决方案的商用试点，

推动 4.5G 标准化工作。2016 年，全球

将部署 60 多张 4.5G 网络，拉开千兆速

率时代的帷幕。

4.5G：LTE的自然演进

目前，客户对运营商网络的速度和

容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诉求。随着数据

消费和用户数量的激增，到2020年，

预计67亿MBB用户每人将消费5GB数据

（较2014年增长了10倍）。未来10年，

物联网也将获得指数级增长。

当前，4G网络已经无法应对数据、

用户和连接数量激增带来的挑战，在此

背景下，4.5G应运而生。与目前最先进

的4G技术相比，4.5G速度更快、时延更

短、连接质量更佳，可以帮助电信运营

商提供新服务，抓住新商机。4.5G解决

方案将能为各种新兴应用和技术提供支

撑，例如虚拟现实、实时的工业自动化

和超高清视频等应用，以及云计算、大

数据分析、CIoT（蜂窝物联网）和宽带

集群等具有重大转型意义的ICT技术。

现在距离5G商用还有4年时间，在这4

4.5G：拉开千兆速率时代的帷幕

年内，4.5G通过现有软件升级和添加少

量硬件就可以实现性能的大幅提升，对

硬件进行小规模升级，帮助运营商加快

应用部署，缩短服务TTM，保护已有投

资，进而平滑过渡到5G。

2015年10月，标准化组织3GPP已

正式确定4.5G的官方名称和徽标——

LTE -Advance  P ro。华为也已经提出

了“Gbps”、“Exper ience 4.0”和

“Connection+”这3大新理念，并获得

了业界广泛认可。“Gbps”意味着MBB

网络峰值速率可超过1Gb/s（4G仅为

100Mb/s），容量更大且推动了小区边

缘速率的提升；“Experience 4.0”指的

是为用户提供MOS和U-vMOS得分超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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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高清语音和视频体验；而“Connection+”则

可为NB-IoT（窄带蜂窝物联网）和LiTRA公共安全

网络提供支持，助力垂直行业的发展。

Gbps：千兆速率时代已经到来

在网速峰值、容量和小区边缘速率方面，

4.5G较4G都有了显著提升，这是通过3CC、CA

（载波聚合）、Massive MIMO（大规模多入多出

技术）和256QAM等多种使能技术实现的。4.5G

网络峰值速率可达1.2Gb/s（为4G峰值的8倍），

可以为新的高速终端和应用提供支撑；与此同

时，4.5G的单站容量可以提升到600Mb/s左右

（为4G的6倍），可供75个2K视频频道同时播放

（每个频道8Mb/s），而4G仅能供12个2K视频频

道同时播放；最后，4.5G的小区边缘速率可以提

升10倍以上，达到30Mb/s，充分满足了小区边缘

观看2K/4K超高清视频等体验需求。

1Gb/s的关键技术简介如下：

Massive MIMO（FDD）：Massive MIMO可

显著提升上下行频谱效率和小区边缘用户体验。

华为创新的eMIMO（增强型MIMO）可最大限度

地发挥4T4R射频模块（该模块将于2016年实现全

面商用）潜力，在中高频段上运行，实现4个发射

通道，可同时支撑4×2 MIMO和4×4 MIMO。此

外，eMIMO还可以支持带传统天线的刀片RRU、

带缝隙天线的刀片RRU和具有4T4R功能的AAU

（有源天线射频单元）。

Massive MIMO（TDD）：Massive MIMO

（TDD）可以将频谱效率提高3～5倍，将运营商

对基站和频谱的投资效益最大化。Massive MIMO

（TDD）技术的核心是超大规模的多天线系统，

每个模块内部集成了128个规格和集成度都达到最

高水平的射频信道和内置天线，在实现深度覆盖

的同时可显著降低网络建设成本。Massive MIMO

（TDD）可以支持所有主流LTE-TDD频段和4G终

端。单个Massive MIMO基站可以实现大面积的3D

覆盖，无需部署多个机柜。2015年9月，上海移

动与华为已联合在4G商用网上成功开通了全球首

个Massive MIMO基站。

4CC和5CC CA：4CC和5CC CA（计划将于

2016年部署）在提升用户峰值速率的同时，可以

使小区边缘速率和平均速率全面提升。华为eCA

（增强载波聚合技术）使用基于宽松时延的站

间载波聚合，显著提高了SCell的激活率。这一创

新解决方案还可以灵活聚合PCell和SCell，极大地

提高数据传输速度。eCA可以进一步优化PCell和

SCell选择，简化实施流程，减少小区间干扰。

高阶调制技术：256QAM（计划将于2016年

商用）相比64QAM提升了33%的峰值速率，用来

将室外宏小区容量最大化。

灵活的带宽：4.5G支持灵活的载波带宽，从

1.4MHz到20MHz。

Experience 4.0：打造高清语
音视频新体验

随着语音和视频技术的发展，4.5G将给用户

创造MOS和U-vMOS得分都超过4.0分的高清移动

语音和视频体验，较当前的4G体验有显著改善。

VoLTE Plus

4G网络发展之初，语音业务常常回落到2G或

3G网络，导致MOS平均得分仅为3.3分（华为移

动宽带创新实验室数据）。常见的用户抱怨包括

呼叫设置过长、语音质量不清晰、噪音大和掉线

等。作为更为先进的解决方案——VoLTE虽然在

MOS方面有所提升，但由于小区边缘信号弱和小

区间干扰太大，整个网络的MOS得分仍然难以超

过4.0分。

华为VoLTE Plus解决方案可以进一步扩大VoLTE

覆盖，提升小区边缘的VoLTE语音质量。4.5G还

将使用新的语音编解码器来提升话音质量，例如

3GPP推出的EVS（增强型话音业务），将话音频

谱一举提高到20KHz，时延更短，抗抖动和防丢

包的能力更优秀，为电信运营商与OTT玩家（目

前已经在提供高清语音服务）竞争提供了有力武

器。4.5G也将进一步优化EVS性能。

Video Plus

全球来看，4G网络U-vMOS平均得分低于3.5

分（华为移动宽带创新实验室数据）。4.5G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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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更高网络峰值以及华为推出的创新解决方案

Video Plus将帮助运营商显著提高U-vMOS得分。首

先，4.5G可以提供2K/4K高清视频所需的数据传输

速率（且U-vMOS得分超过4分），即对于2K视频

而言，初始缓冲速率为8.4Mb/s，播放阶段速率为

8Mb/s；对于4K视频而言，初始缓冲速率为32Mb/

s，播放阶段速率为18Mb/s。有了Video Plus，4.5G

基站可以利用WTCP缩短初始缓冲时延，在高流量

场景中实现视频负载平衡，并采纳更加完善的视

频调度机制，在不影响其它业务的同时，确保视

频业务质量。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4G的初始缓

冲时延U-vMOS得分非常低，仅为3.5分。

Connection+：更多连接，创
造更多商机

4.5G技术将进一步推动“万物互联”概念的

实现，为垂直市场创造激动人心的新商机。

NB-IoT

到2020年，全球将出现约30亿个CIoT连接，

较2014年的2.4亿个有显著增加。其中大部分连接

将依赖LPWAN（低功耗广域网）。4.5G NB-IoT具

有以下优势：（1）深度覆盖：在信号弱的地区

能实现比GSM好20～30dB的覆盖增益；（2）海

量连接：单小区的连接数可达10万个，而4G最多

只有2000个；（3）超低功耗：电池寿命长达10

年；（4）成本低：单个模块成本比GSM低30%；

（5）架构更优：对传输时延不敏感；（6）具备

扩展能力：包括移动性、漫游和定位等能力。移

动网络将可以通过4.5G NB-IoT为各种CIoT应用提供

网络接入。

LiTRA

LiTRA是华为提出的基于3GPP标准和LTE公网的

专业集群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公用

事业和企业领域。电信运营商可以利用4.5G LiTRA

为上述市场提供功能更强大的应用。凭借LTE网络

的大带宽和低时延优势，LiTRA不但能够提供媲美

传统集群的性能体验，还能提供诸如视频呼叫、

视频监控、文件传输和GIS协同等多媒体专业集

群功能。更重要的是，其完全基于运营商的LTE现

网部署，能够大幅度降低建网和维护成本，提供

更好的网络覆盖和漫游服务，并且兼容LTE智能

终端，打破了封闭的产业链限制，为用户提供更

加专业和高效的集群通信服务。LiTRA还从QoS、

MCPTT语音和拥塞控制等5大方面全面提升了LTE网

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华为LiTRA端到端产品解

决方案可以帮助运营商快速部署集群业务，抢占

市场先机。

做好准备，迎接4.5G网络

2014年，华为首次提出4.5G概念。自此，华

为已经与沃达丰、德国电信等全球领先电信运营

商在4.5G部署方面展开合作。2015年，华为在全

球多个市场演示了传输速率超过1Gb/s的商用网

络，并在某些欧洲和亚洲国家进行了基于商用网

络的预标准NB-IoT解决方案测试。目前，英国和

韩国政府已经开始建设全国LiTRA公共安全网络。

2016年，主流运营商将会部署60多张4.5G网络。

为了推动4.5G的发展，华为与多家主流芯片

和终端制造商合作，推动了多天线、载波聚合和

256QAM技术的芯片和终端支持，不断提高终端

成熟度，并验证关键技术，提高行业准备度。目

前，多家芯片制造商已经推出了供终端设备使用

的4.5G芯片，大大推动了4.5G智能机在2016年

成熟商用。其中，高通2015年底发布的骁龙820

已经支持峰值600Mb/s（3CC CA+256QAM），

单载波4×4 MIMO；华为海思发布的巴龙750

已经支持600Mb/s（4CC CA或者2CC CA + 4×4 

MIMO）。 

4.5G将为5G商用提供平滑过渡。4.5G网络能

够兼容现有的多种网络和制式，通过软件升级和

网络架构调整，实现4.5G和5G的长期共存，并最

终过渡到5G。同时，2020年前将要开发的一些

服务也很有可能基于4.5G。运营商在迈向5G的过

程中，先采纳4.5G，将有助于他们提供更好的业

务能力和用户体验，推出更多服务，保护现有投

资，抓住新商机，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并维持竞争

优势。

为 了 推 动 4.5G

的发展，华为与

多家主流芯片和

终 端 制 造 商 合

作，推动了多天

线、载波聚合和

256QAM 技 术

的芯片和终端支

持，不断提高终

端成熟度。

4.5G：拉开千兆速率时代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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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N：开启用户体验新时代

未来网络的核心挑战

运
营商的收益依赖于用户规模，

用户增长面临瓶颈。互联网最

初的架构思想就是为了流量

而建网，并不考虑不同应用的各异需求。

这样的架构至今没有变化，因此，运营

ADN（应用驱动网络）提出为应用建网，即为每个应用提供一个逻辑独立的网络，以满足每个

应用自有的对网络的各项需求，这从理念上直接解决了差异化服务和网络中立的矛盾。

文/张弓 霍大伟 李英涛

技术前沿
CUTTING EDGE

商的收益严重依赖于其用户和流量规

模。在 UIUC 大学 Srikant 教授的代表性

论文《Economics of Network Pricing With 

Multiple ISPs》中说明了运营商的收益

主要来自于用户数量和流量的规模增长。

从互联网的计价方式看，无论是以前

的按使用量计费和包月计费模式，还是

近年来兴起的限量模型（Flat Rate with 

Cap）、 分 时 计 费（Smart Data Pricing）、

补贴用量计划（Sponsored Data Plan）

等新模式，均服务于以流量为中心的商

业模型，始终依赖用户规模的增长。近

年来，随着用户数量规模增长触及天花

板以及运营成本的大幅提高，运营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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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大学Vishal Misra教授与其合作者提

出Public Option ISP方法，可以市场化

方式消除对内容提供商的选择性歧视，

节约监管开销。在现有架构下保持网络

中立性是不是可以达到原有初衷？值得

商榷。

不同应用需要不同网络架构

在语音通信时代，消费的主体是单

一的人，人与人之间的语音通信是对电

信网络的基本需求，网络提供的服务也

是单一的语音为主（辅助少量电报等数

据通信），网络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提高覆盖范围、降低通信成本。研究

发现，在语音通信网络中，用户的呼叫

到达过程符合泊松分布，即大部分时间

内从统计角度看活跃用户数都稳定在一

个均值，统计复用成为可能。这使得分

层汇聚成为电信网络的基本架构，从接

入到城域再到骨干层层汇聚的架构，能

够在充分满足整体用户需求的情况下，

降低网络的建设和管理成本，成为多年

来电信网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用户的网络消

费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电信网分层汇

聚的网络架构面临很大挑战。互联网用

户的需求除了原有的人与人通信外，更

大量的是人与物（机器和数据中心）

之间的通信，而且通信时长和带宽需

求也变得更大和更不确定。1999年，

美国科学家Barabasi和Albert在《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指出

了互联网应用符合无标度网络（scale-

free networks）的特征。无标度网络又

称为幂律分布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存

在着与大部分用户相连的超级节点（例

如Google和Facebook等），而且大部分

节点都与几个超级节点相连的特点，

与符合泊松分布的语音网络有本质的

重构运营商IT，迈向数字时代

临着增量不增收的巨大压力。

网络中立规则制约服务差异化。网

络中立原则的初衷是保护新型企业和应

用，消除因内容供应商的资本差异带来

的歧视，防止出现内容提供商的垄断。

在现有架构下，运营商不可以因业务来

源而进行区分化服务。网络无法满足低

延迟、高带宽要求的高附加值业务（例

如高清视频）的服务质量，导致内容

提供商开始自建网络，使运营商收益

受损。加州大学教授John Musacchio等

在论文《A Two-Sided Market Analysis 

of Provider Investment Incentive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Net-Neutrality 

Issue》中建立了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模型，并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网

络中立不利于公众利益，会造成公地悲

剧（castles on the Rhine effect）。哥伦

随着车联网、物联网和

虚 拟 现 实 等 新 业 务 的

出现，势必会对未来网

络架构产生影响。在设

计 上 需 要 引 入 新 的 架

构 —— 一 个 由 应 用 驱

动的网络架构，才能确

保对客户体验的有效支

撑。

ADN：开启用户体验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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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加拿大Calgary大学教授Zongpeng Li等发

表的著名论文《The Flattening Internet Topology: 

Natural Evolution, Unsightly Barnacles or Contrived 

Collapse?》指出，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扁平化是必

然趋势，因为对于符合幂律分布的网络，扁平化

的网络架构更为适合，资源效率更高。扁平化已

成为互联网时代网络建设的指导原则。

随着车联网、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等新业务的

出现，势必会对未来网络架构产生影响。华为未

来网络理论实验室与香港中文大学的John Lui教

授和香港城市大学的Guanrong Chen教授等联合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马尔可夫过程模型，发现未来

网络的业务特征与语音网络的泊松分布和互联网

的幂律分布有着明显的不同。未来网络业务符合

马尔可夫过程模型分布，其核心特征是应用随时

间呈现多样化的动态转换特性。举例来说，高清

视频、物联网等各行各业的应用需求差异化更

大。在车联网中，车与车之间的通信要求低延

时，资源效率最优的集中到中心节点的处理方式

并不合适，需要具备局部自治的能力；而对于远

程视频医疗这种大带宽、低延时和高可靠的业

务，现有网络架构很难满足要求。因此，在网络

架构的设计上，需要引入新的架构——一个由应

用驱动的网络架构，才能确保对客户体验的有效

支撑。

ADN：开启差异化服务新范式

电信行业的定势思维只强调“资源效率优

先”，一味提高网络设备的资源利用率，这虽然

降低了成本，但不能实现增收。应用驱动网络

（Application Driven Network，ADN）则第一次

提出了“应用效率与资源效率并重”的理念，通

过提高应用的效率，方便用户使用应用，改善用

户体验，从而达到增收的目的。

ADN主张为应用建网，为每个应用提供一个

逻辑独立的网络，以满足不同应用对网络的不同

需求，实现“面向应用的网络重构”、“面向应

用的资源虚化”和“面向应用的分层控制”的能

力。

面向应用的网络重构能力：应用对网络需求

的抽象。ADN剖析应用对网络的需求和使用特点

等，构建应用的多维抽象模型，为应用编排网络

资源，以满足应用的需求。例如，满足泊松分布

面向应用的资源虚化：

网络资源的隔离与复用

在NFV和网络切片技术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网

络资源进行统计复用，

以符合应用对网络的需

求模型。

面向应用的分层控制：

快神经/慢神经的控制

从时间、空间和价值等

多维度对网络资源进行

快/慢控制，使全网工

作在最优控制点，实现

面向应用的服务优化。

ADN：满足不同应用对网络的不同需求

面向应用的网络重构：

应用对网络需求的抽象

剖析应用对网络的需求

和使用特点，构建应用

的多维抽象模型，为应

用编排网络资源，满足

应用需求。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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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人通信业务、满足幂律分布的人与机器通

信业务，以及满足马尔可夫过程分布的机器与机

器通信，都可通过范式模型映射到不同的网络资

源，从而提供高满意度的网络服务。

面向应用的资源虚化能力：网络资源的隔

离与复用。NFV和网络切片技术等已将原先统

一的、唯一的网络资源，例如无线空口、链路

带宽、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抽象为多个逻辑

管道。在此基础之上，ADN需进一步对网络资

源进行统计复用，以符合应用对网络的需求模

型。

面向应用的分层控制能力：快神经/慢神经的

控制。ADN从为应用提供差异化服务出发，结合

了网络资源全局优化的需求。根据加州理工学院

John C. Doyle教授等提出的快/慢神经控制理论，

ADN从时间、空间和价值等多个维度对网络资源

进行快/慢控制。其中，慢控制器将网络慢变信

息如拓扑结构和应用业务模型特征等作为输入，

找到网络资源的切片划分方法以及网络最优控制

点；快控制器通过对网络快变状态如交换机内队

列和链路状态等进行实时观测，利用卡尔曼滤波

算法，在不同的分片上将网络以最小的代价驱动

到最优控制点。慢控制与快控制协同工作，可以

使全网络工作在最优控制点附近，以实现面向应

用的服务优化。

支 撑 “ 基 于 用 户 体 验 的 运 营 模
式”落地

按照应用纵向分配资源是ADN相对于标准通

信网络最大的变革。标准的通信网络架构是横向

按照资源分层的，从资源层到控制层、最高到应

用层。ADN的核心概念则在于按照不同的应用纵

向拉通，由应用层自上而下到控制层、最后到资

源层，构成针对不同应用的多个纵向层。通过

“横”、“纵”变化，ADN可以提供更好的用户

体验。

在传统网络中，网络资源的管理一般按照

网络层次进行分组，例如接入网、城域网和骨

干网的概念，按照网络层次分组有利于资源实

用率最大化，但应用体验并非最佳：一个典型

应用可能跨多个网络功能单元，使得应用的开

通和调整都变得非常复杂。通常的情况下，应

用需要针对网络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达到好的用

户体验。

ADN主张通过应用业务特征的识别分配与之

相匹配的资源，执行针对应用的业务管理，让

网络主动适配应用。在多个应用场景下，资源

如何分配、依据什么原则分配、如何均衡现有资

源分配，以及对将来可能的新应用的平衡等问

题，都是ADN架构能否成功应用的关键。不同的

业务流量模型，其系统性能（例如延迟和吞吐

等）表现受调度与资源分配策略影响极大。MIT

大学Mihalis G. Markakis博士在论文《Scheduling 

in Switched Queueing Networks with Heavy-Tailed 

Traffic》中指出，与符合泊松到达特性的业务不

同，对具有重尾分布特性的业务类型，采用多队

列负载均衡的调度策略可以取得显著的性能提

升；在实现系统规模扩张时，应采用scale-out而

非scale-up策略。对于应用业务特征的识别，我

们已经分析明确了针对话音的泊松分布模型、针

对互联网的幂律分布模型，以及针对未来网络的

马尔可夫过程分布等特征，这些特征是ADN分配

资源的理论依据。

ADN架构中引入了面向应用的资源分配机

制——专门的资源分配层：对于语音应用，按照

泊松分布规律分配层次化网络连接资源；对于到

数据中心的互联网应用，按照幂律分布规律分配

扁平化的网络资源；而对于车联网应用，则依据

马尔可夫过程分布规律分配区域自治的网络资源

以满足低延时的要求、分配集中资源满足大并发

类的应用；同时，根据对业务发展的预测，适当

预留关键资源以适应未来应用变化的需求。

在ADN架构下，云化技术可以作为支撑ADN

资源分配层的支撑技术，而SDN和NFV技术则为

在一张网络上支撑多种应用提供了技术能力保

障，超宽带互联使得资源的分配和调度更为灵活

和便捷。在ADN框架下现有的技术投入得以有效

地集成，共同支撑用户体验的提升；而对于未来

5G网络的需求分析表明，业务多样化和用户体验

也是其典型特征，ADN架构也能够很好地支持未

来5G的网络需求。

ADN：开启用户体验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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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应用效率与资源效率并重”
的新时代

早期的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

话音和大流量、低成本的数据服务上，这使得

网络建设和发展一直以来的主要目标是提供更

高效率和更大带宽，可以称之为面向单一业务

的“资源效率优先”模式。而未来网络最大的

特征在于应用的多样化，表现为对网络资源需

求的多样化，例如以高清视频和物联网为代表

的应用对资源需求差异巨大。这说明一味聚焦

“资源效率优先”已经成为满足多样化用户体

验要求的障碍，而为应用建网是未来网络发展

的必然趋势。

ADN可以支撑应用建网，提升用户体验

ADN可以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各种

应用的特点优化配置，满足各类应用不同的需

求，提升应用的体验。在现实中，因应用需求迥

异而无法得到现行网络支撑的例子大量存在。例

如，利用网络对水表和电表进行自动抄表的物联

网应用，其用户终端数量巨大，对带宽的要求不

高，但对控制信道的需求很多，且对成本约束非

常苛刻；又如微信等即时通信应用的信令风暴问

题，此类应用对带宽消耗不大，但需不断保持网

络连接的刷新。前一个案例可以通过网络切片解

决，后一个问题也可以通过预留一定的信令资源

解决，而ADN可以作为上述方法的架构支撑。

ADN在满足应用效率的基础上还可以支持资

源效率

ADN可以满足应用效率的需求，提高用户的

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ADN需要以牺牲资源效率

为前提。ADN通过思想理念的转变，以SDN和NFV

等各种技术为基础，为应用效率服务。同时，

ADN还要通过网络效用最大化（NUM）理论使应

用效率和资源效率有机解耦、共同提升，有效降

低建网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应用增收。应

用效率和资源效率相辅相成的必然性也可以从计

算机行业的发展历史看出。计算机最早出现的时

候，是作为专业的计算工具使用的，容量和性能

有限，如何发挥CPU的效率是其发展的焦点，计

算机编程的汇编语言，也是精确控制到CPU的每

一个具体的物理资源；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CPU的能力不断提升，编程语言也发展到更高级

的C语言，以牺牲部分资源效率，降低了使用的

复杂度，提升了应用效率；随着摩尔定律驱动的

硬件的不断进步，操作系统的出现使得计算机的

应用有了本质的突破，应用效率的提升带来市场

空间的上万倍扩展，最终造就了21世纪最大的产

业。从“资源效率优先”向“应用效率与资源效

率并重”转变将带来市场空间的增长，反过来为

提升“资源效率优先”提供动力，二者构成良性

循环。

为应用建网正处于关键的历史时刻

目前，多数运营商已经意识到了网络应为应

用而建这个趋势，利用“网络切片”对网络进行

配置就是在这方面的早期尝试。ADN概念提出的

最大意义在于帮助运营商在网络架构理论上真正

具备对于应用多样化的支持和服务能力，突破原

有“资源效率优先”时代单一的以流量和带宽为

标准的服务模式，进入关注应用体验的多业务应

用时代。正如当年PARC实验室提出的计算机图形

化概念使计算机具备了满足消费者应用需求的能

力，造就了后来的苹果和微软等一大批公司的辉

煌以及整个产业的兴起；我们相信，ADN概念和

架构也将使运营商网络能够为未来物联网时代的

丰富业务提供更有效的支持，最终形成“应用效

率”与“资源效率”的良性循环，开创“基于用

户体验的运营模式”的新时代。

“基于客户体验的运营模式”是一个具有普

遍意义的理念，不但适用于指导未来电信网络的

发展，也可以用来指导存储、计算以致整个ICT

行业发现新的业务增长机会；同样的， ADN也可

以扩展到应用驱动的存储（ADS）、应用驱动的

计算（ADC）和应用驱动的ICT（ADICT）；这里

的A既可以是常规意义上的应用，也可以是行业

应用，甚至可以是未来待创造出来的新应用，其

想象空间巨大，增长空间同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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