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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伟

华为战略Marketing总裁

没有正确的假设，就没有正确的方向。50年前，一本畅想未来的书《Toward the 

Year 2018》中，描绘了1968年来自各行各业领域的科学家和学者聚集在纽约，畅想

50年后，也就是2018年的人类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其中有些预测已经实现

并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有些大胆的假设直到现在依旧是科学努力的方向。

 工业革命，电力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在过去120年间实现了人类文明的三次巨

大突破，释放出的生产力远超数千年文明所积累的总和。今天我们又来到新的时代

拐点上，以ICT为基石，人工智能为使能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将引领人类社会迈向

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世界。智能世界具有两大特征，首先是人工

智能成为新的通用技术；其次是ICT提供的“+智能”，为各行各业持续创新提供土

壤。5G、云、视频、IoT、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将交融发展，持续创造巨大价值，释

放个人潜能、丰富家庭生活、激发组织创新。

当前各类新技术层出不穷，创新应用不断加速进入行业视野，智能世界表象之

下的根本动因在于：唤醒万物感知，升级联接，点亮数据智能。2025年全球400亿

智能终端将具备感知能力；1000亿联接将基本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更快、更安全、

更智能的数据交互；由此产生存储数据量每年高达1800亿TB，是目前的20倍。物理

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融合意味着个人、家庭的体验得以改变，组织将获得数据驱动的

成长模式，城市将找到跨越式发展的跳板……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巨大的未知的智

能世界的入口处，ICT上下游，包括整个产业和行业应该如何抓住智能世界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为确立了新的愿景与使命：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

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面向全联接的智能世界，华为把自己

定位为中间的这个桥梁，也是连通万物的“黑土地”。通过聚焦ICT基础设施和智

能终端，提供一块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黑土地”，让各个伙伴的内容、应

用、云在上面生长，形成共同的力量面向我们的客户，即个人、家庭和组织。

华为与全行业共同努力，突破连接、商业、体验、能力、合作五个领域的传统

边界，从而实现：更好的连接，做多连接、做大管道，发挥5G、云网协同优势，使

能全行业数字化转型；更好的商业增长，深入纵深，精耕细作，实现网络价值最大

化，同时发展视频、IoT业务，获得商业新增长；更好的体验，通过数字化运营和运

维，使能商业敏捷，实现运营智能高效，为用户提供ROADS体验。

这只是一个起点，如果我们今天不生活在未来，那么未来我们将生活在过去。

面向未来世界，打开产业版图，识别方向。众行远，让我们行动起来，为构建一个

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携手共进。

迈向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主        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沟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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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使能电信网络:
自治网络和服务2.0
华为发布SoftCOM AI解决方

案架构，在全云化网络基础

上引入AI技术，以自治网络

为理念，力图打造“永不故

障”的网络自动驾驶模式，

掀起新一轮网络变革。

封面文章

P04

面向5G演进的云数据

中心

5G时代，数字生态链将全面

覆盖“端-管-云”各关键环

节，处于5G数字生态枢纽核

心位置的“云数据中心”，

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专家论坛

P11

以智简网络

拥抱智能社会时代

智简网络的目标是在物理网络

与商业策略之间搭建一个数字

孪生世界，以用户的商业逻辑

和业务策略意图为驱动，打造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网络。

专家论坛

P08

5G一触即发，开启智

能未来

华为面向全球发布业界唯一基

于3GPP标准的5G端到端产品

和解决方案，同时携手全球领

先运营商展开5G规模商用环

境的全方位验证。

热点聚焦

P14

Wireless AI让移动网

络更具生命力

随着5G时代即将到来，运营

商的网络日益复杂。Wireless 

AI对于移动网络与AI的结合而

言，当前的探索仅仅是个开

始。

热点聚焦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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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IN助运营商

开启数字化运维之路

业界迫切需要面向未来的新型

运维模式及平台——既能够满

足管理当前物理网络的需求，

也能适用于混合虚拟网络的基

础架构转型。

解决方案

P34

构筑面向未来的全云化

核心网

解决方案

P37

以X-Haul解决方案铸就

5G领先之路

P39

产业视点

P22

运营商如何取得视频业

务商业成功？

华为联合IHS Markit发布《运

营商视频基础业务 — 50家领

先运营商视频商业成功分析》

白皮书，给出了运营商发展视

频业务的战略思路。

热点聚焦

P20

5G核心网：使能运营

商面向全行业的数字化

转型

5G将带来的新业务和新应用，

对现有网络提出了诸多新的挑

战。使能全业务的5G核心网解

决方案，将助力运营商支撑未

来日新月异的业务发展。

运营探讨

P32

视频彩铃助力运营商构

建微视频生态

CloudAIR 2.0：释放全

频谱潜能

产业视点

P25

产业视点

P28

云网协同：运营商B2B
业务新机遇

Altibox的内容变现术

运营探讨

P30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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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使能电信网络：

自治网络和服务2.0
在2018年全球分析师大会期间，华为发布SoftCOM AI解决方案架构，在全云化网络基础上

引入AI技术，以自治网络为理念，力图打造“永不故障”的网络自动驾驶模式，掀起新一轮

网络变革。

文/朱广平
华为公司Fellow

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导致70%的重大网络故障都

是人为因素造成。正如加拿大运营商TELUS首席无

线架构师庆武所说：“电信业使用了21世纪的4G

网络，但网络的运行和运维仍然停留在18世纪，

机械制造都走向自动化了，电信业还处于手工业

的阶段。”

要解决电信业面临的挑战，仅仅靠产品创新

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整个系统架构的创新和商业

模式的创新，才能提升运营商的竞争力，解决结

构性问题。什么是系统架构创新？以云计算为

例，它并不是某个服务器或存储产品的创新，而

是通过全新的分布式系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是

系统级的创新。产品创新、系统架构创新和商业

模式创新三者相互支撑，互相促进。

为了满足新时代的客户需求，华为的创新体

系即按照上述三个维度来设计。在产品层面，华

为设计网络设备的指导思想是“奥运精神”，即

大容量、低时延，所有产品创新都围绕这个目标

进行。在系统架构创新领域，华为的目标是构建

一个敏捷的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实现网络的

“自动驾驶模式”。在商业模式创新上包括两个

目标，一是运营商+华为成为世界五朵云之一，第

跨界竞争呼唤系统架构创新

我
们都在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不

同的人会赋予新时代不同特征，其中，

“跨界”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共识的特

征，每个行业都面临着跨界竞争带来的结构性挑

战，电信行业也不例外。

首先，从收入结构来看，运营商的业务正遭

遇来自IT产业和互联网产业云服务业务的替代性挑

战。电信业务分为三个层次：终端、网络和IT基础

设施以及上层应用。随着网络速率的大幅提升，IT

产业从卖产品变成卖服务，即云服务模式正在成

为IT的主要商业模式，云服务提供商打破了电信业

和IT产业、互联网的边界，骨干网络、甚至部分城

域网和IT基础设施、IT应用共同成为云服务的组成

部分。因此，跨界竞争开始了，运营商如果能把

云服务做好，就可以与AWS等云服务巨头争抢万

亿美元的云服务市场，反之则将丧失很多传统的

电信业务，尤其是数据中心之间的专线业务等。

其次，运营商的效率和成本也面临结构性挑

战。一是电信设备维护的OPEX支出约为CAPEX的

三倍，二是电信网络越来越复杂，超过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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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构建网络时代的在线智能服务模式。

SoftCOM AI带来全新价值

回顾华为网络架构的发展路径，2006年，

基于对ALL IP技术方向的判断，我们提出Single战

略，即网络架构从多种技术体制（TDM、ATM、

FR、DDN、IP等）共存的多网络走向基于IP体制的

单一网络；2012年，在ALL IP网络架构的基础上，

引入云计算的理念和技术，以ALL Cloud架构为

目标，我们提出SoftCOM来实现以数据中心为中

心的敏捷网络；2017年，随着AI技术的发展，我

们将人工智能引入电信网络，SoftCOM AI由此诞

生，目的是实现网络架构层面的自治网络，以及

商业模式层面的服务2.0。

引入人工智能的自治网络，意在构建网络领

域的“工业4.0”，实现网络“自动驾驶模式”。

工业4.0有三个特征，即敏捷的设备、智能的控制

和智慧的分析系统，来实现生产的自动化，这对

于电信业来说同样适用。在电信网络中，下层是

网络设备，上面是控制层，在整个网络的控制和

运维方面，端到端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分段

自治功能，每一段的自治通过上层运营系统实现

端到端的自治能力，进而实现整网自治。自治网

络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运维维护人员不在整个业务

流程里，是一个自动化的系统，我们称之为“网

络自动驾驶模式”，来实现整个网络的自动、自

优、自愈。

服务2.0的目标则是打造网络领域的“工业互

联网”，提供在线数字化“智慧服务”。工业互

联网的发展已显著改变了工业巨头的商业模式，

以波音为例，其将飞机卖给航空公司之后，继续

为航空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化服务，包括可预

测性维护、燃油管理和飞行管理等等。将这一服

务理念延伸到电信行业，未来的网络在运营商侧

全自动化运行，华为则在后台提供基于人工智能

的全自动化在线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持续

迭代的AI模型基础之上，根据业界惯例构建“模

型即服务”，永远处于Beta阶段，不断更新和完

善。

将AI引入电信网络，带来的全新价值是“可

预测性”。电信网络的管理和控制中心基于设备

的南向接口和数据采集，通过一定的策略和规

则，来实现对整个网络的管理和调度。其依据主

要有三个条件，包括网络的可达性、SLA要求和

资源效率，这些是网络实现自动化的基础。但随

着网络日益复杂，仅有这些条件已远远不够，需

要在网络中引入在线AI推理和数据分析，以实现

流量预测、质量预测和故障预测。预测性是AI的

核心价值，基于预测的未来条件来调度网络，实

现故障发生前规避故障、质量劣化前优化质量、

网络拥塞前调整流量，从而达到自动、自优、自

愈、自治的永不故障的自动驾驶网络，结构性提

升运维和运营效率。

提升用户体验，实现三个倍增

要实现网络的自动驾驶，必然将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参考汽车自动驾驶

的五个发展步骤，我们也将自动驾驶网络分为

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AI能够指出“发生了什

么”，第二个阶段需要判定“为什么会发生”，

第三个阶段需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后续都

需要人工判断决策和采取相应措施；到了第四个

阶段，AI已经可以判断“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然后由人工去操作；最后一个阶段才是全面地实

现网络的自我控制和自动修复，使网络具备自愈

能力。

自治网络和服务2.0的实现，将带给最终用户

分钟级的ROADS体验，永远最优的网络连接和永

不断网的可获得性；对运营商的价值则是“三个

倍增”，即运维效率倍增、资源效率倍增和能耗

效率倍增。

首先是运维效率倍增，运维水平分为三个发

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R2F（Run-to-Failure），

网络在运行中突然发生故障，然后运维人员马上

赶去处理，这是最低级的水平；第二个阶段是PvM

（Preventive Maintenance），即例行的巡检，对

每个设备进行检查来预防故障发生，但这种做法

效率非常低下；第三个阶段是PdM（Predictable 

Maintenance），我们称之为可预测性维护，即能

够预测某个设备未来有多大概率发生故障，然后

自治网络和服务

2.0 的实现，将

带给最终用户分

钟级的 ROADS

体验，永远最优

的网络连接和永

不断网的可获得

性；对运营商的

价值则是实现运

维效率、资源效

率和能耗效率的

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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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需求

进行针对性的维护。通过PdM，我们希

望能将电信网络的告警压缩和故障定位

减少90%，实现90%关键器件的失效和

劣化预测，进一步达到网络自愈。此

外，网络故障中超过70%的问题源自无

源设备，例如光纤弯曲、器件老化、接

口松动等，在这一过程中，信号都会发

生变化，通过引入AI学习这些变化的特

征，就有可能提前进行预测，用有源解

决无源的故障问题。

其次是资源效率倍增，当下的特点

是网络建设好了，流量就随之流动，资

源利用可能并不合理。如果反过来思

考，基于流量走向来调度网络，资源利

用率就会大幅提升。现在的网络并不具

备这样的能力，只有通过引入人工智

能，建好流量预测模型，才能实现精准

流量预测和最合理的网络拓扑，以流量

的方向而不是物理连接来决定网络的路

径，最终大幅提高网络的资源效率。

最后能耗效率倍增，我们要做到

“比特决定瓦特”，即网络流量大小决

定能耗多少。在机房或者站点，每个系

统都有数十个参数，通过AI训练生成散

热与环境及业务负荷模型，使得日照、

温度和配套设施油机、太阳能和电池等

达到最佳能效；在设备层面，根据业务

负载进行动态能量投放，没有流量时就

利用时隙关断、RF深度休眠、载频关断

等减少耗电量，同时实现数据中心对象

如服务器组件的动态节能管理；第三个

是网络系统，构建准确的业务负荷预测

模型，使整网流量最优从而达到能耗效

率最佳。

自治网络的目标架构，对华为来说

就是SoftCOM+AI，具体做法是：在网

络的“设备和云基础设施、网络管控中

心、网络运维系统”三层中引入AI技术

和能力，实现网络的规划、部署、运

行、维护、优化和经营的端到端智能化

和自动化，使能网络达到系统最优。与

此同时，华为也构建了一个面向运营商

的AI训练平台，将网络设备运行的状态

数据接入平台来训练AI模型，并针对模

型进行持续更新和优化，使得网络系统

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如何构建SoftCOM AI，我们以光网络

为例，来看一下AI如何使能全流程的业务

AI使能电信网络：自治网络和服务2.0

ALL IP

P bit
Router

5G
50G-PON

Cloud
DC Infra.

全光
网络

ALL Cloud

云服务：
“运营商+ 华为”
成为五朵云之一

ALL Intelligence

GTS2.0：
构建Online

智能服务模式

敏捷：自动化、智能化

奥运精神：大容量、低时延

网络时代的
价值获取方式

2017 ~2006 ~ 2011

产品级
创新

商业模式
级创新

系统架构
级创新

自治网络：构建网络自动驾驶模式

华为的创新体系 

发展。首先是数据底座，即需要获得怎样

的数据，具体到光网络来说包括光纤的数

据、光信号的数据、光路由数据等；接下

来是使能技术，即人工智能的算法，包括

数据清洗、信息整合、机器学习建模、深

度学习等等，这些算法与光网络无关；为

了实现光网络的自动驾驶，还需要构建大

量模型，比如光纤模型、滤波器模型等；

最后是业务应用场景，包括开局自动检查

光纤、业务发放、网络优化、故障定位以

及资源自动调度等，通过模型找到最优方

法，进而实现快速发放、极简运维和智能

运营，智能化提高网络调度效率，零等

待、零接触、零体验，让人们感受不到网

络的存在。

未来将是智能化的时代，运营商

网络的智能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

一个长期实践。SoftCOM AI是华为All 

Intell igence战略在电信领域的落地，

其中最核心的AI能力依托于华为在All 

Intelligence中长期坚决的战略投入而积

累成长，和电信领域场景相结合，旨在

帮助运营商打造永不故障的自治网络，

尽快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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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简网络拥抱智能社会时代
ICT产业作为万物互联的基础载体，需要为智能社会提供最广泛的、可保障的网络连接，以有

效确保最终用户的体验。与此同时，新兴技术的涌现，赋予网络连接更强的生命力，云、大数

据、AI等前沿技术从互联网延伸至IT，并不断向CT领域渗透，进而推动网络产业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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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克文
华为网络产品线总裁

华
为预计，到 2025 年，全球联

接数将达千亿，互联网将覆

盖 77% 的人口，宽带将普及

75% 的家庭，移动通信将覆盖 80% 的

人口，构成智能社会的基础。

突破边界，迈向智能网络

时代

未来十年宽带的普及将使全球GDP

累计提高约4.5%，同时将极大弱化空间

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约束。伴随无线、光

纤、铜线、同轴电缆、微波等技术的广

泛应用，一张覆盖全球的宽带网络基本

成型，同时持续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延

伸，为全人类提供最广泛的连接服务。

可以说，宽带网络的全球性部署，有效

支撑了ICT产业过去20多年的井喷式发

展。作为ICT产业的领导者，华为也长期

致力于构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

联接，到今天，全球已有1/2的人在使

用华为的网络设备，享受华为所提供的

网络连接服务。

在宽带网络快速向全球辐射的过程

中，以SDN为代表的云化技术开始在企

业网络应用，并被逐步引入到电信网络

中，推动实现了网络的集中控制和统一

管理，进而加速了运营商的数字化转型

进程。云化网络的核心是推动网络的自

动化，将网络的连接价值纵向延伸，以

更有效地支撑5G等新兴业务的灵活拓

展。早在2016年4月，华为就发布了全

面云化战略，并提出通过设备云化、网

络云化、业务云化和运营云化，驱动运

营商的ROADS化体验转型。在网络云化

领域，截至2017年底，华为已经帮助

运营商、企业在全球部署了超过380张

SDN网络，涵盖数据中心、园区、WAN

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帮助客户解决了数

字化转型中的部分挑战。

伴随最终用户对业务体验追求的不

断提升，尤其是对智能化的诉求，已经

开始指向自治网络，也就是网络发展的

终极目标。然而当我们审视SDN网络与

自治网络的差距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

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需要引入智能网

络的理念来弥合。

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智简

网络

实际上，从运营商的现有业务运营

来看，网络的智能化已成为当下的迫切

诉求。

家庭宽带业务领域，由于运营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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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网络的感知有限，网络故障难以及时处理，

使宽带用户体验长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政企业

务领域，严苛的网络服务质量要求对运营商的

网络提出极大挑战，分散的网络资源难以保障政

企业务的快速开通和网络服务质量；移动业务领

域，瞬时流量的突发性增长对移动承载网络提出

巨大挑战，只能基于用户投诉来被动调整。

追根溯源，运营商当前所面临的核心业务的

运营挑战，都指向以设备为中心的网络运维模

式。正如多家全球领先运营商的高管所发出的感

慨一般：“我们的网络没有围绕用户和业务去设

计”。当前全球运营商迫切需要构建一张能够实

时感知用户需求，及时根据业务运营动态配置网

络资源，善解人意的智慧网络。

正是在这样的需求驱动下，华为在2018年

世界移动大会上正式发布了智简网络，其目标是

在物理网络与商业策略之间搭建一个数字孪生世

界，以用户的商业逻辑和业务策略意图为驱动，

基于智慧、极简、超宽、安全和开放的理念，打

造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网络。

首先，智简网络具有预测性分析能力，基于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前识别网络故

障，并进行主动的体验优化和故障修复。可以实

现对每个用户、每种业务的实时体验感知；具备

自学习能力，能够持续提升自身的智能化水平，

不断提高对网络故障和用户体验的感知能力。

第二，智简网络构建了一张真正“简单”的

网络，通过对网络架构、协议、站点、运维的全

面简化，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自动化，使网络更

加敏捷高效，从而全面提升网络资源的利用率和

业务的灵活性。

第三，智简网络引入全新的超宽带技术，实

现海量连接、超低时延、超大带宽。

第四，智简网络始终保持开放特性，可与各类

第三方平台进行有效对接，构建开放的产业生态。

最后，安全一直是智简网络所秉承的核心原

则。通过提前识别安全威胁，智简网络实现了主动

防御，为网络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提供安全保障。

智简网络将融入运营商的各个业务场景，并

支撑运营商构建面向未来的商业场景解决方案。

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还推出了面向

敏捷专线、5G承载、品质宽带、企业园区等场

景的系列创新解决方案，使能运营商重塑商业形

态。

华为认为，在智简网络时代，企业网络和运

营商网络的应用部署将实现齐头并进，并在整个

ICT产业的携手推动下，实现融合发展。

携手共建开放的产业生态

华为致力于将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

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在迈向智能世界的过程中，华为始终保持开放

的心态，与合作伙伴共同构建一个开放、合

作、共赢的产业生态。在网络创新领域，华为

将携手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推动智简网络的

产业创新。

在网络领域，华为已经在全球8个国家设立研

发机构，并携手Vodafone、德国电信、SK电讯、

中国移动、英国电信、Telefonica等运营商联合成

立了10多个网络创新中心，共同孵化网络领域的

相关创新成果。

同时，华为积极参与国际主流标准制定，网

络领域研究中，华为在IETF、ITU、ETSI、BBF、

OIF、 IEEE等标准组织担任了近40个高端标准职

位，引领了接入、传送的行业标准，IP技术的标准

实力进入第一阵营，同时是SDN/NFV技术标准的主

要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SDN/NFV生态构建上，华为

已经建设了超过10个SDN/NFV开放实验室，截至

2017年底，在SDN领域发展了40多个合作伙伴，与

20多家行业合作伙伴完成集成认证或测试认证。

另外，华为积极构建产业联盟，搭建产业合

作平台。华为与合作伙伴联合倡议发起的边缘计

算产业联盟，其成员已经超过150家，通过OT与

ICT产业的开放协作，有效推动了边缘计算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面向未来，华为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把

握万物互联的战略发展机遇，通过构建智慧、极

简、超宽、开放、安全的智简网络，使能全球运

营商构筑用户为中心的智能网络，共赢智能社会

时代。

智简网络的目标

是在物理网络与

商业策略之间搭

建 一 个 数 字 孪

生世界，以用户

的商业逻辑和业

务策略意图为驱

动，基于智慧、

极简、超宽、安

全 和 开 放 的 理

念，打造以用户

体验为中心的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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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面向5G演进的云数据中心

5G时代，数字生态链将全面覆盖 “端-管-云” 各关键环节，无线终

端设备、基站空口接入、网络传输技术的革新与跨越式发展，仅仅

覆盖了这个生态链构建的“端”和“管”部分，而处于5G数字生态

枢纽核心位置的“云数据中心”，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文/顾炯炯
华为云首席架构师 

怎
样的云数据中心架构，才能真正满足

5G 时代网络和业务的需求？我们的答

案是：开放、高效、柔性、智能的分

布式全栈云数据中心架构。

开放

“开放”体现为各层次云服务不与单厂家锁

定，依托主流开源、符合“事实标准”的北向服

务API及其应用生态，比如基础设施资源服务层已

趋于稳定成熟的OpenStack弹性计算、存储、网络

服务与API，作为结构化与半结构化数据服务层业

界公认开源标准的Hadoop/Spark大数据及MySQL/

PostGreSQL数据库、HBase/Cassandra/MangoDB 

NoSQL数据库、Redis/Memcache分布式缓存服务

与API，迅速成为应用开发部署与微服务治理框架

主流的Kubernetes容器化平台服务与API，以及作

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框架服务标准的

Tensorflow、MXnet等AI平台服务与API等。

高效

5G网络的速率相比4G提升了百倍以上，对可

靠性、时延保障等方面的要求也更为苛刻，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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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未来虚拟现实、超高清视频、智能制

造、自动驾驶等典型行业应用场景的需

要。因此，在严格遵从业界事实标准的

开放服务API与生态的前提下，能否满

足5G网络及业务对云平台的高网络吞吐

量、高并发计算与存储IO需求，达到云

数据中心整体性能与成本最优，成为衡

量5G时代云数据中心竞争力的试金石。

面对上述需求，x86通用CPU处理平台

已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此时就需要通

过引入ARM CPU、智能网卡SOC，以及

GPU/FPGA乃至NPU神经网络处理芯片等

异构计算架构，通过云平台调度引擎，

依据业务应用类型调度运行在能效比与

性价比最优的硬件形态上。

5G时代的vEPC、CloudRAN基站系统

等数据平面网元，对电信云化NFVI基础

设施云平台也提出更多诉求，包括网络

流量转发带宽提升1到2个数量级，更低

的转发时延，单网元及单服务器节点的

吞吐量也要从10G级提升到100G级，这

使得通用x86 CPU之上基于纯软件实现

的Overlay云网络性能面临难以突破的性

能瓶颈。因此，将网络功能直通卸载到

基于FPGA甚至SOC芯片等异构硬件之上

成为业界共同的选择。同时，泛在的5G

物联网场景则需要将从各行业的分布式

IoT终端及边缘节点收集而来的海量数据

进行大规模存储、处理、分析和可视化

管理，通过将上述计算任务卸载到GPU/

FPGA集群乃至NPU上，同样可以把高密

计算性价比和能效比提升5到10倍。

随着存储侧新一代SCM Flash存储

介质的引入所带来的单位容量成本下降

及其在分布式存储架构下的广泛采用， 

RDMA over以太网、NV-Link互联等超高

速、低时延链路连接技术的引入，将新

介质分布式存储及异构计算集群的性能

优势进一步发挥到极致。

柔性

5G面临的另一挑战，在于如何敏

捷高效地实现“网络切片”的编排与

重组能力。除了要求5G网元自身进行

针对性的业务与承载协议演进，网络

切片能力的构筑，更依赖于如何在云

数据中心平台层统一拉通5G IoT应用

数据层、核心网层及无线接入各层网

元，实现涵盖管理、控制以及转发层

的端到端网络功能、容量以及QoS性能

等的动态按需隔离，依据各垂直业务

场景需求，在最短时间内，以最高效

率完成上述网元与业务应用的实例化

部署、容量与业务配置，以及网络连

接建立的自动化。

面向ICT应用统一自动化编排服务，

不仅支持将各类应用、组件容器和异构

虚拟机、物理机资源形态的依赖关系、

拓扑管理及自动化部署模板化，更进一

步支持包含顺序、循环分支，以及事务

完整性控制在内的工作流编排能力。这

使得“网络切片”管理员可任意按需调

用和编排调度IaaS/PaaS服务API能力，以

及5G网元和应用服务所开放的北向ICT 

SaaS API能力，从而将原先纷繁复杂、

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的端到端5G网络

建设与调试，简化为小时级/分钟级的一

键式全自动化、可模板复制的过程。

分布式

5G物理网络接入与路由网络功能，

以及5G物联网设备接入、应用平台和

多样化的第三方应用等，都将以虚拟机

或者容器化形式，运行在多个不同层次

的分布式云数据中心站点上。比如IoT

业务及大数据、AI深度学习分析与计算

平台，一般将运行在具备两地三中心冗

余保护的大规模数据中心，该层次的数

据中心规模往往可达数万台主机；而位

于5G数据面接入点的功能比如vEPC网

关，以及部署在城域汇聚接入POP点附

能否满足 5G 网络及业

务对云平台的高网络吞

吐量、高并发计算与存

储 IO 需 求， 达 到 云 数

据中心整体性能与成本

最优，成为衡量 5G 时

代云数据中心竞争力的

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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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以无收敛、无阻塞带宽就近接入的企业备份

容灾、视频存储、低时延敏感的交互类业务，通

常运行在一站式“Cloud In Box”小规模卫星云站

点上，主机规模数十台到数百台不等。

无所不在的5G网络，对无收敛的超低时延

和超高带宽的网络接入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

5G自身必须具有云化网络功能，如无线空口协

议处理、基带控制与无线资源管理调度，乃至网

络数据隧道、路由转发及汇聚处理等基础网络功

能，以及业务处理功能；还包括视频监控AI模式

识别，IoT终端数据的流处理过滤， AR/VR 游戏

的3D内容渲染及实时用户操作交互等移动边缘

计算（MEC）业务应用，均需要从集中数据中心

推移到接入网络边缘，从而实现“云+边缘”模

式下“集中化智能分析与敏捷开发迭代”同“近

端接入实时处理”的优势互补，将终端侧产生的

大量高带宽非结构化或多媒体数据，收敛转换为

高价值、相对低带宽的结构化数据，上传到云端

数据中心进行集中分析处理，并下发对边缘和终

端的控制命令，有效提升业务体验的同时，大幅

增强5G端到端网络及云端业务应用的整体吞吐

能力。

一种典型的边缘计算参考架构，是采用拉远

的分布式标准Docker容器或轻量化容器节点统一

接入Kubernetes管理服务集群，北向开放与主流生

态兼容的边缘计算服务，可支持数以万计的边缘

节点接入注册及安全证书管理，同时支持海量分

布式边缘容器以及无服务器计算实例的并发批量

部署与生命周期管理。通过进一步打通边缘计算

服务与云端丰富的PaaS平台、大数据分析以及AI

训练/推理等全栈云服务的数据通路，将大大加快

5G云数据中心生态ISV伙伴的IoT、视频、AI、游戏

AR/VR等分布式全网全程类创新业务的开发上线速

度，缩短迭代更新周期，为运营商的差异化竞争

赢得先机。

智能

物联网是5G建设的主要场景之一，其产生的

海量数据，不仅需要云数据中心提供超大规模的

弹性存储容量与计算能力支撑，更需要通过易于

配置和使用的“智能引擎”，结合多个领域的背

景知识与数据建模，从海量数据中快速“学习和

提炼”出高价值信息与策略，以此控制IoT终端与

边缘设备完成最终的闭环。典型场景包括无线视

频监控场景下的图像与视频识别，车联网场景下

基于车辆GPS位置轨迹及驾驶行为偏好分析，智

能交通场景中的拥堵、违章检测、红绿灯优化，

智慧城市场景中的群体密度以及移动模式预测，

以及智能电网场景下的电力使用分布与高峰预测

等。

上述面向5G IoT场景的“智能引擎”，需要

云数据中心依托大数据平台所汇聚的 IoT“数据

湖”，进一步提供预集成业界主流的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图引擎、搜索算法等基础平台服务与

API，以及视觉/语音/自然语言/OCR识别等通用领

域AI服务与API。服务于不同垂直行业、多租户网

络切片、地理分布式部署的5G云数据中心，将承

载数以十万到百万计的资源节点、网元实例、业

务应用实例，要保障如此庞大复杂的资源与业务

体系的可持续无间断运行，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

人工干预和被动响应的运维模式，则数千人的庞

大运维队伍必将成为运营商难以承受的重负，为

此引入人工智能辅助的主动式预测性维护势在必

行。

以从云数据中心各个软硬件子系统收集而来

的海量日志信息作为无监督学习的数据源，以故

障维护的最佳实践经验库为有监督学习的输入，

并调用基础云平台强大的AI/ML算法与计算能力，

展开故障根因分析、异常行为模式自动识别、硬

件基础设施故障的提前预测和自动化修复，从而

将云数据中心自身的软硬件运维效率提升到人均

千台服务器以上，支撑运营商在5G时代以最小的

投入，为用户提供最佳的SLA体验。

进入2018年以来，无论是设备商还是运营

商，对于5G都报以巨大的期望。按照部分国家的

产业政策，5G的商用很可能会提前，而不是仅

仅计划到2019年之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运

营商必须提前规划建设开放、高效、柔性、智能

的分布式全栈云数据中心，这样才能保证5G网络

快速实现开放和扁平化，5G行业应用能够快速变

现。

面向5G演进的云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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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期间，华为面向全球发布业界唯一基于3GPP标准的5G端到端产品和解

决方案。同时，华为携手全球领先运营商展开5G规模商用环境的全方位验证，并展示全球首个

基于3GPP R15商用产品的互操作性测试结果。在未来新业务和商业探索上，华为聚焦增强型

移动宽带业务（eMBB，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逐步迈向全联接的数字时代。

5G一触即发，开启智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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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行践言，5G 规模商用，华为已做好准备，

并将持续与行业合作伙伴联合创新，共

同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端到端产品和解决方案，满足全

场景需求

5G端到端产品和解决方案，涵盖核心网、承

载、无线接入和终端。

华为5G核心网解决方案基于全云化架构设

计，采用以微服务为中心的软件架构，能够同时

支持2G、3G、4G、5G，并实现从NSA（非独立

组网）向SA（独立组网）的平滑演进；其灵活

的分布式网络架构通过用户面控制面分离技术

（CUPS），帮助运营商实现将控制面部署于中心

局点，而用户面则可根据业务场景需要灵活地选

择位置部署。全云化的5G核心网也是网络切片的

基础，将帮助运营商实现一网多营，使能从大众

市场到垂直行业市场的商业转型。

在承载网领域，华为X-Haul 5G承载解决方案支

持IPRAN/PTN/OTN/微波等多种技术，涵盖从有源到

无源，从5G微波到IP承载网，全面满足5G网络容量

要求，帮助运营商彻底解决5G规模部署对移动承

载网带来的挑战。华为推出多场景、多媒介、多形

态的5G承载产品组合，包括回传场景的5G微波系

列产品，可以基于传统微波频段实现10Gbps的大

带宽能力以及25微秒的低时延；50GE/100GE自适

应分片解决方案，可以支持从10GE到50GE、100GE

的平滑演进，实现按需逐步建设；有源FO OTN前传

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多达15路业务接入，支持无损倒

换以及多种业务的综合接入能力；Centralized WDM

前传解决方案采用创新无色光模块，实现站点的极

简交付、极简运维。

华为提供系列化的基站产品，包括塔站、杆

站以及小站等全部基站形态。唯有多样化的站点

形态，才能够应对复杂的部署场景，实现连续覆

盖和室内外热点容量要求。

5G首波部署将始于楼宇和人流密集的城市场

景。华为推出的C波段64T64R和32T32R Massive 

MIMO AAU均支持200MHz大带宽，且均具有三维

立体的波束赋型能力，能够灵活精准地控制小区

覆盖半径，垂直角度提升高楼宇的覆盖，水平角

度提升水平楼宇近点和远点的覆盖，有效提升小

区容量和用户体验。

华为毫米波产品支持1GHz带宽，天线口等效

功率（EIRP，Effective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可

达65dBm，为业内最高规格。

华为全系列无线产品外观简洁，一体化设

计，体积小重量轻，能大幅降低对于天面的要求

以及工程安装复杂度，每个设备的前传光接口速

率均小于25Gbps，降低对传输的要求，适应大规

模5G建设部署所需。

此外，华为所有基站产品都支持分布式和集

中式的灵活部署。用于分布式站点的BBU5900是

当今业界集成度最高的站点解决方案，能够支持

包括2G、3G、4G、5G所有制式合一，所有频段合

随 着 标 准 的 推

进、关键技术和

系 统 验 证 的 完

善， 华 为 已 面

向 5G 商用开展

了真实规模外场

环境下的工程、

性能等全方位验

证，在 10 余个

国家部署了规模

化的 5G 连片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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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具备50Gbps的回传能力，满足5G业务长远

发展的需要。用于集中式站点的CBU5900将大量

的基带单元集中部署实现C-RAN架构，简化远端

站点，从而节省大量的机房资源，快捷实现全网

卫星时钟同步，减少安装维护的上站次数，且能

够按需加站，大幅降低未来站点建设和维护的成

本。集中部署基站还能通过大范围站间协同，提

升边缘用户体验，最终提升整网性能。

华为推出小型化Massive MIMO的5G C波段或毫

米波产品，能够利用街边灯杆部署，以补充覆盖

盲点，吸收热点容量。华为还发布了5G室内小基

站产品5G LampSite，向下兼容4G，能够利用现有

CAT6A网线或光纤，通过“线不动”、“点不增”

的方式，实现室内4G和5G共部署。这是业界第一

款同时支持5G和LTE的多频一体化室内小基站。

在终端领域，华为投入巨资打造5G芯片和

CPE，以帮助运营商构建5G市场的先发优势。华

为发布的5G芯片Balong 5G01，是业界首款基于

3GPP标准的5G商用终端芯片，支持全球主流的5G

频段，包括低频Sub6GHz和高频mmWave，可实现

Gbps级下载速率，支持NSA和SA两种组网方式。

华为5G CPE基于3GPP标准及芯片架构实现，

体积小、功耗低，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小型化5G商

用终端，在韩国和加拿大已经诞生了全球首批基

于CPE的5G友好商用用户。此外，华为预计将在

2019年推出5G手机芯片和5G智能手机。

随着标准的推进、关键技术和系统验证的

完善，华为已面向5G商用开展了真实规模外场

环境下的工程、性能等全方位验证。依托领先的

产品和方案，华为已在中国、韩国、加拿大、德

国、英国、意大利等10余个国家部署了规模化的

5G连片网络，在典型密集城区实现了无处不在的

xGbps接入速率，数百Mbps的室内接入体验，以及

20Gbps的用户峰值速率。

深化产业合作，引领创新、构建生态

在5G终端生态、技术创新以及网络验证等方

面，华为持续深化与行业领先者的合作。

2018年初，华为联合德国电信和英特尔，基

于3GPP R15标准的5G商用基站，在运营商网络环

境下成功完成全球首个5G互操作性开发测试，并

与高通完成基于3GPP标准的5G互操作性测试。

在2017年全球移动宽带论坛期间，华为联合

英国电信（BT）实现了首个5G上下行解耦技术

的外场演示，提升70%小区半径覆盖。该技术将

1.8GHz的上行频段灵活共享给5G，同时不影响现

有LTE 1.8GHz的用户体验，5G下行保留在3.5GHz

上运行。这弥补了3.5GHz频段由于穿透损耗和传

播损耗大等因素导致上行覆盖不足的缺陷，提升

小区覆盖的上行短板，同时充分发挥了3.5GHz 

Massive MIMO下行的性能；基本实现C-Band与现

有LTE 1.8GHz共站同覆盖部署，极大降低了5G建网

过程中对新建站点的需求，减少运营商在站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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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站点租赁方面的投资。

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期间，华为与BT又签

署5G战略合作协议，旨在深化合作持续创新。同

时，华为与布依格电信签署5G合同，在波尔多启

动首个5G测试。此外，华为与沃达丰完成首个5G

商用系统的通话与双连接测试；与TELUS完成北美

首个5G CPE友好用户测试，让5G从实验室走向最

终用户；与意大利电信、Fastweb完成5G验证，实

现单用户3Gbps下行速率；与西班牙电信联合演示

首个基于5G端到端切片的VR互动业务；与德国电

信完成首个高阶毫米波（73GHz）外场验证；与

沃达丰联合完成全球首个5G微波PoC测试，单个

微波链路可实现最高2.7Gbit/s的容量，单跳时延

低至50μs，完全满足5G承载对于大带宽、低时延

的需求；与IMT-2020（5G）推进组率先开展中国

5G第三阶段验证测试。

华为致力于推动5G在垂直行业的应用，与产

业伙伴联合策划成立5G切片联盟；与西班牙电信

完成世界首个5G车联网uRLLC概念验证。

应用探索持续创新，从eMBB迈向

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未来，超高清视频的普及将会是5G时代的基

本特征，互动式直播将成为全新社交娱乐体验，

对网络带宽的要求将成倍增长。为推动基于3GPP 

R15标准的eMBB业务尽快商用，华为积极探索基

于5G网络的多路超高清视频、VR和360全景直播等

业务，并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现场进行了多样

化演示。

华为与TPCAST完成首个CG Cloud VR的概念验

证，同时为促进5G Cloud VR产业发展，X Labs与合

作伙伴成立Cloud VR/AR SIG，共同开展5G预商用

网外场测试，推进从概念到商用的转化。

巅峰有度，创新不止。华为面向3GPP R16的5G

标准，积极展开技术、产业和业务结合的创新。

数字天空计划进一步落地，华为与民航总局

共同完成低空网络摸底测试，并逐步推进制定联

网无人机安全飞行规范。

在智慧工厂领域，华为进行了多次5G验证和

演示。云和无线连接是智慧工厂的基础设施，生

产制造设备无线化使得工厂模块化生产和柔性制

造成为可能，大量减少维护改造的成本。高上行

速率能帮助工业视觉系统实时分析和定位问题；

机器人在5G高可靠低时延网络下能够实现高精度

同步，无缝配合生产作业。

华为作为主要成员创立无线医联网特别兴趣

组，联合发布了业界首份《无线医疗白皮书》，并

与行业伙伴共同打造远程B超机器人，为远程控制、

获取影像和诊断数据提供实时可靠的无线通信。

5G，与华为同行！华为不仅致力于帮助运营

商构建最佳5G网络，还将携手全球行业伙伴，助

力运营商取得5G商业成功，探索创新应用，共同

携手迈向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超高清视频的普

及将会是 5G 时

代的基本特征，

互动式直播将成

为全新社交娱乐

体验，对网络带

宽的要求将成倍

增长。华为积极

探索基于 5G 网

络 的 多 路 超 高

清 视 频、VR 和

360 全景直播等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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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G时代即将到来，运营商的网络日益复杂，极大增加了网络运维、无线资源管理以及业

务体验保障等方面的难度。华为推出Wireless AI以应对上述挑战，对于移动网络与AI的结合而

言，当前的探索仅仅是个开始。

Wireless AI让移动网络更具生命力

引入AI加速网络的自动化是

终极之道

面
向 5G 时代，网络将走向更

大规模、更多频段、更多通道，

以及更加丰富的站点形态与

场景。这一方面将带来网络运维复杂度

的激增；另一方面，网络系统的复杂也

会导致无线资源的使用效率不断降低。

在业务层面，一张物理移动网络承

载的业务类型急剧增加，而且越来越多

元，从传统的以语音、数据为代表的

MBB业务，走向以使能行业数字化为代

文/丁江波

表的移动物联网业务。一方面，业务体

验的保障成为业务开展的刚性前提；另

一方面，随着切片机制的引入，多业务

之间的实时资源协同也变得愈加困难。

面对一张复杂度将百倍于当前的移

动网络，如何有效应对随之而来的网络

运维复杂性、无线资源管理以及业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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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AI让移动网络更具生命力

验保障等方面的挑战？传统的方法和工具已经无

法满足新时代的业务发展需求，唯有引入AI，加

速网络自动化才是终极之道。

Wireless AI是未来网络的必要元素

在2 0 1 7年1 1月召开的全球移动宽带论坛

上，华为首次面向业界发布未来网络的核心元素

Wireless AI，正式启动了移动通信领域AI应用探索

的进程。

2018年初，Wireless AI亮相世界移动大会，华

为再次向业界指出，Wireless AI是应对5G时代运维

复杂性激增、资源使用效率下降以及业务体验保障

三大挑战的杀手锏，并指明了AI在移动通信领域的

三大价值方向：驱动运维极简、突破性能极限和使

能新商业。

例如，Wireless AI与Massive MIMO、多频多制式

以及无线指纹定位三大场景结合，能够将运维效率

提高3-10倍，体验提升超过20%，定位精度改善3倍

以上。

其中，Massive MIMO是基于5G技术实现高容

量覆盖的典型站点，能显著提高频谱的利用效率。

在当前的4.5G时代，影响小区覆盖的广播波束组

合有接近300种，而在5G时代，其组合方式将超过

10000种。如果依赖传统的人工经验，基本不可能

实现根据场景和话务特征的灵活适配。通过采用基

于增强学习的自动寻优，与特定场景以及动态话务

模型自适配，可以批量自动化实现最佳Pattern的快

速锁定，运维效率从而倍增，进而提升小区的整体

性能。华为与日本某运营商的联合创新测试表明，

预期小区吞吐量以及接入用户数能够增加20%。

此外，随着移动物联网的兴起，特别是NB-IoT

的应用加速普及，海量的物联网终端都需要有满足

其应用需求的定位能力，如共享单车。基于GPS的

定位方案可以实现米级的定位能力，但面临着芯片

成本高企以及能耗高等问题，而当前基于NB-IoT的

定位精度还不足以满足应用需求。通过引入Wireless 

AI，输入多维的结构化数据构成网络指纹，可以实

现约30米精度的定位能力，进而满足共享单车等的

定位能力要求。未来，随着网络指纹维度的进一步

扩展，甚至有希望实现“亚米级”的定位能力。

打造Wireless AI应用的“梦工厂”

华为对Wireless AI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从数据、智能算法以及架构等方面进行能力的

全面构建。如果说当前一些应用是沃土上长出来

的几颗硕果，那么全面构建底层能力之后，呈现

在大家眼前的，将是一整片物产富饶的森林。

让移动大数据大得更有价值

移动网络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其中很

多实时数据原本就是“阅后即焚”，并不会进行

有效的结构化存储。Wireless AI要应用在移动领

域，最关键的一环是做好移动大数据的治理，实

现数据的三个转变：从实时数据延伸到历史数

据，从单维数据到多维数据，从碎片化数据到结

构化数据。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未来移动基

站就是我们整个移动大数据的感知系统，不仅仅

有移动通讯系统内部产生的数据，也有移动基站

对外部环境的感知数据。通过提炼大数据中的特

征，实现小区级、栅格级以及用户级的精准画

像，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移动网络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构筑移动领域专属的AutoML平台

移动网络系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基于在移

动通讯领域的长期积累，华为已经构建面向移

动网络的AI/ML算法库，集成业界和自研的多种

AI算法，生成匹配移动网络应用场景的各种数据

模型，覆盖90%的移动场景。同时，华为与众多

高校开展AI领域的合作，探索新的算法模型。当

前，华为已经研发出移动通信领域首个自动机器

学习算法（AutoML，Auto Machine Learning），

数据建模周期从数月降至数天，加速了Wireless AI

应用的孵化进程。

对于移动网络与AI的结合，当前的探索仅仅

处于萌芽阶段。其独特的魅力在于，你或许永远

也无法预测，一个拥有认知和进化能力的移动网

络下一秒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相信，随着

Wireless AI与移动网络持续不断相交、相知、相

融，未来的移动网络将越来越能满足用户的个性

化需求，也将具有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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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将带来的新业务和新应用，对包括核心网在内的现有网络提出了诸多新

的挑战。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展示了使能全业务的5G核心网解

决方案，以助力运营商支撑未来日新月异的业务发展，实现面向全行业的数

字化转型。

5G核心网：使能运营商

面向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文/赵伟

5G将开启全联接、全业务时代

“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已被公众广

泛认可。5G 将把历代移动通信以人为核

心的连接延伸向万物互联，推动数字化社

会的全面到来，并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的运转

方式。

过去十年，移动宽带业务驱动了3G、4G网络

的广泛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和娱乐变得更加丰富

多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未来十年，电信

网络将从提供人与人之间的通信服务，发展到提

供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服务，为各行各业提供

丰富的信息化服务。智能办公、家庭娱乐、AR/

VR、自动驾驶、工业控制、物联网等都将作为

5G网络提供的新业务而不断涌现。新业务对网络

能力提出了更极端的要求，例如自动驾驶、工业

控制等业务，需要网络支持移动状态下小于5ms

的超低时延和工业级可靠性保障；家庭多业务宽

带、高保真视频监控和全景VR直播等业务，需要

网络支持单用户5Gbps以上、每平方公里20Tbps以

上的网络吞吐率。

5G更将使能新商业。5G时代的商业范围将从

大众市场拓展到垂直行业，驱动社会经济价值大

幅提升，并给运营商带来新的商业机会。与此同

时，面对垂直行业千差万别的业务诉求，运营商

需要构建极致敏捷的运营能力来应对瞬息万变的

市场需求。

5G将开启一个全联接、全业务的时代，核心

网则在5G网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

是全接入和全业务的使能中心。一方面，通过屏

蔽网络接入的差异化，使现在以网络为中心的服

务模式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另一方

面，使5G网络能够通过网络切片为各行各业按需

提供服务。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核心网的革新重

构已经势在必行。2017年6月，3GPP正式确认，

5G核心网将采用中国移动、华为等26家公司提出

的SBA架构（Service Based Architecture，服务化架

构），作为统一的基础架构。这也意味着，5G网

络真正走向开放化、服务化、软件化，有利于实

现5G与垂直行业融合发展。

使能新商业、新运营和新体验

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发布并展示

了基于3GPP标准的端到端全系列5G产品解决方

案。作为运营商网络中管理差异化业务和保障用

户体验的核心，华为5G核心网帮助运营商将网络

价值延伸至全行业，使能面向各行各业的新商业

和新运营，给用户带来极致的新业务体验。

网络切片是实现5G使能全行业数字化愿景的

支柱型技术，更是开启新商业模式的关键。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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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一种商品，运营商可以通过销售切片来为

各行业提供服务，获取收入。华为5G核心网基

于以微服务为中心的架构（Microservice Centric 

Architecture），通过集成轻量级管理功能来简化

切片管理，实现切片的商业闭环；通过统一接入

功能简化网络部署，实现切片的部署闭环，帮助

运营商更快地将“切片即商品”变成现实。

运营商可先行部署核心网来开展eMBB、语音

和FWA等切片的商业运营，通过微服务的自由编

排来最大化网络资源效率，通过网络可定义来保

证业务的端到端SLA。譬如，语音切片可实现超过

99.999%的高可靠性保障和独立于其他业务的运

维；eMBB切片可实现单用户超过20Gbps的高带宽

和新功能的快速更新；FWA切片可通过没有计费

和SA等功能的极简用户面来极大节省网络资源。

未来运营商的切片运营可逐步扩展到智能电网切

片、工业控制切片、自动驾驶切片等，为千行百

业提供差异化服务，使能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

商业成功。

5G时代的市场需求瞬息万变，运营商需要构

建极致敏捷的运营能力，来迅速抓住市场机遇，

赢取商业成功。运营商受制于当前网络的架构、

技术等因素，新业务的上线周期一般超过6个月，

很难参与新市场机会的角逐。

基于以微服务为中心的架构，华为5G核心网

促使运营模式向自动化、自治和智能化变革，实

现微服务的生命周期管理和智能运维，使新业务

的上线周期缩短到周级甚至分钟级，故障定位的

精度和效率提升10倍以上。譬如，如果需要对核

心网的某个功能进行更新，传统方式需要对整个

版本进行更新操作，而采用华为5G核心网后，只

需要针对某个特定功能进行更新，更新过程的工

作量会大幅降低。同时由于各个功能之间实现了

完全解耦，更新过程对其他功能没有影响，甚至

可实现实时更新。 

在新业务体验上，单用户超高带宽是5G网

络的关键能力之一，华为5G核心网基于多核协

同技术，实现单用户大于20Gbps的超高带宽，

保证了AR/VR等eMBB应用的极致体验；基于分

布式网络架构，通过控制面和用户面分离，可

将用户面灵活地部署在网络边缘，以保证随时

随地的超低时延。此外，华为5G核心网能够同

时支持2G、3G、4G和5G，基于融合的控制面管

理分布式的用户面，保证了多网共存下的最佳用

户体验。

华为5G核心网支持运营商网络从当前向未来

平滑演进，以保护运营商投资，简化网络运营。

运营商可采用云化核心网扩容来提升网络容量，

通过传统核心网软件升级并与云化扩容核心网混

合组pool来支持5G非独立组网（Non-Stand Alone）

场景。后续通过软件升级，实现5G网络和传统网

络协同支持网络级融合，进一步支撑5G独立组网

（Stand Alone）场景。

推进5G商用落地，推动5G产业发展

一直以来，华为与产业各界一起，积极推动

5G标准、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与成熟。华为5G架构

相关的标准提案和被接纳提案数量均位列第一，主

导并推动了包括SBA、MEC、切片等关键构架的标

准化。

同时，华为与中国移动、沃达丰、德国电信

等全球领先运营商持续展开基于5G核心网的技术

和商用验证，加快5G商用步伐。截至2017年底，

华为5G核心网在全球已建设了15个预商用局点。

在2017年，华为5G核心网连续荣获“最佳5G核心

网”奖和5G“最佳垂直应用”奖，并摘取2018年

世界移动大会“最佳网络软件突破”奖，该奖项体

现了业界对华为在5G核心网标准、技术、预商用

进展及产业实践等方面领先能力与卓越表现的高度

认可。

华为已发布全球首个“5G切片商城”创新项

目，与中国电信、德国电信、Telefonica等运营商

和国家电网、兰亭数字等产业伙伴一起，启动一系

列联合创新实践。譬如，华为已联合中国电信、

国家电网发布5G电力切片产业报告，并展开5G电

力切片相关的课题研究、技术和预商用验证。在

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联合德国电信展示

远程医疗切片，联合Telefonica展示VR游戏切片。

未来，华为将继续依托5G切片商城等创新项目和

平台，进一步推进5G产业孵化和商业落地，推动

5G产业持续发展。

网络切片是实现

5G 使能全行业

数字化愿景的支

柱型技术，更是

开启新商业模式

的关键。切片将

成为一种商品，

运营商可以通过

销售切片来为各

行业提供服务，

获取收入。

5G核心网：使能运营商面向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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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产业视点

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联合全球权威信息与分析咨询公司埃士信（IHS 

Markit）发布了《运营商视频基础业务 — 50家领先运营商视频商业成功分析》白皮

书，向业界阐述了视频业务对运营商的价值，给出了运营商发展视频业务的战略思路

与方法总结。本文对白皮书中关于运营商视频战略、商业模式和成功实践的观点进行

了深度解读。

运营商如何
取得视频业务商业成功？

文/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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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运营商，视频总用户数达到3亿，

视频业务收入达到893亿美元，较2016

年同比增长8%。

实践证明，视频不仅给运营商带来

了直接收入贡献，还促进了运营商整体

用户数、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增加了用

户黏性。

领先运营商视频战略和实践

《运营商视频基础业务》白皮书分

析了视频用户排名前50的以固定网络

为主的运营商战略和实践，结果表明，

固网运营商已经将视频作为主要的价值

主张，即将视频作为基础业务，驱动整

体电信业务的增长，其核心是将视频业

务编排进基础套餐，并以此为抓手拓

展新市场，驱动新增长。领先运营商主

要通过套餐绑定、购买优质内容、广泛

聚合内容、提供创新业务体验、提供独

立视频业务等五大策略组合实现视频业

务。

套餐绑定：通过将视频和宽带、移

动、固话等业务绑定，降低了视频业务

运营商如何取得视频业务商业成功？

运营商的挑战和机会

随
着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速放缓，

全球电信业务收入增长乏力，

2012-2017 年平均增速仅为

1.3%，ARPU 值年均下降 2.2%。与此同

时，视频在运营商网络中的流量已经超

过 60%，成为最主要的业务形态，也成

为运营商避免被管道化的抓手业务。对

最终用户来说，随时随地使用视频已成

为常态，视频体验也成为用户选择运营

商的主要因素。运营商为保障用户体验

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单纯靠网络变现

无法收回，因此运营商需要重新思考视

频业务的定位和变现方式。     

回顾运营商发展视频的历史，2002

年底，全球只有屈指可数的运营商为不

到10万用户提供IPTV服务，到2017年，

已经有130家运营商提供视频业务，仅

IPTV用户数就超过2亿。十六年期间，

运营商视频业务的飞速发展，让我们看

到了视频从运营商增值业务发展为基础

业务，并获得商业成功的可能性。截至

2017年底，全球按照视频用户数排名前

的门槛。不过，这一策略本身也牺牲了

视频业务的ARPU值，视频对运营商的

贡献通常更为间接。运营商发展视频业

务早期，通常采用此类策略快速发展视

频用户，或者用于应对市场竞争，防止

客户流失。例如，中国电信将视频和宽

带、移动业务绑定，拉动了宽带和移动

业务的发展，而其视频业务本身的市场

份额，按收入计在2017年年底也达到了

28%。法国是仅次于中国的IPTV市场，

主要得益于四家大型运营商从2003年

开始为宽带用户提供包括视频业务在内

的各种套餐，2007年IPTV成为法国领先

的付费电视平台，目前有接近1800万用

户。

购买优质内容：优质甚至是独家

的内容会带来品牌差异，帮助运营商在

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优质内容价格昂

贵，关键内容版权的流失会导致客户流

失。这一策略通常用于成熟的高端视频

市场，典型的案例是英国电信（BT）通

过购买英超转播权，来应对其竞争对

手——老牌有线电视运营商Sky TV——

抢夺宽带用户的威胁。BT为这一战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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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巨资，2013-2019赛季英超联赛投资总额达到

50.9亿英镑，约合68亿美元。最初BT采用套餐绑

定策略，宽带用户可以免费观看独家体育节目，

截至2017年3月底的财政年度，包括BT Sport和BT 

TV在内的BT消费者部门收入增长了7.1%，达49.3

亿英镑。但是这一收入本身仍然不足以抵消BT对

内容的投资。2017年4月，BT推出了每月3.5英镑

的收费，直接变现内容。优质内容变现对运营商

的运营能力也产生了更高的要求，体现了运营商

视频变现策略从以网络变现为主，向内容变现的

转变。

广泛聚合内容：和购买昂贵的优质内容相

比，大多数运营商更倾向于采用内容聚合的策

略，通过和内容商合作，聚合各类内容，为用户

提供统一的高质量的视频体验。当然，内容聚合

模式能够产生的创收机会是有限的，只有当用户

通过运营商平台注册并使用服务，运营商才能分

摊订阅费用，但是只有少数客户会这么做，大多

数客户会使用已有的第三方应用账号。

例如，Netflix是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付费视

频应用，随着订阅用户数的激增，运营商和Netflix

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对运营商来说，通过机顶盒

为最终用户提供Netflix的内容，可以将用户留存在

运营商的平台上，有助于减少客户流失，提升客

户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

收入来源，运营商通常会分得每月订阅费用的5%

到15%，但是大部分用户已经有了Netflix账户。而

从成本角度看，运营商要确保其CDN基础设施满

足Netflix的QoS标准。不过，将Netflix加入运营商

的视频内容库，会对运营商的KPI产生积极影响，

从整体上促进ARPU值的增长，并没有损害其业

绩。未来，运营商在内容聚合这种商业模式下，

要积极探索如何通过统一的数据分析，变现用户

资产。

提供创新业务体验：运营商通过体验的创

新，为用户提供跨平台、功能丰富的视频服务。

在业务创新策略中，提供多屏业务至关重要，通

过多屏互动，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体验视频服务。

但是，多屏策略本身很难直接变现，并且需要获

得内容的附加版权，从而增加运营商的成本。增

强的用户体验，例如更好的推荐则可以提升用户

对付费视频的消费，从而实现体验变现。

德国电信（DT）在2016年5月推出“Entertain 

TV 2.0”，将体验作为其核心竞争力。对于用户体

验的持续关注，帮助DT保持了其服务的吸引力。

DT并未持有最受欢迎的体育节目版权，而是把重

点放在分发Sky TV的高端体育频道。DT还聚合了

Netflix和本地内容，成为内容的超级聚合者。

提供独立视频业务：通过OTT视频快速切入

市场，提高视频业务覆盖率并推动增长，这是最

近几年领先运营商视频战略的新趋势。通过推出

“精简套餐”，运营商给最终用户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和灵活性。这一策略体现了运营商直面来自

OTT的竞争，通过轻量级的OTT业务去抢占年轻用

户群体。

America Movil（AM）是拉美最大的付费电视

运营商。2011年，面对Netflix的竞争，AM收购了

拥有VoD证书的公司DLA（Digital Latin America），

与好莱坞电影公司和内容商建立了密切联系，推

出Claro Video业务。Claro Video提供订阅、按次点

播、免费观看等几种商业模式，既可作为付费电

视补充，也可以单独销售。

运营商视频商业成功要素

通过对领先运营商视频战略进行归纳分析得

出的策略，在很多情况下相辅相成，互相补充，

因此对运营商来说，要想获得视频业务商业成

功，需要根据本地市场特点，充分考虑网络优

势、内容策略和体验创新，打出组合拳。

运营商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充分利用

电信运营商的核心优势，提供随时随地的优质视

频体验；制定与运营商自身战略相匹配的内容投

资策略，积极拥抱内容聚合，并找到运营商本身

的优势；产品策略上既考虑和原有业务绑定，也

要考虑推出独立的视频业务；如果具备一定的内

容优势，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聚合，考虑利用OTT

视频快速切入新的细分市场，留存年轻用户；计

算投资回报率时，充分考虑视频业务产生的直接

价值和间接价值。

*文中所引用数据及案例均来源于IHS Markit

固 网 运 营 商 已

经 将 视 频 作 为

主 要 的 价 值 主

张， 即 将 视 频

作为基础业务，

驱 动 整 体 电 信

业务的增长，其

核 心 是 将 视 频

业 务 编 排 进 基

础套餐，并以此

为 抓 手 拓 展 新

市场，驱动新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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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为在 2016 年举办的全球移动宽带论

坛上首次提出 CloudAIR 的概念，随

后在 2017 年世界移动大会上全面展

示了 CloudAIR 解决方案。在第一个商用版本中，

CloudAIR 可以支持 GSM&UMTS 和 GSM&LTE 动态

频谱共享，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被运营商广泛部署。

在土耳其，沃达丰基于900MHz实现LTE和GSM

之间的动态频谱共享，使得900MHz频谱能够同

时支持4G高速数据业务和2G语音业务，并且根据

用户业务需求，动态为LTE和GSM灵活分配频谱资

源，上行和下行链路的移动用户吞吐率都大为改

善。如今，CloudAIR方案已经在土耳其实现大规模

商业部署。

印度Bharti Airtel使用华为CloudAIR方案，基

于900MHz频段实现了LTE和GSM、UMTS的同频

部署，极大提高了LTE网络覆盖率和移动用户体

验，实现20%的流量增长。与基于1800MHz频段

部署LTE的方案相比，要实现同等质量的网络覆

盖，900MHz LTE网络所需的站点数量可以减少约

30%。

截至2017年底，CloudAIR方案已经部署在泰

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等全球30多

张商用网络，帮助运营商以更少的网络投资，提

升移动网络容量和用户体验。在2018年世界移动

大会上，华为CloudAIR解决方案荣获GSMA颁发

的“最佳移动网络技术突破”和“首席技术官之

选”两项全球移动大奖，彰显了业界对华为在无

线通信领域持续创新的高度认可。

随着MBB的普及，多频段、多制式的移动网络长期并存成为普遍现象，频谱资源如何分配成为

运营商的一大难题。华为CloudAIR改变了传统网络空口资源固定分配的模式，根据网络业务需

求或者移动用户位置，按需分配包括频谱、通道和功率等空口资源，帮助运营商显著提升网络

频谱效率、容量以及用户体验。
文/郝飞 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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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期间，华为发布了全

面升级的CloudAIR 2.0解决方案，大幅提高频谱共享

度，并支持在同一频段上部署LTE和5G新空口（5G 

NR）。

GUL深度频谱共享，使能制式间资

源动态按需分配

如果运营商计划部署新的制式，比如LTE或者

5G，必须先从已经部署的存量制式，比如GSM和

UMTS，释放一定频谱资源。然而，这样做会带

来网络容量不足以及用户体验下降等诸多负面效

应。等待使用旧制式服务的移动用户自然迁移，

引发存量制式流量下降的过程非常漫长。如果运

营商因为无法释放频谱而短期内无法部署新的制

式，将丧失转瞬即逝的网络发展和商业增长机

遇。

运营商可以通过拍卖等流程，购买全新的频

谱用于新制式的部署，然而这种方式付出的成本

太过高昂。例如，Bharti Airtel于2015年花费2.363

亿美元购买2.1GHz频段的5MHz频谱，用于覆盖

1.1亿人口。泰国运营商True在同年购买900MHz

频段上的10MHz频谱，更是耗费了21.6亿美元巨

资。

CloudAIR 2.0的频谱共享方案支持在同一频谱

上部署不同制式，并且根据承载的业务变化动态

分配和调整频谱资源，这就避免了老旧制式独占

宝贵的频谱资源，从而提高了频谱效率。

双倍频谱共享度，提升网络容量和性能

相比CloudAIR，CloudAIR 2.0能够实现两倍的

频谱共享度，可以显著提升网络容量。

举例来说，使用传统的频谱重耕方案，运营

商能够使用10MHz频谱在单扇区同时部署3个GSM

载波和5MHz LTE载波。使用CloudAIR 2.0方案，通

过制式间动态共享频谱，运营商就能够在单扇区

部署3个GSM载波的同时，部署10MHz LTE载波，

带来90%的网络容量增益。换而言之，CloudAIR 

2.0频谱共享方案可以为运营商节约频谱投资成

本。

多制式频谱共享，助力低频网络全业务广覆盖

频谱共享并不局限于两个制式间共存的场

景，CloudAIR 2.0支持更多制式间的频谱共享。对

于寻求在低频段上部署LTE以及蜂窝物联网来扩展

覆盖的运营商来说，CloudAIR 2.0是最佳选择。 

运营商拥有的低频频谱（如900MHz）非常有

限，且当前这些频谱都已经被GSM和UMTS网络占

据殆尽。因此，在低频段上部署LTE以及蜂窝物联

网，会面临因频谱不足而无法部署的困境。

通过CloudAIR 2.0制式间动态频谱共享，减少

了多模同频共部署需要的频谱带宽，运营商可以

将LTE和蜂窝物联网部署在有限的频谱资源上，实

现GSM、UMTS、LTE和IoT共存。这样一来，低频

段网络就能支持更多的无线业务，成为全业务基

础网络层，从而最大化频谱价值。同时，使用低

频LTE覆盖需要的站点数量比高频LTE少约30%，因

CloudAIR CloudAIR 2.0

频谱共享度 频谱共享度



 第80期  2018.05 27

CloudAIR 2.0：释放全频谱潜能

此可以帮助运营商节约大量投资。

LTE & 5G NR频谱共享，实现频谱

资产价值最大化

2017年12月，首个3GPP 5G新空口标准冻结，

其中很多标准定义的5G新空口频段与现有的LTE标

准频段相同。这使得运营商在同一频段上同时部

署LTE和5G新空口技术成为可能。在运营商和生态

伙伴的共同努力下，LTE和5G新空口频谱共享机制

已经被3GPP接受，并将纳入3GPP R15标准中。LTE

和5G NR频谱共享能够实现时域和频谱两个维度

的灵活共享，从而大幅提高频谱共享度和频谱效

率。 

5G建设更快捷，缩短投资回报周期

C波段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区域被用来部署

LTE。利用LTE和5G NR新空口动态频谱共享，运营

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激活5G新空口，从而缩短

5G业务上市时间，提速5G品牌建设，迅速夺取市

场份额。

对于运营商来说，在5G部署前期，5G终端渗

透率会比较低，导致网络轻载，会拉长投资回报

周期。利用LTE和5G NR新空口动态频谱共享，使

能运营商在同一频谱上同时承载4G和5G流量，能

够大幅提升网络利用率，缩短投资回报周期。

上下行解耦，实现C波段与1.8GHz同覆盖

当前，C波段在多个国家和区域已经被确立

为5G的首选部署频率，包括日本、韩国、中国

以及部分欧洲国家。C波段为运营商提供了丰富

的频谱资源，但是覆盖半径要比传统的LTE频段

（如1.8GHz）小，因此其大规模商用部署受到限

制。如果使用C波段独立组网来实现无缝覆盖，与

1.8GHz LTE网络相比，站点数量将增加3到4倍。

FDD LTE是当前全球范围内部署最广泛的宽带

无线通信技术，其上行和下行链路分别使用不同

的频谱。多数移动应用产生的下行流量要比上行

流量多，使得多数网络上行频谱处于空闲状态。

通过在现有的LTE上行频段上实现LTE和5G NR

新空口的动态频谱共享，并且利用C波段丰富的

频谱资源作为5G新空口的下行链路，能够极大

扩展C波段覆盖范围，这种机制被称为上下行解

耦。

华为与合作伙伴在伦敦的联合外场测试显

示，上下行解耦将C波段覆盖范围扩展了73%，

实现了C波段和1.8GHz LTE的共站同覆盖。换句话

说，运营商能够重用现有的1.8 GHz LTE站点资源，

来实现C波段网络的无缝覆盖，大幅节省了高昂的

新站址获取和站点建设支出。

通过引入云化思想，华为CloudAIR实现动态分

配和调度频谱等空口资源，实现高效的移动宽带

网络部署，极大提升了移动用户体验。随着移动

网络持续面向全云化演进，未来的移动网络将会

超越当前界限，成为各行各业数字化的基石，创

造新的商业机遇。

C-Band

C-Band

1.8 GHz

1.8 GHz

4×

利 用 LTE 和 5G 

NR 新空口动态

频谱共享，运营

商能够在最短的

时间内激活 5G

新空口，从而缩

短 5G 业务上市

时间，提速 5G

品牌建设，迅速

夺取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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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行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运营商应当重新定位自身的B2B

业务战略，并结合目前在连接领域的优势，通过云网协同的差异化来满足客

户需求。

云网协同：

运营商B2B业务新机遇

随
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企业 IT

系统从传统自建模式转移到云平台的

趋势正在不断加速。华为预计，到

2025 年 100% 的企业都会上云，85% 的企业应用

将运行在云平台上。企业使用云服务后，内部各

机构互联的局域网将转换为各机构连接到云服务

的广域网，这对连接提出了新的需求。

首先，企业需要的连接类型更多，从传统的

企业组网专线和Internet专线延伸到企业上云专

线；同时不同种类的企业需要的连接类型也不

同，如政府和金融行业需要安全、低时延的高品

质专线，中小企业则需要高性价比的专线等。

文/梁峰  钟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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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网协同：运营商B2B业务新机遇

其次，企业需要更多的连接，不

仅仅是传统的企业专线，还包括IoT连

接，IoT连接的发展速度和数量会远远

超过传统连接。

最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必然采

用多云或者混合云战略，这对连接的带

宽、时延和安全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这些新需求为运营商B2B业务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但我们也看到，运营商

在B2B领域面临着来自OTT云服务商的

强势挑战。

例如，AWS作为OTT类云服务提供

商的典型代表，以云作为平台开展业

务并以自营的零售电商实践证明了云

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同时

通过与运营商和其他IXP服务商的积极

合作，来弥补其在通信以及专线接入

方面的不足。

阿里巴巴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

上宣布，力争三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云

通信服务商。在已经发布云骨干网的基

础上，阿里巴巴又发布了基于云骨干网

构建企业网络的服务，这些都对运营商

B2B专线业务，尤其是跨区域和国家的

专线业务带来很大的冲击。

面对行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机遇

与新挑战，运营商应当重新定位自身的

B2B业务战略，并结合目前在连接领域

的优势，通过云网协同的差异化来满足

客户需求。

对于有意愿、有能力、有基础的运

营商，应当将云作为B2B业务的统一平

台和入口，为政企客户提供服务。

运营商在提供计算、存储、网络等

基本服务的同时，可结合现有优势发展

云服务，具体可分三步进行：

一是将现有的通信能力上云，如

DCI、专线、CDN、企业内部网络管理

和企业通信等，提供更快、更灵活的服

务；

二是将创新型业务如 IoT构建在云

平台上，提供更丰富的业务类别；

三是依托云平台能力与网络能力，

发展生态合作伙伴，聚焦热门行业场

景，如远程教育、行业视频、企业ICT

办公等，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帮助政

企客户逐步进行数字化转型。   

对于以连接为主的运营商，应立足

于网络，围绕企业客户对专线的性能期

望、购买模式的变化主动适配，打造敏

捷、优质的专线服务。

在企业加速上云的背景下，企业对

上云专线的需求骤增，运营商要发展好

上云专线，必须把高性能（更大带宽、

更低时延以及更高安全性）、分钟级开

通、电商式购买体验和网络智能作为发

展方向，盘活现有网络资产，构建相对

于OTT云服务商的竞争优势。

华为作为最懂运营商网络及业务的

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帮助运营商在

B2B领域构建完整的商业解决方案。

战略规划：基于运营商的实际情

况，帮助运营商建立合适的战略定位，

识别目标客户群，设计合理的offering

套餐包。

方案落地：华为可以提供多种云

网解决方案，如敏捷专线、企业园区

CloudCampus、SD-WAN、云服务、IoT

等。

运营运维：梳理运营商现有的运营

流程，构建云网一体化的运营管理体系

和流程。

生态发展：基于在云服务领域的多

年实践，华为积极构建全球生态链体

系，这些合作伙伴可以帮助运营商进行

上层业务拓展。

我们相信，运营商通过对连接业

务的改造，以云服务的方式面向B2B市

场，最终将让网络更敏捷，让通信更

简单，满足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云服务

和网络的新需求，迎来全新的发展机

遇。

面对行业数字化转型带

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运营商应当重新定位自

身的 B2B 业务战略，并

结合目前在连接领域的

优势，通过云网协同的

差异化来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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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探讨

挪威运营商Altibox携手华为搭建下一代IPTV平台，总结出一套适合自身的内容“聚合术”，并

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成功将观众重新拉回电视大屏前，实现IPTV用户数逆市增长，同时成为挪

威第一家商用超高清业务的IPTV运营商。

Altibox的内容变现术

你
还在紧追独家内容吗？又能

在哪里追到呢？这或许是每

一个对视频内容有诉求的用

户始终关注的问题，而这一诉求在普通

的家用机顶盒上是无法实现的。因此，

当家用机顶盒供给与独家内容播放需求

产生碰撞时，用户的全新体验又如何得

以实现和满足呢？

这是时下很多运营商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Altibox是Lyse工业集团旗下

公司，凭借其独特的Partner合作模式

成长为挪威最大的FTTH运营商，覆盖

约25%的全国人口，拥有50万宽带用

户和近40万电视用户。通过携手华为

搭建下一代IPTV平台，Altibox逐渐总结

出一套适合自身的内容“聚合术”，

并通过“Freedom of Choice”的商业

模式，让最终用户自由选择想要观看

的内容，成功将观众重新拉回电视大

屏前，实现IPTV用户数逆市增长，也成

为了挪威第一家商用超高清业务的IPTV

运营商。

多维度冲击下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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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ibox的视频业务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这

一路上可谓是挑战重重。

在挪威通信市场，不仅各运营商之间的视频

业务竞争不断加剧，还面临Netflix、HBO、Amazon 

Prime Video、YouTube等全球大鳄的冲击，GET、

Canal Digital、RiksTV等区域和本地玩家也带来新的

挑战。本地广播电视机构不仅积极与本地运营商

展开内容合作，同时还提供OTT视频点播服务，深

受年轻一代喜爱。

挪威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速宽带网络，

由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及商业环境巨变等因素，促

使Altibox与华为携手开展视频战略合作，希望借

助华为全方位能力，来解决其所面临的来自其他

PayTV运营商和OTT日趋严峻的技术挑战，实现其

“致力于将最先进的电视观看体验带给广大客

户”的战略内容聚合诉求。

Altibox的内容“聚合术”

作为视频业务商用的关键环节，如何聚合内

容成为Altibox面临的又一挑战。Altibox在内容聚合

方面有着丰富的业务经验，决定将HBO Nordic内

容作为SVOD套餐包在Altibox平台上销售，这促使

Altibox的新用户数快速增长。

目前，SVOD套餐提供近万部HBO电影/剧集，

囊括了HBO Nordic的所有内容，方便用户订阅和

观赏，同时通过Altibox的全光纤网络，保证端到

端的服务质量。Altibox已经引进了五套SVOD服

务，包括NRK（挪威国家电视台）的127,000项影

音内容。Altibox提出了让消费者随时随地使用任

意设备访问其内容的客户价值主张。在OTT内容

引入方式上，Altibox选择直接将内容注入到自身

的IPTV系统，致力于打造一站式视频娱乐平台，

以控制内容的上游聚合和下游分发，消费者在

Altibox平台上进行一站式搜索，就可以观看到所

有内容。

Altibox新IPTV业务上线以后，用户的家庭视

频娱乐体验发生了革命性的创新。原来的家庭视

频娱乐以机顶盒为中心，由机顶盒内置大容量的

本地存储实现，没有实时的time shift TV和catch 

up TV，用户只能提前录制想看的内容，回到家以

后在本地时移和回看。在采用华为方案后，所有

的内容全部存放在云端且能通过任意设备实时收

看，极大提升了用户体验。

此外，视频业务的发展也加速了宽带+IPTV资

费包业务的增长。伴随着视频业务的高速推进，

用户对于网络流量的需求也呈现明显激增之势。

例如，采用华为新的解决方案后，Altibox单播业务

增长了20倍，再加上超高清节目的引入，更加提

升了带宽需求。在新的资费包中，Altibox已经将入

门带宽提升到300M。资费包的调整除了带宽需求

增长的原因外，还有市场竞争的考虑。

新业务口碑、业绩双丰收

在新业务的驱动下，Altibox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不仅实现了业务的增长，良好的用户体验也

为其赢得了更多好评。

新IPTV业务使Altibox在付费电视总用户下滑的

大环境下实现了逆市增长，不仅促进了宽带和IPTV

用户的增长，还通过宽带+IPTV资费包提高了ARPU

值，增加了IPTV业务的渗透率。再加上Altibox可以

从好莱坞获得第一时间上映的影片，促进了点播

业务的销售，使IPTV的ARPU值进一步提升。通过

视频业务带动内容和宽带变现，Altibox已经做到了

视频和宽带的商业正循环，成功逆转了电视渗透

率的下降势头。

另外，通过全新的超高清机顶盒和全国范围

极速光网，Altibox为用户带来超高清视频及多屏

无缝互动的极致体验，通过融合搜索，支持对演

员、频道、录制内容、影片进行搜索，将观看体

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其中，大多数节目支持

从头开始观看功能，让观众不再错过任何精彩的

节目。离线录制功能，多终端无缝体验，保证用

户无论何时何地，以任何终端都可以接入自己想

看的节目。

Altibox CEO Thomas Skjelbred表示，许多顾客

反馈新IPTV业务使得家里的小孩扔掉iPad，回到电

视机前收看节目。另外，从公交车和地铁上本地

民众对Altibox新业务的热评来看，Altibox的新IPTV

业务已经得到了客户、挪威第三方媒体和消费者

的一致好评。

通 过 超 高 清 机

顶 盒 和 极 速 光

网，Altibox 为

用 户 带 来 超 高

清 视 频 及 多 屏

无 缝 互 动 的 极

致体验，通过融

合搜索，支持对

演员、频道、录

制内容、影片进

行搜索，将观看

体 验 提 升 到 一

个新层次。

Altibox的内容变现术



2018.05  第80期32

运营探讨 How to Operate

随着越来越多的运营商部署4G网络，全球VoLTE网络的建设也加速成熟。据GSMA统计，截至

2018年3月，全球已有127家运营商在63个国家正式商用了VoLTE高清语音业务。VoLTE的商用为

运营商增值业务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了沃土，通过业务创新来驱动VoLTE发展和价值变现正当时。

视频彩铃助力运营商构建微视频生态

视
频 彩 铃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为

VoLTE量身打造的创新业务

，附着在VoLTE原生通信之

上，给用户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为运

营商提供一种新的VoLTE变现能力。

视频彩铃是指用户在VoLTE网络下拨

打语音电话或视频电话，呼叫接通前看

到一段视频内容。与传统的音频彩铃相

比，呼叫者不仅能听到回铃音，还能看

文/刘美媛 郭俊

到一段被呼叫者设定的视频内容，带来

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视频彩铃用户

可以自己制作或上传个性化视频内容，

也可以从运营商的视频库中进行选择，

还可以针对不同主叫方、不同时间段设

定不同的视频内容。

华为推出的视频彩铃方案，打破

“视频呼叫才可播放视频”的限制，

创新实现“音频呼叫也能支持视频彩

铃”，在用户保持原有的音频呼叫习惯

下，无缝嵌入用户通话，这使得视频彩

铃触发场景和受众大大提高，100%覆

盖VoLTE通话场景。

视频彩铃是VoLTE通信和视频业务相

结合的创新解决方案，可通过不同的视

频内容播放，承载不同的商业场景。

面向个人用户，视频彩铃是一个个

人娱乐自媒体平台。在当今社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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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社交与分享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视频彩铃即提

供了这样一个分享平台，通过视频彩铃来展示个

性、塑造形象，或是传播快乐与正能量，满足用

户自我表达、丰富沟通的需求。运营商可通过聚

合丰富的视频内容、视频DIY工具以及OTT渠道，

给用户提供极致个性展示和无缝的分享体验。

对企业与广告业务来说，视频彩铃是一个数

字媒体平台，充分利用视频彩铃无处不在的展示

挖掘媒体效应，给企业和广告主提供品牌宣传和

媒体营销渠道。

企业用户可以将视频彩铃作为对外宣传平

台，为员工在工作时间设置统一的视频彩铃内

容，如品牌文化、营销事件、客户关怀、业务导

航等，当拨打该企业员工电话时，播放企业视

频，让每位员工成为企业宣传的一颗种子。

对广告商而言，视频彩铃则是非常高效的广告

营销平台，既能做到广覆盖，又能够精准推送。视

频彩铃广告的方式有多种，比如悬浮广告、插播广

告、全屏广告等，广告商通过这个媒体平台实现品

牌宣传、产品推广，运营商通过后向商业模式获取

广告收益，视频彩铃广告用户也可以获得运营商的

话费或流量作为回报，可谓一举三得。

视频彩铃为用户带来从听到看的飞跃性体

验，驱动VoLTE业务发展，为运营商发展视频生

态提供了重要抓手，是运营商双V战略（VoLTE & 

Video）的重要承载。

一方面，视频彩铃是VoLTE下的特色业务，为

用户带来创新的视频体验，提升用户感知度和粘

性。同时，视频彩铃作为全新通信娱乐新媒体，

给运营商注入新的商业活力，有利于提升运营商

的数字化品牌。

另一方面，视频彩铃附着在运营商原生通信能

力上，信息传达率达100%，充分发挥通话前“黄

金15秒”优势，将流量货币化，创造新的收入来

源。借助视频彩铃这一媒体形态，拓展运营商在个

人、企业、广告、微视频传播等新增市场的收入。

视频彩铃是运营商独有的媒体传播平台，在

视频产业中占据独有的分发和变现渠道，为运营

商整合视频生态提供了核心控制点。基于海量通

话形成运营商微视频最大原生渠道入口，视频彩

铃有潜力成为传播力巨大的新媒体，聚合大量合

作伙伴，构建运营商自有的的微视频生态。

中国移动视频彩铃案例

中国移动的音频彩铃业务历经10余年发展，

聚集了4亿彩铃用户，已成为最具用户基础及认

可的增值业务，始终保持“语音通信网最佳伴侣

业务”的地位，是中国移动整合音乐产业链的重

要抓手。中国移动在全国29个省份商用了VoLTE，

截至2017年12月VoLTE用户达到2亿。在VoLTE网络

下，中国移动将彩铃业务进行全方位升级，推出

视频彩铃，并作为4G+特色业务和战略性数字业务

在全国建设和推广。

2017年6月，中国移动发布《中国移动4G+手

机产品白皮书》，明确要求中国移动4G+手机在

2017年10月1日起支持视频彩铃业务。

2017年7月，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携手华为首发视

频彩铃业务，实现全球首个视频彩铃业务的试商用。

2018年3月，中国移动视频彩铃业务在29省上

线。咪咕音乐APP、H5、WWW上已有视频彩铃体

验专区，已上线省份的中国移动用户可以体验。

中国移动与华为联合创新，制定了视频彩铃

业务标准，并从视频彩铃技术方案设计、平台搭

建到业务全流程开通，进行了端到端的合作。此

外，双方还联合制定终端规范，推动终端原生支

持，2018年起安卓手机将全面支持视频彩铃。在

2017年，华为、三星等中国市场主流安卓手机厂

家就已通过现网测试支持视频彩铃；2018年安

卓新机将原生支持，存量手机将通过系统升级支

持，苹果 iOS终端对视频彩铃的支持也在推进当

中。据中国移动预测，结合2018年新增终端销量

及存量终端升级情况，预计2018年底超1亿部终端

将原生支持视频彩铃。

中国移动的视频彩铃业务由咪咕音乐统一运

营，咪咕音乐正在积极储备优质内容，预计2018

年内容库数量达到百万级，合作伙伴超过1000

个。华为也正在聚合合作伙伴，将给中国移动带

来更多内容和渠道，共同做大视频彩铃产业。

相信不久的将来，视频彩铃将像现在的音频

彩铃一样广为普及，届时中国移动将营造全球最

大的微视频传播生态圈。

视频彩铃为用户

带来从听到看的

飞跃性体验，驱

动 VoLTE 业 务

发展，为运营商

发展视频生态提

供了重要抓手，

是 运 营 商 双 V

战略（VoLTE & 

Video）的重要

承载。

视频彩铃助力运营商构建微视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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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汹涌来袭，最先发现其中苗头与商机的并非传统IT或ICT厂商，而是以亚

马逊、谷歌、BAT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这些成长于技术变革最迅猛的消费领域的互联网科

技公司，通过对ABC（AI，Big Data，Cloud Computin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布

局和实践，正在大踏步向企业和行业市场迈进。而原本基础设施最强、用户数最多的电信运营

商，则受限于复杂的业务、孤立的系统、分散的数据等因素，呈现出慢半拍的节奏。

AUTIN助运营商

开启数字化运维之路

文/袁叠萍  郭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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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IN助运营商开启数字化运维之路

维人员不得不通过整合分散的运维系

统来实现运维流程端到端拉通，从而

使自动化程度低下，解决资源和服务

故障的平均时间延长，最终导致较差

的服务质量和体验；运维人员仅靠培

训来掌握软件操作和流程执行技能，

并不具备持续提升效率的能力，无法

赶上技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传统

模式基于物理基础设施开发，并不适

用于新兴的混合虚拟基础设施。

亚马逊、Uber、GE等企业的成功

表明，数字化、智能化是提升运营效

率、保持公司竞争力的不二法宝，它

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而在当前，

全球超过60%的运营商维护着众多孤

立的OSS系统，数字化运维演进阻力很

大；70%运营商缺少集中的数据源；

60%运营商的运维是“黑匣子”，做

不到端到端的可视，改变迫在眉睫。

AUTIN助力运营商实现数

字化转型

面对挑战，运营商们纷纷展开面

向数字化、智能化运维转型升级的探

讨和实践。华为数字化运维服务解决

方案AUTIN，瞄准客户的商业目标，开

发了一整套自动化、智能化的运维方

案，助力运营商向数字化转型。

AUTIN即自动化（AUTomation）

和智能化（ INtell igence），通过数字

化的运维平台OWS（Operat ion Web 

Services）、数字化的员工和开放的生

态，构建可视化、自动化、智能化运

维，实现运维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AUTIN数字化运维服务包含运维咨

询服务和运维云服务，封装华为成熟

运维能力，以云服务形态开放，使能

运营商数字化运维转型。运维咨询服

务借助华为运维和管理全球160多张

网络的实践，为客户定制数字化运维

伴
随电信行业数字化日益深入，

以及最终用户对服务体验期

望的不断提升，传统运维模

式已经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严重限制

了电信运营商从转型中获益。业界迫

切需要面向未来的新型运维模式及平

台——既能够满足管理当前物理网络

的需求，也能适用于混合虚拟网络的

基础架构转型。

数字化、智能化运维迫在

眉睫

传统电信行业正处于重大转折点，

NFV/SDN、IoT以及5G带来的挑战，当

下的运维模式已不能支撑运营商向数

字化业务提供商的战略转型。运营商

意识到，要构筑面向未来的软件定义

的新运维模式，才能应对当前物理网

络及未来持续演进的混合及虚拟网络

架构下的运维需求。

运营商的业务变得更加多样化，

视频、游戏、IoT等新业务层出不穷，

对新业务的上市时间与质量均有极为

严苛的要求；同时，运营商ICT基础设

施的复杂性亦远超以往，既包括传统

网络，也包括虚拟化、云化后的ICT混

合基础设施；此外，在市场由“投资

驱动”转向“价值驱动”的当下，运

营商变得更为重视投资回报和回报周

期，最终用户的体验以及能否为最终

用户提供更大价值成为新的网络评价

标准。这些都对运营商的日常运维提

出了更高要求。

与互联网等行业相比，传统电信运

维还处于“手拉肩扛”的状态，发展

滞后于时代。比如，运维支持的软件

基于僵化且封闭的软件架构设计，这

些架构部署于各个域内分散的IT运维孤

岛上，导致软件变更周期难以控制，

同时也推迟了新业务的上市时间；运

转型路径，实行人员技能转型、数字

化运维系统设计和对接。运维云服务

以SaaS模式，提供主干应用和自开发

APP，可供客户快速部署应用。当前，

AUTIN聚焦如下五大场景：

外线卓越运维：帮助运营商解决传

统外线运维管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实现人/车/站点/物料/工单等运维资源

/对象的状态信息在线、实时、可视；

使能运维管理者在作业过程中，实

时、准确掌握各环节具体状态，从而

更加快捷精准地进行指挥和管理；智

能分析报表帮助运维管理者从多维度

分析、洞察运维业务及人员效率，促

进运维持续优化。

自动化智能化运维：帮助运营商

解决运维各环节自动化程度低、人为

操作失误率高的问题，通过在故障管

理、变更管理、预防性维护等领域

的自动化规则部署、智能化应用，实

现告警自动关联压缩、故障自动诊断

及恢复、工单自动化创建及智能化调

度、变更自动化、巡检自动化、精准

巡检，用机器取代大量重复性人力劳

动、实现运维提速的同时，提升运维

作业的标准化及质量。

固网家宽集客运维：帮助运营商

解决在FTTH网络、HFC网络、集团客

户、家庭宽带客户的运维中，开通效

率低、故障恢复慢、缺乏统一故障管

理等问题，梳理近20个运维作业流程

效率提升优化场景，通过自动化工具

的部署，提升网络维护中心和外线工

程师的效率。

计费稽核&保障：帮助运营商解

决计费业务中订单异常多、问题处理

慢、终端用户投诉率高等问题；从源

头上降低异常订单、实现投诉率下降

10%-30%，问题定位定界效率提升

10%-50%，最终实现用户满意度提

升，减少收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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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编排自动化运维APP，提升运维效

率。华为也摸索出一套激励机制，鼓

励运维工程师向自动化工程师、算法

工程师转变，同时通过组织转型打造

一个扁平化的敏捷运维团队，打破孤

岛式的运维模式。

数字化路径：以DevOps的模式，

构建全在线、自动化和智能化能力，

以三步走的方式，持续迈向数字化。

其中全在线是基础，将所有的运维资

源、活动和数据从线下放到线上统一

的数据库中，通过报表呈现出当前的

运维对象、运维资源和运维质量，实

现可视化运维，建立标准并持续改

进；基于标准的数据基础，自动化和

智能化能力的构建成为可能。自动化

是基于运维标准化和专家经验总结的

规则，把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交给机

器来解决；智能化是引入大数据分析

和机器学习，不断完善和丰富规则，

一方面使能自动化效率更高，另一方

面把人工无法处理的复杂运维交给机

器，降低对专家的依赖，做到对故障

及风险的预测预防。

全球成功实践

数字化运维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

过程，存在较大风险与不确定性，对

绝大多数运营商来说，他们需要合作

伙伴提供咨询服务、流程再造、软件

编程、云计算虚拟化技术、大数据架

构、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等技能。而

既懂电信也懂 IT、既提供具体工具也

真正理解运营商痛点、既能解决技术

问题也能满足商业需求的华为，已经

被不少运营商选为数字化运维转型的

“同路人”：2016年至2017年，MTN

集团9个子网部署OWS平台，实现了

运维业务全在线可视可管，智能调度

最大化外线运维效率，提升精益化管

理，加速了数字化转型。

2017年1月，科威特VIVA启动数

字化运维项目，在与华为就数字化转

型进行战略对标后，启动部署华为

OWS，陆续上线故障管理自动化、变

更管理自动化、智能调度以及精准巡

检等功能，截至2018年2月，全网运维

效率提升20%、网络质量提升36%、终

端用户投诉率下降25%，获得科威特

“Speedtest Awards Winner 2017”奖

项，被评为科威特最快的移动网络。

截至2 0 1 8年3月，全球1 3 0多张

网络已经部署了华为OWS平台，实现

了流程自动化（网络问题工单的自动

流转、外线运维工程师的自动化智能

化调度等）；在此基础上，2018年华

为将在34张网络上部署故障管理自动

化、变更管理自动化、巡检自动化、

巡检智能化等功能，持续提升运维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

2 0 1 8年，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

华为A U T I N：印度尼西亚X L、文莱

Telbru、澳大利亚VHA等。

在获得运营商认可的同时，华为

数字化运维服务能力与贡献得到业界

的广泛认可。2016年，华为OWS荣

获Telecoms颁发的全球年度“云创新

奖”。2017年11月，华为OWS运营中

心获得英国标准协会颁发的云安全国

际认证（CSA STAR）和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涵盖了华为

OWS云服务的解决方案开发、交付、

运维和应用管理，标志着华为运维服

务安全体系达到国际最高标准。

面向未来，华为AUTIN邀请全球

运营商、合作伙伴一起构建一个合

作、开放、共赢的生态，广泛吸收业

界先进理念，开放数字化运维云平台

OWS，一起创新，共同向数字化运维

演进，引领电信行业走向数字化、智

能化运维。

重大及高风险运维管控：针对运营

商日常运维中，重大割接操作、重大

事故紧急恢复、重大事件应急保障等

高风险操作，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

实现对高危操作的事前管控、事中操

作监控、快速恢复、事后分析等各环

节的覆盖。其中，一键式人员召集、

信息收集，多媒体、多屏互动等技术

手段的应用，使高危操作的管控、协

同作战、信息实时共享效率大幅提

升。

AUTIN从三方面使能运营商迈向数

字化运维：

数字化平台OWS：基于公有云平

台（AWS及华为公有云），能够快速

部署，具备大数据和AI能力，能够快速

适配技术和业务的演进，并通过开放

的API使能运维人员根据业务场景开发

运维APP。OWS是AUTIN的基础及使能

平台，具备端到端监控、全自动化、

实时数据分析、DevOps与生态建设的

特征，支撑实现面向数字化运维的转

型。OWS的智能自学习平台引擎能够

捕获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并基于

既定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进而向运维

团队提供实时可行性洞察，并进行现

网的网络资源自动恢复。同时，OWS

基于微服务的架构将IT和业务解耦，独

有的业务编排能力能够让非强 IT技能

的运维工程师灵活编排运维应用APP，

运维人员由此可以轻松快速地构建和

部署服务组件，并建立起全球开发者

生态圈。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月，

全球有超过6000多“运维人员即开发

者”共同努力，建立起一个开放、共

享的开发者生态，开发了超过900个已

上线APP，将全球运营商的最佳实践复

制到全球。

数字化团队：华为持续建设全球

运维团队的数字化能力，使得运维工

程师能够根据业务场景，使用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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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申 请 获 取
OpenLab 服务

构筑面向未来的全云化核心网

全
面云化，核心网先行。华为认为，要

想既能满足现有业务需求，又能平滑

演进到 5G，全云化核心网必须具备弹

性、健壮、敏捷的特征，通过控制面和用户面分

离构建分布式网络来降低时延，同时利用 DevOps

来提高部署运维效率，以支撑更多行业需求，实

现网络转型。

基于Cloud Native构建弹性网络

面向5G的核心网需要对虚拟网络功能软件进

行系统优化重构，实现弹性、健壮、敏捷的全云

化网络。华为全云化核心网基于Cloud Native架

构，采用无状态设计、服务化解构、轻量级虚拟

化（容器）等关键技术，构建基于业务感知的弹

性网络，实现资源按需分配，业务容量不受单一

硬件物理限制，网络功能可动态快速生成并按需

部署，以确保满足多种应用对网络的不同要求。

无状态设计：通过将业务状态和会话数据从

业务处理单元中分离出来，并存储在独立的分布

式数据库中，实现业务处理单元的无状态设计，

可以任意弹性伸缩，任意单个或多个业务单元故

构筑面向未来的全云化核心网

文/袁刚

随着NFV（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的发展步入成熟期，全球领先运营商开始全面

部署全云化网络。同时，随着首个3GPP 5G标准的冻结，运营商纷纷开始制定各自的5G商用路

线图，拉开5G网络建设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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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对业务无影响，从而大幅提升虚拟化

软件的弹性和健壮性。

服务化解构：根据业务的应用场景

和网络模型对虚拟化软件进行微服务解

构，解构的粒度并非越小越好，重点是

放在可独立升级、可独立扩缩、可重用

上。对于变化快、定制需求多的应用如

IoT、企业通信，和功能相对稳定的应用

如IMS/EPC，拆解后微服务的大小显然

不同。

轻量级虚拟化（容器）：容器作为

轻量级虚拟化技术，在资源效率、性

能、部署和启动速度、可迁移性等方面

有着明显优势。虚拟机（VM）作为重

型虚拟化技术，在安全性和资源隔离方

面有明显优势。未来，容器和VM两种

虚拟化技术会并存，可根据应用本身特

点进行选择。

分布式网络降低时延，提

升用户体验

AR、VR等新兴业务对网络时延、带

宽和安全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

核心网控制面和用户面分离（CUPS）构

建分布式网络，将用户面下沉到业务边

缘，可以极大地降低网络时延，提升用

户体验；通过数据本地处理也可保证企

业用户的数据安全，帮助运营商进入企

业市场。

华为MEC@CloudEdge解决方案基

于Cloud Native架构设计，并面向5G架

构演进，引入基于CUPS的新技术大幅

提升边缘用户体验，可实现本地流量卸

载、降低时延，且具有本地业务计费、

管控和运营、管道能力开放、第三方应

用集成等特点。目前，MEC@CloudEdge

已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沃达丰等多

家领先运营商展开商用，实现了在政企

专网、智能工厂、智慧场馆、IPTV over 

WTTx等多种场景的应用。

凭借在技术和商业上对产业的杰

出贡献，华为MEC@CloudEdge解决方

案近年来屡获行业大奖：在2016年的

MEC全球峰会上，荣获“最佳边缘计算

技术奖”；2017年9月获“MEC最佳商

用部署”奖，华为和宁波电信联合承建

的镇海炼化“智能工厂”项目，获得业

界首个运营商MEC商用奖项——“运营

商MEC产业发展”奖；在2017年中国

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获“MEC年度

优秀技术架构奖”和“MEC年度优秀案

例奖”。这些奖项体现了业界对华为

MEC@CloudEdge的架构、技术尤其是商

用部署实践的充分肯定。

目前，华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为多

家运营商部署了MEC@CloudEdge解决方

案，包括中国、阿联酋、葡萄牙、泰国

等10多个局点。华为将持续与产业伙伴

一起探索更多MEC应用场景，共同创建

MEC繁荣生态，为整个产业创造更多商

业价值。

DevOps加快业务创新与上

线

电信业务在经历同质化竞争的同

时，更面临来自OTT的激烈挑战，加快

发展创新业务是运营商的必由之路，这

对于网络资源快速部署、能力开放、资

源共享与灵活管理调度提出了新的要

求。

DevOps可以打通设备商与运营商

的开发和运维流程，实现网络快速部署

上线、灰度升级、业务创新，从而提升

运营效率，缩短业务上线时间。作为

DevOps模式最重要的实践之一，灰度升

级由于具备突出的商业价值，日益成为

运营商关注的重要特性。

灰度升级的优势包括：用最少的备

份资源实现升级业务无损；整个升级过

程全自动化，无需人工干预；轻松实现

指定业务的升级，业务上线时间从传统

的月颗粒降低到周颗粒度，助力运营商

敏捷运营，获取更大的商业成功。

向5G核心网平滑演进

华为全云化核心网支持平滑演进

到5G核心网，融合支持2G/3G/4G/5G业

务，对运营商当前投资进行充分保护。

华为是业界最早实施原生云三层架

构的厂家，在全球领先运营商的测试比

拼和CUPS的商用进展中持续领先。华为

全云化核心网具备Cloud Native原生云软

件架构能力和CUPS分布式云网络架构，

支持基于虚拟化软件的微服务解构、核

心网静态切片和容器等轻量化虚拟化

技术，在运维方面为运营商构建Telco 

DevOps平台和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运维系

统，助力运营商面向未来进行运维转型

和组织转型，并持续提升现网灵活度，

保障电信级可靠性，为平滑引入5G业务

打下了坚实的架构基础。

针对5G NSA早期eMBB部署阶段，

业务对网络的需求是支持单用户超高

带宽、5G计费和组网等能力，需要验

证5G eMBB部署并积累网络运营经验。

2018年华为全云化核心网将提供商用版

本，支持NSA阶段的eMBB业务商用。

在 5 G  S A 全业务商用阶段，通

过引入服务化 S B A（ S e r v i c e  B a s e d 

Architecture）架构来支撑5G商用切片产

品和服务。在现有30多个POC和预商用

局点中，华为5G核心网无论在架构还是

性能上都大幅领先。华为是SBA的主要

贡献者之一，在5G切片领域，也已对外

展示了5G切片原型。

截至2018年一季度，华为全云化

核心网在全球已部署超过100个商用网

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华为愿与

运营商携手，共同推进网络全面云化，

迎接5G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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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联合创新加速商用进程

2017 年，华为即推出了 5G 承载解决方案

X-Haul，帮助运营商打造端到端的 5G 网

络。一年以来，华为以行践言，携手全球

领先运营商开启了系列 5G 承载创新实践。

在中国市场，华为全面助力运营商开展自主

创新，发挥网络大规模部署优势，启动了系列5G

承载的关键测试。华为率先通过了中国移动组织

的5G承载测试，不仅验证了华为5G承载解决方

案在多业务承载、OAM和保护、异厂家互联互通

上的领先性，同时华为基于FlexE的50GE线卡在0

丢包、40km长距传输的关键能力也得到充分肯

定；在中国电信组织的中国首次5G前传测试中，

华为5G OTN前传方案实现了传输时延小于1us、

抖动小于1ns，达到全行业测试的最优结果。

在全球网络部署要求最高、5G部署进程最快

的日本和韩国，华为已经携手多家全球领先运营

商，率先开启了5G承载的相关测试验证，测试涵

盖5G承载的多项关键性能，为运营商后续的5G

商用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洲的网络场景则更加多样化，同时还有大

量的领先运营商开展跨国业务。华为与Telefonica

已对5G承载的多个关键技术特征进行了测试，

以X-Haul解决方案铸就5G领先之路
5G之路，承载先行。作为整个5G产业的基础载体，2018年，5G承载网将率先实现商用部署。

华为在5G承载网上已做好全面准备，并引领了全球5G承载产业的发展，可全面护航5G产业各

环节的商用。
文/赵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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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Solutions

华为 X-Haul 5G

承载解决方案已

全面支持 PTN/

IPRAN/OTN 等

多 种 技 术， 包

括 基 于 PTN/IP 

RAN 部 署 5G

回传网络，基于

OTN 实 现 5G

前 传 网 络 的 部

署，从而全面适

配运营商的各类

业务场景。

涵盖50GE、FlexE、Segment Routing + EVPN协议

等，同时华为X-Haul解决方案还助力Telefonica完

成了业界首个基于切片的VR业务创新；在德国电

信与华为开展的端到端的网络切片测试中，双方

验证了基于云承载网和FlexE的硬隔离能力，可以

全面保障不同切片的差异化SLA。

华为5G承载解决方案的领先性也得到了诸多

领先运营商的信赖，并在进一步深化双方之间的

合作，以加速5G承载的商用进程。

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5G承载网

全球不同运营商的承载网络存在巨大差异，进

而导致了5G承载场景的多样化，这对5G承载解决

方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有效满足全球运营商的差

异化场景诉求，对产业领航者而言责无旁贷。

华为X-Haul 5G承载解决方案已全面支持PTN/

IPRAN/OTN等多种技术，包括基于PTN/IP RAN部

署5G回传网络，基于OTN实现5G前传网络的部

署，从而全面适配运营商的各类业务场景，支撑

运营商基于现网向5G承载网的平滑演进。

2017年2月，针对移动回传场景，华为发布

了业界首款50GE/100GE自适应分组设备，在接入

层创新性地引入50GE，可节省30%的TCO，同时

无缝兼容100GE；采用Segment Routing/EVPN实

现弹性连接架构，满足5G业务海量连接的需求。

该产品的推出，有效支撑了全球运营商开展5G切

片的一系列业务创新。

2018年2月，华为推出5G前传承载解决方

案，基于新一代睿频技术，提供业界首款具备

25Gbit/s速率CPRI/eCPRI端口以及多业务处理传输

能力的室外型前传设备，全面支持移动承载、专

线上云和家庭宽带广覆盖等多种业务类型，助力

运营商一网多用，大幅降低综合建网成本和建站

周期，最大化网络价值。

与此同时，各类5G创新性业务对网络的智能

化也提出了诉求。华为现已推出意图驱动的智简

网络解决方案，具备智慧、极简、超宽、开放、

安全五大特征，可以帮助运营商构建以用户体验

为中心的网络。在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

也推出了面向5G承载场景的智简网络解决方案，

可以支撑运营商重塑5G商业形态。

基于以上技术和方案，华为将有能力帮助全

球运营商构建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5G承载网络。

丰厚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底蕴奠定领

先基石

华为X-Haul 5G承载解决方案的竞争力源于华

为在相关核心技术领域的长期积淀，尤其是华为

在5G承载国际标准领域的贡献，进一步加速了5G

承载的商用进程。

FlexE是5G承载的核心技术标准，现已被各国

际标准组织广泛接纳，而华为是这一标准的关键

贡献者之一。华为全面参与了FlexE的标准制定工

作，其提出的FlexE2.0方案更是在国际标准组织

会议中得到了产业界的广泛认可，该方案将作为

FlexE的国际标准在2018年年中正式发布。

50GE是5G承载领域重要的以太网接口技术，

具有成熟的技术背景和广泛的市场空间。自2016

年华为主导提出50GE/200GE 10km标准在IEEE立

项，整个50GE的标准在快速走向成熟。目前包括

中国移动等全球运营商都在积极推进50GE的标准

化，同时上下游产业也都在积极推动50GE产业的

成熟。2018年3月，华为、以太网联盟携手产业

合作伙伴在OFC 2018上完成了50GE的多厂家互联

互通测试，标志着50GE的产业进一步完善，并可

有效支撑后续的现网应用。

OTN Lite则是面向5G前传场景的一大关键标

准，重点指向5G前传等应用场景对低时延、设备

成本等现实挑战，该标准基于简化OTN帧结构和

协议来降低时延。2016年2月，华为在ITU-T SG15

全会上首次提出了“OTN Lite”思路，获得业界

广泛认可。

一个繁荣的产业生态需要产业链各个环节的

深度参与，碎片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利于产业的

健康发展。一直以来，华为都在各个国际标准组

织、产业组织当中积极呼吁构建5G承载的统一标

准，并推动构建完善的5G商业运营环境。面向未

来，华为还将持续发挥产业影响力，携手上下游

产业合作伙伴共同推动5G承载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共享5G时代的产业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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