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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各位朋友，同仁， 大家好。 

感谢有你！在 过去的这个财年， 思科给客户，股东和市场缴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客户满意度稳步提升的基础上， 2012财年， 思科的营业收入增长了7%，达到了461亿
美元。 年度营业收入和每股收益均创历史记录。

这一切，得益于您的支持。也受益于思科的持续创新，对客户和市场的理解，沉淀和承诺。

思科一直所秉承的战略，是通过提供建立在一体化产品、服务和软件平台基础上的智能化网

络和技术架构来推动客户的业务发展。合作，共赢一直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

我们的行业和我们的世界都处在快速的发展变化中，云计算、移动、可视化、虚拟和社交网

络领域机会层出不穷，同时挑战也如影相随。伙伴的选择，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一个企业

的发展至关重要。 

您需要一个健康， 可信赖的，长期的战略伙伴。思科是 !

徐启威

2012年9月

徐启威
全球副总裁 
思科中国运营商事业部



更多内容请关注
“思科运营商解决方案”新浪微博
微博网址: http://www.weibo.com/
ciscosp?topsug=1 

如想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送邮件。
邮箱地址: cablemarketing@external.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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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览胜

IBC是电子行业有名的盛会，每年世界上领先
的公司和顶级的专家都云集于此，IBC为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已成为业界观察行业发展的风向
标。今年的Connected World TV Awards 颁奖会上，
思科获得多个奖项。

2012年思科 IBC主题：重塑电视体验
荷兰 阿姆斯特丹 RAI 展览中心
会议时间：9月6日至11日 /  
展览时间：9月7日至11日

思科作为 IBC展会的白金赞助商，
显示了我们在行业里的引导地位，届时
思科全球运营商视频技术事业部的首席
技术官将做精彩演讲，同时我们的展台位于14号馆
115号，将对云计算、网络和最新Videoscape等产
品和解决方案做演示，敬请关注。

思科和NDS的并购在8月刚刚完成，在这次 IBC
一号馆的A71展台上NDS的演示更丰富了思科在视频 
解决方案上
的技术。

Cisco Plus大中华区盛会北京站成功举行
5月22~23日，业内瞩目的Cisco Plus大中华区

盛会首站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行。此次盛会吸
引了3,271名与会嘉宾，这在思科中国举办会议的历
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本次盛会以"聚云势、领变革" 
为主题，以云技术创新为主要方向，全方位展示思科
最新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本次大会涵盖了主题演
讲、解决方案演示区、媒体专访及分析师互动、CIO
高峰会、IT领导人分会、分会场的65场精彩技术解
决方案演讲、以及线上活动等。

本届活动与会的3,271名嘉宾，对本次的大会的
整体满意度达到4.26 (满分为5)；大会荣幸的邀请到
了思科高层进行大会主题演讲，主会场与会嘉宾超过
2,000人；新浪微博中有超过15,000条微博提及本次
盛会，粉丝达到903,169；通过媒体同思科高层的专
访以及分析师互动，有超过100篇的深度媒体报道。

Cisco Plus广州站即将拉开帷幕，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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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在广域、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上有效获取内容，不要使“World 
Wide Web”变成“World Wide Wait”，二十世纪末，麻省理工学院的
研究人员提出了内容分发网络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概念
和技术。CDN旨在互联网上通过分布式部署服务器缓存源站内容或代理 
服务请求，利用应用层协议相互连接形成“内容服务网”，并综合运用分布 
式高速缓存、负载均衡、请求智能路由和内容管理等技术，将网站的内容 
分发到接近用户部署的服务器上，引导用户从就近的服务器上获取所需 
内容，从而有效解决骨干网络拥塞和服务器过载问题，提高用户访问网站 
的响应速度。

随着交互式数字电视系统服务内容的不断膨胀 (典型的如VOD、时移
回看等点播类应用)、服务用户规模的不断增加(典型的如百万级数量用户)
和服务地域的不断扩大 (典型的如省、市级范围的有线电视网络 )，采用 
把所有服务器都布放在总前端的集中式部署方案将明显存在3个方面的不
足：一是骨干网带宽消耗大、要求高；二是承载网故障、总前端设备或
系统故障对业务服务影响范围大、系统安全风险高；三是用户服务体验
差、点播效率低。就像互联网应用那样，此时的交互式数字电视系统就应
采取分布式部署方案，优化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之间的分配关系，提高 
内容分发的能力和效率，使系统具备在大地理范围内为规模庞大的用户
群体提供结构合理、成本优化的内容投送能力。支持这种交互式数字电
视系统分布式部署方案的就是内容分发网络CDN。

漫谈交互应用环境下 
广电的内容分发网络

博士，教授级高工，北京歌华有线电
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技术
管理委员会主任。

1982年、1989年、1994年分别毕业于北

京邮电大学载波通信专业、计算机应用专

业、电路与系统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工学硕士学位、工学博士学位。1982年至

1986年，西安空军通信学校教师；1995年
至2001年，北京邮电大学通信软件工程中

心书记、副主任、副教授；2001年至2006
年，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2007年至今，北京歌华有线电

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技术管理委

员会主任。目前是北京通信学会理事，北京

电子学会广播电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

市广电局科技委副主任委员、有线专业委主

任委员，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委有线专业委委

员，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

何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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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交互式数字电视CDN
不外乎由4个主要的部分组成：
内容注入、中央存储、边缘缓存
(本地存储 )和网络管理。

• 内容注入：包括实时节目 
注入，完成实时节目流录制，汇聚 
到存储系统；非实时节目注入，
完成来自内容供应商、媒资管理
系统MAM、预加扰系统等的非实
时节目采集，汇聚到存储系统。

• 中央存储：完成源内容存
放，内容镜像及冗余保护，并为
边缘缓存提供内容分发服务。

• 边缘缓存：主要负责热点
内容缓存，提供大容量和高速内
容缓存机制，并为推流服务器提
供内容分发服务。

• 网络管理：主要负责配置并 
管理中央存储服务器和边缘缓存
服务器，包括路由配置、带宽管
理、策略管理、系统实时状态监
控、系统报表生成、日志管理和
权限管理等。

在交互式数字电视CDN设计
部署时，至少需要考虑4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主要根据VOD和时
移回看节目规划建立CDN业务需
求模型，包括与网络结构相结合
的分布式部署规划；二是计算中
央存储空间需求；三是计算每个
缓存节点的并发流数量需求，确
定缓存服务器及其吞吐量；四是
确定缓存服务器到中央存储服务
器、推流服务器到缓存服务器的
网络带宽需求。

显而易见，在交互式数字电
视系统中，CDN并不能孤立存在，
它必须和VOD系统特别是VOD的
后台支撑系统 (BO)和推流服务器

系统 (SS)协同工作。由于一方面
CDN、BO、SS三者往往不是同 
一个厂家提供，另外交互式数字
电视系统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
准，加上在我国CDN的应用模式
与国外可能存在差异，所以在部
署与集成基于CDN的交互式数字
电视系统时会存在大量的技术接
口协调工作，这一点应引起运营
商的注意。

可以说，CDN源于互联网应 
用，发展走到交互式数字电视系
统中，并正在演化为运营商不可
或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当前，
互联网视频 (OTT TV)风起云涌，
但OTT TV的CDN和交互式数字
电视的CDN在解决方案和要求等
方面并不相同，那么，传统的交
互式数字电视和OTT TV如何融
合，或者说交互式数字电视CDN
与OTT的CDN怎么融合，能不能
融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CDN可能的几个主要发展趋
势是：

• 标准化
• 和P2P互补与融合
• 支持多业务、多终端、多种 

媒体规格与码率和自适应的传输
协议

• 利用感知技术，实现更加
智能的内容调度和路由

• 支持海量数字媒体，具备高 
可扩展性，绿色节能

• 支持B2B、B2C等多种商业 
模式和多种计费策略以及商业智
能BI

2011年8月，北京歌华有线 
公司基于下一代点播系统 (NGOD) 
架构并采用思科公司的CDN产

品，全部完成了基于NGOD-CDN
架构、1个中央节点、5个边缘节
点的交互式数字电视系统上线工
作，目前正在进行另外三个边缘
节点的升级改造和扩容。届时，整 
个系统将达到约21万并发流，具 
备可支持400余万交互数字电视
用户能力，在全国处于绝对的领
先地位。作为运营商，我们一直重
视并关注思科公司的CDN产品。
在使用思科公司的CDN产品过程
中，我们感到除了其CDN产品
本身较为成熟、具备较强的可运
维性包括支持实时节目注入冗余 
和网管系统实用完善以外，更深
的感触是思科公司的售后支持体
系完善、规范、有效。当然，不
论是作为用户还是运营商，我们
同样也希望思科公司的CDN产品
及其技术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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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一  CDN系统对新视频 
 业务的支持

传统的CDN支持TS码流格
式和RTSP点播协议，以在传统
HFC/IPQAM、纯 IP点播环境下使
用；并且可扩展RTP/RTCP的支
持，实现一定的传输纠错。

在融合视频业务下主要采用
流媒体播放方式，面向苹果 iOS
终端的是文件切片方式的TS码率
(M3U8格式 )和HLS协议，面向
Android等终端则可以使用HTTP 
Streaming 协 议 和 MP4 格 式，

融合视频业务与CDN
电视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娱乐方式，从最早的单向广播，

到可以实时点播的互动电视，再到移动终端上的跨屏展现，从业务

形态上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些业务创新的背后，CDN发挥 
这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融合视频业务越来越成为主流时，未来的CDN向何处发展，我们 
有一点小见解和大家一起讨论。

此外还有面向PC使用的Adobe 
RTMP 播 放 协 议。 其 中 HLS 和
RTMP协议都支持自适应播放
(Adaptive Streaming)，可根据传
输带宽情况、业务终端的支持能
力来动态调整播放带宽，达到最
优效果。

1.因此在部署融合视频业务
时，对于CDN的选择，我们觉得
需要注重下列几点：

可支持多级分发机制和标准
HTTP缓存接口，也就是可通过网
络运营商已经部署的传统HTTP/
Web内容CDN设备，实现边缘 

作者 :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王明敏，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任
 吴坚，总工程师办公室应用技术部副经理
 李奎，总工程师办公室应用技术部应用测试认证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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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从CDN向终端的单向通信即
可。而在流媒体模式下，流控和
码流都在HTTP数据包中传送，对
于这些大流量，使用传统的防火
墙方式无法达到性能和成本的平
衡，因此如何实现高效、可靠的
网络安全保障，是未来CDN需要
考虑的问题；

二 CDN系统对实时类 
 节目支持的改进

传统的TS点播服务器，可以
实现对实时节目源的直接录制，
以提供回看、时移功能。目前的
主流CDN已经实现了同一组内设
备同时录制2个副本来确保业务
安全。但当该组内一台录制设备
出现故障，而另外一台录制设备
信源链路不正常时，就将无法实
现可靠的节目录制。

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的CDN系

统能改进对实时类节目的支持，
同一台录制设备可接收来自2个
组播网络传输的同一个视频节
目，当其中一路网络连接故障时，
另外一路还可以继续工作。

对于信源传输网络，则为每
一路节目信源提供2个不同组播
组的保护，并且每路节目信源的
不同组播组通过不同的网络交换
机实现接入，以形成信源的交叉
连接，有效避免网络故障带来的
业务中断。

比如上图中的节目录制主机
和备机，同时接收2个独立路由的 
信源，在录制时同时保存来自主
信号和备信号的节目，当录制完
成后才删除其中级别较低的副
本。这样可明显提高CDN系统对
实时节目的处理，特别是对节目
信源进行割接、调整时，可有效
避免业务降级的风险。

在融合视频业务下，由于直

流媒体服务节点与中心存储间的
内容同步；

2.实现灵活的内容分片机制。
为了提高服务性能，CDN设备会
将所存储的视频内容进行分片保
存，这样在为用户服务时，只需 
读取视频文件的片段即可，减少
了对整个文件读取的时延和磁盘
带宽的消耗。考虑到不同类型节
目的存储特性，需要CDN能支持
不同码流格式、不同尺寸的文件
切片，确保任意时刻都能迅速的
调取到用户所需的节目片段；

3.IPv6双栈支持。随着网络
互连设备越来越多，现在的 IPv4
地址资源越来越宝贵。是否支持
IPv6就将成为对业务管理系统、
能力服务系统、网络传输系统和
业务终端的一项基本要求。考虑
到以往部署的存储资源、业务管
理系统都是基于 IPv4环境的，因
此要求边缘的流化服务器的节目
缓存端口可工作在 IPv4
环境下，而推流端口可
设置为“只工作在 IPv4
环境”、“只工作在 IPv6
环境”、“IPv6/IPv4 双
栈”等多种模式，根据
业务需要实现最佳的配
置 (比如双栈模式下推
流性能有一定降低，但
在可接受范围内 )；

4.更优化的网络安
全机制。传统的TS点播
CDN，推送的UDP码流
和RTSP流控是分离的，
这样进行安全保护时就
很方便，对流控采用标
准防火墙，对UDP码流

时移 /回看 
节目信源 
交换机1

时移 /回看 
节目信源 
交换机2

节目信源主路 / 
组播组2

节目信源主路 / 
组播组1

时移 /回看节目录制完成 
后向互动电视用户进行 
分发和推送

时移 /回看节目录制完成 
后向互动电视用户进行 
分发和推送

节目信源主路 / 
组播组1

节目信源主路 / 
组播组2

时移 /回看节目录制 
设备 (主机 )

时移 /回看节目录制 
管理服务器

时移 /回看节目录制 
设备 (备机 )

控制时移 /回看节目录制过程 , 
监控每个频道录制状态 ,  
录制完成后删除多余副本

控制时移 /回看节目录制过程 , 
监控每个频道录制状态 ,  
录制完成后删除多余副本

互
动
电
视
内
容
分
发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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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节目也采用流媒体播放 (大部
分是单播方式，RTMFP可支持组
播 )，因此在开展类似回看业务
时，也需要特别关注CDN对流媒
体直播节目的实时录制。我们建
议。

三 基于P2P方式的  
 CDN系统探讨

常见的CDN系统都是基于中
心存储—CDN节点—边缘服务
节点的模式进行部署，属于点－
线－面的模型，一旦其中某台设
备故障或处于升级、维护，则会
对整体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目前云计算的概念越来越
热，网络运营商在提升服务容量
的同时，也越来越希望能提高资
源整合力度、业务运行稳定度。
因此CDN的宕机时间就成了考验
融合视频业务稳定运行的一个关
键因素。结合现在互联网的技术
发展情况，我们觉得有必要探讨
基于P2P方式的CDN系统的实现，
是否可优化分布式的视频服务。

根据P2P的原理，我们设想
的CDN将形成类似的结构：

在核心分发层，即中心存储－
CDN节点间，改为第一级的P2P分
发网络，使得不同地域内的CDN
节点的存储空间能进行聚合使
用，而不是像之前不同位置部署

用户组A

用户组
B

边缘流化 
服务节点

CDN 
节点

中心 
存储

的CDN节点中30-50%的节目内
容都是相同的热点节目。这样当
中心存储有维护需要，或者出现
一定故障时，依靠CDN节点所聚
合的内容也可以保证业务在一段
时间内的正常运行。

而在边缘的流化服务节点，
还是采用现在的TS/UDP进行推
流，或者使用HTTP流媒体推流方
式，这样可以和现网业务终端兼
容。但其与CDN节点间将改为第
二级的P2P网络实现动态内容调
度，且可与部署在不同机房的设
备组成一个逻辑组，使得不同组
之间能形成一定的呼应关系，在
服务能力动态适配、热备支援上
发挥相应的作用，避免在意外情

况下问题的扩散。
东方有线和思科有着长期、

良好的合作关系，从2006年开始
的 ISA视频服务器开始，到现在的
RTSP视频服务器，思科帮助东方
有线顺利开展了互动视频点播业
务。现在东方有线正在和思科紧
密合作，尽快将CDN系统升级到
符合国家广电总局NGB视频点播
规范，同时一起开展融合视频的
探索。我们相信在电视无处不在、
多屏融合的行业发展趋势下，思
科CDN系统一定能针对融合视频
业务不断提供丰富、完备的功能
特性，更好的推动国内融合视频
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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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智能手机在过去几年中大受
欢迎，并快速增长，着实令人大
吃一惊。实际上，行业分析家一
直在不断地修正他们的预测，以
与爆炸式发展的小型移动计算机
市场保持同步。2008年，IDC的
关于2010年智能手机的销售预测
比实际增长低估了一半，该分析
公司预测：截止2012年，智能
手机的数量将压倒PC的发货量， 
[1]按照“历史经验”，我们将比这个 
预测更快达到此目标。 

除了提供基本的语音呼叫功
能，智能手机还提供其他功能，
例如电子邮件、Internet访问以
及复杂的计算功能，这些功能可
提高消费以及企业用户对这些
智能设备的需求量，例如 Apple 

iPhone、RIM BlackBerry 以 及
Android等，还可以让用户对大量
应用程序和服务了如指掌。 

同时，云计算已成为交付 
IT 服务以及对其进行收费的全
新方式，可不断地从远程数据中
心交付技术服务和应用程序并对
其进行收费，而且可以通过构成
Internet的“云”访问这些技术服
务和应用程序。从电子邮件、内
容存储、例如Salesforce.com的
应用程序到更加复杂的计算和开
发平台，所有这一切现在均可以
通过简单的浏览器进行访问并可
通过云完成交付，同时消除了对
最终用户应用程序和高性能计算
机的需求。 

这些趋势的碰撞—移动云 

“天作之合”： 
移动设备与移动云的完美结合 
电信运营商如何发现商机并在移动云市场中获得成功 

作者 : Stuart Taylor、Andy Young、 
 Neeraj Kumar、James Macau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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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移动性的整体价值显著增
加，并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学习、工作以及娱乐方式。 

目前有很多关于移动云的
定义和讨论。思科网络解决方案
部 (IBSG)将移动云定义为从集中
式 (而且可能经过虚拟化 )数据中
心向例如智能手机的移动设备交
付的移动服务和应用程序。客户
可以使用其移动设备上的浏览器
或瘦客户端按需访问这些服务， 
这与从应用程序商店下载的且驻
留于 (并运行 )移动设备上的“胖
客户端”完全相反。运行移动云
服务的设备类型或操作系统，对
于移动云服务而言是透明的。 

移动云包括以下两类服务： 
• 传统的云服务：传统的有

线云服务 (Saas、Iaas)到移动设
备 (例如 Mozy、Salesforce.com)
的扩展 

• 独特的移动云服务：可开
发移动设备的功能 (例如摄像头、
语音识别 )以及移动性特征 (例如
位置、存在 )以创建独特的云交付
式产品 (例如条形码扫描、实时翻
译 )的服务。 

思科 IBSG坚信，完全理解移
动设备类型与客户的需求和购买
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将此
转变成对移动云的需求是至关重
要的。 

思 科 IBSG 最 近 对 1016 名
美国手机用户进行了一项移动云 
调查，以便了解他们的当前需求 
和未来需求，以及他们喜欢的移 
动云服务的支付方式。[2]调查结果 
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让电信运 
营商 (SP)了解商机的大小，开发

值为 70000美元。智能手机用户
更可能是全职或个体经营者，而
非智能手机用户更多是退休或无
业人员。另外，由于智能手机用
户在语音和数据服务方面的花费
较高，因此对于移动运营商而言，
他们具有更高的价值。平均来说，
智能手机用户每个月消费100美
元，而非智能手机用户的月消费
只有61美元。 

智能手机用户具有技术悟
性。几乎一半的智能手机用户反
映他们是最新的消费者电子产品
的早期采用者。非智能手机用户
更趋向于是技术落后者，他们只
会等到新技术被证明可以采用的

成功策略并区分他们的
产品以提升竞争力。[3]

设备分类 

几乎一半 (45%)的 
调查受访者表示他们已
在使用智能手机。最值
得注意的是，该调查表
明：

截 止 2013 年， 将 
有超过 60% 的美国手
机用户会变成智能手机
用户。可以肯定地说，
Apple、RIM 和 Android
设备是智能手机品牌的
“前三甲”(请参见图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几
乎15%的受访者不了解
他们的智能手机的操作
系统，因此，在建议他
们进行购买时，需要根
据设备类型，而不是操
作系统。 

智能手机用户和那些非智能
手机用户之间存在截然不同的特
征。一般来说，智能手机用户更
加年轻 (平均年龄为37岁 )，相比 
之下，非智能手机用户的平均年
龄为 50岁；不仅如此，几乎50% 
的智能手机用户的年龄小于35
岁，而50%的非智能手机用户的
年龄大于50岁，可见两者对比 
鲜明。

除年龄外，两个消费群在收
入水平和就业状况上的差别也很
明显。智能手机用户的年收入较
高，平均为96000美元，相比之
下，非智能手机用户的年收入均

图2

您目前使用的是哪种设备？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图1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您的智能手机使用哪种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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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媒体评论是选择特定智
能手机的非重要因素。

智能手机用户是更
加传统的手机功能 (例如
短信服务 (SMS)、拍照、
Web访问和电子邮件 )
的海量消费者 (请参见图
3)。语音呼叫只是针对这
些手机用户的设备上的另
一种功能或另一种应用
程序，也许这正是20%

的智能手机用户拥有两台或更多
设备，而绝大多数的非智能手机
用户仅拥有一台移动设备 (93%)
的原因所在。智能手机用户主要
对类似于计算机的设备功能感兴
趣，而且希望携带另一台设备来
弥补智能手机时而较差的语音功
能。 

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当前
使用图3顶部所示的六种传统功
能。这些是当今的智能手机的核
心，但是，智能手机用户将快速采
用许多智能手机中不断包括的更
高级功能。几乎60%的客户使用 
他们的智能手机访问社交网站，
观看并录制视频。值得注意的是，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
手机设备来获取双向视频电话的
全新移动功能。 

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说明了他
们的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但
是，如图4所示，很少用户为这些 
应用程序付费，他们可能会为部
分应用程序付费，但用户很大程
度上更喜欢免费的应用程序。绝
大多数的应用程序和智能手机在
不断地使用WiFi (而不是传统的

图3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您手机的主要用途是以下的哪个？

时候才会去购买。
该技术悟性清楚地
体现在这两组用户
所拥有的设备数量
的极大差异上 (请
参见图2)。智能手
机用户不仅仅是其 
他设备 (包括例如
平板电脑的新产
品)的主要采用者，
而且他们还可以看
到用于特定活动的
专用设备 (例如游
戏、媒体消费和电子阅读 )的价
值。 

是智能手机还是更具移动
性的计算机？ 

智能手机拥有者选择设备主
要是为了获得最佳的功能，50%
的智能手机受访者表示设备功能
性是他们的主要购买标准，其次
是品牌和易用性。“炫酷”的外形 

图4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对于在您的手机上进行下列活动，您是否感兴趣？

图5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您从您的个人计算机和工作计算机 
进行下列活动的频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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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您从您的个人计算机和工作计算机 
进行下列活动的频率是多少？

交付。 
除了调查各种客户群对采用

移动云服务的观念和意图，思科 
IBSG还测试了消费者对几项潜在
的移动云产品的兴趣。消费者非 
常感兴趣的是，可以让他们使用 
移动设备访问存储在家用计算机
或其他位置的个人内容，例如视
频、照片和音乐。智能手机用户
的平均兴趣等级为6.9 (10分为最
高值)，而非智能手机用户为 4.5。 

对跨多台设备存储和管理内
容的兴趣，与智能手机用户希望
通过采用个人内容相关的解决方
案将基于 PC 的解决方案扩展到
移动云的期望是完全一致的 (如 
图6所示 )。同样地，对于以下服
务的兴趣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即在其他活动期间使用应用程
序、玩游戏或听音乐的同时，允
许用户从一台设备无缝地移动到
其他设备。智能手机用户的平均
兴趣等级为 6.7，而非智能手机
用户则不是很感兴趣 (平均4.0)。 

智能手机用户还对瘦客户端

图7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您对移动提供商提供的下列新服务的兴趣等级为何？

移动网络 )访问 Internet。平均而
言，智能手机用户表示他们竟然
花费35%的时间通过 WiFi 连接
浏览网页，而不是通过蜂窝网络。 

关于智能手机用户的另一个
明显特点是，他们比非智能手机用
户更善于使用云服务。考虑到智
能手机用户的人口统计特征概况 
和技术完善程度，他们已经成为
传统PC世界中基于云服务的主要
消费者。如图5所示，几乎所有
的智能手机用户正在访问某些格
式的传统PC云服务，其中大部分
用户 (59%)对通过云服务存储和
共享内容感到得心应手。智能手
机用户对其他云服务的熟悉度将
很可能转变为对此类移动云的早
期采用。 

领航云技术 

超过一半的智能手机用户期
望在未来两年内可以访问Web电
子邮件、更新社交网络、并在他们
的移动设备上购物 (请参见图6)； 
此外，还有很大比例的用户期望
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执行类似于

PC的活动，例如存储
和共享内容、编辑文档
以及参与网络会议。非
智能手机用户似乎对这
些移动云活动不怎么感
兴趣甚至完全没兴趣。 

新一代移动服务的 
浪潮 (如图7所示 )正在 
席卷市场。智能手机用 
户看到了这些基于云服
务的价值，并且十分感
兴趣在不久的将来采用

这些服务。
智能手机用户对于可将独特

的移动特性和功能移至云表示异
常兴奋，他们特别希望将设备的
麦克风和耳机功能组合在一起，
以获得语音识别功能 (在未来的一
到两年内达到75%)，他们还喜欢
将此功能与移动性组合起来以进
行实时语音翻译 (60%)。65%的
智能手机用户对拥有易用的双重
功能表示极大的兴趣，因为该功
能可让他们仅在一台设备上通过
多个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帐户和
留言信箱等就能
表现其生活的各
个方面 (可能是
“企业”和“消
费 者 ”， 或 者
“学生”和“企
业家”)。同样
地，智能手机用
户希望获得跨多
个设备传输多媒
体内容的功能
(70%)。所有这
些新一代的服务
都将通过移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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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感兴趣，因为该设备可让他
们从云访问所有内容和智能手机
功能 (请参见图8)。尽管对此潜在
产品的平均兴趣等级为6.5，仍有
将近一半的智能手机用户受访者
表示很感兴趣 (7或更高 )。此服务
对感兴趣的用户最具吸引力，因
为他们觉得相对于传统的智能手
机，该服务更安全、技术始终保
持最先进而且不存在存储和功能
性的限制。 

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似
乎智能手机拥有者对可以有效地
取代或最小化其设备功能的服务
感兴趣，而非智能手机拥有者反
而对较便宜的智能手机不是很感
兴趣。思科 IBSG 假设手机用户
必须先体验智能手机及其功能，
然后他们才可以确实领会瘦客户
端服务所带来的商机。 

同样地，智能手机用户对
基于移动云的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VDI) 服务很感兴趣，因为该服务
可让他们组织计算机桌面以反映
其个人喜好并可从任何手机 (或

其他 )设备看到相同的配
置 (请参见图9)。超过一
半的智能手机用户对此服
务给出7分 (10分为最高
分 )或更高的评分。这些
非常感兴趣的用户意识到
该服务可让他们提升工作
效率 (50%的智能手机用
户受访者 )，并且领会跨
多台设备的一致性的外观
(40%的智能手机用户受
访者 )对他们的重要性。
此外，非智能手机用户对
VDI类型的移动云服务表

示出有限的兴趣。 
移动云对智能手机用户最具

吸引力，因为相较于以设备为中
心的服务，它可以通过提供更高
的安全性、便捷性以及更多的功
能来弥补和增强其设备功能。最
需要关注的是安全性，因为用户
认识到其移动设备不断增多的重
要性，并且了解如果移动设备丢
失、被盗或损坏，他们的生活将

图8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对于具有可让您访问 Internet内容和应用程序的 
基本功能的设备，您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

变得艰难。智能手机用户还认识
到移动云的重要价值，即在云中
存储他们的所有关键信息、媒体
内容和应用程序，无论他们的移
动设备状况为何，他们均可以在
云中访问。 

智能手机用户对使用移动云
的最大疑虑在于移动网络的稳健
性。如果用户要将他们的内容、
服务和体验迁移到云，他们需要
知道他们始终拥有移动网络覆盖
范围和可靠的连接性。伴随着网
络迁移到4G，我们希望能够减少
这些忧虑并满足飞速增长的移动
云服务的需求，进而可以享用速
度更快、范围更广且更可靠的移
动服务。 

良性循环  

思科 IBSG的移动云观察调查
表明，手机用户迫切地希望获得
通过云提交至其设备 (尤其是智能
手机 )的服务。实际上，智能手机

的使用和移动云服务的
采用是密切关联的，并
形成了包括以下各元素
的良性循环： 

• 平台。智能手机的
更大屏幕、字母数字键
盘以及其他功能，为用
户提供了访问云服务以
及完全从云服务获益所
需的平台和功能。 

• 用户信息。当今智
能手机用户的技术悟性
和较高的收入促成了他
们对高级移动服务的更
大兴趣。此统计不仅表图9

对于可组计算机桌面以反映您的个人喜好 
并可从您登录的任何设备看到相同配置的服务， 

您是否感兴趣？

来源：思科 IBSG，2011年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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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们是当今这些服务的早期采
用者，而且智能手机用户还将成
为未来两到三年内的移动云服务
的主要推动因素和消费者。 

• 愿景和熟悉度。许多智能
手机用户已经可以得心应手地使
用基于PC的云服务和移动云服
务；相同地，这些用户可以看到
移动云服务如何彻底地扩展其移
动功能，并为他们提供可安心地
享受越来越以移动为中心的生活
所需的安全性。 

• 可访问性。将智能手机功
能卸载到云不仅降低了设备价格
而且使设备更加安全，这将带来
更佳的客户体验，克服阻碍智能
手机被采用的因素将鼓励更多的
用户购买智能手机，并开始使用
移动云。 

思科 IBSG坚信，智能手机市
场的增长是移动云获得成功的关
键要素。智能手机和移动云的发

展相互依存，只有体验到智能手
机提供的服务并理解如何通过云
服务来改善和加强此体验，客户
才能看到移动云的价值。移动云
是智能手机的补充而不是威胁，
不断增加的智能手机促进了对移
动云的需求，最终将推动对智能
手机的进一步需求。这一良性循
环会使所有参与者受益，包括设
备制造商、移动运营商以及移动
云服务提供商。 

为智能手机 /移动云循环做
好准备 

移动性的未来是“智能和
云”，思科 IBSG的移动云观察调
查项目目睹了智能手机和移动云
服务的强劲增长。为移动提供商
带来的好消息是，他们在智能手
机 /移动云良性循环的每个阶段都
位于有利位置，在鼓励在其网络

上采用智能手机设备方面，他们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
此调查表明，智能手机用户通常
很满意他们的设备、网络和服务
体验，将近50%的移动用户将移
动运营商视为其喜欢的移动云服
务提供商，而仅有不到20%的受
访者喜欢网络公司。此外，拥有
强大的品牌且与移动用户具有稳
固的关系的运营商，将自然地转
变为首选的移动云服务提供商。 

移动运营商是他们自己的命
运主宰，他们不仅拥有提供这些
全新且高级的移动云服务的客户
愿望，而且还是成功推行移动云
/智能手机的关键因素之一。这
是移动运营商的强大优势，但同
时也存在一些他们必须面对的问
题，服务供应商在努力将该愿景
变成事实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方面： 

• 开发集成的移动云设备。
通过在启用平台以提供出色的客
户体验并推动移动云服务需求的
同时，推销全新的以云为中心的
设备，认识到设备和移动云服务
是共同依赖的。 

• 智能手机渗透是关键所在。
与设备制造商协作，通过将很多
高级的功能和特征移动到云来创
建较便宜的“瘦”设备，制定有
吸引力的价格和行销活动，以鼓
励非智能手机用户升级为智能手
机用户。 

• 与独特的基于云的高级移
动服务区分开。开发独特的移动
设备功能 (例如摄像机、麦克风 )、
网络 (例如位置、存在 )以及移动
性本身的特性，进而开发改进智
能手机体验的创新的云交付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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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来源：IDC，2008 年。 

[2] 在思科行销和思科无线控制系统的支持下，思科 IBSG在2010
年2月针对 1016名美国手机用户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即移
动云观察。该调查力求了解这些客户现在使用哪些移动云服务，
他们计划在未来采用的移动云服务，以及他们想从哪里购买这
些服务。此外，思科 IBSG 还想了解移动运营商的角色和商机，
以及他们如何使他们的移动云产品脱颖而出。 

 调查对象是在年龄、收入水平、物理分布以及就业情况方面具
有代表性的美国居民。依据对采用新技术的态度，受访者被分
成早期采用者 (13%)、早期大众 (35%)、主流 (35%) 以及落后
者 (17%)。56%的受访者为雇佣状态：全职 (40%)、兼职 (8%) 
以及个体经营者 (8%)。余下的44%的受访者为非雇佣状态：
呆在家里 (9%)、学生 (7%)、失业 (8%)、无法工作 (4%)以及退
休 (16%)。 

[3] 根据调查结果，思科 IBSG全球服务供应商操作规范团队和思科 
IBSG 经济与研究部操作规范团队编写了四份白皮书：移动云：
当两个爆炸性的市场碰撞—从企业用户、消费者和设备的结合
角度，概述了排名前10的云发现、影响和服务供应商的商机；
云的移动消费者调查—从消费者的角度着重说明排名靠前的
发现、影响和服务供应商的商机的调查白皮书；经营移动云生
意—从企业用户角度着重说明排名靠前的发现、影响和服务供
应商的商机的调查白皮书；天作之合：移动设备与移动云的完
美结合—该白皮书。

务组合。 
智能手机设备和移动云绝对

是“天作之合”，这一良性的关
系是移动云市场增长和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之一。思科 IBSG坚信，

移动运营商可以从移动云所带来
的商机中大获成功，要获得成功，
服务供应商必须开发并销售全新
的云服务，并明了智能手机渗透
与移动云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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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一  移动数据的爆炸式增长

移动的增长及其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都是前所未
有的。现在，全世界接近80%的人都在享受使用移动
电话进行网络访问。在全球97个国家 /地区，现在移
动设备的数量已超过人口数量。令人欣喜的新款设备
(包括 iPhone、基于Android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
正在充斥着市场并消耗大量的移动网络流量。极具吸
引力的视频、社交网络，以及在这些最新设备上运行
的其他创新型应用程序以大量的新数据源阻塞了移动
网络。根据思科®网络解决方案部 (IBSG)的市场调查
显示，到2012年底，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都将通
过手机观看视频、更新其社交网络并参加视频会议。
人们现在期望过上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
他们在家里、办公室和路上越来越多地依靠移动网络
而不是有线网络来适应他们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增加的移动和技术创新的最终结果
是移动网络流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VNI) 预测，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将于 
2010和2015年之间增加26倍，到2015年将达到 

移动行业的新篇章？ 
WiFi将如何改变我们所了解的移动行业

作者 : Stuart Taylor

每月6.3EB字节 (1EB=1000,000T字节 )。全球移动 
流量将继续呈爆炸式增长，以较固定 IP流量同比快 
3倍的速率增长。

在许多方面，移动运营商现在却成为了自身成功
的受害者。他们通过给移动设备降价，来鼓励人们购
买移动设备，随之数据流量也大增。AT&T以及其他 
国家 /地区的运营商对 iPhone的最初独家经营，并凭
借着物以稀为贵促使这一标志性设备取得了卓著的 
成功，却导致了数据流量的惊人消耗。此外，移动 
运营商通过一系列业务促进了数据流量的激增，如 
移动TV、视频和社交网络。

尽管移动运营商通过增强3G网络流量管理和发
展LTE来应对数据流量的快速增长，但是客户需求和
期望仍在继续提高。最终用户越来越期望能够有一种
高度可用、可靠且快速的移动数据网络，以提供与有
线宽带别无二致的体验。

思科IBSG相信，新一代无线网络可以提供大部分
解决方案。无线网络的“沉睡者”WiFi 是一种可行的 
替代方法，或者更有可能是对3G/4G移动网络的补
充。虽然 WiFi可能会缓解数据流量紧张的情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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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需求对运营商正在形成挑战。 

二 WiFi：这个“小分支”已得到广泛认可

在WiFi存在的这十年期间，大多数技术人员和移
动行业主管人员都将其视为已授权移动通信的“小分
支”。因为它是在许可的频谱范围内运作，而且受制
于安全、干扰和服务质量问题，所以大多数行业专家
只是将其视为局域网电缆的一种替代品。WiFi热点已
开始在家庭、办公室和公共场所 (如酒店和咖啡店 )内
出现。但是，移动运营商从未将此视为一种可行的业
务，而且他们也不认为WiFi会对其业务构成威胁。事
实上直到近期移动运营商才确认这种替代无线网络的
存在，并开始允许在他们的移动网络上使用支持WiFi
的智能手机。

虽然移动运营商已在构建3G移动网络，并梦想
实现4G网络，但这样的速率在 WiFi的世界里已经实
现。Cisco IBSG在市场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变化，这
可能显示出传统的移动行业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 支持WiFi的设备急剧增长

WiFi已开始崛起，现在普遍地将WiFi集成到笔
记本电脑中，现在，几乎所有个人移动设备 (包括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摄像机和游戏控制台 )都支持
WiFi。根据ABI调查的保守估计，2009~2015年，
支持WiFi的设备数量将增长300%以上，在全球达到
20多亿。
2. 几乎半数的网络流量增长都归功于WiFi

虽然所有人都明确地看到移动数据预计呈指数级
增长，但与通过WiFi网络传输的全球 IP流量所占的比
例相比，仍相对较小。尽管移动数据可能会以更快的
速度增长，但CiscoVNI预测，到2015年，它仍仅占
总 IP流量的8%，而WiFi流量将占46%(请参见图1)。
3. WiFi接入点的大量增长

WiFi接入点迅速地找到了进入家庭、企业和公共
场所的通道。在2010年11月，IDC预测，到2014
年，全球家庭内的WiFi接入点数将超过2.5亿。一些
公司的 IT部门曾经试图避开应用WiFi，但是它已在大
多数企业中盛行开来。事实上，Nemertes调查估计，
95%以上的美国企业现在都已采用WiFi。

来源：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VNI) 全球 IP 流量预测，2010–2015 年

图1 按接入网络预计的全球 IP流量

WiFi热点曾经在高级咖啡厅或酒店中被视为一种
奢侈享受，但现在许多公共场所 (包括火车、体育场
甚至是公园 )都可以找到。据 In-Stat估计，当前全球
就有400万个公共热点，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3~4年
内还将翻倍。
4. 逐渐在向免费访问WiFi热点进行转变

在公共热点部署之初，Wayport、Openzone和 
T-Mobile等各公司曾开展这样一项业务，为想要对
WiFi访问进行收费的各个业务场所 (如咖啡厅、酒店
和机场 )安装并管理接入点。尽管这种业务模式仍然
存在，但是作为一种企业优势，或者说，更是作为
一种竞争上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免费提供
WiFi。事实上，在2010年第二季度，所有全球公共
WiFi热点的免费率已从第一季度的42%增长为55%
以上。JiWire估计，用户现在可以在美国50%以上的
酒店和咖啡厅免费地访问WiFi，而这在一两年前是闻
所未闻的事。此外，有线宽带提供商经常将对公共热
点大型网络的免费访问纳入家庭宽带订阅的一部分。
现在，大型宽带提供商的用户通常可以免费访问许多
公共热点。
5. WiFi正在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减少移动数据负载的 
 技术

移动运营商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在拥塞的
区域使用WiFi，以减少部分繁重的移动数据流量负
载。除了暂时缓解拥塞和改进客户体验之外，WiFi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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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他们的网络部署和运营的整体经济性。据
CiscoIBSG调查，移动运营商通过选择性地将WiFi融
入他们的网络架构和运营，可以将无线接入成本至少
降低25%(在大多数情况下 )。
6. WiFi正在成为更广泛的无线网络设计的一部分

WiFi一旦用来替代计算机局域网电缆之后，就会
逐渐被视为新一代无线接入架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WiFi仅对宏蜂窝网络起到补充作用，而且还是微观
蜂窝架构 (包括 femto/pico/WiFi)的基本组件。Cisco 
IBSG构想了一种架构，该架构不仅可以跨这些技术，
而且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跨多个运营商、跨家庭、企
业和公共用户领域来集成WiFi。类似HotSpot 2.0这
样的计划正在通过制定WiFi漫游、管理和安全等相关
标准，实现与新一代无线接入架构中的其他组件进行
无缝集成。 

许多运营商 (尤其是在新兴国家 /地区 )同时正在
探索将WiFi用作一种替代方法，来提供对固定宽带网
络的本地访问。在人口稠密的国家 /地区 (如印度 )，
WiFi可能是为稠密的城市居民提供网络的一种更容
易、更经济有效的方式。

三 移动接入的重要手段 

鉴于这些根本性的市场变化，Cisco IBSG相信
WiFi已真正地得到广泛认可，而且实际上已成为一种
切实可行的无线接入网络。

根据CiscoIBSG的市场观察、研究、行业经验和
与服务提供商的交流，对于WiFi的未来及其与传统移
动网络的关系，我们认为：
1. WiFi涵盖了大多数我们活动所在的场所

我们很少需要从山顶和森林深处进行 Internet连
接。据Cisco IBSG的调查表明，人们有80%的时间
都是从家里、办公室等 (通过WiFi足以应付的任何区
域连接到移动 Internet (请参见图2)。只有大约20%
的情况是用户在途中需要移动网络连接。
2. 我们所进行的大部分活动都是“游牧式”， 
 而不是“移动式”

虽然我们讨论移动性，但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
却不是移动式，而实际上是游牧式。我们通常坐在书

来源：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VNI) 全球 IP流量预测，2010–2015年

图2 使用移动数据所在的位置 (活动中花费的时间百分比 )

桌前、舒服的沙发上或咖啡厅的桌子旁，使用我们的
便携设备访问电子邮件、观看视频或玩最新的游戏。
我们很少在沿街散步或在公路上加速行驶时进行这些
活动。据CiscoIBSG进行的最新客户调查显示，在智
能手机上进行的最要紧的活动中，有三分之二主要是
游牧式，而不是移动式。游牧式上网应用包括电子邮
件、Web浏览和游戏，还包括使用工具进行视频呼叫
等新活动。WiFi完全可以应对这些应用。
3. 新的游牧式设备甚至将消耗更大的移动数据量

如果移动网络已被移动数据所塞满，那么等到新 
一代游牧式设备崭露头角时，看看会是什么样子。当
智能手机通常消耗的数据量是标准手机的24倍时，平
板电脑消耗的数据量是手机的122倍，而笔记本电脑 
是它的515倍。预计平板电脑的数据量将继续呈爆炸 
式增长，在速度上远远超过智能手机的增长。令人 
高兴的是，大多数平板电脑和其他需要大量数据传输
的游牧式设备都支持WiFi，这样它们就能够避免使用
移动网络。
4. 消费者将欣然使用WiFi作为移动网络的替代方案 
 或补充

CiscoIBSG进行的最新客户调查显示出这样惊人
的事实：美国智能手机用户平均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
在使用WiFi访问Web，而不是使用移动网络 (图3)。
消费者似乎积极地寻求WiFi连接，除了很好的用户体
验，还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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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VNI) 全球 IP流量预测，2010–2015 年

图3 美国智能手机用户对Wi-Fi的访问 (浏览总量的百分比 )

图4  推动和吸引客户使用Wi-Fi的有力因素。

客户“吸引” 使用 Wi-Fi 移动行业“推动” 客户 
使用 Wi-Fi 

速度：支持视频、响应能力强
定价：分层计划、成本、漫游
费用、独立计划

覆盖范围 /可用性：尤其适合 
室内、家里环境

复杂性：2.5/3/4G；多样设备、
计划、覆盖范围、跨网络的 
体验

成本：低价或免费提供，抵消
国际漫游费

用量限制

体验：持续连接，无缝连接不
断加强，无需真正的移动即可
执行工作

设备中心性：针对不同的设备
需要独立的计划

来源：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VNI) 全球 IP流量预测，2010–2015年

5. WiFi可以提供更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更好的 
 用户体验

客户迅速地意识到WiFi的好处——与传统的移动
网络相比，提供更快的速度、良好的覆盖范围和更佳
的体验，而所有这些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与此同时，
移动运营商正在调用能够实际鼓励用户迁移到WiFi的
策略和战略。

随着WiFi逐渐发展成为新一代无线接入架构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无缝访问“运营商级”网络将变得更
加重要。WiFi网络将需要采用移动网络的许多“运营
商级”属性，如身份验证、安全、计费和集中式网络
管理。尽管WiFi已具备其中许多属性，但标准体系和
计划 (如Hotspot2.0)正在努力进行扩展，以便在大量
多样的网络中变得强大以实现无缝集成。

在家庭、企业和公共场所已有成千上万的接入
点，需要一种广泛且无处不在的网络，才能使得WiFi
成为移动网络真正可行的补充和替代方案。这不仅意
味着需要广泛构建国内网络，而且需要各种协议和机
制，以支持跨国家 /地区和国际WiFi网络进行漫游。

五  制定取胜战略

WiFi的快速发展及其对新一代无线接入网络架
构的极大重要性带来了很多机会和挑战。不同的运营
商具有不同的固有资产 (如现有的网络、访问权、系
统和关系 )和战略目标 (如降低成本、流失管理和增
加新的收入 )，具体取决于他们的核心业务。根据本
地市场的性质和成熟度，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所不
同——例如，英国具有高度发展的WiFi市场，而印度
是具有8,000个公共热点的初期市场。

鉴于两种业务和市场多样性，Cisco IBSG针对三
种不同类型的服务提供商，探讨了制定成功的WiFi战
略意义和相关行动。
1.移动运营商

作为传统移动网络上的服务建造者和运营商，移
动运营商通常并不具有自己的WiFi网络，或者WiFi
能力非常有限。移动运营商的主要业务模式是降低成
本——使用WiFi减少不断增长的数据流量负载，以避
免在新的蜂窝网络设备方面花费大量的资金。次要模
式可能是为游牧式设备提供成本较低的移动数据连接
替代方案。

移动运营商的关键考虑事项包括以下方面。
• 战略定位：您是否将WiFi视为一种补充方案，

并着手将其集成到您的网络和服务产品中？或者，您
是否将其视为竞争对手，从而感觉在LTE和其他网络
构建方面进行投资非常危险？

四  无线接入网络的未来

无线网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前发展，但有一件
事是肯定的：WiFi将成为当前和未来移动网络的重要
元素。WiFi可以充当许多业务角色。作为对传统移动
技术的一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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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部署计划：了解一下WiFi集成和减少数据
负载对您的网络投资战略以及在您的LTE部署计划中
的速度和位置有何影响。

• 定价：您是否甘愿冒着降低数据收入的风险，
利用定价来鼓励减少WiFi负载？或者，您是否想要设
计定价计划以鼓励这两种网络共存？

• 构建与租赁：作为减少负载战略的一部分，您
是否想要构建自己的WiFi网络，或者您是否想要向批
发商租赁容量？如何以足够快的速度构建容量，以确
保提供流畅的客户体验？
2. 综合电信运营商 

作为构建并运作移动和有线宽带网络的大型电信
提供商，这些运营商通常拥有自己的WiFi网络，不过
这些网络的范围相差很大。集成提供商的主要业务模
式是使用WiFi减少移动网络中的数据流量负载，以
降低成本、管理流失并显示其固定宽带产品的优异之
处。集成提供商有机会有效地捆绑WiFi和移动网络接
入，以为用户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针对他们的
特定接入设备和移动需求优化价格和体验。

集成提供商的关键考虑事项包括以下方面。
• 捆绑宽带：捆绑WiFi (在家庭 /办公室和公共热

点中 )作为宽带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以管理流失，以
及增强产品并使其有别于其他宽带和移动提供商所提
供的产品。积极地向客户推销和促销产品。

• 与移动网络集成：开发联合产品、定价计划和

技术解决方案，使得在WiFi和移动网络之间能够实现
无缝集成并提供更好的流量管理和优化。

• 使用核心功能：扩展您在计费、客服、身份验
证和安全方面的能力和体验，从而能够跨WiFi网络和
您的合作伙伴网络创建“运营商级WiFi”。

• 构建与租赁：继续积极地创建网络，以最大限
度地增加高流量区域的覆盖范围。仔细考虑网络扩展
选项，构建您自己的WiFi网络或向批发商租赁容量。

六  移动行业的新篇章
 

移动行业在让我们甩开通讯电缆以及改变我们的
工作和游戏方式上，已取得高度成功。WiFi曾经被认
为是移动网络的小分支，而现在却成为新一代无线接
入网络的主要元素。从技术和业务的角度来看，这两
种网络的无缝集成将推动移动行业和用户在未来的移
动世界中实现双赢。一个网络不能完成所有事情。我
们需要辨别哪个网络最适合于哪个位置、哪种设备、
经济模式和客户需求。WiFi相对于蜂窝网而言是一项
切实可行的无线接入选择。对移动连接的爆炸式需求
意味着供应的业务已足够多。成功将取决于传统移动
网络、WiFi和其他新一代无线接入技术的共存性。
WiFi并不代表移动网络的结束，而是开启了这一创新
行业的新篇章。

图5 Wi-Fi 业务模

批发 (减少移动负载 ) 批发 (国内 / 国际漫游 ) 最用用户接入 零售站点

客户 移动运营商
其他Wi-Fi提供商 
—国内和国际

• 现有的宽带客户  
• 企业客户 
• 独特的Wi-Fi客户

各企业想要建立半公共 
热点 (咖啡厅、商场、酒店等 )

议题

减少Wi-Fi网络上的 
移动数据流量负载—
节省成本、资本支出 
延迟

允许其他网络的客户轻松流
畅地在您的网络上进行漫
游，而无需另外付费

• 面向宽带客户的扩展服务 
 (免费或费用很少 ) 
• 面向企业客户的扩展服务 (捆绑式 ) 
•为不需要移动数据的用户提供公开 
 访问权 (如 iPad)

• 提供托管服务以用于 
 构建和运作解决方案 
• Internet 访问 
• 增值 (例如 :数据、广告 ) 
• 可能是通信捆绑包的一部分

如何盈利
针对用户数目、流量和
容量向移动运营商收费

针对用户数目、流量和容量
向 Wi-Fi 提供商收费

• 减少问题的发生  
•捆绑内容—追加销售、收购 
• 服务费 

• 服务费  
• 接入费 
• 捆绑内容—追加销售、 
 收购、买卖
• 增值费

来源：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VNI) 全球 IP流量预测，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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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 年，Cisco®Visua l 
Networking Index (VNI)显示，移
动数据中视频占有的份额首次超
过50%，这归功于智能手机的广
泛使用和平板电脑的出现。13%
的智能手机用户消费了78%的数
据流量，平板电脑用户只占所有
用户的1%，而平均每台设备消费
的数据是智能手机的4倍。由于
使用大尺寸高清屏幕格式，视频
流量的份额将会进一步增加。

Cisco预计，移动视频流量会
继续以远超过非视频移动流量的
速度增长，到2016年将占移动数
据流量的70%；而移动数据本身
将在2011年到2016年间增长18
倍。按每字节计算，相比其他类
型流量业务，视频流量业务的盈
利能力最低。运营商需要全新方
法以消除成本和业务收入之间的

脱节现象，尤其需要解决移动视
频业务需求高速增长的问题。

什么是移动视频？

移动视频业务格局正在发生
变化。2011年，大多数移动视
频属于互联网视频内容——发布
到如土豆和优酷这样的分享网站
上、可以免费观看的、质量较差
的视频。无线设备和免费视频内
容的普及，是数据尤其是视频数
据激增的推动因素。

像PPTV、优酷这样的网站有 
着新型的视频商业模式，主要是
重播电视上最初播放时由广告商
赞助且免费的电视节目，其他优
质内容按观看次数付费。和内容
提供商合作，海量视频内容资
源和友好移动设备应用界面 (为
iOS、Andorid等设备提供定制化
的APP)，极大促进移动视频业务

移动视频带来的机遇

发展。这对于移动服务运营商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称之为挑战，
是因为传输视频的成本比话音或
短信之类的传统服务的成本高得
多；称之为机遇，是因为用户对
新型视频传输服务需求量非常
大。挑战在于让成本与收益达到
最佳状态，为股东实现投资回报
(ROI)。

全面移动视频解决方案的
构成

移动服务运营商如何才能在
削减移动视频成本的同时提升用
户观看体验？视频载荷的有效传
输是被忽略和低估的因素，但它
却能产生非常高的回报。
传输控制协议 (TCP)和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的优化

流量包优化 (图1)为TCP和 
HTTP流量提供不需客户端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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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优化可通过使用代理分割
客户和服务器之间的TCP和HTTP
连接来完成。网络运营商有望大
幅减少非压缩HTTP流量，在某些 
条件下可达到 25%。在 TCP和
HTTP层级进行优化的一个主要好
处是无需特殊客户端—用户可继
续使用正常的网页浏览器而无需
更换。

TCP优化可实现：
•	阻塞时段下行链路吞吐量

提升10%或以上；
•	根据无线网络状况快速调

整窗口大小以提升性能；
•	减少TCP重传和确认；
•	通过在视频播放过程中加

快初始启动和显著减少抖动来提
升用户体验。
视频下载调步

大多数OTT视频在一天当中
都无人观看，超过一半视频在看
到一分钟时被舍弃，因为原始服
务器没有关于观看者下一步操作
的信息，它还是将以网络能支持
的最大速率下载视频。如果一个

系统能够预测何种视频将会在何
时被舍弃，那么它可以避免在昂
贵且拥塞的移动网络RAN上传送
这些数据。

在无法预知观看者心理的情
况下，这当然无法实现。但借助
视频调步，某个网关可以调整下
载进度，这样下载进程就不会超
过观看者当前观看内容的位置太
远。视频调步网关通常会快速下
载被请求视频的一部分 (比如10
秒钟 )，然后缓存剩余部分并令其
排队等候，最终根据帧率和视频
播放速率进行释放。这需要针对
网关进行深度包检测 (DPI)以检测
载荷，然后确定调步率。如果观
看被舍弃，网关会停止下载并清
除缓冲，为其他任务节省带宽。

分级服务和服务质量

2010年末，Heavy Reading
公司在50多家移动服务运营商中
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运营商最需
要的服务是分级，或者说根据订

图1  HTTP和TCP优化

购成本划分各自用户群
体并提供优质快速分级
服务的能力。对于移动
视频，分级订阅可以基
于发送内容的连接速度
(吞吐量 )和比特率 (质
量 )。

内容调适

内容调适是为减少 
视频内容尺寸和带宽要
求而特意改变视频内容

比特率的过程。存储在互联网上
的多数视频的格式都是针对个人
电脑，因为这些视频是在数码摄
像机上拍摄然后在笔记本上编
辑而成。典型的屏幕分辨率是
VGA (640×480)、SVGA (800× 
600)，或电视标准分辨率，如
720p (1280×720) 或 1080p 
(1920×1080)。多数视频网站
也提供360p (640×360)，并将
内容转化为多种屏幕格式和分辨
率。

但是多数用户没能为自己的
设备选择合适的屏幕分辨率。比
如基本版 iPhone仅支持低分辨率
电视 (LDTV或者 480×320)，虽
然 iPhone4 拥有 960×640 的分
辨率。设备会在内部将视频流转
化为能在屏幕上播放的格式，但
是这意味着运营商会为传送过大
的视频文件支付不必要的成本。
转码

转码是将视频文件转换成其
他格式的过程。通常在以下情形
采用：目标设备不支持此格式或
因空间有限而必须使用尺寸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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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将不兼容或过
时数据转换为更支持的
或现代的格式。对于移
动服务运营商，转码
允许运营商在视频进入
RAN之前减小视频文
件尺寸，同时能调整内
容以匹配设备 (如果已
知 )。
转换码率

降码率的过程与
转码类似，在不改变视
频格式的前提下降低比
特率，这可能包括转换
帧率，也有可能使用更
高的压缩比而帧率不
变。转换码率级别的不同，会导
致质量降低，但文件尺寸也大幅
降低。因为很多移动设备屏幕质
量不高，因此转换前后画质的差
别不大。

内容传播

基于云的内容交付
将云技术应用于视频存储和

交付会对用户传输机制类型产生
重大影响。它允许用户通过多种
接入网络和多种终端设备获取视
频内容，这是会话切换背后的一
项核心技术。基于云的传输令用
户无需知道任何内容的地址—图
形用户界面只需简单地提供一个
视频内容的菜单，可以在多种设
备上提供。

整个云像是一个网络，实际 
内容可能由不同内容供应商的许
多服务器进行托管。这使得有线
电视和视频公司能够将其服务延

伸到移动设备；这使得移动运营
商能够创建拥有自己品牌的视频
内容服务；这也使得具备两种网
络的服务供应商有能力最终在客
户设备上和网络核心上提供真正
联合的服务和固定移动网络融
合。

Cisco Mobile Videoscape 
解决方案

为应对移动视频问题，Cisco
推出Mobile Videoscape™解决方
案 (图2)。运营商将节省大笔费
用，提高来自每位用户的收入，
通过合作伙伴关系获得额外的收
入来源。

Cisco Mobile Videoscape 
系统架构包括：

•	基于Cisco ASR 5000平台
的移动视频网关(MVG)，用于优化 
视频传输；

•	基于Cisco UCS服务器构架 

内容调适引擎 (CAE)，用于优化视
频内容传输；

•	Cisco内容传输系统(CDS)， 
可优化内容缓存，提供视频内容
整理、缓存和分发。
为什么选择Cisco?

Cisco Mobile Videoscape为
管理和实现移动视频货币化推出
了一套全面、一体式、智能的解决 
方案。该解决方案为移动运营商
提供一种降低移动视频流量的高
性价比方法，带来引进并利用新
型业务模式的机遇。对于用户，
它提供一种更佳的、可以在所有
类型屏幕上观看的端到端移动视
频体验。
关于更多信息

关 于 C i s c o  M o b i l e 
Videoscape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web/CN/
solutions/sp/videoscape/index.
html

图2  Cisco Mobile Video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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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随着用户需求和期望值的不断提高，城域宽带
网正在经历又一波巨大变革。从用户需求出发，基于 
集中式BRAS路由器的第一代网络以提供永续运行
的高速互联网 (HSI)服务为目标。采用以太网服务路
由器 (SR)的第二代网络则是为了满足用户的另一种 
需求，即支持与语音和HSI服务同时交付的线性多媒体 
业务。 

当今的用户熟谙互联网的使用，网络经验日益丰
富，也因此对网络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希望打破当
今宽带服务和客户端设备所固有的界限和局限性，获
得更加丰富的个性化体验，尽享互联网和消费电子行
业所创造的无限便利。

此外，用户还希望对各种数字化家庭服务进行整
合和集成—比如高质量线性电视服务、灵活的VOD和
可互操作的Web网络，形成一种整体的个性化服务
体验，打造他们梦想的独特数字化生活方式。举例来
说，某个用户既想观看一个不在首要线性电视节目列

面向下一代城域网的业务控制层 
—宽带网络网关 (B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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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范围之内的点播视频，但又要求有高的视频质量，
能够直接在大屏幕电视上播放，同时在平板电脑上通
过社交网络与其他观看者交流观感，并浏览同类Web
与视频内容推荐。

目前的家庭服务主要通过不同的 IP服务平台提
供；互联网数据服务由BRAS路由器提供，而视频服
务则通过另一个单独的视频边缘路由器提供。每一种
服务都与住宅中的一种独立设备 (电视或电脑 )相连
接，这些设备通常配置了不同的 IP地址。各个服务之
间的“隔离墙”以及统一用户体验的缺乏阻碍了混合
式个性化用户体验的实现，也与实现家庭服务融合的
要求相冲突。 

服务商需要创建一种支持视频增长和服务融合的
全新分布式架构，以实现用户期望的自由度，并从中
获利。该架构基于新兴的宽带网络网关 (BNG)平台。 

BNG介绍

BNG提供了许多功能，用于帮助提高电信运营商
管理用户服务和简化整体网络运营的能力。

BNG在网络中的某个逻辑汇聚点对用户进行管
理，可通过身份识别、地址分配、身份验证、授权、
记帐，以及诸如安全性、服务质量 (QoS)和用户转发
等各种其他特性，管理用户体验。

BNG将用户表示为一个会话，并将此会话作为一
个逻辑点来为特定用户提供服务。用户通常由在地址
分配中所采用的协议来区分。例如，当用户使用PPP
协议连接到网络时，将通过PPP IPCP协商接收其 IP
地址，并被表示为一个PPP会话。而当用户使用以太
网连接网络时，将通过DHCP接收其 IP地址，并被表
示为一个 IP会话。

•	在运营商边缘部署BNG旨在更好地管理和丰富
用户的体验。BNG将用户访问功能与运营商服务分离
开来，可带来以下优势：

•	通过与身份验证、授权和记帐(AAA)服务器(与
BNG分离开来 )进行通信，可实现全面的会话管理和
计费功能； 

•	用户可以基于其用户 ID或其用户 ID与接入线路
的组合，获得服务。 

BNG的拓扑结构与功能

本节描述了宽带网络网关 (BNG)的网络拓扑和功
能 

图1是一个典型的MAN拓扑结构。图表左侧指的 
是用户的家，包括电话、机顶盒、PC和一个家庭网关 
(HG)。这表示一项三网合一服务，即语音、视频和数
据。在本例中，用户通过与DSL接入复用器 (DSLAM)
连接的数字用户线 (DSL)线路连接到网络，其中
DSLAM汇聚了众多用户。DSLAM连接到一个汇聚网
络，后者负责梳理 (groom)用户流量，再将其交换至
BNG。在本例中，BNG是边缘路由器，通过上行链路
连接到核心网络。

图1  典型的MAN拓扑结构

电话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拥有一个DHCP客户
端、一个DHCP服务器和一个DHCP中继。DHCP客
户端请求 IP配置信息，DHCP服务器包含有关可用
IP地址的信息，并响应来自DHCP客户端的请求。
DHCP中继负责在位于不同 IP网络的DHCP客户端和
DHCP服务器间中继DHCP消息。

图2  BNG和DHCP服务器交互图

DHCP 
服务器

电话

网络运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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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网络网关(BNG)依赖于外部DHCP服务器(可
能不只一台服务器 )为 IPv4用户会话提供地址分配和
客户端配置功能。BNG和DHCP服务器交互图描述了
BNG充当DHCP代理的情形，用于在第2层上与客户
端家庭网关进行通信，以及在第3层上与DHCP服务
器进行通信。DSLAM会对DHCP数据包进行修改，
插入识别信息。BNG使用DSLAM插入的识别信息以
及DHCP服务器分配的地址来识别用户并监视 IP地址
租用情况。BNG还能根据DHCP数据包的内容提供
AAA服务。(请参见图2)  

RADIUS服务器为运营商提供了所有用户的完整
数据库，并在RADIUS消息中以属性的形式向BNG提
供用户数据更新。在用户会话上发送和接收到的数据
包和字节可在记帐开始、停止和定期 (间歇 )记帐消息
中汇报给RADIUS服务器。L2TP隧道的记帐信息也在
Radius服务器上接收和处理。 

BNG依赖于RADIUS服务器向用户提供身份验证
和授权。BNG还可向RADIUS服务器提供会话记帐。
Radius服务器也被称为AAA服务器，AAA表示验证、
授权和记帐。  

Radius服务器还提供了建立L2TP隧道的唯一方
法，即指定隧道的 IPv4目的地。(请参见图3)

A。如果BNG失去了与RADIUS服务器A的通信，则
它会将所有消息重新导向RADIUS服务器B。

用户会话可分为两类，即PPPoE用户会话和 IPoE
用户会话。IPoE表示以太网上的 IP用户，它在CPE 
设备和BNG之间运行 IP，而且会话通过DHCP协议来
创建。PPPoE表示以太网上的PPP，它在客户端设备
(CPE) 和 BNG之间运行点对点协议。 

BNG的技术要求 

超大规模与性能
BNG必须具备极高的服务吞吐率和高于100Gbps 

的速度，能够支持视频的高速增长和利润化。这种 
超大规模还帮助实现了服务融合：能够从 IP边缘的一
个统一交付平台提供所有的家庭服务。服务的融合为
每个用户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视图，可以针对用户使用
的所有服务统一处理其全部流量，从而使电信运营商
能够更好地提供高质量的混合服务体验。这不仅使每
个用户都能获得个性化的体验，还简化了不同服务的

图3  BNG与RADIUS服务器交互图

网络运营中心

Radius服务器

电话

BNG能够以轮询方式在任意数量的RADIUS服务
器间启用配置，以实现负载平衡。在BNG RADIUS服
务器交互图中，BNG在RADIUS服务器A和RADIUS
服务器B之间进行负载平衡。如果RADIUS服务器A
是活跃的，则BNG会将所有消息导向RADIUS服务器

图4  显示了在接入侧可以部署的两种用户会话类型：PPPoE和 IPoE

CoA客户端

每用户 
RADIUS/AAA 
推 /拉记账

每用户 
CoA

SP网络

互联网

用户会话
IP地址管理DHCP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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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规划工作。
分布式服务智能 

BNG必须具备以太网I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IPoE/
DHCP)用户管理功能，以提供多服务支持，同时实现
与传统点对点以太网协议 (PPPoE)的向后兼容。用于
帮助简化配置 (provisioning)和验证以及确保高可用性
的服务智能是一项基本要求。此外，还必须为每个用
户配置多个队列，同时进行灵活分配，以确保多种服
务和应用的服务质量 (QoS)。 

BNG还必须提供其他一些功能，包括用户管理、
内容缓存和出色的处理功能。通过为BNG配备服务智
能，电信运营商能为每个千兆以太网 (GigE)端口分配
更多带宽，同时减少每个端口上的用户数量，以支持 
视频和其他高带宽服务的增长。 
统一网关 

增强型BNG能够将更多的服务和接入方法汇集
到统一平台上。电信运营商可以集成社区Wi-Fi接入， 
以提供令人惊喜的全新服务捆绑，丰富家庭用户的使 
用体验。他们可以在同一个 IP服务边缘平台上汇聚家
庭、商业和移动 IP服务，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
使用户能够利用任何设备在任何地点访问任何内容 /
应用。
思科ASR9000：高容量、多业务的宽带网络网关

ASR9K非常适合为当今的网络提供支持，同时
打开了通往未来服务的窗口。ASR9k汇集了一系列独
具特色的特性和功能，旨在满足用户对集成式数据访
问、视频和移动服务的迫切需求。 

ASR9000具有如下强大的功能和性能使之成为
运营商BNG设备的不二之选。

1.物理密度
ASR 9000的每插槽带宽可达440Gbps，居行业

领先水平，因此特别适用于高带宽BNG的部署。
•	10G密度—目前ASR 9k单槽已可达到24*10G

和36*10G；
•	GE密度—思科独创的远端模块 (satellite)技术

使BNG的密度达到每插槽几百GE； 
•	100G密度—ASR9k目前支持每插槽2x100G

接口。 
2. 视频优化的BNG

ASR 9000具备提供高质量和高效视频传输所需
的所有工具，此外还提供增值的视频特性，使该平台
更加与众不同。 

•	集成的服务模块—这种新型服务刀片模块提供
板载视频缓存功能以及 IPTV与互联网视频内容流传
输。

•	视频监控—由于能够利用网络来管理视频流，
电信运营商能够超越头端，进行客户端排障，并监测
到网络重要节点处的视频质量。 

•	可扩展的高效组播—基于广播的视频服务必须
采用组播功能，ASR9k优化了机上组播复制功能，可
实现高带宽和超高效率。 

•	弹性组播—ASR 9000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组
播高可用性特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MoFRR特性
(面向组播的快速重路由 )，该特性在本地 IP传输视频
网络上提供近乎完美的视频质量。  

3. 运营商以太网核心功能
•	作为ASR 9000核心功能的一部分，运营商以

太网可扩展性、灵活性和功能是该平台的主要优势。 
•	通过MEF 9和14认证—ASR 9000通过了这

些重要标准的认证，同时符合UNI type 2和E-NNI的 
要求。 

•	EVC基础设施—基于9k的运营商以太网解决方
案的基础是EVC基础设施，允许轻松灵活地对服务端
点进行分类，支持VLAN标记特技和面向所有L2VPN
传输选项的灵活服务映射功能。 

•	以太网OAM: ASR9k支持一整套以太网OAM
协议，包括802.1ag、802.3ah、 Y.1731和 E-L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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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焦点及解决方案

一 IPTV CDN面临的主要挑战— 高清带来的大存储和 
 大吞吐量以及成本的急剧增加

作为互联网视频应用的形态之一，截至2011年底，IPTV的全国用
户数已经超过1350多万，尤其是最近两年，新增用户年均超过500万，
IPTV进入快速发展期。

IPTV的发展趋势是提升视频质量和丰富视频内容，旨在改善用户体
验。运营商正在推动视频内容由2Mbps码率的标清 (SD)向12Mbps码率
的高清 (HD)发展，同时标清自身也由2Mbps码率向3.2Mbps码率升级。
标清到高清，在同样节目内容的情况下，存储和设备吞吐量 (面向客户的
推流能力 )要求都将增加6倍，如果沿用现有 IPTV CDN的架构，成本几
乎成比例地增长6倍。在当前运营商免费为用户提速已成为社会共识的
大背景下，如果 IPTV CDN的CAPEX不降反升，显然，IPTV的商业模式
将面临夭折。为了IPTV的继续发展，需要设计和引入新一代的CDN技术。

二 思科CDN的优势分析以及与现有CDN的差异

思科CDN架构的目的：减少存储需求，提升设备性能，实现系统平
滑升级扩容，减少日常维护工作量。

思科 IPTV CDN系统名称为CDS-TV，支持二或三级部署架构，分别
是中心节点 (Vault)、区域节点 (Cache Node)和边缘节点 (Streamer)。这
与现在运营商 IPTV的层次架构基本一致，但是CDS-TV内部的实现机制

新一代 IPTV CDN

思科CDN解决方案是新一代的

CDN技术，在提升用户应用体

验的前提下，可以有效降低运

营商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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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焦点及解决方案

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减少存储需求

在 IPTV CDN中，省中心节
点、区域节点、边缘节点数量比
例大概是1:10-20:80-160。现有
IPTV CDN的存储配置与内容库成
比例：省中心100%，单区域节点
100%，单边缘节点大于50%,可
以计算出中心存储 :区域存储 :边
缘存储 =1:10-20:40-80。从实
际业务网络部署架构看，更有效
的做法是减少边缘节点的存储，
其次是区域节点的存储。

IPTV用户消费行为符合长尾
模型，由于有EPG的导航作用，
热点更加集中，在2/8至1/9之间，
也就是80%的用户只观看20%节
目。所以，边缘节点最多只要存储 
20%节目就可以满足80%的用户
服务。所以，我们需要解决几个
问题：

第一：如何确定20%的内容？
思科采用Pull模式代替Push模式
解决此问题。 

第二：Pull模式如何保证用户 
体验？思科采用分片代替整片，
HTTP代替RTSP技术解决。

第二：还有20%的用户服务
如何解决？思科采用调度内容代
替调度客户，降低带宽需求。

a.以“用户触发”的拖拉(Pull)
模式代替现有“管理员触发”的
推送 (Push)模式，结合基于热度
的智能缓存算法，由用户行为自
动决定20%的热点内容。

用户触发Pull模式实现边拉
边服务的目的。工作过程如下：
当用户STB请求内容A时，如果
边缘节点没有，边缘节点会主动

向区域节点请求内容A；如果区域 
节点也没有内容A，区域节点将向 
中心内容库请求，然后由中心向
区域、边缘、STB逐级分发，同时 
区域和边缘节点在本地缓存内容
A。

影片被Pull到区域和边缘节点
后，首先为用户提供服务，同时 
基于思科的热度缓存算法，决定
哪些内容应该缓存哪些应该删
除。热度算法是一个多因素加权
的综合算法，涉及到单位时间内
影片点播热度、点播时间、硬盘
空间、设备资源等多重因素，最
后形成热度计算结果。

采用用户触发的pull模式和
基于热度的缓存策略，CDN系统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边缘节点
上存储的肯定是流行度最高的影
片，区域节点上是次热影片，绝大 

部分冷片将保存在省中心内容库
中，所有内容根据热度实现在不
同CDN节点的合理分布。

Pull模式确定了热点内容及
其分布，但是必须解决实时服务，
保证用户体验。

b.内容分片代替整片，HTTP
代替RTSP，保证了Pull模式下的
用户体验，减少了存储。

根据现有 IPTV技术规范，
VOD的用户体验响应时间要求小
于2秒。思科将影片分为64kByte
左右大小的片段，同时在中心、
区域和边缘节点之间采用支持突
发传送的HTTP协议代替了恒定传
送的RTSP协议，实现了节点之间
250ms的实时传送。在典型的三
级CDN架构中，在由中心内容库
提供内容的极端情况下，最大延
时为750ms左右，完全满足 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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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焦点及解决方案

用户体验的要求。
内容分片同时减少了对边缘

存储的需求。IPTV平均影片长度
约45分钟，实际影片被观看的平
均时长10-15分钟，很多用户只
观看开始的几分钟，或者抽取其
中一段观看。采用内容分片技术
分发和缓存，只将被用户观看的
部分分发到边缘并缓存，影片未
被观看的部分不会被传送到边缘
并缓存。这种分片方式比现有整
片传送到边缘节点并存储的方式
对存储的需求极大减少；其次，
现有 IPTV CDN采用RTSP传输影
片内容，45分钟长的影片就需要
传送45分钟，整个影片传送完毕
后才能够开始给客户提供服务，
所以无法边推送边实时服务。

c.将内容调度到边缘代替将
用户调度到区域，减少网络带宽
需求，降低网络质量要求。

前文提到，边缘所存20%的
内容只满足了80%的用户服务，
那么还有20%的用户服务如何解
决？！传统的 IPTV CDN是将20% 
用户的RTSP请求调度到区域中
心服务；而思科采用实时Pull技
术，当边缘节点没有内容时，会
自动从区域节点Pull内容到边缘。
20%的用户的消费行为同样符合
2/8分布规律，这些客户内部肯定
存在内容重叠，部分客户可以从
边缘节点获得内容，所以网络带
宽消耗肯定小于将20%用户全部
调度到区域，大约为10%。举例
如下，某边缘节点下有5000并发
用户，本地命中率为80%，20%
的非命中用户为1000个，码率为
2M，采用思科Pull模式只需要1G

带宽，而调度客户到区域模式需
要2G。

同时，现有方式中，区域中
心到用户STB之间是RTSP，要求
网络有严格的质量保证，而思科
在采用HTTP，支持网络的突发传
送，能够容忍网络延时、带宽等
质量适度波动。
2.提升设备性能

思科CDN采用自主研发的操
作系统、定制服务器硬件和固态
硬盘的配置 (SSD)，设备吞吐量达
到15G/U，是现有 IPTV设备性能 
和集成度的10倍以上。

CDN的性能由硬软件同时决
定。CDN服务器硬件包括CPU、
内容、网卡和磁盘四个主要部
件，大部分硬件的发展符合摩尔
定律，而硬盘 IO的吞吐量却提升
很慢，这是因为 IO受制于机械旋
转速度，现在磁盘主流旋转速度
是 7200转和 15000转两种，所
以，磁盘成了服务器硬件中的短
板，与CPU、内存和网卡等能力
极不相称，短板效应明显。为此，
思科特别在吞吐量要求最大的边
缘流媒体服务器上设计采用固态
硬盘SSD和SAS硬盘，消除了磁
盘性能低下这一传统CDN能力短
板，实现各硬件组件最佳匹配，
较传统CDN整体吞吐量提升了数
倍。思科的部署经验显示，虽然
SSD硬盘较SATA硬盘贵许多，但
由于短板的剔除，系统整体性能
获得提升，综合性价比大大提高。

除了硬件能力以外，文件系
统同样重要。磁盘有序读写吞吐
量是无序读写的10倍以上，这就 
像一个大仓库，如果你将货物随

意放置，那么你存放的速度和提
取货物的速度很慢；文件系统就
是决定内容的存储方法和规则
的，这对内容的存取速度起决定
作用。思科采用自主研发的操作
系统，根据视频文件的特点，设
计了以内容块 (Chunk)存储的文
件系统，同时采用万兆 (10GE)以
太网接口、对磁盘、网卡和内存
驱动进行了优化。

思科CDN采用各部件能力
一致的定制硬件平台，自主研发
操作系统，思科第三代CDN产品
CDE250，既可以作为边缘流服务
器Streamer，也可以用作区域缓
存Cache，高度为2U，吞吐量高
达30Gbps，约8000个3.75Mbps
的标清视频流，功耗只有500瓦，
集成度是现有设备的10倍，单流
功耗和机架空间占有只有十分之
一，是最佳的节能减排解决方案。

3.平滑升级扩容和免维护
采用网络存储技术 (云存储技

术 )，结合内容分片，实现多节点
存储实时共享，能力平滑扩展，
业务无中断工程割接，保护已有
投资。

存储约占CDN成本的40%，
是易损部件，是每年都要改变的
部件，是工程割接中的难点。思
科CDN中在存储体系设计上，完
全基于“云存储”的模式采用了
以下设计理念，解决传统CD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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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的顽疾。
首先采用网络存储技术代替

本地存储方式，用廉价 IP网络代
替昂贵的FC网络。中心、区域和
边缘之间通过高速的 IP网络连接
起来，实现存储容量的平滑扩展，
实现广域范围内的共享利用。比
如某项目中，一个区域节点连接
了10个边缘节点，当边缘节点存
储容量不足时，只需增加区域节
点的容量就相当于为每个边缘节
点增加了同样大的容量，比如在
区域节点增加10Tbyte存储，就
好像在10多个边缘节点各自增加
了10T存储，极大减少了存储的
需求量。这种方式只要增加一台
区域缓存，边缘节点不需要任何
变动，较传统CDN技术减少了工
程实施难度。

其次，在思科的三级架构中，
中心内容库的内容是永久的，采用
1:1安全备份的，是整个CDN系
统的内容来源和备份中心，而区 
域节点和边缘节点只用作缓存。
由于只是缓存，CDN使用初期，
区域和边缘节点是空的，没有任
何内容的；由于只有缓存功能，
内容不是永久的，所以不必1:1备
份，不必采用RAID等容错技术。
当下级节点本地硬盘故障无法读
取内容时，自动向上级节点获取
内容，直到中心内容库。理论上，
如果边缘节点硬盘全部故障，客
户的业务仍然可以继续提供，因
为可以从区域+中心节点获取内
容。由于硬盘是所有部件中数量
最多，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因此
大大降低了日常维护的响应速度
要求和工作量，实现了CDN的无

为而治。
传统 IPTV CDN的解决方案

是采用流服务器+本地外置SAN
存储。

SAN盘阵只能服务于本节点
对应的流媒体服务器，无法与其
他节点共享，利用效率极低；其
次，SAN采用FC网络，速率只有 
8Gbps，对应的 HBA卡远远比
10GE以太网昂贵，扩展性和性
价比较差；最后是存储扩容时，
要么更换大容量硬盘，要么增加
SAN盘阵，但是都要增加FC通道
和HBA卡，导致绝大部分情况下
都要中断业务，甚至丢弃原有投
资。国内某运营商花了大半年的
时间才完成几十个边缘节点的存
储扩容，更换了原有全部硬盘，
并且需要中断业务。

三 总结

思科CDS-TV采用用户触发
的实时Pull技术、内容分片分发和
缓存技术、基于内容和位置的调
度技术、基于热度的智能缓存等
技术实现了区域节点+边缘节点配
置30%存储的情况下命中率大于
95%；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和采
用固态硬盘 (SSD)，实现了15G/
U的设备吞吐量，集成度是现有
设备的10倍以上，单流功耗和空
间消耗只有十分之一；采用网络 
存储技术(云存储技术)，结合内容 
分片，实现多节点存储实时共享，
平滑扩容和工程无缝割接，保护
已有投资。

高清视频年代，CDN面临巨
大成本压力，降低存储容量和提

升设备吞吐量是解决问题的唯一
途径，思科是下一代 IPTV CDN的
代表者和领导者。CDS-TV已经在 
Comcast、Verizon、中国广电广
泛规模使用，是被验证了的成熟
解决方案，是运营商在高清年代
值得信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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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线运营商做为三网融合的
主体，视频业务是其最重要的方
向。在此背景下，有线运营商需要
对现有前端进行改造，部署新一
代集成智能前端服务于多重业务
与应用。思科公司做为路由交换
与视频技术的领导者，在新一代
集成智能前端架构的设计、部署 
中具有领导性的地位。

对未来的智能前端建设应采
用高密度的 IP化架构实现，这是
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	许多国外或国内的运营商
正在转向一个真正的 IP系统，例
如通过DOCSIS构建的 IPTV网络；
或者通过流媒体系统，在一个 IP
平台中实现多业务的运营正在成
为可能。

•	各种高效率的编码方式大
量在有线电视前端进行部署，例
如，国内已经有运营商采用H.264
编码格式部署VOD节目，从而赢

新一代的集成智能数字前端

得大量带宽。在进行节目格式转
换时，有线运营商通常需要通过
一套前端实现多制式的转换。

•	有线运营商不应仅仅在有
线电视网络中进行运营，而应该
成为一个真正的多业务的运营
商，例如成为数字地面电视运营
商，或者手机电视运营商，有线
运营商在一个平台下的的多业务
运营需求已经在国内初步体现。

•	有线运营商可发展的有价
值的业务还包括完全交互式业
务、字幕插播业务等，在这些业务 
中，并不是每一种业务我们均会
涉及，但前端系统应该是可向此
类多业务进行扩展的。

IP基础的前端不仅仅使运营
商尽可能快地部署新服务、减少
运营成本，同时也提供了视频服
务直接通过IP网络部署的可能性。
最终语音、视频与数据全部可以在
IP网络中部署，有线运营商可以
真正的成为“三网融合”的运营商 
并创建崭新的服务模式。

三网融合下的架构— 
主前端 

在图1架构中，采用 IP化信 
源系统，将所有信号封装为组播信
号输入至核心路由器。核心路由 
器应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与较
强的端口扩展能力，核心路由器
应启用三层部署并启用PIM SSM
协议。

核心复用加扰码率压缩系统
应启用 IGMP V3协议接收需要处
理的节目，并将处理后的节目输
入至核心路由器。

IPQAM应启用 IGMP V3协议
接收核心复用系统处理后的组播
信号，并调制至射频输出。

整个系统应具有充分预留能
力，在系统需要进行扩展或节目
扩容时可迅速进行部署。同时，
上述系统核心部分应具有全套网
管能力，可充分进行监视及网管。

在备份处理上，核心复用加 
扰设备、核心路由器、核心IPQ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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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应该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与可
靠性，例如采用双电源的设计，
同时核心复用加扰设备、核心
IPQAM至少应该具有双端口的处
理能力，能够保证在单端口出现
故障时的无缝保护。除此之外，在
上述结构中，由于节目本身采用 
双路信源系统接收，因此核心复用
加扰设备应具有双倍的节目输入 
能力，具备节目备份的能力对任意 
一路节目进行双备份处理。

三网融合下的业务扩展

1.标清及高清转码系统                               
高清及标清转码系统可用于

如下应用 :广播下的高清H.264
处理，点播中的高清H.264及标
清 H.264处理，有线电视基于
DOCSIS网络的 IPTV处理，有线
电视运营商通过与移动运营商合
作或室内无线覆盖提供移动终端
视频业务、电信IPTV系统节目等。

在图2中，转码设备可通过
GE方式接入核心路由器，通过
IGMPV3直接加入需要转码的节
目，转码后的节目可回到核心路
由器，或者由另一组端口接入单
独的VOD网络等。转码设备应使
用GE入、GE出，同时具有较高
密度及可靠性。

在用于广播业务时，仅需要
改变核心复用系统原有节目源地
址即可获取转码后的节目进行处
理。
2.字幕及台标插入系统

在图3中，字幕插播设备可
通过GE方式接入核心路由器，通
过 IGMP V3直接加入需要插播的

图1  IP智能前端的基本架构

节目，插播后的的节目可回到核
心路由器，或者由另一组端口接
入单独的网络等。字幕及台标插
入设备应使用GE入，GE出，同
时具有较高密度及可靠性，应具
有动态、静态功能。

在用于广播业务时，仅需要
改变核心复用系统原有节目源地
址即可获取字幕插播后的节目进
行处理。
3. 广告插播系统

广告插播系统可用于广播下

图2  业务扩展 :高标清转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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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业务扩展 :字幕及台标插入系统

图4  业务扩展 :广告插播系统

输，考虑到未来有可能ASI传输
系统将过度至 IP系统，因此对该
系统采用模块化处理，在未来不
需要时可迅速移除。

在图6中，ASI传输系统可通
过GE方式接入核心路由器，通过
IGMP V3直接加入原始的清流节
目或加扰后的节目，输出为ASI格
式信号，同时具有较高密度及可
靠性。需要指出的是，通常在主
备 IP-ASI设备之后应采用ASI切
换器进行二选一切换。
6.数字地面电视系统

有线运营商可依据此平台迅
速部署数字地面电视服务，同时
该模块与DVB-C平台仅共享信
源，无相互干涉。

在图7中，数字地面电视系
统可通过GE方式接入核心路由
器，通过 IGMP V3直接加入原始
的清流节目，输出为ASI格式信
号，同时具有较高密度及可靠性。
由于数字地面电视带宽比较紧

的广告插入处理，该处理原则上
需卫星信号具有SCTE35信号。

在图4中，广告插播设备可通 
过GE方式接入核心路由器，通过
IGMP V3直接加入需要插播的节
目，插播后的的节目可回到核心路
由器。广告插播应使用GE入，GE 
出，同时具有较高密度及可靠性。

在用于广播业务时，仅需要
改变核心复用系统原有节目源地
址即可获取广告插播后的节目进
行处理。
4. VOD码率压缩系统

VOD码率压缩系统可将卫星
节目压缩为CBR格式，注入VOD
存储设备进行时移应用。

在上图中，VOD码率压缩可
通过GE方式接入核心路由器，通
过 IGMP V3直接加入需要压缩的
节目，压缩后的的节目可回到核
心路由器。VOD码率压缩系统应
使用GE入，GE出，同时具有较

高密度及可靠性。
5. ASI传输系统

ASI传输的具体应用为 :对于
较大的省网，如果原有的SDH已
经部署，并且目前未建设 IP骨干
网，可使用ASI传输系统进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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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也许有些人认为溢出行为可

以采用 IGMP Snooping协议来进
行约束。这时接收设备发送 IGMP
组播报告，报告在特定的组播流
中感兴趣的信号，交换机使用这
个信息得知当前的组播接收设备
在哪个端口，仅仅发送该组播流
给当前接收设备对应的端口。虽
然 IGMP具有标准，但不幸的是
IGMP Snooping从来没有被正式
定稿，这意味着在不同设备提供
商之间部署 IGMP Snooping是有
风险的。 

甚至即使激活 IGMP Snooping， 
二层设备的组播流量溢出仍然是不
能完全避免的。在特定的环境下，
例如生成树重新收敛，二层交换
设备将回到默认行为，在 IGMP监
听状态信息重新恢复前将溢出流
量到所有端口，这些都导致不可
预知的行为。

与之相反，一个三层的交换 

图5  业务扩展 : VOD码率压缩系统

图6  业务扩展 :ASI传输系统

张，原则上该系统应部署统计复
用处理。
7. 手机视频及流媒体视频系统

有线运营商可依据手机视频
及互联网视频转码系统迅速部署
手机电视及互联网视频服务，同
时该模块与DVB-C平台仅共享信
源，无相互干涉。

在图8中，手机及互联网
转码系统可通过GE方式接入
核心路由器，通过 IGMP V3
直接加入原始的清流节目，输
出为GE格式信号，同时具有
较高密度及可靠性。

IP部署及规划

1.前端路由器部署
通常，出于 IP核心前端

的可升级性与稳定性考虑，主
备路由器应该部署在前端中。

在前端部署中，二层协
议做为交换协议并不能提供

视频前端的稳定性与可操控性。
组播通信中二层交换的默认行为
是广播组播流量至所有交换机的
端口，这有可能导致溢出。例如，
32个组播 IP地址映射到相同的组
播MAC地址会发生交叠，从而导
致接收设备故障或者超出连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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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业务扩展 :数字地面电视系统

以使用 IGMP的任意版本加入组播
组。ASM需要组地址的良好分配，
在任何假定的时间，两个应用使
用相同的ASM 组播组将导致接收
设备从两个不同的源接收相同的
应用，这将导致网络连接的拥塞
与应用接收设备的故障。ASM通
常采用239/8的地址范围。

Source Speci�c Multicast是
一个自带寻址信息的分发模式，
它可以最好地支持一对多的应
用，同样也非常适合广播应用。
SSM是贯彻对音频与视频采用 IP 
组播方式传输时的核心技术。在
SSM发送模式中，一个 IP组播接
收主机必须使用 IGMP Version3
来预订通道 (S,G)，通过预订这个
通道，接收主机指出它想接收通
过源S发送至组G的 IP组播通信。
网络从源地址S分发 IP组播包给
所有网络中已经预订这个频道
(S,G)的接收设备。SSM仅仅在每
个源主机中进行预先规划 , 而不需
要组地址在网络中的预先规划。
默认的SSM地址范围是232/8，
用户也可以自由配置。

结果与讨论

在上述系统中，需要考虑高
密度及高可靠性的设备，同时由
于设备性能不同，专用的GE端口 
数量也需考虑。原则上 IP化的前
端并不是具有GE接口就符合 IP
化，而是需要使用合理的架构与
技术确保未来多业务的平滑扩展
能力，这才是 IP化前端的核心意
义所在。

图8  业务扩展：流媒体或手机电视系统

机不会将任何组播流转发至外部 
的端口，除非这个端口中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 (PIM)或者 
IGMP请求对这个组播流发起请
求。正因为这样，今天不同的前端 
都依据三层路由协议建设及部署。
2.部署协议

在一个路由网络中，通过网
络分发组播流有个模式。第一个是
Any Source Multicast (ASM)，第
二个是Source Speci�c Multicast 
(SSM)。

在一个Any Source Multicast
分配模型中，IP 组播接收主机可



38 思科视点 | 运营 • 商道  2012年第三期

技术焦点及解决方案

广电网络EoC接入网及 
下一代接入技术探讨

引言

随着有线电视网络光纤到楼
的改造覆盖大面积增加，“光进铜
退”的接入理念也在日益深入人
心。通过近几年的发展，EoC技
术在当前应用已经十分广泛。EoC
系统主要由局端设备AP、用户 
端设备 EP组成，其本质特征就
是网络全部由无源器件组成，不
包含任何有源电子器件，从而提
高了网络建设与部署的便利性，
距离用户近，更利于同轴网络资
源的利用，而且提高了系统可靠
性，节省了维护成本，因此越来
越受到业界的关注和重视。EoC产
品目前已经历了从基带到调制， 
H P N A、B P L、H o m e P l u g、
MoCA、ECAN、HINOC等技术模 
式的不断发展和标准的不断完善，
标准有ITU G.9954、802.11/g/n、 
HomePlug AV 、 IEEE1901、
MoCA 1.0、HINOC、ECAN等。

EoC技术都是随着多媒体宽
带业务的发展，为解决有线电视

EoC作为广播电视网络NGB接入的重要解决方式，凭着其成本低、

网络结构简单等优点在有线电视双向改造应用中成为一大热点。但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EoC在业务的支持能力以及管理方面目前存

在着不少问题，并且从发展角度来讲，发展成为光网络，以及对

多业务的支持等方面，有明显的问题。本文分析了EoC设备的特

点及在国内的应用状况，阐述了EoC设备在接入设备所面临问题，

展望了新一代的接入设备系统DPoE和其应该满足的业务能力以及

对管理的支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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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项目 HomePNA 3.1 WiFi HomePlug MoCA/C-LINK ECAN 基带无源EoC 

通信方式 半双工 半双工 半双工 半双工 半双工 全双工 /半双工 

标准化 ITU G.9954 802.11/g/n HomePlug AV/ 
p1901

MoCA 1.0  
MoCA 1.1

私有 802.3

调制方式 FDQAM/QAM OFDM/BPSK,  
QPSK,QAM

OFDM/子载 
QAM 
自适应

OFDM/子载波 
QAM  
自适应 

VBS 
单载波残留边带

基带 
Manchester 

编码

占用频段 12-44MHz 2400MHz 
或变频

7.5-30/ 
7.5-65MHz 800-1500MHz 5-65MHz 0.5-25MHz

信道带宽 32MHz 20/40MHz 22/52MHz 50MHz 32/48 MHz 25MHz 

可用信道 3 13 1 15 1 1

物理层速率 (Mbps) 224共享 54/108 共享 200/500 共享 270 共享 170 10 独享

MAC层速率 (Mbps) 150共享 25 共享 100/320 共享 175 共享 120共享 9.6  独享

MAC层协议 CSMA/TDMA CSMA/CA CSMA/CA， 
TDMA

CSMA/CA， 
TDMA TDD/TDMA CSMA/CD

客户端数量 61 32 64 31 64 交换端口数确定

优先级 8个 WiFi WME 4个 8 个 8个 802.1d Annex

时延 <15ms <100ms <100ms <4ms <14ms <1ms 

目前各种EoC技术模式的性能对比

Cable用户接入和业务带宽不断增
长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技
术。主要用于改善铜缆接入、传输 
带宽受限的问题，目前主要应用
场景为FTTB与FTTC的接入方式。

由图1可以看到关于各种业
务的认证、注册需要多个平台，
数据由PPPOE平台，机顶盒由
DHCP平台，在城域网之下是一个 
大二层网络，只能靠内层标签、
外层标签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网络
标签过多的问题，可以粗略估算
一下，如果一个用户家中有3个
业务，在一个覆盖10万用户的机

房，将由30万个标签上行，这还
不算开销及其他业务所占用的业
务标签。城市规模越大，管理越
困难。EoC接入方式目前面临最
大的问题之一是任何一个现有的
EoC标准均不能很好的解决目前
接入业务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
对多业务来讲，EoC系统会对SR
有较大的QinQ的功能要求，并且
如果要支持 IPTV SDV，组播也是
一个设计难点。

带宽问题：必须缩小接入节
点来解决，要达到对NGB定义的
带宽需求，就算是用最新P.1901

标准的产品，分配比在1:10以内
才可以基本实现大于30M的接入
速率。

语音问题：缺乏业务的保证
机制，目前除 ITU.9554标准EoC
产品外均没有任何一款产品可以
做到在实际接入网中对VoIP业务
QOS的保证 (ECAN技术虽然借用
了EPON协议，但实际应用还没
有 )。

IPTV业务：基本是靠单波叠
加来实现 (只有 ITU,9554标准产
品是真正的组播机制 )，对带宽占
用率太高，一旦开展 IPTV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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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业务带宽挤压过多，只能
靠 IPQAM来开展VOD业务，通常
EoC只是一个回传通道。

管理问题：无论在业务还是
整体管理上目前EoC产品面临的
问题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

所以说目前EoC的应用只限
于简单地解决网络双向与数据业
务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NGB还
相差甚远。

在这里我们对国内外大型广
电应用众多的接入技术CMTS与
EoC产品进行一下简单的对比。

CMTS技术基于HFC网络 (已 
经应用多年，非常成熟，被证明
是最符合HFC网络的接入技术 )，
以数字调制方式传送数据及音视
频信号，向用户提供宽带 IP接入
服务。CMTS接入支持各种 IP宽
带业务，如互联网接入、局域网
互连和 IP语音、视频、数据多

媒体应用等宽带 IP增值业务。
CMTS是数据网和HFC网之间的
连接设备，主要完成数据转发、
协议处理和射频调制解调等功
能。CM是连接HFC和用户终端的 
设备，完成数据转发、协议、处理 
和射频调制解调等功能。Cable 
Modem技术是专门为有线电视
网络设计的，目前主要使用的是
DOCSIS标准。

DOCSIS标准由Cablelabs组
织制定，目前已经发展到3.0标
准。

DOCSIS 3.0标准的优势通 
过信道绑定 ,取得比DOCSIS 1.x / 
2.0要高得多的带宽，最小下行带
宽为160 Mbps，最小上行带宽为
120Mbps，并可向上增加。多个
6MHz或8MHz (美标与欧标的区
别 )信道被绑定在一块，在逻辑上
被视为一个信道。

DOCSIS 3.0 用 M-CMTS 架
构来实现更灵活、扩展性更强的
网络架构。在功能上将MAC信息
处理及边缘QAMs分离，利用相
对比较便宜的Edge QAMs，以减
少设备的投资。

DOCSIS 3.0频道捆绑后进行
资源的统计复用，提高了带宽效
率。

DOCSIS 3.0支持 IPv6，支持
组播技术以及组播业务的QOS，
并支持更先进的安全策略AES。

CMTS技术目前在国内也遇
到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虽然
DOCSIS协议技术可以保证所有的
业务，但对于用户日益增加的带
宽需求与电信光纤入户的竞争，
广电在CMTS的应用中带宽瓶颈
压力很大。

DOCSIS 3.0可以在捆绑4个
信道后提供160M的下行，捆绑 
8个下行通道是320M，捆绑16个 
信道是640M的下行流量，上行
同样可以捆绑。当然在HFC网内
找到16个信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情，问题在于国内CMTS设备
应用模式大部分均是2.0标准产
品，大部分一个下行所带的CM
数量在1000台以上，有些地区
一个下行所带的用户数量甚至在
2000台，这样的带宽应对NGB
网络对带宽的需求也是根本无法
应对的。如果能将CMTS小型化
Mini，将小型化后的CMTS设备
下移至光节点处，既解决了带宽
问题，又解决了目前EoC所面临
的多业务支持方面支持能力和管
理的需求。利用PON网络作为
CMTS后台与Mini CMTS头端的

图1 EoC产品EPON+EoC模式是使用的典型拓扑，不论是EPON+LAN模式 还是 
 EPON+EoC模式均由BRAS做最终的收敛，有线运营上主要业务是视频业务。

EoC接入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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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通道，原有的后台系统应该
不再是众多服务器的堆叠，因为
无法用EPON传输DOCSIS协议，
所以DOCSIS信令是经过软件转
换的方式将打包后由EPON网络
承载，再由Mini CMTS头端转化
为CM所能识别的DOCSIS信令，
完成工作业务。EPON目前已经
发展到10G，随着对称10G产品
的成熟，按照1:10的分光比，每
个Mini CMTS也可以获得1G的对
称带宽。

关 于 DPoE (DOCSIS Pro -
visioning of EPON)， 近 两 年 来
Cable Labs一直致力于这种标
准的制定工作，目前已经进行过
第一轮的测试，1.0标准已经发
布，2.0标准很快将要发布。在
DPoE的定义中有DOCSIS Media 
Layer 的 设 备 将 CMTS 头 端、
DHCPSERVER、TFTP SERVER、
Provisioning Manager进行替代。

看 似 复 杂 的 网 络 架 构 比
CMTS原有架构简化、DOCSIS由
PON网络下发至各光节点的AP
处，总带宽可以达到1~10GE，

为用户提供最大限度的业务与带
宽保障。

对于用户来说最好的产品是
简洁灵活的组网架构和简洁的管
理方式，最大化的业务支撑能力。
所以简单的将管理集成在一起是
不可以的。用户希望拥有的产品
是强大的核心与简单的接入架构
以及产品。PON网络为我们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对于CMTS与
EoC来说他们的承载网络均是无

源网络，网络的构成是无源器件
的连接，PON也是无源的光网络，
CMTS与EoC是无源电缆网络。
在新的架构中必须是这几种技术
都能够应用，同时能够做统一的
管理，这里可以看到BRAS在面
对这样的网络时可以说几乎已经
无能为力，基于三层的运营与管
理模式才是应对未来视频、语音、
数据业务认证管理的根本。

首先是个高密度产品，上行
出口应对未来出口带宽的需求，
最高可以提供100G的出口，产品
核心是一个DOCSIS Media Layer
的软件管理系统与集成的PON系
统，此PON系统与以往的不同是
内部跑DOCSIS协议，这不同于
CMTS，是将DOCSIS协议用以太
包的方式下发，在光节点处接入
局有DPOE功能的ONU，如果下
边覆盖的用户是CM则跑DOCSIS
协议，如果光节点下有EoC产品，
则直接提供以太网接口，射频与
数据信号进入EoC AP端。未来如图2 Mini CMTS接入模式的构思WDM模式

Mini CMTS接入方式拓模式

图3 DPoE拓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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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FTTH，则可以直接将设备下
移至用户家中。

此种产品接入层不做任何改
动，不论原有CM用户还是已经布
置了EoC产品的用户，均对网络
不做任何改动，再下一步直接做
到FTTH。对于管理设备，此类型
设备已经具备强大的管理能力，
上行网络已经启用三层，电信运
营 IPTV的模式已经证明BRAS是
无法满足IP视频业务的承载能力，
而此类设备已经具备强大的路由
交换能力与管理能力，广电用户
不用购买昂贵的BRAS设备。 

从长远看，同轴电缆是广电
网络的宝贵资源，而且至今为止

广电独有。因此充分挖掘同轴资
源的价值、发挥同轴接入的优势
是广电网络的重要课题和必须解
决的问题。一旦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就会比五类线更有优势。反过
来，基于同轴的接入技术不成功、
不成熟，中国有线网络的双向化
改造很难全面进行。各种方案都
各有优劣，但目前还是不能完全
满足NGB、三网融合的需要，虽
然有人说有 IEEE1901标准 (这个
东西是给电力做的，不是给广电，
这点一定要认清楚 )，但管理方
式又是电信的模式。各种EoC产
品的发展依旧会继续走下去，但
EoC技术终究是一个过渡产品，

将来基于更强大功能的产品还会
不断出现，相信基于DOCSIS与
PON技术的DPOE产品又将成为
一个新的起点。

新一代DPoE技术，将考虑到
现在EoC和Mini-CMTS的构架，
建立兼容的系统，DPoE的远程小
系统，可以是EoC模式，也可以
是Mini-CMTS模式，同时DPoE
又具有PON光缆到户的能力。
简化DOCSIS协议的支持，可以
使得接入的两层用户终端入网鉴
权，灵活采用DOCSIS方式，而
不是采用BRAS的方式，更符合
广电系统的要求。



思科视点 | 运营 • 商道  2012年第三期 43

嬴在创新

客户案例研究

基于思科统一计算基础设施的私有云 
为北美电信运营商带来多项优势

业务挑战

为了管理多个孤立的部门，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
常常面临着缓慢而复杂的工作流程、冗余的解决方案
以及不断增长的开支。计算机化和网络技术为避免这
种情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现在，云计算的出现为进
一步降低投资开支和运营成本 (即CapEx和OpEx)，
实现 IT基础设施的扁平化，以及提高组织的灵活性，
带来了重要的机会。

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已经积极
地为其客户部署了公共云服务。但是，该电信运营商
自己的 IT部门在考虑是否应当在内部部署一个私有云
时，采取了一种较为慎重的、循序渐进的方式。鉴于
Gartner在一项调查报告中认为构建私有云基础设施
的供应商产品尚不足以适应市场要求，IT部门决定采
取“等等看”的态度。

但是，思科并不认同Gartner的论断。思科认为，

在计算基础设施面临更迭之际，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赢得CIO青睐

私有云 
•	 行业：电信

业务挑战 
•	 降低应用基础设施成本和运营复杂度，更快地在整个组织中 
 部署和支持应用，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	 了解为内部 IT部署私有云模式的价值和优势

网络解决方案 
•	 利用思科云基础设施构建私有云解决方案，包括思科统一计算 
 系统和Nexus交换机

业务成效 
•	 思科销售团队和客户 IT管理人员都指出了思科解决方案在节约 
 资本支出和运营开支方面的显著作用
•	 通过比较七年时间的成本支出，可以发现明显差异：与传统 
 基础设施相比，利用思科基础设施部署的私有云可以在七年 
 时间里累计节约超过5700万美元
•	 在应用测试和开发环境中部署思科U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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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具有前瞻性的运营商而言，现在正是构建私
有云的最佳时机。为此，思科团队与该运营商合作展
示了基于思科统一计算系统™(UCS™)的私有云基础
设施所能带来的优势，并比较了思科®UCS与该运营
商原有服务器基础设施的优劣。

网络解决方案

2012年初，思科在该运营商的测试 /开发实验室
中部署了两个思科UCS堆叠。每个堆叠包括：

Cisco UCS 6100系列阵列互联，它采用了一个
低延时的10Gbps统一阵列，可以支持 IP流量、存储
和管理功能；

Cisco UCS 5100系列刀片服务器机架；
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
Cisco UCS 2100系列阵列扩展模块，用以将刀

片服务器机架连接到思科阵列互联；
Cisco UCS 虚拟接口卡 (VIC)，它可以将阵列互

联端口直接拓展到虚拟机、操作系统和Hypervisor；
Cisco UCS Manager，它可以提供对计算、网络

和存储组件的集成化统一管理。
思科UCS是首个可以将业界标准的x86架构服

务器和网络、存储接入功能整合到同一个融合系统之
中的融合数据中心平台。该系统具备完全的可编程能

力，可以利用统一的、基于模型的管理方式，简化和
加快企业级应用和服务在裸机、虚拟化和云计算环境
中的部署。该系统的统一 I/O基础架构采用了一个统
一阵列来支持网络和存储 I/O，而思科阵列扩展模块
技术则可以直接将阵列拓展到服务器和虚拟机，从而
提升性能、安全性和可管理性。

通过实现 IT流程的自动化和标准化，思科UCS
可以将工业化规程引入 IT部门。它是首个自我感知、
自动集成的融合系统，能够以一种可复制的、可扩展
的方式自动执行系统配置。它采用了一种简化的架
构，既可以避免机架整合式 (Rack-in-a-Box)刀片系
统的复杂性，又能通过服务器和虚拟机的互联解决虚
拟化问题，并实现同等级别的可视性和控制能力。该
系统是一个可编程的基础设施，采用了一种统一的、

服务器管理成本 当前服务器环境 思科UCS环境

一次性服务器设置 2288美元 500 美元

托管和管理 (每月一次 ) 110美元 50美元

服务器停用 (每台服务器 ) 920美元 100美元

平均为每个VM花费的时间 4天 半天

平均为每个VM花费的 
成本 (按照专职员工年薪 
9万美元计算 )

1384美元 173美元

服务器运营成本对比：原有环境和思科UCS

总拥有成本对比

基于思科UCS的私有云

持续性成本  一次性成本

TC
O

当前服务器环境 

持续性成本  一次性成本

T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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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的管理方式进行控制。这种管理方式会将 
服务器身份、个性化设定和 I/O连接都抽象出来。思科 
UCS支持通过动态配置功能，可在任何资源上运行任
何负荷，从而使其成为了构建私有云的理想平台。

业务成效

思科向该电信运营商测试 /开发实验室的开发人
员展示了，他们可以怎样利用思科UCS简化、加快服
务器的运营，以及节约大量的运营开支。如表所示，
思科UCS环境大大降低了设置和管理成本。

目前，内部客户需要在内部 IT的帮助下完成一个
手动的设定流程，这需要大约一周时间。在内部客户
用完测试 /开发环境中的服务器时，管理员会发现很
难将这些服务器恢复原样，因而这些服务器往往就会
被闲置下来。在使用了思科UCS之后，管理员可以轻
松地通过一个门户来配置虚拟机，再利用Cisco UCS 
Manager所提供的点击式服务器档案模板重新设置虚
拟机。通过迅速地重新设置服务器，管理员可以灵活
地满足新增或者周期性工作负荷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不同计算环境所需成
本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大。基于对该电信运营商应用需
求的预测，思科团队计算出原有服务器环境在第一年
需要超过559万美元的成本，在第七年这个数字则上
升到2200万美元，如图所示。相比之下，利用思科
UCS部署私有云的长期和一次性成本会在第二年和第
三年有所减少，在第三年的总成本为380万美元，在
第七年为620万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环境。

除了节约成本以外，该运营商的 IT部门还能够更
加快速地满足不同内部用户的需求，以及更加高效地
利用资源。灵活性的提高可以为新的商业计划、营销
活动和创新的业务模式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些业务模
式包括允许外部合作伙伴访问云中的某些应用资源。

由于当前的基础设施支持合同将会在2012财年
年底到期，该电信运营商正在密切关注其他可以部署
在思科UCS上的应用。该公司已经与思科的 IT部门
进行了讨论，深入了解思科在迁移到私有云服务时的
最佳实践和具体受益。最终，一个挑战和重要机遇正
在清晰呈现：通过采用思科统一计算，可以将网络、

应用和服务器管理部门整合到一起，从而提高员工队
伍的整合度、效率和成本效益。
产品清单
•	Cisco UCS 6100系列阵列互联  
•	Cisco UCS 5100系列刀片服务器机箱 
•	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 
•	Cisco UCS 2100系列阵列扩展模块 
•	Cisco UCS虚拟接口卡 
•	Cisco UCS Manager  

了解更多信息

托管和云服务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托管和云服务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trends/
cloud/cloud_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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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研究

Cisco Nexus 7000
帮助Yahoo日本改进服务平台

日益增长的流量需求给服务提供
商带来巨大挑战

目前，各种不同类型的互联网服务正在迅速发
展。互联网上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服务，而用户访问
互联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为了支持日益增加的流
量，有必要不断地扩建数据中心。而且，随着互联
网服务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组成部分，对
于可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人们
为服务器和数据中心采用了越来越多的冗余配置。

自1996年1月创立以来，Yahoo日本公司就一
直通过运营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Yahoo! Japan”，
在日本的互联网行业占据着领先地位。该公司通
过不断地扩展它的数据中心，来满足用户的访问需
求。该公司包括“Yahoo ！ Auction”和“Yahoo ！
Shopping”在内的各种服务也在不断增长。现在，
该公司总共提供了大约140种服务。最近，消费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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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该公司计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需扩充该数据中
心的容量。为此，他们选择了Cisco Nexus 7000系
列作为该数据中心的核心交换机 (见图 )。

主媒体 (CGM) 服务—“Yahoo! Chie-bukuro”的流
量迅猛增长。2008年7月，该公司推出了一项名为
“Interest Match”(兴趣匹配 )的广告服务，可以根
据用户兴趣爱好展示广告内容，由此获得了广告商的
高度关注。鉴于该公司每天的页面 浏览量高达14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公司的门户网站已经构筑了关
键的基础设施。

在过去12年里，用以提供上述服务的机架数量
超过了2000个。这个数字还在以每三年增加一倍的
速度快速增长。为了容纳这些机架，Yahoo日本公司
已经设立了多个数据中心。2008年10月，该公司又
新设立了一个数据中心，进一步巩固其服务平台。

支持稳定服务配置的新数据中心

Yahoo日本公司首席技术官 (CTO)兼监管部门高
级经理Tetsuya Nishimaki表示：“虽然设立新数据中
心的主要目的是扩大机架容量，但我们还希望它能增
强我们的灾难恢复能力。”Yahoo日本公司已经建立
了一个能够为关键任务型服务提供灾难恢复支持的环
境，并计划将其应用于所有的服务。最近，该公司进
一步提高了对于互联网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
注，而数据中心的灾难恢复能力则是这项工作的重点
之一。

最初，这个新数据中心在每层可以容纳250个机

图以Nexus 7000为核心交换机的新数据中心架构

10G LR光纤

1G铜缆

服务器

10G LR光纤

10G LR光纤

“虽然设立新数据中心的主要目的是扩大机架容

量，但我们还希望它能增强我们的灾难恢复能

力。”
— Tetsuya Nishimaki， 
 Yahoo日本公司CTO兼系统监管部门高级经理

“Cisco Nexus 7000系列是业界最佳的核心交

换机之一。”
— Norifumi Matsutani， 
 Yahoo! JAPAN网站运营部门经理

Cisco Nexus 7000系列作为核心交换机
的出色可扩展性和运营能力

“我们之所以选择Nexus 7000，是因为Nexus
平台可以为我们带来出色的扩展能力、性能和投资保
护。Nexus 7000是唯一可以支持250个边缘交换机
机架的平台。”Yahoo日本公司网站运营部门负责人
Nobuhiro Takazawa表示按照Yahoo日本公司的标准
配置，现有的数据中心每层容纳250个机架。该公司
不得不为同一层使用两台核心交换机 (加上两台用于
冗余配置的备用交换机 )，或者为三层使用三台核心
交换机 (加上三台用于冗余配置的备用交换机 )。“在
同一层放置多台核心交换机并不是一种有效的配置，
因为它会在核心交换机之间产生很高的流量负荷。然
而，一台Cisco Nexus 7000系列核心交换机就可以
轻松地支持250个边缘交换机机架。因此，我们认为
它是最适合我们的新核心交换机。”

促使Yahoo日本公司决定将Cisco Nexus 7000
系列作为备选核心交换机的关键事件，是思科系统公
司于2008年4月在总部所做的一次关于Cisco Nexus 
7000系列的演示。在Matsutani先生和Takazawa先
生前往其美国总部时，他们访问了思科公司并观看
了该演示。在此之后，Yahoo日本公司立即决定评
估能否将Cisco Nexus 7000系列用作下一代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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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核心交换机。之后，通过与 ITOCHU Techno-
Solutions Corporation (CTC)的合作，该公司开始在
实际工作环境中开展了功能测试。

Cisco Nexus 7000系列的10Gb高端口容量也
对该公司极具吸引力。Cisco Nexus 7000系列支持
在同一个机柜上部署多达512个10Gb端口。这对于
满足不断增长的流量需求，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优
势。

另外，该公司估计Cisco Nexus 7000系列通过
集成化阵列架构提供的高级虚拟化功能，也将对公司
数据中心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Nishimaki先生表示：“我们计划通过服务器虚
拟化，提高数据中心的运营能力和可用性，并通过最
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让我们的数据中心更加‘绿
色环保’。”在网络设备领域，对于虚拟化功能的需
求预计也会进一步提高。“从服务供应商的角度而言，
理想情况下，网络本身的作用应当像‘黑匣子’一样。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实现
工作流程的标准化，而虚拟化将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利用Cisco Nexus 7000系列，我们可以在无需 
关机的情况下升级操作系统。当我在实际环境测

试中确认这一点时，我感到十分惊喜！”
— Yasuhiro Moromasa， 
 Yahoo! JAPAN网站运营部门三号网络负责人

“一台Cisco Nexus 7000系列核心交换机可以

轻松地支持250个边缘交换机机架。因此，我们

认为它是最适合我们的新核心交换机。”
— Nobuhiro Takazawa， 
 Yahoo日本公司网站运营部门一号网络负责人

Cisco Nexus 7000系列并不是新核心交换机的
唯一选项。Yahoo日本公司比较了市场上的多款核
心交换机，包括其他一些公司的产品。但是，“就
第2/3层运营功能而言，思科产品比其他产品先进得
多。”Takazawa先生表示。思科产品支持更加灵活
的设备配置，而且更加便于精细调节。因此，Yahoo
日本公司最终为新数据中心选择了思科产品Cisco 
Nexus 7000系列。

为未来的网络虚拟化提供 
经过实践检验的高可用性和可靠性 

Cisco Nexus 7000系列的端口容量和运营能力
只是Yahoo日本公司选择它的部分原因。该公司还很
重视它的高可用性和可靠性。

“利用Cisco Nexus 7000系列，我们可以在无
需关机的情况下升级操作系统。当我在实际环境测试
中确认这一点时，我感到十分惊喜！”Yahoo! JAPAN
网站运营部门三号网络负责人Yasuhiro Morohashi表
示。一般而言，核心交换机的维护往往会导致严重的
网络中断，但是Cisco Nexus 7000系列不存在这个
问题。实际测试还验证了它在高负荷下的稳定性、在
停电时的故障恢复能力，以及在负载均衡器部分停止
运行时的切换能力。Matsunage先生指出：“我们经
常遇到的情况是，虽然某些产品的规格说明声称它们
能够在故障情况下稳定运行，但是在实际环境中往往
名不副实。然而，Cisco Nexus 7000系列的表现证
明，它可以在各种故障环境下照常发挥功能。这项测
试顺利得甚至让我有些意外。”

在Cisco Nexus 7000的帮助下 
为基于楼层的扩建方案采用不同机制

2008年9月，作为网络建设的一部分，Yahoo
日本公司在CTC环境中部署了Cisco Nexus 7000系
列，以支持未来的实际运营。如前所述，新数据中心
起先为每层配置了250个机架。但是，如果机架数量
继续以现有速度增长，该数据中心将会在三年后配置
1000个机架。为了适应这种变化，Yahoo日本公司采
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为新数据中心基于楼层的扩建 
方案提供支持。Cisco Nexus 7000系列在这些方法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