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
北京银泰中心银泰写字楼C座7-12层
邮编: 100022
电话: (86 10) 8515 5000
传真: (86 10) 8515 5960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
东银中心A栋21-25层
邮编: 201103
电话: (86 21) 2201 4000
传真: (86 21) 2201 4999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1号
中泰国际广场A塔34层
邮编: 510620
电话: (86 20) 8519 3000
传真: (86 20) 8519 3008

成都
成都市滨江东路9号B座
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12层
邮编: 610021
电话: (86 28) 8696 1000
传真: (86 28) 8696 1003

成都
成都市滨江东路9号B座
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12层
邮编: 610021
电话: (86 28) 8696 1000
传真: (86 28) 8696 1003

如需了解思科公司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www.cisco.com/cn 
服务热线: 4006 680 680 或 4008 100 110
Email: cin-china@cisco.com

2013©思科系统公司版权所有，该版权和/或其它所有权利均由思科系统公司拥有并保留。

Cisco, Cisco IOS, Cisco IOS标识，Cisco Systems, Cisco Systems标识，

Cisco Systems Cisco Press标识等均为思科系统公司和/或其子公司在中国和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本刊由思科系统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版，免费赠予指定客户。
本刊所有图文，均有版权，任何转载，需获思科系统公司书面许可。非卖品

本刊用纸原料来自可持续发展的
再生林区

采用植物油墨印刷
全书可再生使用

思科视点 
2013年第一期   Issue 4 |

封面.indd   1 13-5-10   下午1:25





思科视点 | 运营 • 商道  2013年第一期 1

卷首语

各位朋友，同仁， 大家好！ 

暖风拂面，新绿满园，移动互联网的春天也如期而至。犹如脱下沉重的冬衣，换上轻盈

的春装，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很多人上网冲浪的第一选择，而移动应用的日益丰富也为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色彩和便利。

思科看到了移动互联网更远的未来 ,那就是“万物互联”——人员、数据、事物和流程都

将通过移动网络互相连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为我们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和革新。

“万物互联”在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同时，也为运营商带来巨大的盈利商机。

除了承载丰富的移动业务，运营商还可以挖掘海量移动数据中蕴藏的价值，从而实现从管道

运营向增值业务运营的飞跃。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的思科将是您可靠的合作伙伴。

  让我们一起拥抱“万物互联”的美丽新时代，一起共启未来 !

徐启威

2013年4月

徐启威
全球副总裁 
思科中国运营商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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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13年1月8日——在2013年消费电子展

(CES 2013)新闻发布会上，思科推出功能进一步增

强的全新Videoscape视频服务交付平台Videoscape 

Unity。这一全新平台将支持运营商和媒体公司为用户

带来全新的直观且同步的多屏视频体验。Videoscape 

Unity的一个重要组件为多屏云数字视频录像机

(DVR)，该录像机可支持消费者在任何地方、在任意

屏幕上重新启动节目，找到过去的节目，以及播放

DVR录制的内容。

视频运营商将首次获得一款灵活、开放的软件平

台，真正超越“电视无处不在(TV Everywhere)”服务。

在此基础之上，视频运营商将可以加快交付沉浸式多

屏视频体验的速度，进而提升其独特的服务与品牌愿

景。

基于Videoscape Unity的全新预集成功能如下。

• 多屏云DVR：提供云驱动的视频录制功能，该

功能可捕捉并在云中存储内容，而非在终端设备上，

消费者能够在任何地方、在任意屏幕上重新启动节

目，找到过去的节目，以及播放DVR录制的内容。

• 视频无处不在 (Video Everywhere)：利用统一

搜索、发现和观赏功能拓宽了“电视无处不在”理念

的定位，确保消费者无论身处何处，均可通过由电信

运营商托管或非托管的联网设备观看优质直播和视频

点播内容。

• 向家庭的任意联网设备分发视频：思科的互

联视频网关可作为单一娱乐中枢，在后台管理 IP和

QAM视频，将视频内容和元数据分发至家中任意互

联的 IP设备，同时带来统一的用户体验。

思科推出“Videoscape Unity”电视平台，助推高水平多屏视频与
电视服务发展

• 有线 IP视频：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内容和 IP

视频服务选择，能够在众多电信运营商托管的设备上

更快交付视频点播和交互式内容，同时还可以灵活地

添加非托管设备。

关于Videoscape Unity

思 科 在 2011 年 消 费 电 子 展 上 发 布 了 其

Videoscape电视服务交付平台。Videoscape Unity通

过集成Cisco Videoscape与NDS的资产和业务模式

构建而成。NDS是领先的视频软件和内容安全与体验

提供商，于2012年被思科收购。此新平台包含一系

列通过开放接口连接的云、网络和客户端组件。

• 云和网络组件用于支持全新的个性化视频服

务，可支持多屏幕同步，确保用户使用任何设备均能

够获得统一的感观体验。

• 客户端组件使用思科Snow�ake接口设计模型

和NDS Media Highway多平台客户端。这一方法让

网络运营商能够带来精彩的用户体验，并将这种体验

融入到用于互联设备和机顶盒的客户端中，以及快速

在多个屏幕和大型服务环境中进行部署。

灵活的部署选项

• Videoscape Unity可部署于多种经过预先测试

的端到端配置中，同时这些配置还可针对各运营商的

服务方案进行定制。

• 运营商也可以选择采用部分组件，并通过开放

接口使组件配合自身运营。

• 思科首次以“服务”的形式交付Videoscape，

并帮助运营商构建、运营甚至托管其视频基础设施。

运营商享有的优势

• 领先的视频体验平台带来精彩纷呈的多屏体

验，同时思科的7,500多名视频工程师将不断对这一

Videoscape Unity集思科与NDS视频产品组合

于一身，可支持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在各种屏幕

上为用户带来独一无二的统一视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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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2月25日在

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幕。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吸引了来自

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家参展商参展。本

届MWC展会中，各大移动终端厂商推出众多新一代

3G/4G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而通讯设备厂商也就

LTE、M2M等发布了丰富的系统和业务应用。思科对

本次展会给予极大关注，先后有数百位员工全程投入

展会的准备工作，展台面积也是往届的三倍以上。在

三天的展会期间，思科一共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数

千位运营商客户，举行了近千场技术展示和会议。

在本次展会中，思科展示的移动解决方案的核

心是“Monetization”和“Optimization”,即帮助运

营商通过移动互联网业务获得真正盈利，同时实现

WiFi、3G/4G网络传送和服务质量的最优化。其主要

展示基本都是以软件为主的方案，显示了思科在软件

和服务领域的快速发展。

创新的SP WiFi技术帮助运营商获取商业收益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

发展，用户越来越依托移动网络来进行宽带互联网应

用，如观看视频、在线购物等，这都对现有的3G网

络形成了很大压力。因此众多运营商大量部署WLAN

热点来分担3G移动网络的数据流量。据思科Mobile 

VNI报告预计，到2017年，45%的移动流量将通过

WiFi网络传送。

思科在WLAN领域的先进技术可以帮助运营商提

MWC：思科移动互联网解决方案大放异彩

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并可以帮助运营商通过WLAN网

络获取更高的收益。思科在展示中模拟了一个部署了

思科SP WiFi解决方案的商场，顾客一进入商场，就

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WLAN对自己和商场内的各个柜

台进行准确定位，从而快速找到其想找到的商品，而

商家也可根据其位置向顾客推送打折信息或者广告，

而运营商还可以借助思科网管系统对商场内终端设备

的位置和移动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帮助热点覆盖区域

的商家和机构进行更有效的布局和部署。

思科SP WiFi基于位置的服务目前已经得到广泛

平台进行优化。

• Videoscape Unity是一款模块化开放式平台，

支持运营商基于开放的内建接口，也可增加使用第三

方组件。

• 部署Videoscape Unity用于一种服务的运营商

可通过添加模块轻松增强初始功能，从而能够快速推

出其他服务。

• 运营商将无需再采用只支持单一服务的孤岛式

平台，也无需持续进行企业内部技术工程工作以确保

平台处于最新状态，从而可显著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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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其

在美国弗恩班克自然历史博物馆

中的应用。游客只要在其智能手

机上下载一个APP，借助思科的

WLAN技术，就可以在博物馆中

的任何一个位置方便地获取周围

各类设施和展品的信息，获得参

观者的一致好评。

万物互联 ——思科的移动网络

技术支撑物联网应用发展

尽管目前全球70亿的人口

中已经有超过21亿的各种智能

终端连接到互联网中，但是还有

99%的物体没有连入互联网中。

而很多物体，包括家用电器、汽

车、公共设施等，如果连入网络，

将会对我们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

响，人类未来的生活将变得更加

便利、安全和节能。思科提出的

“万物互联”理念是未来人、物

品、数据和计算处理流程之间的

智能互通，其含义远超“物联网”

所包含的内容。思科认为，实现

万物互联的基础是智能化、可管

理、可控制和具备高扩展性的网

络，才能支撑“万物互联”所带

来的指数化网络连接数量。

未来“万物互联”会大大提

升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性。思科

与英国某巴士公司的合作可以证

明：每辆巴士安装了思科的终端

路由器，收集摄像头和传感器的

信息并发送回后台系统，实现实

时监控其位置及车速 ,并将巴士到

站情况发送到乘客手机 ,减少其等

待时间。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开发

出更多的增值应用。

思科Quantum系统软件帮助运

营商实现对移动业务的精确控

制、分析和管理

OTT厂商开始通过移动互联

网业务侵蚀传统移动运营商的传

统领地，如语音、短信等业务，

对运营商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电

信运营商需要通过业务创新和对

用户信息的精确分析实现利润增

长。在本次MWC上，中国移动奚

总也提出要进行通过“流量经营”

和对业务流量的管控来实现传统

运营商的业务增长。

思科Quantum系统软件具有

强大的数据分析和策略功能，可

以对用户增量数据进行精确的统

计和分析，从而可以针对用户的

特点来设置业务和资费策略，实

现ARPU值的增长，还可以实现精

确的广告投放等。

Quantum系统还将融合思科

刚刚收购的 intucell公司的自我网

络优化 (SON)软件，允许移动运

营商自动计划、配置、管理、优

化和调整其移动网络，帮助他们

管理和优化频谱资源、网络覆盖

和网络容量等，从而提升其移动

体验。

思科已经是全方位端到端的移

动网络和方案供应商

在本次展会上，思科推出了

最新的Small Cell解决方案，即具

备2G/3G/4G和WiFi接入能力的

接入点设备 (AP)，这一产品将使

得网络运营商能够更方便地扩展

自身的无线网络。结合先进的 IP 

RAN 回传网络和EPC核心网平台

ASR5500, 思科已经可以全方位

地为移动运营商提供端到端的移

动网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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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NGB)技术应用实
验室”授牌仪式在京举行

2013年3月19日，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中国下一代广播电

视网 (NGB)技术应用实验室”授牌

仪式在北京举行，该实验室由国家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和思科系统公司共同组建。国家广

电总局科技司副司长孙苏川、国家

广电总局规划院院长姜文波、党委

书记李新民、副院长谢锦辉、副院

长秦勇、思科系统公司全球副总裁

徐启威、思科大中华区副总裁 /有

线电视、数字媒体、娱乐及体育事

业部总经理吴彬、思科大中华区高

级副总裁阳兵出席仪式并致辞，规

划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思科公司

代表以及主要广电网络运营商代表

一同参加了仪式。仪式结束后举行

了技术研讨会，就NGB和互联网

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

地探讨。

规划院作为国家广电总局直

属科研事业单位，是专门从事广

播电视行业标准、规划和信息研

究的专业机构，也是行业权威的

第三方检测和咨询机构。思科公

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网络解决方

案和设备供应商，在信息技术领

域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思科公

司的技术和设备在我国下一代广

播电视网的部署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并与广电部门保持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规划院和思科公司共

同组建的NGB技术应用实验室基

于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NGB)的网

络架构，由 IP化数字前端、业务

平台、IP传输、宽带接入、内容分

发设备、高清会议系统以及相关

系统和设备的研究测试仪器组成。

实验室将为NGB和三网融合相关

标准制定与业务应用提供技术研

究和验证实验平台，为国家级网

络公司、各地有线网络公司进行

业务验证、技术验证提供研究实

验平台，为NGB业务、网络和系

统提供测试评估平台，为NGB的

科研成果提供展示和验证平台。

实验室将秉承开放合作的方

针，凝聚广播电视网络运营商、

科研学术机构和设备厂商的力

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以专题

研究组的形式围绕宽带及互联网

业务与应用、互联网数据中心、

智能内容分发网络、宽带接入网

络、智能融合终端、室内无线多

屏分发等关键技术及其应用，开

展研究和仿真实验，为相关技术

的标准制定提供测试验证。按照

国家三网融合的要求，随着我国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和建

设的不断深入，下一代广播电视

网技术应用实验室必将对广电网

络的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NGB)技术
应用实验室”授牌仪式

思科系统公司全球副总裁徐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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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联天下 云启未来
思科携全球领先技术与本土化解决方案亮相2013广电展

2013年3月21日，中国国际

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CCBN 

2013)在北京举行，思科以“视

联天下 云启未来”( Connecting 

Experiences, Your Way)为主题，

全面展示了下一代视频业务完整

产业链技术与产品。其中，全新

Videoscape Unity平台能够帮助

运营商为用户带来精彩纷呈的多

屏体验；而基于C-DOCSIS标准

的本土化解决方案以及完整产业

链解决方案，将助推下一代广播

电视网络 (NGB)业务快速发展；

此外，思科还展示了包括协作式

“互联家庭”解决方案，以及创

新的电信级WiFi无线局域网 (SP 

Wi-Fi)等诸多领先技术。

思科全球副总裁徐启威表示：

“思科在全球范围内已成功帮助

诸多运营商获得成功，而中国的

视频市场增长潜力巨大，借助丰

富的全球最佳实践经验，思科将

为国内运营商提供最全面的视频

解决方案，帮助其创造更多业务

价值；同时，思科也将致力于凭

借自身领先的网络与视频技术优

势，为中国用户提供下一代全新

视频应用体验。”

Videoscape Unity平台助推高

水平多屏视频与电视服务

思科推出了功能进一步增强

的全新 Videoscape视频服务交

付平台——Videoscape Unity。

通过这一领先平台，运营商能够

为用户带来精彩纷呈的多屏体

验。Videoscape Unity支持运营

商基于开放标准的内建接口，

也可增加使用第三方组件。部

署Videoscape Unity用于一种服

务的运营商可通过添加模块快速

推出其他服务。运营商将无需再

采用只支持单一服务的孤岛式平

台，也无需持续进行企业技术工

作以确保平台处于最新状态，从

而可显著降低运营成本。

思科表示，在实施下一代视

频业务方面，运营商和媒体公司

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

使用定制集成解决方案，但会使

其受限于单点解决方案；另一种

选择是使用基于标准产品的解决

方案，但定制程度有限，且产品

推广效果难以保证。Videoscape 

Unity能够集这些方法的优点于一

身，提供一系列基于标准服务的

云和多种网络组件，可支持在多

个屏幕上设计并提供定制用户体

验。

针对C-DOCSIS标准推出本土

化解决方案并获行业殊荣

基于C-DOCSIS标准，思科

推出了相对应的中国市场本地化

MHAv2产品方案，该方案结合

DOCSIS的优点，将现有位于头

端的CMTS与远端的集成 Layer 

1(第一层 )和部分 Layer 2(第二

层 ) 功 能 的 CMC(Coax Media 

Converter，同轴电缆媒体转换

器 )通过EPON或以太网络连接。

DOCSIS通过 EPON或以太的隧

道进行传输，CMC只集成最少的

必要软件，因而更简单化和具备

更低成本。方案的终端Modem广电行业政府领导参观思科展台

思科CCBN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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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助力浙江华数成功部署100G高速骨干网
近日，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华

数”)采用思科ONS15454多业

务传输平台 (MSTP)和ASR 9000 

汇聚业务路由器等全面解决方

案，成功部署了其高速的100G 

IP+DWDM骨干网络，从而更加有

效地支持其提供的各种服务，并

进一步提高自身竞争力。

作为国内一流的广播电视网

络平台和公共信息服务运营商，

浙江华数希望利用全新的云计算

平台，以超高速跨代网为网络基

础，完成全省有线电视网络数字

化转换和双向网改，建设“智慧

浙江”和“数字家庭”，全方位

构筑浙江全省统一的云城市、云

家庭、云电视、云通信。

为向广大客户提供高速互联

网和有线电视服务，浙江华数需

要更高速度的骨干网。为此，浙

江华数计划把原有网络带宽以及

存储容量扩大5倍，改善其现有

的有线基础设施以提供额外服务

项目，从而更好地支持高清视频

服务。

针对浙江华数的整体需求，

思科提供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发展

方向强调对核心路由和光纤平台

的统一，客户无需更换现有的路

由装置，也能利用统一的 IP与光

传输平台实现高速数据流和视频

流的传送，并在提供可靠100G

骨干网技术的同时，也保证这一

网络在电信级环境中的完整性，

从而很好地保护客户现有投资；

借助思科ONS 15454多业务传输

平台的DWDM中继卡、思科ONS 

15454 10端口10 Gbps线卡的部

署，整个网络可以聚合多个10G

的通道。不同的云通过同轴电缆、

3G或Wi-Fi等与多种类型的终端

实现集中管理，所有的流都在

Layer 3(第三层 )，从而最大化地

利用现有的成熟DOCSIS设备。

DOCSIS的软件系统位于头端，

便于统一管理，系统支持直接对

接PacketCable和Policy系统。

思科的C-DOCSIS产品具备

灵活方便的部署、良好的过渡性

和可继承性、便于维护、成熟的

QoS机制等多方面优势。基于思

设备连接，例如机顶盒 (普通 /高

清 )、个人电脑、平板电脑以及智

能手机等；浙江华数的视频点播

(VOD)和互联网服务基于全新的

100G骨干网能够用DOCSIS 3.0

有线调制解调器终端系统 (CMTS)

使每个用户机顶盒都能传输平均

200Mbps的视频流。

目前，浙江华数通过采用思

科 IP+100G DWDM骨干网能够从

多方面提升成本效率，与之前的内

容传送网络相比，该骨干网在提

升成本效益方面的作用比较明显，

能够降低80%的运营成本。此外，

通过采用思科 IP+100GDWDM骨

干网方案，浙江华数还引入了几

种新的云服务，其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就是将用户自主的视频点播

内容与OTT供应商的内容聚合在

一起而定制的“云宽带服务”。

通过这一服务，用户能通过电视、

科MHAv2产品方案的出色表现，

该产品获得了由中国广播电视设

备工业协会科技创新奖评奖办公

室授予的“2012年科技创新(国际)

贡献奖”。

思科大中华区副总裁兼有

线电视、数字媒体、娱乐及体育

事业部总经理吴彬表示：“为更

好地把握中国广电产业转型的机

遇，思科将进一步引进在全球的

成功经验，并凭借自身的领先技

术优势，推动下一代发广播电视

网络以及视频业务的蓬勃发展；

同时，以携手广电总局规划院启

动NGB技术应用实验室为契机，

与中国广电产业展开更加深入的

合作，共同为中国广电行业发展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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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等一系列

接入装置，以电信级品质高速点

播华数视频。

浙江华数集团负责人表示，

“利用云服务模型，数据中心内

的应用服务器不断地对传送至用

户机顶盒的视频流进行编码，然

后机顶盒再对其进行解码。这一

云视频架构依靠数据中心的图像

处理系统，使用户得以继续通过

价格较低的瘦客户端机顶盒观看

节目，因此为华数公司和电视用

户都节省了很大的费用。”

思科全球副总裁徐启威表示：

“广电产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与转型，凭借自身领先的网络与

视频技术优势，思科致力于为国

内运营商提供最全面的网络与视

频解决方案，帮助其创造更多业

务价值。我们十分有幸能有机会

助力浙江华数打造新一代广播电

视网络平台，从而为用户提供全

新的视频体验与服务。”

浙江华数简介

浙江华数是华数数字电视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和省、市、县(市、

区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共同参与、

一体化运营组建、浙江省级广播

电视网络公司和省属国有股份制

文化骨干企业。

移动Labs发起安全群英汇系列活动
近期，由中国移动研究院主办的通信行业汇聚

门户——移动Labs网站发起了移动Labs安全群英汇

(http://labs.chinamobile.com/security )系列活动。

移动Labs安全群英汇联合国内外网络安全领域厂商

和科研机构，传播互联网安全知识、共享业内信息和

研究成果；以推动互联网安全为已任，为安全领域企

业提供相互交流和展示产品、实力的平台，以多元化

的形式促进安全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Cisco Connect 盛会启航上海
今天，仍有超过99%的事物还未接入互联网。

思科致力于联接万物并利用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推动着

“万物互联”的兴起。人员、流程、数据和事物智能

地联接在一起，它将为人类社会带来不同凡响的价

值。思科倡导的“万物互联”将始终致力于改变人们

的生活、工作、娱乐和学习方式，并使其更加美好。

主题为“联天下 启未来”的Cisco Connect上海

站即将于2013年5月28日在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盛

大举行，这是继轰动业界的Cisco Plus后，2013年

思科在全球推出的又一重量级旗舰活动，旨在创造市

场机遇，树立品牌领导地位，加强与客户及合作伙伴

的关系并促进销售。

莅临本次盛会，与会者将了解到思科全球资深领

袖带来的万物互联的愿景和思科战略，倾听业界重量

级嘉宾对万物互联的产业机会畅想与讨论，体验思科

最全最新的前沿技术演示，以及各优秀合作伙伴带来

的为客户量身定制的本地化解决方案。大会议程包括

高层主题演讲、嘉宾座谈、技术案例分享及解决方案

演示等。Cisco Connect将面向管理高层、信息主管、

技术人员、商业人员、高级经理、合作伙伴等，相信

Cisco Connect上海站将是2013年精英荟萃的 IT界

又一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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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级WiFi及创新的无线业务应用

作者 : William Gerhardt, Richard Medcalf,  
 Stuart Taylor, Andrew Toouli

随着WiFi发展态势的日益凸

显，全球范围内生成的移动数

据增长规模惊人，而且没有减

少的迹象。对创新型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和连接设备以

及移动应用程序和内容的庞大

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数 据 量 增 长。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VNI)预测，

2014年移动数据流量将会在

2012年全球范本的基础上再

增长78%。

少宽带客户的流失并提高市场份

额。

基于这种新的客户需求，以

及呈爆炸式增长的流量传输 (有

时会威胁他们的传统宏蜂窝网

络 )，许多服务提供商都在认真

考虑用一种战略解决方案部署

WiFi，以减少网络中的移动数据

流量负载，尤其是在他们的已授

权射频频谱有限的情况下。服务

提供商正在考虑WiFi与他们自己

的域的适应程度如何。对他们的

业务来讲，WiFi是一种补充还是

威胁？支持WiFi只是以牺牲业

务为代价，还是可以成为潜在的

赢利中心？他们是否应评估业务

模式，而不仅仅是减少移动数据

的负载？他们是否应该立即处理

WiFi，还是可以等等？最后一点，

他们希望从自己的投资中取得怎

样的回报？

与此同时，思科网络解决方

案部 (IBSG)发现WiFi在全球范围

内的应用普及程度呈现出类似的

增长。预计截止到2014年，WiFi

热点的数目将达到270万，使用

率将增长200%。新的支持设备、

最近的技术改进、公共和专有可

用性，以及来自服务提供商 (SP)

的分层移动数据计划，对这一增

长都起到激励作用。

在这种环境中，消费者意识

到他们通过无线数据所进行的大

部分操作都发生在远离家庭及工

作区的移动或固定位置，通常在

这些位置可以找到成本较低或免

费的WiFi服务。因此，消费者已

习惯并欣然接受WiFi，将其作为

对现有3G和4G数据计划的补充。

许多最大的SP WiFi部署都与家

庭宽带提供商相关联，这些提供

商交换免费的WiFi接入，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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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过创新型业务模式实现WiFi业务盈利

考虑到上述的问题，Cisco IBSG咨询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领先服务提供商，并对可提供合理投资回报率

(ROI)的16个WiFi业务模式进行评估。盈利的机会可

分成四大类 : 

(1)业务有效性；

(2)最终用户服务；

(3)运营商间批发；

(4)增值服务。

1.业务有效性

业务有效性模式 : 使用WiFi接入网络来降低运营

成本，并帮助维系客户和提高服务优势。

• 捆绑WiFi。将WiFi服务与其他服务 (如家庭宽

带或移动网络 )捆绑在一起。通常消费者无需支付额

外的费用。所带来的好处包括减少客户流失，以及通

过市场优势提高核心服务的市场份额。

• 扩展的内容交付网络(CDN)。在靠近接入点(AP)

的位置部署CDN功能，以改进效率和客户体验，以

及降低整体内容交付成本。

• 备用移动接入。减少3G/4G的蜂窝数据流量 

负载，有助于减轻网络拥塞、降低网络运营成本，并

减少 (或推迟 )3G和4G资本支出投资 (CapEx)。

2.最终用户服务

最终用户服务允许企业和消费者使用移动设备

(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通过WiFi连

接到 Internet。

•用户直连接入。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热点接入

以进行 Internet连接。该服务按直接包月订购或以每

小时 /每日费率进行计费。

• 高端热点。为最终用户提供其他热点功能 (包

括改进的安全和无缝内容访问 )，以增强客户体验。

好处包括额外费用、维系更多的客户和提高服务质

量。

• 企业WiFi外包服务。提供一种全包式业务解决

方案，其中服务提供商会安装和管理企业办公室和园

区的WiFi接入，并提供对企业场所外部的公共热点网

络的访问权。

• WiFi视频。将WiFi接入服务以及网络热点处

的独特和优质视频内容捆绑在一起。服务提供商通过

收取额外的服务费用并减少其家庭宽带服务方面的流

失，从此服务中赚钱。

• 管理热点。为想要向客户和员工提供WiFi的公

共场所 (如咖啡厅、酒店、机场、体育场 )提供管理服

务。

3.运营商间批发

这些模式将重点放在可允许服务提供商以批发价

向其他电信公司 (例如，移动网络运营商和其他WiFi

提供商 )销售WiFi网络上容量的协议上。

• 减少蜂窝数据负载。按每个用户或每MB向移

动运营商销售WiFi网络接入。此方法使服务提供商能

够减少某些移动数据流量负载，而他们自己却无需构

建WiFi网络。

• 托管小型单元。代表移动运营商将小型单元与

WiFi AP放在同一位置。服务提供商会提供安装、管

理和支持基础架构，包括回传、电源和安全。此方法

类似于管理数据中心空间。服务提供商通常会收取安

装费用，按节点和回传收取每月费用。

• WiFi漫游。允许服务提供商按每个用户或每

MB向其他热点网络运营商销售WiFi网络，从而使客

户能够在网络上漫游，而无需另外付费。这种布置有

助于虚拟扩展国内和国际热点网络。

4.增值服务

这些模式会通过其他服务以及通常由第三方企业

支付的备用资金来增强基本WiFi接入。

• 物联网应用。将传感设备连接到服务提供商的

WiFi网络以启用服务，如仪表读数、数字标牌以及基

于传感器的其他类型应用程序。服务提供商按传感设

备或针对所使用的数据量收取每月服务费用。

• 转租。在由零售商或供应商付费的大型场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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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和大型购物中心 )提供公共WiFi热点。

• 广告。提供对公共场所中热点的访问权，这些

公共场所的运营经费由广告和赞助所得的收入补贴。

广告模式的常见场所包括机场和体育场。

• 嵌入式连接。允许服务提供商在移动设备中嵌

入免费的公共WiFi接入，并且针对网络访问向移动设

备制造商或内容提供商 (而不是最终用户 )进行收费。

此方法类似于亚马逊Kindle模式中所使用的内置连接

性。

• 零售店交互。将来自无线应用点 (WAP)的数据

(例如，位置、用量和状态 )与特定客户数据 (包括人

口统计数据和购物历史记录 )相结合。这使商家能够

向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产品，并增强他们的

商场内购物体验。

二 衡量业务模式的影响

通过使用经济模式，Cisco IBSG量化了每种业务

模式的价值。好处可分为三个业务价值类别 : 

(1)给服务提供商带来的直接收入，包括来自接

入、服务和管理服务的收入；

(2)成本节约；

(3)通过维系更多的客户和提高市场优势带来的

间接业务价值。

图1中所示的估计价值是按每个单位相对来表示

的，以展示可能的好处范围，并允许在各种类型的运

营商之间进行轻松比较。

毫无疑问，需要更加详细的经济建模，才能将特

定的业务案例转换为不同的运营商和市场状况。即便

如此，Cisco IBSG也相信，图1中的估计值使服务提

供商能够最终开始根据特定的业务和整体WiFi战略，

评估每种模式的相对适用性。

1.并非所有业务模式的地位都是相等的

虽然这些创新型WiFi业务模式承诺了大量新的价

值来源，该价值的实现将取决于运营商类型、核心功

能和市场地位。为了帮助服务提供商确定他们可以从

WiFi业务模式收到的价值，Cisco IBSG从以下三种类

型的服务提供商角度评估了机会。

• 专营移动运营商。这些服务提供商在传统的移

动网络上构建并运作电信服务，这些网络自身的WiFi

投资通常十分有限。最可能的原因是缺乏回传和网络

接入能力，以及WiFi部署和维护的成本太昂贵。

• 有线提供商。这些运营商可以利用现有的资产

(核心网、回传，以及住宅和企业宽带服务 )，以合理

的投资水平部署WiFi基础架构。

• 集成服务提供商。这些大型电信运营商可同时

提供固定和移动宽带服务。他们通常在WiFi方面进行

投资，以保护他们的宽带业务，但是他们的WiFi网络图1 价值来源和 WiFi 业务模式的预计回报

来源 : Cisco IBSG，2012 年

业务模式 价值标准和预计收益

业务有效性

捆绑 WiFi 固定宽带流失 : 减少 10~15%

扩展 CDN 回传成本 : 大约为 $0.01 / GB

备用移动接入 CapEx / OpEx 成本 : $2-$5 / GB

最终用户服务

最终用户直接 来自用户的费用 : $5-$15 / 用户 / 月 

高级热点 来自用户的费用 : $3-$5 / 用户 / 月

随处业务 $10-$15 / 用户 / 月

WiFi 视频 来自用户的费用 s: $2-$5 / 用户 / 月

管理热点 托管 /管理费用 : $50-$250 / AP / 月

运营商间批发

减少蜂窝数据负载 来自移动网络运营商的费用 : $3-$10 / GB

托管小型单元 托管 /管理费用 : $500~$600 / 年

WiFi漫游 来自移动网络运营商的费用 : $0.5-$1 / GB

增值服务

机器间 来自机器的费用 : $2-$4 / 连接 / 月

转租 管理费用 : $50 / AP / 月

广告 广告库存 CPM: $0.5-$1 / 用户 / 月

嵌入式连接 捆绑应用 /接入 : $0.5 / 下载

零售店交互 交互质量 : $100-$150 / 店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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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相差很大。

2.无论分类如何，服务提供商都需在考虑大量机会和

挑战后再对WiFi进行投资

• 移动运营商必须评估是将WiFi视为对现有已授

权蜂窝服务的补充还是威胁。假设WiFi是一种起到补

充作用的服务，服务提供商必须考虑各种架构选项以

及对投资战略的影响。接下来，服务提供商需要决定

是全部投资还是与其他WiFi提供商合作，这对于降低

投资成本和减少复杂性来说更有意义。

• 有线提供商需要考虑应如何最充分地利用他们

的关键控制点 (公共事业用地、电源和企业客户 )来

确定战略选项。如果这些服务提供商决定积极地构建

WiFi，可以选择与合作伙伴进行联合。有线提供商必

须同时决定如何跨整个网络处理数据，以及是否向第

三方转售WiFi服务。

• 集成服务提供商应考虑将WiFi与他们的现有宽

带服务以及他们的电视和视频服务捆绑在一起。这些

提供商应同时考虑集成他们的固定和移动解决方案，

以实现WiFi可提供的全部好处。

当然，并非所有业务模式都能够很好地协同工

作。例如，不太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 服务提供商针对

访问其WiFi的网络收取重复性服务费用，同时获得流

失减少所带来的全部好处。此外，有线提供商不大可

能获得通过部署备用移动接入业务模式所带来的所有

好处。

三 设置优先级

对于每个服务提供商分类而言，确定最佳起点和

制定在WiFi方面进行投资的路线图，对于业务模式的

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很显然，在错误的时间选择错

误的业务模式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

正确地部署合适的模式可以带来极大的业务好处。

1.在考虑业务模式优先排序过程中应考虑的关键问题

(1)该业务模式将产生多少收入？服务提供商应

确定从新模式产生的收入量是否足以论证投资成本的

合理性。如果不能，服务提供商应考虑部署一种起补

充作用的或附加的模式，以提供更多实在的好处。

(2)从内部和外部的角度来看，实施业务模式的

难度有多大？这些因素包括使用内部技术的成本以及

选择和参与外部合作伙伴关系所需的工作量。

(3)需要哪一级别的WiFi部署才能实施业务模

式？服务提供商应确定部署选定服务所需的AP和场

所数目。

以下选择变量可以帮助服务提供商评估哪种模式

对于满足他们的业务目标和设置更广泛的战略优先级

而言最具吸引力。

• 业务价值。业务模式的整体潜在市场规模基于图

1的经济分析，并通过推断来确定总体可进入的市场。

• 实施复杂性。对内部和外部复杂性程度进行评

估需要以合理的时间来实施所议的业务模式。内部复

杂性包括应用程序开发成本、运营支持系统 (OSS)和

业务支持系统 (BSS)挑战以及架构适应性等因素。外

部挑战包括供应商可用性、销售渠道和合作伙伴管理

以及客户验收。

• 部署普遍性。从家庭、企业和公共WiFi网络衡

量WiFi覆盖范围对用户可用的程度。普遍性是由接入

层和位置，以及人们实际将时间花在了哪些方面所决

定的。例如，如果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内访问他们的

服务，就会认为该解决方案普遍存在。但是，如果用

户只能从本地咖啡厅访问WiFi，则会认为该服务普遍

性较低。许多业务模式都要求广泛或普遍存在的WiFi

网络切实可行，而其他的可能会作为点式解决方案取

得成功。

2.优先级排序分析

图2显示了业务模式与上述每个选择标准的对应

关系。每个球形的大小表示该业务模式的整体潜在收

入机会。图形上半部分中的业务模型要求更广泛且更

普遍存在的WiFi网络取得成功。左侧的业务模型较难

以实施，而靠近右侧的那些业务模式易于部署。

11-新观察.indd   14 13-5-8   下午2:19



思科视点 | 运营 • 商道  2013年第一期 15

新观察

虽然个别优先级和战略方向会因市场状况、服务

提供商分类和现有的能力而有很大的不同，但Cisco 

IBSG相信，图2中的业务模式分析针对在决定寻求最

佳WiFi模式时应考虑的优先级和时间安排方面提供了

几个有趣的见解。

(1)建立存在性。这些业务模式不需要相当大的

AP覆盖范围，而且引入也不会太过于复杂。针对新

的、有待开发的战略，此方法可以利用有限的投资量

提供即时货币流。自从当前的WiFi网络提供商扩大

AP数目，利用现有的能力并提供新的收入来源以来，

这些机会对他们而言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扩展。此组

中的业务模式包括托管小型单元、备用接入、转租和

管理热点。

(2)有选择地利用空间。对于具有现有WiFi解决

方案的服务提供商，或承诺构建WiFi功能的服务提供

商而言，这些业务模式以有限的额外复杂性提供了巨

大的回报。例如，随着数据流量的增长，以及可能需

要减少的负载变得更为可观，对于移动网络运营商而

言，减少蜂窝数据负载迅速地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此

类别中的业务模式包括减少蜂窝数据负载、随处业务

和WiFi视频。

(3)利用普遍性。虽然这些业务模式从投资回报

方面而言往往具有吸引力，但它们通常要求成功地提

供广泛的网络和级别较高的WiFi普遍性。只有保证向

移动和游牧式用户提供高度的连接性时，他们才会认

为这些服务具有很高的价值。此组中的业务模式包括

WiFi漫游、捆绑WiFi和最终用户直接。

(4)机会价值创建。一旦服务提供商加入WiFi业

务或承诺构建WiFi功能，一系列其他服务即可提供新

的收入来源。虽然从新技术、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和实

施时间方面而言，这些服务更为复杂，但它们对其他

计划起到补充作用，并且会提供新的收入来源以涵盖

WiFi投资。此类别中的业务模式包括扩展CDN、高级

热点、嵌入式连接、机器间、广告和零售交互。

四  无需有线网络即可赚钱

移动数据的快速增长和WiFi的普及为服务提供

商创造了大量创新的盈利机会。虽然减少移动数据

负载、批发接入以及将公共WiFi与其他服务捆绑在

一起，是到目前为止立即实现价值的最大来源，但

Cisco IBSG至少为服务提供商确定了一打其他机会，

以创造新的业务价值。

问题不再是“服务提供商是否能通过WiFi赚

钱？”，而是“他们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哪些方面，

以及他们应何时部署？”为了取得成功，服务提供商

需要开发一项全面的WiFi战略，以说明战略方向、关

键业务目标和所需的能力。必须仔细评估个别业务模

式的优缺点，并根据实现所需回报需要的时间量和投

资对其加以权衡。

Cisco IBSG坚信，服务提供商可以通过WiFi赚

钱，并且许多业务模式可以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以验

证在构建强大的WiFi网络和运营能力方面进行投资的

合理性。通过花时间确定和评估这些不同的选项，服

务提供商可以制定出取胜战略，从而使他们能够加快

WiFi部署并从中受益，同时降低整体业务风险。

图2  业务模式与选择标准的对应关系

来源 : Cisco IBSG，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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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骨干网技术发展前瞻
——MPLS Congress 2012大会观察

每年一度的业内顶级技术峰会—— MPLS Congress于2012年10

月28日至11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万豪酒店正式召开。作为MPLS 

Congress的第15届年会，此次大会秉承MPLS技术不断发展创新的理

念，继续关注业内的热点话题和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大会的最后一天是

SDN的技术专场，重点探讨SDN的产业现状、市场需求以及MPLS技术

在SDN中的作用。尽管会议期间，美国东海岸遭受飓风袭击，但是来自

电信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网络设备、测试仪表和软件厂家的代表们仍

然济济一堂，讨论的主题涵盖了：SDN虚拟化、云 /数据中心互联、移动

性及业务弹性、以太网业务、光与分组网络的融合、LTE的移动回传等。

思科作为白金赞助商，继续携重量级技术专家为大会带来精彩的演

讲和前瞻的技术理念。思科的演讲内容包括了：运营商的SDN架构及技

术选择、基于 iOverlay模型的光与分组域的统一控制平面、MPLS技术在

数据中心的应用和部署、MPLS-TP的部署经验、移动云架构及MPLS的

作用等。这些主题演讲的内容紧密契合了运营商客户的潜在市场需求、

为业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引发了同行与客户们的热烈讨论。

热点话题一：SDN架构和应用场景

SDN无疑是本次大会最主要的热点话题之一，大部分的技术讨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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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SDN有直接的关系。SDN通过将网络控制平面与

转发平面分离、并将控制平面适当集中的想法，提供

了一种解决网络发展、降低网络复杂度以及开放新型

业务能力的方法论。但是SDN到底是什么？ SDN能

够帮助用户解决什么问题？未来SDN发展的方向如

何？尽管参与SDN讨论的各方出于角色和在产业链

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对于SDN有不同的解读，但是

SDN目前无论在产业界还是标准组织中的发展都是有

目共睹的，因此值得国内运营商保持高度关注。

从国外运营商的视角来看，运营商未来提供的

“网络”将是一个“大网络”概念。在这个大网络中，

运营商整合了原有的物理网络资源、用户信息和能力

资源、数据中心计算存储资源，提供对上层应用更好

的支持。在这个新型的业务服务生态系统中，SDN将

承担重要的职责：打破管理域的边界、实现统一的业

务生成和资源调用。MPLS的角色将是负责实现分组

网传送技术的统一化。

1. 运营商需要SDN的驱动力

在此次大会上，来自北美和日本的运营商代表介

绍了他们面对的挑战：流量持续高速增长、CAPEX增

加、收入增长缓慢、盈利能力趋缓。但是，当前的网

络架构不能够经济有效地扩展，以适应流量增长的压

力。同时，运营商期望基于网络开发更多差异化的业

务，增长收入。

2. SDN对于运营商的意义

■ 通过SDN，运营商们可以利用货架式的商业硬

件 (COTS)来建设网络、降低成本；

■ 实现集中式的运营维护，提高自动化效率，降

低Capex；
■ 统一调度资源，提升 IP&IT资源的调度效率，

开发新的业务。

3. SDN的典型应用场景

■ 云数据中心的虚拟化和自动化；

■ 分组与光传送层之间的协作；

■ 网络边缘 (业务网关 )的流量分类和控制；

■ 网络业务的云端虚拟化，将网络中的L4-L7业

务迁移到虚拟化服务器计算平台；

■ 接入和汇聚网络的虚拟化，通过Open�ow来

统一管理和配置接入与汇聚网络，类似思科目前提供

的Satellite技术的思想。

4. SDN的架构

SDN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组件。如图1所

示。

■ 控制器 (Controller)

是整个SDN架构的大脑。向上为上层应用

提供北向接口，向下负责全局地收集网络传送、

计算、存储资源的信息，通过集中的计算和处理，

实现对网络整个资源的统一调度。除此之外，根

据思科对于SDN框架的定义，思科认为，SDN

控制器还需要集成策略服务控制 (Policy)和数据

分析 (Analystic)的能力。

■ 网络设备和服务器 (Element)

是SDN架构中的躯干，负责向控制器提供

可编程API接口，并且应用和部署来自控制器的

资源调度任务。图1  SDN架构及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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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编程API接口

是SDN架构中的神经。在思科针对SDN的开放

网络环境 (ONE)架构中，可编程API接口提供了一种

对网络和计算能力的抽象，通过这种可编程API接口，

应用程序将增加对网络的控制和理解，使得应用能够

发掘网络更多的能力，来开发增值业务和降低网络运

维复杂度。思科认为，SDN解决的问题将跨越多个领

域，而不仅仅是数据中心。因此单一的API不能解决

所有问题。这些API接口中有些是既有的机制进一步

增强，需要善加利用，有些是需要新的开发。

5. SDN在标准组织的进展

目前很多标准组织和行业团体在积极地开发

SDN相关技术标准和框架，包括ONF的Open�ow、

Rackspace和NASA共同支持的Openstack以及开源

软件的Cloudstack。最近 IETF在SDN标准的开发和

推动方面也非常积极，日前由思科和Juniper联合在

IETF中推动的网络可编程接口框架——IRS，也吸引

了产业界各方面的关注。(参见http://datatracker.ietf.

org/doc/draft-atlas-irs-problem-statement/)

热点话题二：SDN与MPLS网络虚拟化

SDN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基于应用场景的解决方

案。在不同的场景下，SDN所解决的问题不同，采用

的技术手段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在讨论SDN架构及

技术需求时，明确应用场景和客户期望达到的目标是

非常重要的前提。在此次大会上，SDN相关的讨论主

要集中在如何在数据中心虚拟化以及MPLS网络虚拟

化方面发挥SDN的价值。

MPLS提供了最基本的业务封装技术，MPLS本

身具备的优势——嵌套的封装方式、标识业务层的

FEC与本地标签映射的松耦合关系、丰富的OAM能

力、支持可扩展方式的标签分配方式等等——使得

MPLS不仅可以用于广域网，而且可以用在数据中心

内。

1. SDN与数据中心虚拟化

a. 数据中心虚拟化的动力

思科认为未来运营商提供的典型数据中心云服务

之一就是虚拟私有云服务 (VPC)，VPC服务的对象包

括了目前运营商正在提供MPLS/VPN接入服务的企业

客户。通过VPC，运营商能够进一步向这些企业客户

提供基于云的计算、存储和应用业务。VPC要求网络

能够提供以下能力：支持多租户环境、高度可扩展、

支持VM的移动性、优化后的DC内部网络和DC互联

网络、高安全性等等。

基于VPC业务对于网络环境的需求，思科认为

VPC数据中心架构将逐渐从传统的三层架构演进到新

的架构：与业务无关的高速数据中心核心+支持叠加

模型的业务边缘。而这个业务边缘就是数据中心网络

虚拟化的发起点，负责物理资源的虚拟化、数据平面

的封装以及服务器或虚拟机之间的发现机制等。从架

构的角度，这个业务边缘可以位于ToR交换机上，也

可以进一步延伸至Hypervisor/vSwitch上。

b. 为什么采用MPLS/VPN技术

尽管目前业内已经存在多种提供叠加模型下网络

连通性的数据封装技术 (比如：VXLAN、NVGRE等 )，

但是MPLS 不仅提供了具备多业务承载能力的封装技

术，而且提供了多种可选的控制协议用于Host/VM的

发现机制，这些控制协议已经非常成熟并且支持多厂

家互通。更为重要的是，VPC或者云服务提出了数据

中心互联的需求，而今天MPLS技术是广域网的主流

技术之一，在网络虚拟化叠加模型中采用MPLS/VPN

技术，不仅满足用户安全隔离的需求，未来也将更容

易与数据中心互联技术进行结合。

c. 技术标准的进展

目前 IETF已成立专门的工作组NVO3(也称作

DCVPN)，负责讨论和解决云计算架构下的网络虚拟

化问题。在NVO3工作组中，技术专家们总结了叠加

模型的用户需求，并且提出针对网络叠加模型的具体

框架以及一些技术建议。(参见http://datatracker.i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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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wg/nvo3/)

2. SDN与MPLS网络虚拟化

a. MPLS网络虚拟化的动力

运营商目前在广域网中部署了大量的MPLS技

术，提供汇聚和核心转发的功能。在一些应用场景下，

运营商期望能够获得对整个网络全局的视图，以便能

够更准确、更有效率地实现流量的调度；同时，运营

商期望一种方式来降低管理大量标签转发路径的负

担，从而降低设备复杂度和维护的成本。

这些应用场景引发了在部署流量工程的环境下提

供集中式控制协议的需求。从效率角度，集中式的流

量工程可以全局地了解网络中的状态和拓扑，更容易

做出快速准确的转发决定，此外，流量工程技术还可

以提供确定性的转发行为。目前标准组织正在讨论的

相关标准是Stateful PCE， 由思科和Juniper联合主

导。Stateful PCE在LSP的状态同步、LSP的故障保

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增强功能。

b. Stateful PCE的组成

■ 在Stateful PCE的方案中，最基本的前提是收集

网络拓扑和状态信息。传统的SNMP和Net�ow方式，

或不具备足够的颗粒度，或需要消耗较多的网络设备

资源，因此，目前在 IETF中提出了新标准：BGP-LS。

通过这个协议，网络设备的流量工程数据库中的链路、

拓扑、带宽、流量统计以及SLA等信息可以提供给外

部的Controller。外部Controller也可以通过这个协议，

告诉网络设备哪些流量拓扑信息需要更改。

■ PCE是计算流量工程路径的组件，提供了一种

将网络控制和资源管理分离的方式，在SDN整个架构

中是非常关键的部件，用以实现传送路径的计算、流

量管理和自动故障恢复。

■ PCEP是PCE组件与控制器之间进行通讯时的

双向网络API接口，用以将PCE计算的结果提供给

Controller，并且在Controller需要静态建立隧道连接

时，提供对转发路径进行控制的功能。

c. 技术标准的进展

■ BGP-LS：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

draft-gredler-idr-ls-distribution/
■ PCEP：RFC4655和RFC5440， 以及：

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pce-

stateful-pce/

热点话题三：光与分组网络的融合

在今天的网络架构体系中，自下而上分成光传

送平面、OTN/SDH电交叉平面以及MPLS/IP的分组

平面。运营商内部组织架构的边界以及传统传输技术

的局限性，导致在传送层面与分组 IP/MPLS平面没

有控制信息的交互，这导致了：较高的运维复杂度

和OPEX成本、低下的业务开通效率、不够优化的收

敛保护方案以及未充分利用的带宽效率等。因此，今

天运营商们普遍希望能够提供某种控制平面的协同机

制，将 IP/MPLS分组平面与光传送平面进行有效地信

息共享，通过动态的控制平面来实现对传输和分组资

源的统一调度。

思科与Comcast在本次的大会上联合讨论了光与

分组网络融合的主题。当前Comcast拥有全美最多的

宽带以及视频用户，在骨干网的建设方面，他们遇到

的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在不降低用户SLA

的前提下，提高带宽的有效利用率，并且逐渐降低网

络的整体建网成本。思科提出的nLight解决方案 (参

见 http://newsroom.cisco.com/release/1042271)，

正是针对运营商客户这一需求，利用创新的技术来增

强网络层次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整合，以提高运营商对

整体网络资源调度的灵活性和可视性，并且最终通过

融合降低整网建设成本。

nLight解决方案的核心组件 —— iOverlay：
■ iOverlay是思科针对光与分组网融合而提出的

控制平面解决方案，它基于Client-Server模型，仍然

保持了光与分组域管理平面的边界。但是通过扩展的

GMPLS-UNI接口、OSPF-TE/ISIS-TE、LMP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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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E等，实现光与分组域之间的控制平面信息——拓

扑、资源利用率、SRLG等——的共享。

■ iOverlay并未引入任何私有化的协议，而且采

用了广泛被业内接受的标准协议，通过协议的拓展来

实现增强的功能，并且思科也在标准化组织 IETF中积

极推进 iOverlay协议中扩展内容的标准化和互通性。

■ iOverlay的相关协议

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ospf-

te-metric-extensions/

http://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previdi-

isis-te-metric-extensions/

热点话题四：移动网络虚拟化

随着云计算和4G/LTE技术的发展，移动性成为

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话题，本次大会上思科也试图从

SDN和MPLS的角度来解读这两项技术对于移动性

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思科讨论的内容涉及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解决移动环境下业务的虚拟化需

求——Mobile Cloud；另一方面是提供4G/LTE移动

承载网络的虚拟化解决方案——Mobile VPN。

1. 移动虚拟化云——Mobile Cloud

来自思科移动互联网事业部的技术总监Peter 

Bosch做了题为“移动虚拟化云”的主题演讲。他认

为随着移动网络的技术演进以及用户和智能终端的激

增，运营商需要提供巨量的计算和存储资源来实现对

用户的管理以及业务提供。而这种巨量的资源需求使

得业务的按需变更和动态调整变得极为困难，因此思

科提出了将移动业务放入云端的想法。如图2所示。

■ 思科认为“移动虚拟化云”能够解决移动网络

未来多维度的弹性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4G与Small 

Cell引入后的流量增长压力；第二个挑战来自终端智

能应用程序带来的信令层面的压力；第三个挑战来自

物联网业务引入移动网后的会话规模的挑战。

■ 思科“移动虚拟化云”的理念是将移动网络中

的应用层服务、转发层服务和信令层服务都放入到与

硬件无关的虚拟计算环境中，服务的提供可

以按需即插即用，无需考虑扩展性问题，并

且通过业务编排系统可以将与用户相关的业

务进行相互关联，形成基于用户的特性化服

务链条。

■“移动虚拟化云”可以帮助运营商降

低因巨量计算 /存储资源需求而带来的投资

压力，更灵活地引入新的应用，并且提供差

异化的业务。

■“移动虚拟化云”的部署将更加弹

性，可以分布或者集中到运营商的数据中

心。为了池化这些“移动虚拟化云”资源，MPLS技

术提供的透明连接能力是不可缺少的。

2. 移动承载网络虚拟化——MPLS VPN

移动固网基础设施融合后，对于网络承载提出了

更高的安全需求，运营商需要基于共享的网络基础设

施为企业客户和个人提供安全隔离的网络承载服务。

传统的安全承载方案是利用基于终端的各种VPN技

术，通过集中的VPN网关解决业务终结的需求。但是

随着移动性需求的提高，集中式的VPN网关面临扩展

性的架构挑战，同时也很难适应LTE时代网状的通讯

连接需求。

在LTE的网络中，为了通过简化的运维降低网

元参数配置以及网络拓扑复杂度，3GPP组织提供了

图2  移动虚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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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自组织网络 )的概念，允许LTE的eNodeB自动

完成蜂窝网络的参数配置，并且实现自动连通。这种

SON自组织网络的运维管理需求，也要求网络承载服

务的提供商能够提供更加灵活、支持安全隔离和更具

可扩展性的承载方案。

因此思科提出了将MPLS/L3VPN技术部署到

eNodeB的想法，通过BGP的扩展属性可以灵活地

控制连通性信息的发布和更新，并且可以提供现有的

MPLS/VPN的跨域机制、故障收敛机制、路由更新机

制，实现与移动核心承载网的无缝连接。目前在北美

运营商中，已经有LTE运营商采用此种方案实现4G/

LTE的基站接入。

热点话题五：MPLS 弹性和负载分担技术

1. 基于Entropy Label的负载分担技术

■ 由于ECMP的存在，负载均衡一直是MPLS/

VPN网络需要解决的问题。在MPLS/L3vpn网络中，

路由器能够分析到5层Label之后的源 IP和目的 IP信

息，从而进行相应的负载分担。但在MPLS/L2vpn中，

IP信息被封装到MAC之后，所以传统的负载分担方

案是基于内层Label，但是基于内层Label的方式分担

负载的效果较差。

■ FAT PW Label是业内提出解决L2vpn下负载分

担的方案，但是仅适用于PWE3的场景。今天MPLS承

载的业务不仅是PWE3，所以需要更为通用的方式。

■  Entropy Label-仅仅影响负载分担的行为，不

影响转发性能。TTL设置为0，入方向PE路由器基于

可用的负载信息分配标签。

■ 相关标准请见http://tools.ietf.org/html/draft-

kompella-mpls-entropy-label-00

2. MPLS工作组在收敛与保护方面的进展

• 思科杰出工程师及 IETF MPLS WG的联合主

席——George Swallow，介绍了MPLS工作组在收敛

保护方面的进展：环状拓扑下的线性保护草案已经接

近完成。

３. Remote LFA

Pre�x-LFA的优势是部署简单、支持链路 /节点 /

SRLG的保护、扩展性好、收敛效果快。但是受拓扑

的局限，这在骨干网中影响不大，因为骨干网的拓扑

以网状或者部分网状为主。在实际客户网络案例中，

94%以上的路径保护需求可以通过部署LFA解决。

但是当考虑接入汇聚网络的收敛时，典型的拓扑是环

形或者口字型连接。在这种情况下，Remote LFA可

以解决这两种场景下的收敛需求，同时继承了原有

Pre�x-LFA的各种优势。Remote LFA基本而言是一

种选择远端最优下一跳保护节点的路由计算算法。

４. 最大化冗余路径树计算—— Maximally redundant 

Tree(MRT)

由思科、Juniper和爱立信共同发起。由于IP/

MPLS环境下的LFA保护方式不能覆盖全部的拓扑场

景，因此 IEFT目前正在讨论新的收敛技术MRT，MRT

的基本思想是计算出到目的地址的最大不相交路径，

并且将这条最大不相交路径作为主路径的备份路径。

利用MRT的好处是可以同时覆盖组播和单播的收敛场

景、做到拓扑的100%覆盖，缺点是：类似TE的路径

保护思想，备份路径的跳数通常较大。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

rtgwg-mrt-frr-architecture/

12新观察.indd   21 13-5-8   下午2:20



22 思科视点 | 运营 • 商道  2013年第一期

新观察

思科开放式网络架构
云计算、移动性、社交网络和

视频的大发展趋势方兴未艾。

面对这些技术热潮，企业纷纷

跃跃欲试，希望借此机会引发

下一轮业务创新。改善客户体

验、提高员工生产效率、增强

竞争优势并通过推出新服务开

创全新收入流，正是这些企业

的主要业务需求。目前，业

界正在努力推动在软件平台与

网络基础设施之间建立更加紧

密的联系，作为一个整体战略

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来促进上

述目标的实现。可编程网络的

优势在于，不但能够简化管理

任务，还针对共享基础设施上

运行的应用程序优化了网络行

为。

Cisco®开放式网络环境是一

个可编程框架，由三个同时面向

企业和电信运营商的可选编程模

型组成。

·控制器与代理

·编程接口

·虚拟网络叠加层

该框架的设计宗旨是帮助企

业开发创新的应用，全面利用网

络智能，令基础网络发挥更大的

商业价值。

思科的网络可编程性战略

思科开放式网络环境是

一个可定制的网络框架，旨

在全面挖掘智能网络的价值，

以逐步演进的方式在多个层

面提供开放性、可编程性和

抽象能力。思科的开放式网

络环境提供丰富的协议、行

业标准、基于使用案例的部署模

式选择及集成经验，同时通过策

略编程为用户、会话或应用分析

的动态反馈循环奠定了基础。

思科开放式网络环境的实现

基于各种机制，包括API、代理和

控制器。其优点包括提高了基础

设施灵活性、简化了操作并改进

了应用程序可见性和感知力。这

些优势创造了灵活的部署选项，

而且这些选项可统一应用于物理

和虚拟环境。思科的开放式方法补

充了传统的软件定义网络方法 (这

图1  思科提供全面而灵活的软件定义网络部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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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法主要专注于分离控制层面

和数据层面 )，同时还涵盖了从传

输到自动化和编排 (Orchestration)

的整个解决方案组合。

思科开放式网络环境在两个

方面与SDN定义方法有所不同。

·第一，网络可编程性和许多

需要此功能的使用案例要求在多

个网络层面 (不仅是在控制和转发

层面 )使用API或接口。我们的操

作系统和硬件以及ASIC中有许多

更深层的内部构件，可以利用它

们扩展并加强网络。同样，在网

络堆栈的上层还有更高级别的服

务，如管理和编排API，如支持编

排和云门户应用的网络服务管理

器 (NSM)API，其中包括思科云智

能自动化 (CIAC)应用 。在思科环

境中，我们支持的应用环境能够

利用网络所有级别的API。

·第二，许多企业正在寻找的

众多使用案例不仅需要根据期望的

或最佳的行为模式对网络进行编

程，而且还力图提取网络基础设施

中蕴含的大量信息和智能。我们可

以将更深入、更具洞察力的网络智

客户细分市场 解决方案或使用案例

超大规模
数据中心

通过直接呈现OS和底层ASIC，我们允许MSDC直接收集保存在网络中
的大量精细化诊断和使用情况信息。这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管理、优化其
环境以及排除环境故障所需的原始信息。

电信运营商

·允许直接与“前端”客户门户以及运营与商业 (OSS/BSS) 系统进行
  整合，以降低成本，加速创建改进式服务。
·提供具有更广泛的管理程序支持的可扩展虚拟叠加网络功能和高级
  L4-7功能。
·支持与分析机制的集成，以提供策略管理、安全监控和实时的网络
  适应性改造，满足服务水平协议的要求。

云供应商

·可扩展的多租户支持。
·允许将“前端”客户门户直接整合到运营系统中，以优化应用交付和
  资源利用，并降低成本。
·支持高级L4-7功能和分析功能。

高校

控制器向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可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功能。
·高性能计算或互操作性实验室：与外网相连接，满足高峰数据传输
  带宽要求。
·运营：将校园网络上的数据和视频流量进行混合。
·研究：隔离网络“片”，以支持实验室实验，使他们能够在本地灵活
  使用自己的控制器。 
·对网络资源按需进行动态分区。

企业
叠加式虚拟化基础设施为具有高负荷服务器虚拟化和 /或私有云的企业
提供了网络虚拟化功能。思科开放式网络环境框架可确保客户获得投资
保护，使其基础设施资源满足未来的扩展需求。

通过思科开放式网络环境提供针对具体使用情形的实际解决方案

图2  思科开放式网络环境

能植入一种新型分析应用程序中，

这些分析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开发更

复杂的网络策略，同时支持推动网

络扩展的商业逻辑。这最终会增加

网络的价值，而且能够支持更多具

有创新性的盈利性服务。

思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

够创造多功能的持续反馈循环，从

而在基础设施和各种应用之间 (比

如在分析引擎、策略引擎和网络基

础设施之间)实现网络智能和优化。

以前我们只能获得网络的整

体视图，应用要求不清晰，而现在

利用一个涵盖应用和ASIC的多维

模型，我们可以在应用和网络之间

建立更深入、更智能化的交互。

总结

思科使SDN在功能范围上获

得全面提升，不但利用具备全新

功能的实用型模块化解决方案解

决了特殊的业务问题，同时保护

了客户的现有投资。

·对现有基础设施的功能进行

了扩展，以显著降低现有基础设

施的风险和部署时间；

·可以采用逐渐递增的方式进

行部署，以保护投资；

·思科开放式网络环境同时采

用了思科创新技术和业界开发的

SDN相关技术与标准；

·定义了一个整体框架，在从

ASIC到管理层面的所有层面增加

了全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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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云帮助运营商
打造盈利的移动业务
目前，世界上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的数量已经接近10亿，

并且在未来的4-5年，数量还

会增加一倍。这些增长主要

反映了中产阶级群体的快速扩

张，尤其是在新兴的和发展中

市场中中产阶级的增长。从全

球来看，这些正在增长的群体

普遍比较年轻，精通科技，并

且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

更具有消费能力。他们同样渴

望从移动设备中寻求新的“互

联生活体验”(Connected Life 

Experiences)——这将会改变

他们学习、娱乐、通信、购物

和支付的方式，同时也提升了

生活的品质。

这种对于“互联生活体验”

的爆炸性需求以及智能设备的急

速扩张，为成熟和新兴市场中的

运营商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而其

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移动云。

近 年，OTT 内 容 提 供 商

(Content Player)和设备制造商已

经迅捷地占领了这块市场中的高

地。这种市场早期进入者的先发

优势赋予他们通过创新的移动云

服务来开拓移动市场的能力，从

而得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运

营商自己的领地正在快速流失，

面临着沦为“纯管道”的危险。

但是，在移动云领域，运营商拥

有许多有价值的优势，包括用户

数量、网络、数据中心、计费 /号

线系统等。这些优势将有助于运

营商针对寻求强化的“互联生活

体验”的用户培养一个广泛的、

快速增长的移动消费市场。然而，

如果运营商仍迷恋于传统的语音

和短信服务，那将会错失良机。

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研

究中心 (IBSG)相信：对于运营商

而言，移动云中蕴藏着巨大的机

遇。我们预计到2016年，全球

移动云服务的直接市场价值将超

过600亿美元，由云技术拉动的

额外市场价值将会高达3350亿美

元。毫无疑问，运营商必须迎接

移动云，充分认识到移动云在增

加收入和节约成本上的重要作用。

这篇文章将会探索移动用户

云的现状，包括其动力和限制因

素。更加重要的是，本文将会为

运营商提供强有力的理由去进一

步适应正在快速改变的技术和商

作者：Henky Agusleo，思科 IBSG 研究员
          Neeraj Arora，思科 IBSG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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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模式。

为什么运营商需要移动云?
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带动
移动业务的快速增长

据统计，截至 2011年，世

界上中产阶级 (每天消费10-100

美元的人 )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7%，而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

会升高到 59%。在 2030年，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不断增长

的中产阶级将会释放他们的消费

潜力，超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

17万亿消费总额，达到39万亿。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的中产

阶级成员的年龄日益增大，这些

发展中的和新兴市场中的中产阶

级却普遍年轻而精通电脑应用。

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和新兴

市场中有58%的中产阶级的年龄

将会在15-55岁，而发达国家符

合这一年龄段的中产阶级的比例

只有48%。

对运营商至关重要的是，这

一段年龄区间的人将会表现出对

于移动云服务的实质性需求。所

以懂得这部分人的消费行为以及

他们期待的移动服务将至关重要。

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研

究中心认为，“互联生活体验”需

求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主要类别。

1. 学习和娱乐——游戏、视

频、信息获取等服务

2. 通信——视频电话、社交

网络

3. 购物和支付——支

付、保健、旅行、关联广告

和移动零售

4. 监测和控制——家庭

自动化、监视

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已经

开始引领许多令人惊奇的潮

流。目前，全球移动服务的

收入中有36%来自数据。

到2016年，这个数值将会

上升到46%。与此类似，

目前每月约1.3EB的移动数据流

量在2016年将会增长8倍。

IT产业价值比重从运营商
转向OTT

　　

就全球前200名科技、媒体

和电信公司的总市值而言，2008

年，运营商牢牢占据76.2%的份

额。而2012年运营商所占份额的

比例缩至60.6%。在同样的时间

区间内，OTTs所占的份额从9.5%

增长至24.1%。此外，举例来说，

尽管AT&T公司在2012年的收入

为1270亿美元，推动市值达到

2160亿美元；谷歌在2012年的

收入只有380亿美元却达到了和

AT&T一样的市值。

　　

对运营商而言，趋同效应
可能会抑制财务业绩

在过去的四年中，移动服务

提供商展现出一种周期性的——

平均来看是下降的——收入增长

模式。总体来看，增长势头从

2008年的 8.9%跌至 2012年的

3.5%，不及2008年的一半。这

样的趋势在发达和新兴的市场中

都能看到。实际上，发达市场的

增长率从 2008年的 3.5%跌至

2012年的可怜的0.3%。从2008

年至2012年，在新兴国家中增长

率从19%跌至8%。

如果运营商没有数据收入，

仅仅依靠语音收入的话，增长率

会更低 (从 2008年的 4.4%跌至

2012年的 -2.4%)。另一方面，

数据上的收入增长率从2008年的

4.5%上升至2012年的5.9%。这

暗示着数据收入为移动运营商的

收入增长做出了很多贡献。

目前为止，运营商在提供“互

联生活体验”领域没有取得领先

地位。占得先机的是OTT(如谷歌)

和设备制造商 (如苹果 )。这些公

图1  OTT而不是运营商在“互联网生活体验”
中占据领导地位

注释：使用强度基于用户数量；产品成熟度取决于服务推出的时长和服务的规模。
来源：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组 2012年 ABI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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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前采取行动，就服务采用率

而言遥遥领先。正如图1中“使用

强度”和“服务成熟度”指标所

展现的那样。

就移动云而言，大多数运

营商仍处于早期阶段。一些敢于

尝试的运营商——中国移动、

Verizon和AT&T公司——已经开

始意识到通过他们自己的应用商

店 (APP Store)或外部应用商店链

接提供移动云服务的价值。但是

从总体上看，运营商在这一关键

的机遇面前错失了先机。

但是，为什么大多数运营商

在提供移动云服务方面落于人后

呢？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

尽管和OTT相比，运营商在网络

使用上受到限制，运营商拥有许

多成功开展云服务的关键支柱，

其中包括用户数量、网络、数据

中心、操作支持系统、业务支持

系统和托管服务。

造成目前落后的一个原因

是，最初移动云服务的利润空间

会低于传统的主流服务，如短信

服务。所以，许多成熟的运营商

安于现成的成功路径，优化他们

既有的产品组合。举例来说，许

多移动运营商已经通过语音和短

信服务建立了稳固的20%-25%

税前利润空间。相较而言，许多

移动云服务的息税前利润空间只

有10%-20%。结果，许多运营商

对提供新产品缺乏热情。移动运

营商应该破除现有经营模式，拥

抱创新，这对于获取未来的利益

意义非凡。

阻碍运营商开展云服务的另

一个因素就是其平台的碎片化，

缺乏保持一致性的开放API标准。

这些碎片化的平台横跨不同的技

术平台，包括2G、3G、4G无线

和WiFi,所有这些平台在供应商

和技术上都各不相同。这就降低

了运营商提供横跨固定、移动和

WiFi的跨平台服务的能力。跨越

封闭的业务和企业的解决方案同

样是一个挑战。

一些运营商已经着手一些转

变项目以应对碎片化的问题。这

为创造新的移动云服务提供了更

多的灵活性，能够更快地到达市

场，更精准地定位。封闭的业务

障碍已经被打破，企业、部门和

消费者可以更加安全和可靠地开

展服务。这些数据，以及更多人

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趋势，形成

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运营商需

要积极采取行动以拥抱云技术。

　　

移动云服务的状态
——现状和未来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会评估

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现状以及窥测

未来，以及这些服务将怎样演变为

2-3年的中期服务和5年或以上的

长期服务。并将预测哪一项服务又

将给运营商带来最大的价值。

首先，我们认为移动服务集

成到不同的平台之上将让移动服

务应用更加广泛，并会变得更加

智能以及具备吸收处理大数据的

能力，如下面预测分析。

我们将能够预想在近期、中

期和长期时间段中三种典型的移

动消费者“生活中的一天”的情

景以及他们的生活怎样受到前文

四种互联的服务类型的影响。值

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些情节中

最具科幻性的情节，在实验室和

研究机构中，已经做过实验或已

经到达了原型阶段。

首先，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Choan代表性的一天。Choan是

一名年轻的、精通技术的上班族，

居住在首尔周边的当代郊区。

购物和支付——刚抵达办公

室，Choan通过集成的移动设备、

即时信息、会议技术和语音邮件

连接上公司遍布全球的广泛的合

作伙伴和合作商网络。实时的翻

译服务使这样的跨语言交流变得

轻松自如。然后，在度过一个繁

忙的虚拟会议和虚拟交流的早晨

之后，Choan利用一些休息时间

和她设备应用上的好友分享一些

博客、视频和照片。作为回报，

她收到了有关她可能购买的商

品、可能去的地方以及可能观看

的视频的实时推荐。

监视和控制——在她晚上回

家的路上，在一个“虚拟司机”

的帮助下——就方向、交通和预

计到达时间给出建议——Ch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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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一个新的路线。

学习和娱乐——回到家，

Choan利用融合的平台体验最前

沿的娱乐。她能够从IPTV、视

频点播、付费电视、节目回播或

OTT提供的用户生产的内容中选

择自己需要的内容。使用多屏技

术(n-screen)，她在电视、电脑、

智能手机和平台电脑之间无缝穿

梭。在夜晚结束前，Choan的游

戏活动被集成到社交网络之中，

能够让她和朋友及用户组分享她

的这些活动。

在五年或者更少的时间以

内，另一个移动消费者Andreii将

能在莫斯科看到他经由大数据分

析、人机互动和物联网转变的强

化的互联生活体验。

监视和控制——Andreii将会

在这样的家中醒来：所有的灯光、

能源、监视设备和家用电器都与

云相连接，即便在他离开家之后，

也能够通过智能设备进行监视和

控制。

通信——在办公室，Andrei

得益于大量的被快速分析的新的

数据流，以便预测新的趋势和未

来的行动。

购物和支付——Andrei在购

物和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只需要

影像识别、声音识别或其他的生

物特征识别技术而不再需要卡片

或移动设备。与此同时，Andrei

的移动设备将会在购物的过程中

提醒他预算限制并向他推荐什么

样的优惠券或出价能够优化购买

行为。

学习和娱乐——Andrei回到

家中放松时，移动设备中的智能

分析系统——能够从他的姿势、

手势以及历史使用行为中“学

习”——向他推荐符合他心情、

时间和地点的视频、音乐和游戏。

超过五年之后，增强现实技

术、M2M(Machine to Machine)

通信技术和纳米技术将会进一步

转变王媛的生活。王媛是中国上

海的一名信息工作者。

监视和控制——王媛的“虚

拟管家”会叫她起床、更新她一

天的任务清单、提醒她家用电器

异常情况以及从超级市场中向她

发送购物清单 (如果冰箱中的牛奶

储量不足，它就会“知道”)。

通信——任何设备上都能够

跨平台交流让她的工作终身受益。

植入她身体中的纳米技术设备随

时监测和分享她的健康数据。

购物和支付——如果王媛选

择在家中或工作时购物，她能够

试穿“虚拟”的衣服，因为她的

移动设备与网上商店相连接，能

够虚拟化生成她的身形和面容。

学习和娱乐——一回到家，

她将会进入一个由虚拟扩张和弥

漫的娱乐节目构成的多维世界，

她可以观看、感觉，为了增强冲

击，她甚至可以闻到节目内容的

味道。当王媛与屏幕中的角色实

时地互动和角色扮演的时候，超

现实、全息动态影像将以360全

方位观看视角呈现。

这些可能性代表着未来运营

商可以定位的巨大潜在市场。思

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研究中心

预计，上述四种服务中的总体收

入将从2012年的390亿美元上升

到2016年的640亿美元。其他通

过云计算可实现的应用领域——

包括视频流、数据分享、在线游

戏和M2M服务——预计在2016

年将带来额外的3350亿美元的收

入，因此总体上移动云的收入将图2  移动云业务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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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4000亿美元。

运营商怎么从移动云中获
取更大的价值

我们已经探讨了一些驱使

运营商迎接移动云的强有力的论

点，并同时探索了一些令人兴奋

的、引人入胜的可能性。但是运

营商怎么做才能从这些服务中盈

利并切实降低其成本呢？

尽管就投资回报率而言，移

动云服务高于传统运营商的语音

和短信服务。因为许多基于云的

服务只要求对现存网络的顶端基

础设施进行投资，以投资回报率

作为标准的话，它比移动语音、

短信和多媒体信息服务的回报更

高。明显的例外情况包括移动视

频服务，它经常需要投巨资去扩

大网络容量、获取内容以及补贴

终端用户的设备。然而，就利润

空间而言，目前移动云服务还落

后于传统移动服务。那运营商如

何从移动云机会中更好地提升利

润率？关键是寻找到能够提升利

润的相关收入和成本的平衡点。

在用户月租费用领域，目标

就是获得额外的用户并说服他们

支付更多。可能的措施包括从固

定费率和”一刀切“的定价转向

分层的定价；依据顾客价值定价；

就发展中市场而言，降低宽带接

入的费用以增加云服务的渗透。

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如印度和

中国，降低的接入费用和少于50

美元的接入门槛正不断提升服务

采用率。依据顾客价值定价 (按值

定价 )正是运营商开始尝试使用的

措施。这包括智能地为移动云服

务的附加服务 (保证带宽、减少延

迟和在特定时间段中的通讯优先

等 )定价。以芬兰的一家移动运营

商Elisa为例，它引入了“涡轮增

压模式”。这项服务通过为用户

增加20Mbps的提速——比正常

移动宽带速度增加30%——每月

收取4美元。

在广告领域，目标是通过增

加广告比率和用户对广告的容忍

度来补充月租费收入，尤其是在

购买力低的市场中。日益明显的

是，大数据将会进一步增加这项

收入的机会，因为它可以驱动个

性化的和定位更加精准的广告。

通过用户和网络分析 (例如，基

于用户的使用行为、访问的内容 /

服务类型以及社交网络属性 )，运

营商可以实现内容和广告的个性

化，增加收入。例如，法国电信

公司Orange对诸如体育板等主题

板块中插入的个性化广告收取高

达85%的额外费用 (与其主页上

一般的广告相比 )。

随着OTT所面临的挑战已

经被克服，新的机遇将会涌现。

更高层次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包括内容供应商和OTT自身——

将会变得至关重要。鉴于OTT提

供的移动云服务的成功，运营商

寻求其运营手段的差异化，综合

的APP商店正在快速发展。通过

APP商店，运营商能够植入品种

各异的移动云服务。这其中包括

高收益率的服务如多屏视频。其

他的比如通信、游戏和社交网络

服务将要求运营商与OTT和内容

供应商共享收入。例如，AT&T

公司收购了应用商店Plusmo；

Sprint公司与另一家名为Hanmark

的APP商店合作；中国、韩国和

日本的运营商正积极有组织地增

加他们的APP图书馆。

除了应用商店之外，促进新

内容创新和APP创新也非常重要，

采用平台即服务 (PaaS)的开发结

构作为开始是一个关键步骤。尽

管苹果已经成功地通过其平台实

现盈利，许多运营商还有很长的

一段路要走。另外一个成功的案

例是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onica

的BlueVia，它和第三方开发者分

享使用 Telefonica公司语音、信

息和付费APP所获得的收入。

　　

运营商降低成本可采取的
与云相关的一些主要措施

数据中心是移动云服务的核

心，来自电力、冷却、空间和管

理方面持续上扬的成本，致使传

统的每台服务器负载一个应用程

序的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为了降低数据中心的花费，运营

商可以考虑转移到虚拟的基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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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数据中心。在运营商的数

据中心内，虚拟化的技术可以在

一台服务器上运行多个负载应

用。这将有助于帮助运营商提高

利用效率、实现规模经济。相较

于传统的数据中心 ,大规模的虚拟

云数据中心能够节省超过30%的

总体拥有成本。

面对日益增长的移动数据流

量，IP传输的成本必须要降低。

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通过 IP网络

优化配置内容传输网络的高速缓

存，以实现传输成本的降低 (每月

每Mbps降低4-12美元 )和用户

终端服务质量的提升。内容传输

网络功能可以包含在设备、WiFi

接入点、无线控制器、基地站或

其他的上行聚合点中。配合用户

分析能力，内容传输网络同样可

以通过个性化的内容和广告产生

增值的收入。

移动接入由于频谱的问题而

经常受到限制，包括带宽不足和

成本过高。作为传统的无线接入

网络——传输占用大量带宽的移

动服务——的替代选择，运营商

应该考虑使用WiFi来补足3G和

4G网络，尤其是在人群密集的公

共场所如体育场、飞机场、火车

站、购物中心和饭馆以及一些居

住区和商业区。思科互联网业务

解决方案研究中心在研究亚洲运

营商WiFi部署情况时发现：在高

可用带宽的情形下，WiFi可以抵

消90%的3G成本 (未包含最初的

3G/4G频谱成本 )。因此长期来

看，广泛部署WiFi相对于3G来说

更加经济实惠。

此外，在既要保证质量和用

户体验又要降低网络成本的要求

下，移动运营商可以把RAN功能

虚拟化，在网络边缘处保留天线

功能和放大器功能，而将基带处

理移到云端。一个虚拟化的云无

线接入网络 (Cloud RAN)解决方

案能够降低资本支出 (约 20%-

25%)和运营成本 (最高达70%)。

对移动数据而言，其他的

重要基础实施如 IP网络 (packet 

network)也正在被虚拟化。结合

使用Cloud RAN技术，虚拟化的

EPC(evolved packetcore)能够减

少对节点的要求、提高 IP传输网

络资源的利用率，并利用软件升

级 (而非硬件升级 )来增强网络的

功能，从而降低15%-25%的资

本支出。

用户端的开发也会受到移动

云的影响。随着处理和储存都集

中在云端，移动设备提供商可通

过推行较弱和较便宜的“瘦客户

端”设备以降低潜在的设备补贴

成本。鉴于更低的处理器、内存

和应用证书的成本，一个基于移

动云的手机会比类似的智能手机

便宜10%-15%。

　　

结论

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移

动云对于运营商而言很有必要。

年轻的、精通技术的中产阶级的

崛起转化为对移动设备不断增长

的消费。这些消费者将会越来越

多地从云端获得服务。下一代人

将会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使用移动

云服务——学习和娱乐、通信、

购物，还包括家庭安全监控。

尽管移动云服务提供了巨大

的财富机会，运营商要想在这个

市场中获胜，需要精心地计划策

略。建立新型的业务和技术架构

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有利于

促进定价优化、个性化服务和定

位广告等创收措施的开展。与此

同时，运营商需要投资一些降低

成本的措施，如虚拟化数据中心

和移动网络、采用WiFi，来补足

3G/4G接入技术以及提供“瘦身

版”的手机或平板，来降低设备

补贴开支。此外，在通往移动云

的旅途中，运营商需要与生态系

统中其他伙伴携手共进。这些伙

伴包括媒体公司和内容提供商，

其他潜在的伙伴也可能是OTT自

身。

对许多运营商而言，通往移

动云的成功旅程才刚刚开始。但

是大量的机会正等待着所有在移

动云领域探险的运营商去发现，

同时赢回在移动业务领域的主导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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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与光传输融合的骨干网演进趋势

天津南开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

单位: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职务 : 运营商解决方案架构师

2005年加入思科中国，负责电信运营商网

络与业务的顾问与咨询，长期参与多个国

内、国际大型网络项目的解决方案提供、

设计和实施，在 IP/MPLS、网络快速收敛、

IPTV承载网设计、IPv6、BNG等技术领域具

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密切跟踪行业的热点技

术：SDN/Open�ow、IP与光的融合、运营

商级WiFi、DC互联等。

王伯剑 

一  前言

互联网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稳定并具有高度可扩展能力的网络基础架

构，而其中骨干网承担的作用至关重要。作为运营商网络流量汇聚及转

发的中心，大型运营商骨干网的流量通常会达到45%~60%的年复合增

长率，用户流量经过骨干网的比率也超过了60%。所以骨干网既是运营

商提供互联网服务的核心基础，同时也是运营商网络投资的重点。

目前运营商的骨干网普遍采用了网络分层的架构，每个网络层面的

运维和业务开通是相互独立的，这种分离的现状来自于传输和 IP在技术

专业上的差异性以及内部组织管理的独立性。然而，网络层次分离导致

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业务的开通需要不同专业在不同网络层面间进

行大量的协调 ,网络的扩容和流量疏导缺乏有效的同步机制，导致流量预

测和有效转发变得非常困难。传输与 IP设备间存在大量背靠背链路和光

接口，也造成网络投资的增加。展望未来网络演进发展策略，运营商需

要更具创新性、更体系化、多维度的解决方案，来帮助规划骨干网的演

进策略。

本文将通过对骨干网架构面临问题的分析以及业内诸多演进思路的

对比，来介绍思科针对 IP与光融合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技术及对未来骨干

网架构演进的愿景。

作者 : 王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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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联网流量发展趋势及
运营商面临的挑战

随着数据业务的不断发展及

用户数量的飞速增长，中国互联

网尤其是骨干网流量增速都十分

迅猛。流量强劲增长趋势存在两

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流量大部

分以 IP分组数据为主，传统的

TDM业务向分组迁移趋势明显，

根据统计估算，骨干网上超过

95%的流量是分组流量，TDM流

量的比率将越来越低；第二，流

量模型的预测将愈发困难，随着

云计算业务的发展，运营商、内

容提供商和企业都在建设超大型

数据中心，流量向云端聚集的效

应越发明显。流量的动态变化相

比从前将更加频繁和密集，需要

运营商骨干网能够迅速响应。

目前运营商普遍采用的分层

模型 (如图1)不能适应这种趋势

的变化。分层架构从专业分工的

管理角度看有其存在合理性，但

随着分组和 TDM流量的此消彼

长，SDH/SONET网络的规模已开

始逐渐萎缩，甚至一些

运营商明确叫停了新建

SDH/SONET网络的项

目。大颗粒的分组业务

由分组层传送，并直接

承载在波分链路上。流

量类型和模式的变化造

成传统分层网络架构存在的弊端

也日益凸显。

同时，在骨干网中，路由器建

网成本要高于TDM(SDH/SONET，

以及OTN)，更高于DWDM。因此

从降低网络扩容成本的压力角度，

运营商期望能够利用底层的网络帮

助上层的网络卸载流量。但由于骨

干网平面95%以上都是 IP分组流

量，且流量调度的颗粒度都很高(上

百Gbps)。因此，在骨干网平面，

最为经济有效的流量卸载方式是

IP+DWDM，即路由器流量直接进

入DWDM波分系统，通过波长的

交换实现最低成本的流量疏导。在

这种场景下，无论是SDH/SONET

还是OTN电交叉，都无法有效、

低成本地帮助分组层卸载流量。

在DWDM波分层，目前的波

分设备通常在波长可调

度方向的数量以及不同

颜色波长之间的交叉变

换上存在一些限制，这

些因素都导致在长途骨

干网组建全部或部分网

状网具有一定的难度和

成本的压力，所以目前

电信运营商在长途传输

上仍然以链状或者线型组网为主。

流量的传送需求要跟随传输线路

的方向，链状或线型组网显然并

不是流量调度最优的拓扑结构。

此外，目前波分网络的业务

配置仍然以静态手工配置为主，电

路的开通、波长的映射、端口的配

置都要完全依赖网管人员进行手工

配置。显然这不能满足运营商业务

快速发展、流量模型日趋动态化和

复杂化的趋势。因此，运营商需要

波分设备具有更多的智能，提供更

好的灵活性，并且支持与 IP分组层

更紧密地协作。

三  业内对于骨干网架构
演进的观点

骨干网架构未来如何演进 ?

如何实现 IP和传输系统之间在

控制平面的协同？这些问题一直

以来都是业内讨论的热点。对于

这些热点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运营商骨干网的业务需

求，从而明确未来架构的演进方

向。目前有三种主流的架构体系：

Full IP Core、Hollow Core 和

Lean Core。

Packet

Optical TDM

DWDM

Packet

DWDM

TDM

图1  骨干网典型的分层模型

图2  Full IP Core网络构架

Packet

DWDM

PEER PEER

EDGE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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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IP Core架构

路由器 +ROADM波分系统

组网，在路由转发平面通过 IP技

术实现用户流量的寻址和疏导。

BGP协议被用来在所有路由器之

间同步转发状态信息。骨干网路

由器之间通过长途波分系统进行

连接：路由器提供白光接口，连

接到传输的波长变换器，波长变

换器进行彩光调制后进入ROADM

波分系统 (如图2)。核心路由器

之间通过部分网状连接实现拓扑

扁平化。路由器与波分平面之间

独立管理和运维，彼此之间通过

OAM机制实现网管和故障诊断的

协同。

这种架构的优势是完全利

用了 IP层动态路由协议的灵活

性和分组交换技术统计复用的经

济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动

态的流量调度和带宽利用率的提

升。但是，存在问题：第一，需

要支持全 IP业务的核心路由器，

建网成本较高；第二，路由器层

面与波分ROADM层面缺乏控制

平面的协同，仍然存在效率和投

资较高的挑战。

Hollow Core架构

路 由 器 +OTN 电 交 叉

+ROADM波分系统组网，由全网

状的OTN电交叉来替代核心路由

器，网络中的边缘路由器负责用

户侧流量的终结，以及核心侧不

同方向的流量与OTN电路的映

射。骨干核心的转发完全由OTN

电交叉根据电路映射进行疏导。

ROADM提供OTN电交叉设备在

长途的连接 (如图3)。

这种架构的目标是通过成本

更低的OTN电交叉设备来代替核

心路由器，以实现整网建设成本的

降低。但OTN的TDM技术本质，

意味着在这种架构下需要引入N

N连接问题：即为了实现网络的全

连通，路由器之间必须建立全网

状的逻辑连接。边缘路由器的核心

方向接口需提供大量的子接口能

力，增加了边缘路由器成本。同时

OTN需要为所有逻辑连接按照最

大峰值带宽要求预配置电路连接以

及对应的保护电路连接。这使得无

论在带宽利用率、网络弹性以及故

障保护效率方面，这种组网架构都

存在明显的劣势，因而难于实现最

初替代核心路由器

实现整网投资降低

的目标。

Lean Core架构

路 由 器 +LSR 

( 标 签 交 换 路 由

器 )+ROADM 波 分

系统组网，这种架

构完全利用MPLS技术实现全网

转发状态的动态同步，核心转发

使用仅支持标签交换的LSR替代

价格昂贵的全 IP业务核

心路由器，由于LSR仅

根据标签表进行转发，因

而无需维护庞大的路由

转发表项，并且降低了端

口对于硬件队列数和内

存容量的需求，所以相比

较核心路由器能实现较

大幅度的成本降低 (图4)。

这种架构的优势在于利用

MPLS技术可以实现多业务融合

承载，运营商无需为单独业务建

设独立的网络，从而实现运营商

整体骨干网投资的降低。但在这

种架构下，一方面由于引入纯粹

的LSR设备，网络层次必须从扁

平化倒退回层次化，增加了边缘

路由器与LSR之间的背靠背链路

和接口的数量；另一方面，对边

缘路由器的功能需求提高，所有

的路由转发决定都要完全依赖边

缘路由器。这两方面因素在一定

程度上抵消了引入LSR所带来的

成本降低优势。

图3  Hollow Core网络架构

Packet

DWDM

TDM

EDGE EDGE

EDGE EDGE

PEER PEER

OTN OTN

OTN OTN

图4  Lean Core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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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R LSR
LSR LSR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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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Lean Core的

架构同样没有解决Full IP Core架

构中分组层与传输层之间缺乏控

制平面协作的问题，因而，同样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骨干网架构演

进中降低整网建设成本、提升网

络效率的核心诉求。

四  思科 IP与光融合的
创新架构

为了全面地解决这些挑战，

运营商需要更为系统化和更具创

新性的解决方案，能够在多个维

度并行满足骨干网演进的需求：

容量更高地的扩展、建网成本的

降低和网络运营效率的提升。容

量的扩展不能以牺牲灵活性为代

价，灵活性的增强也不能导致建

网投资成本的增加。为了平衡多

维度的需求，思科针对骨干网架

构演进开发了面向 IP和光融合的

全新解决方案——nLight，nLight

的目标是实现从应用层、分组层

到光传送层的多层网络优化，集

成了最新的光传送技术、控制平

面技术以及SDN所提供的可编程

API接口能力，使得网络的建设和

演进能够适应运营商快速增长的

业务需求。

智能ROADM系统

智能波分系统是思科 IP与光

融合架构的基础，骨干网的长途

传送离不开波分系统的参与，因

此波分系统的灵活性对于骨干网

架构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那么

对于未来的骨干网演进，波分传

输系统需要哪些新的技术？思科

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可调激光器——Tunable 

Laser

* 与波长无关的接口—— 

Colorless Interface

* 100G可调相干光检测接

口——Tunable Coherent Receiver

* 全向接口——Omni Interface

* 持可配置的动态频宽分配

能力

* 波 长 连 续 无 关 性

Contentionless

* WSON的G-MPLS动态控

制平面

智能ROADM系统彻底改变

了传统波分系统的业务配置复

杂、维护工作量巨大、组网限制、

业务开通低效等诸多问题。利用

前面提到的新技术，波长上下路、

不同方向之间的波长交换、波长

颜色的重新配置等都完全可通过

软件方式实现，简化了网络运维、

提升了业务开通效率。WSON动

态控制平面的引入，为未来与分

组层在控制平面的协同奠定了基

础。简而言之，智能ROADM系统

是运营商未来向全光组网演进的

重要基础。

灵活的设备形态融合

从40G时代思科创新地提出

在路由器上支持 IPoDWDM彩光

接口以来，分组设备与传输设备

之间从设备形态的角度实现融合

就成为业内广受关注的话题和研

发的方向。设备形态的融合降低

了网络端口及链路的数量，减少

了昂贵的波长变换器件，节省了

设备所占空间和功耗，具有极强

的经济动力。同时技术的进步也

能够推动组织架构的变革，设备

形态的融合使得运营商能够促进

专业之间更加紧密和高效地合作，

从而降低整个网络的运维开销。

在推动设备形态融合的过程

中，由于用户自身情况及网络设

IP和光网络融合的技术类型 适合应用的场景

基于硅光子技术的100G彩
光接口卡

路由器直接提供100G彩光接口，节省TXP

nV虚拟集群技术
核心路由器与ROADM组成集群系统，提供高密度100G彩
光，统一 IP和传输的网管

Virtual Transponder技术
在彩光部署的场景中，将路由器上彩光的网管配置接口开
放给第三方的传输网管，保持既有的网络运维模式

基于预前向纠错码的主动故
障保护技术

在光层面通过G.709的FEC监测光路的误码率，当超过预
定门限时，可主动触发 IP层面进行路由切换，实现接近零
丢包的网络收敛

iOverlay控制协议
提供分组和传输平面之间的控制协同机制，在控制平面上
实现融合

与业务类型无关的交换矩阵
技术

分组和电路交换业务共享交换矩阵，在单一系统中同时提
供从电路到L2/L3分组交换的全业务，满足运营商期望网
络层次纵向融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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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用户

都能够采用相同的融合技术，因

此要求设备形态的融合技术具有

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用户

的融合需求。在思科n-Light解决

方案中，思科提供了多种融合技

术 (见表 )，满足用户从物理形态、

网管、协议控制等多个角度进行

融合的需求。

思科 iOverlay控制平面协议

智能ROADM系统引入后，

波分层变得更加动态和灵活，任

何接口和波长的重新配置及选路

都可通过软件方式来完成，从而

使得利用控制协议实现 IP和光层

的融合成为可能。为了解决 IP与

光传输的控制平面的协作问题，

业界提出了GMPLS协议，利用通

用的转发信息标识与MPLS标签

的映射来实现不同层面的转发状

态信息共享。GMPLS协议提出，

十多年间已有不少 IP和传输设备

厂家支持了GMPLS的功能，但

由于缺乏互通性和GMPLS本身

工作模型存在的问题，没有规模

的实际部署。因此思科在GMPLS

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工作模式

iOverlay(见图5)。

iOve r l ay ( I n f o rma t i ona l 

Overlay)扩展了GMPLS协议对于

客户侧接口UNI的定义，利用这

种增强的UNI接口，IP和光传输

层之间可以共享拓扑与路径属性

信息，但又同时保持两个路由域

的相互隔离。在 iOverlay的工作模

型中，波分层的DWDM系统可以

向 IP层的路由器系统提供有关光

路的诸多信息：光路标识符、可

用路径、延迟、误码率、路径开

销、共享风险链路组 (SRLG)、光

路的保护属性等，利用这些信息，

IP层的路由器系统能够计算端到

端的最优路径，并根据最优路径

的选择，向DWDM层发起光路连

接的建立和拆除请求。iOverlay解

决了许多传统网络设计中由于 IP

与光层之间缺乏沟通而导致的低

效和非最佳路由的问题。

利用 iOverlay功能，从 IP层的

路由选路到光层传送路径的建立，

仅需数秒即可完成，相比较之前

动辄需要数十小时甚至数周的时

间，iOverlay极大地提高了业务开

通和故障恢复的效率。从经济性

角度，iOverlay能够提高网络链路

的带宽有效利用率，通

过更加动态和实时的路

径选择，降低了对冗余

的网络接口、波长变换

器及链路的需求。图6

对比了传统保护模式与

iOverlay的保护模式的

差异，可以看出，使用

iOverlay之后不仅链路和接口数量

得到降低，通过链路的平均带宽

利用率从47%提升到70%。

基于SDN的开放可编程接口

SDN是当前业内的热点话题，

人们期望通过SDN带来新一轮的

技术变革，更好地解决今天在网络

设计和业务提供方面遇到的困难。

思科已经针对SDN发布了完整的

ONE——开放网络环境的解决方

案，目标是利用SDN在网络与应

用层之间建立正循环的控制体系，

一方面通过SDN进一步开放网络

能力，提供给上层应用，实现数据

分析并开发新型业务；另一方面上

层应用可以利用开放接口对网络实

现精细化的策略控制。

将SDN引入骨干网的优化设

计中，正是利用SDN的理念在应

用层与网络层之间提供可编程的

开放接口，通过这种可编程的开

放接口，网络层面能够将拓扑信

息、SLA信息、链路可用性信息、

吞吐量带宽信息等实时地提供给

上层应用，上层应用通过集中化

的全局资源计算以及业务相关的

策略控制，实现对流量转发路径

图5  iOverlay工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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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两种保护模式的带宽利用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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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调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思科目前正在 IETF等标准组织

中推动BGP-LS和 PCEP等协议

接口的标准化。在思科基于SDN

的骨干网优化解决方案中，除了

网络层需要支持这些开放可编程

接口，作为上层应用也需要具备

集中化流量规划和路径计算的能

力，最近思科收购了业内知名的

流量规划解决方案的软件提供商

Cariden，使得思科能够提供给客

户完整的SDN解决方案 (图7)。

五  骨干网架构的演进路线

今天极少的运营商会考虑从

头建设一张全新的骨干网络，绝大

多数运营商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最

小的代价尽快向目标架构演进，而

由于运营商之间的差异性，很难提

出一条普适的演进路线。

基本而言，对于提供全业

务的电信运营商和正在考虑自

建骨干网的内容提供商及新兴

的有线电视服务商，需要考虑

不同的演进策略。前者已普遍

建设了骨干网，并且在网络架

构演进过程中非常关注网络的

多业务提供能力，因此这些电

信运营商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

保护投资，如何实现多业务提

供。而对于内容提供商和新兴

的有线电视服务商，通常而言

没有既有网络的负担，组织架

构相对简洁，骨干网承载的业

务类型也较为单纯，因此演进的

路线更为直接。

针对国内电信运营商的现

状，三大运营商普遍采取了双骨

干网的建网策略：互联网骨干网

和MPLS骨干网。这两张骨干网

采用了不同的组网技术和架构，

有完全不同的业务承载定位、不

同的带宽利用率设计目标和SLA

服务水平承诺。这种双骨干网的

设计已存在多年，成熟稳定地支

撑了运营商业务的发展和流量的

增长。合并两张网络在投资保护、

回报率、网络迁移过程中对业务

影响的风险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

性。因此，在未来3-5年，思科

认为双骨干网仍然会长期并存。

对于互联网骨干网的演进策

略，思科认为，100G光传输是演

进的第一步，运营商应该借助传

输网络升级的良机，考虑建设全

新的100G光传输平面，并且引入

WSON、ROADM、Coherent、彩

光等新技术，同时进行核心路由

器的容量升级，以及POS接口向

高速100GE的迁移，未来逐步考

虑核心路由器、OTN、波分系统

的纵向融合。

对于MPLS骨干网的演进策

略，由于这张骨干网的目标是通

过轻载的设计提供精品多业务服

务，流量因素并不是骨干网演进

的主要动力。因此，思科认为这

张骨干网下一步的演进方向主要

是：引入智能ROADM系统、加速

POS向10GE/40GE的迁移，通过

P与PE路由器的整合推动MPLS

网络扁平化。

骨干网架构演进路线见图8。

六  总结

通过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到

思科提出的 IP与光融合的全新

骨干网演进方案，力图在多个维

度上来解决骨干网架构演进过程

中所遇到的挑战。这些创新的技

术和产品设计理念，部分已经在

当前的核心产品平台上实现。目

前思科正在标准组织中积极推动

iOverlay、Stateful PCE等协议的

标准化进程。思科在核心网络技

术的持续投入和创新，将助力运

营商骨干网不断优化和演进，更

有效地支持未来业务的发展。

图7思科基于SDN的多层网络优化架构

图8 骨干网架构演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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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的BYOD无线网络方案
随着移动性的提高，知识型和

服务型员工的工作效率正在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度便携

的联网设备和应用充分利用网

络智能优势，正迅速改变着企

业的业务和组织模式，它们同

时也在改变着员工的习惯和工

作方式。

毋庸置疑，这种变化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非常方便易用的平

板计算设备的推出，例如Apple iPad。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平板电脑

用户依靠这些设备来完成各种日常工作。与智能手机一样，平板设备已

日益成为用户日常工作 不可或缺的工具。

一  平板计算趋势

在许多用户看来，平板电脑是比传统计算平台 (例如笔记本电脑 )更

高效的工具。因此，平板设备在企业中迅速得到广泛的应用。企业在处

理这些快速增加的设备时，主要呈现出三种趋势。

最开明的公司为员工配备平板设备作为其主要计算设备，甚至尝试

开发定制的应用程序来解决关键业务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公司赢

得了竞争优势。此类公司正在将很大程度上属于消费领域的设备转变成

为他们能够完全控制的可管理设备。德勤咨询公司预计，企业购买平板

设备的比例占平板设备销售总数量的25%，相比之下，Forrester认为这

一比例为30%。无论实际占多大的比例，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一些公司认识到，员工的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的满意

度，而员工的满意度又受到员工能否自行选择移动设备的影响。因此，

这些公司允许员工“选择”他们喜欢的移动设备类型，而不是强迫员工

从已经制定的设备名单中选择。这一趋势被广泛称为“带上你的设备来

上班”或者 (BY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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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OD的出现有利有弊。

•非可管理设备：这是最常见

的情况，因为这不需要占用任何

IT 资源。同时由于公司不必购买

设备或报销设备费用， 还可大大

减少支出。

•可管理设备：一些公司会

选择为自己购买设备的员工报销

费用 (有一定的最高额度限制 )，

并要求员工购买的设备必须满足

特定的安全要求。此类别与赞助

类别的主要区别在于，员工在设

备使用周期结束后可以拥有设

备。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很多公

司仍然忽视员工带着自己的“消

费型设备”来工作的事实。这些

公司对于这些设备访问网络资源

的方式不加以控制，从而将公司

网络置于危险之中。但如果禁止

他们使用那些设备访问公司网

络，又会伤害员工的良好意愿。

二  挑战

平板设备在企业中的大量出

现给 IT 部门带来了各种亟待解决

的挑战。这些挑战多种多样，具

体取决于用户所处位置 (在企业办

公地点还是外部场所 )、他们使用

的是哪类设备 (可管理还是非可管

理 )，或者他们使用哪类网络访问

(有线还是无线 )等。

我们将这些挑战划分为三

类。

1. 用户体验和效用挑战

赞助或是欣然接受平板设备

的公司无疑希望从这些设备中获

得最高投资回报，同时最大限度

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这些设备

中绝大部分只能通过无线网络联

网 (多数缺少以太网端口 )，因此

强大的无线基础设施就显得至关

重要。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最

终用户体验和效用呢？

a. 视频

平板设备的广泛采用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具备可带来交

互式多媒体体验的卓越功能。我

们看到：

•酒店管理公司为其礼宾部员

工配备了交互式多媒体设备，用

于向宾客展示城镇周边的特色和

游玩场所；

•零售商借助移动视频专家支

持来增强客户体验；

•医疗公司向医生提供具备前

所未有的清晰度和便携性的可视

化工具，要在平板设备上播放流

视频 (通常为高清 )，无线网络需

要能够有效处理到多个终端的组

播视频流。

b. 智能应用

部署平板设备的公司认识到

了利用自主开发改变其业务流程

的潜力，并在许多情况下构建了

自己的定制应用来解决复杂的运

营问题。这些应用在能够利用网

络提供的智能时，将会变得更加

高效。例如，一家制造公司为车

间领班构建了一款应用，通过将

能够提供有关重要生产资产的实

时位置信息的环境感知功能集成

到此应用中，该公司立即提高了

投资回报。

c. 带宽可用性

Wi-Fi作为平板设备访问网络

的主要方法，是一种共享资源。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网络，

这一共享资源变得越来越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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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员工现在一般可能

会随身携带三台或更多台网络设备

(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手持扫描仪、Wi-Fi电话等 )。

改进的便携性带来了高密度客户端

问题，会极大影响用户体验。

•此外，由于许多设备选择运

行虚拟桌面应用来减少安全威胁，

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在发起

会话的过程中，虚 拟桌面会频繁

产生巨大的带宽需求，从而对带

宽可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d. 漫游

笔记本电脑不能真正实现边

移动边操作，相比之下平板设备

更像智能手机，让用户即便在移

动中也能高效工作。随着在接入

点间进行漫游的客户端数量不断

增加，无线网络正面临越来越大

的压力。这反过来又使得提供无

缝移动体验变得更具挑战性，在

网络尚不充分具备能力来处理这

种程度的移动性的情况下，这一

点表现尤为突出。

2. 安全挑战

对用户而言，显然网络

需要提供强大、安全的连接。

获得安全连接和配置正确的访

问标准是 IT针对平板设备必须

要 解决的最大挑战之一，特

别是在处理非可管理设备时。

主要安全挑战总结如下。

a. 分析和状态

自带智能设备存在固有

的风险，在允许它们接入网

络之前，要仔细对其进行甄别，

确保其具备正确的安全更新和补

丁级别，避免恶意软件传播和保

护敏感的公司数据至关重要。

•设备分析 (或特征探测 )是

一个重要工具，用于确定设备类

型以便进行相应处理。

•设备状态评估是在设备访问

网络时，最大限度降低病毒和恶

意软件传播到其他网络资源的一

个关键步骤。不符合要求的设备

可以被拒绝访问网络，并被置于

隔离区或允许有限地访问计算资

源，这对于避免不安全设备感染

网络非常重要。

b. 策略分配

一旦设备在网络上通过了身

份验证，IT 需要确定授予该设备

的访问权限级别。策略通常取决

于各种变量，例如用户是谁 (在企

业中的角色 )、使用什么设备、允

许访问网络的地点和时间，以及

公司决定采用的任何其他属性。

策略旨在使用尽可能少的资源管

理大量用户。公司通常可以考虑

的策略选项包括：

•员工能够通过公司或个人设

备访问所有资源，但非公司员工

人员会被拦截。

•要求员工使用公司设备，不

允许使用个人设备，没有访客访

问。

•员工可以通过公司设备访问

所有资源，使用个人设备的公司

员工和非员工合作伙伴存在访问

限制。

c. 远程访问

如果您为员工自有设备授予

了访问权限，一个重要问题是：当

该设备被远程使用时，设备上的敏

感公司信息会受到什么影响？在这

一方面无疑存在许多风险：

•该设备可能丢失或被盗，从

而导致任何不法分子获取公司信

息；

•员工可能并非该设备的唯一

用户；

•该设备在机场或咖啡厅可能

图1  思科 Prime 网络控制系统上的有线和无线客户端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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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被连接到不安全的 (和可能

恶意的 )的网络。

d. 威胁防御

威胁形式千变万化，设备状

态评估虽然有助于确保安装最新

的安全更新，但这并不能阻止被

感染的设备进入网络。因此企业

需要一种多层安全方法，来帮助

用户进行防御：

•被感染的网站，这是当今终

端感染的主要来源；

•端口80恶意流量，例如通

过即时通讯或Web 2.0应用程序

传播的社交工程威胁。

3. 可管理性挑战

IT部门往往会发现日益增加

的设备管理和故障排除需求正快

速消耗着他们的资源。在许多情

况下(特别是在BYOD时代以前)，

这些需求可能超过 IT 预算的25%

甚至30%。

a. 故障排除

非可管理设备带来了更大的

问题，特别是当员工致电帮助中

挑战 解决方案组成

用户体验
和效用

视频

采用Cisco VideoStream的Medianet：支持在接入点将组播视频流高效转换为单播视频流。利用视频流优
先级划分和资源预留控制，优化视频交付并帮助确保为最大数量的客户端提供卓越的性能。

思科兼容性扩展 (Cisco Compatible Extensions)计划：这一行业领先的计划可帮助确保当今市场上的大部
分 Wi-Fi设备均通过严格的可互操作性测试，可为包括视频在内的应用带来最佳性能。

智能应用
环境感知软件：通过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网络智能 (如基于位置的服务 )和其他类型监控 (例如温度、冲击、
湿度等 )服务。由于该软件使用开放式 API，因此其信息可以被导出并用于思科开发者网络中的各种应用。
这些应用能够显著增强平板设备用户体验。

带宽

Cisco CleanAir技术：Wi-Fi 是一个开放标准，容易受到会影响网络性能的各类设备的干扰。Cisco 
CleanAir技术提供了一种自我修复机制，能够检测、分类并减轻射频干扰，从而优化性能。

Cisco ClientLink 技术：大多数新型移动设备都配有双802.11n无线装置。然而，传统设备 (仍普遍用于
公司网络 )可能仅运行于2.4GHz频段。对于那些设备，Cisco ClientLink能够将性能 (吞吐率 )最高提升 
65%，从而改进总体带宽占用时间和性能。

Cisco BandSelect技术：任何拥有双无线装置的客户端都将被推移至不太拥挤的5GHz频率，释放出2.4GHz 
频率的空间供老式设备使用。

漫游
思科无线网络解决方案支持各种移动应用 (包括语音 )进行第二层和第三层漫游。它能够支持使用主流的平
板设备应用召开视频会议，例如Cisco WebEx®、Facetime或Skype 等。

安全性

分析和状态
(Posture)检查

思科身份识别服务引擎 (ISE)：分析请求网络访问的设备属于可管理设备还是非可管理设备。随后评估设备
的状态，如果该设备表现正常，ISE 会完成安全身份验证，允许该设备进入网络。

策略分配
思科身份识别服务引擎：通过在适当的VLAN上为用户和设备分配适当的服务质量 (QoS)，执行有线或无线
客户端策略，让 IT能够轻松监控用户或设备在哪里、以何种方式、何时访问网络上的哪些资源。

远程访问

Cisco AnyConnect™安全移动性解决方案：当设备不在企业办公地点时，通过任意 Wi-Fi 连接自动创建一
条安全隧道 (VPN)，全程保护设备连接。当设备可能连接到不安全网络时，这尤其重要。

思科 Prime 网络控制系统 (NCS)：丢失或被盗的设备可以被快速从获准设备名单中删除，以便遗失的设备
不会再次获得网络访问权限 (有线或无线 )。

威胁防御

Cisco AnyConnect安全移动性解决方案：使用思科基于企业办公地点的Cisco IronPort™ Web Security 
Appliances或Cisco ScanSafe Cloud Web Security，保护移动用户免遭基于Web的威胁，并执行一致的 
Web安全策略。

思科安全智能运营 (SIO)：针对思科安全部署，提供实时的全球威胁监控和自动保护能力。

可管理性

思科Prime网络控制系统 (NCS)：对融合的有线和无线访问网络提供统一的可见性。通过将信息整合到一个
统一视图中，这一系统能够极大地减少与设备故障排除相关的部署和管理成本。

思科身份识别服务引擎 (ISE)：集成了访客访问功能，让员工能够在一个简化的界面中授予访客访问权限。
同时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到网络的隔离的安全连接，并对访客进行全面的审核和检查。

表1  思科解决方案如何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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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求解决问题时。因此，IT时

刻了解访问网络的所有设备非常

关键。IT必须避免这一客户端浪

潮对资源的占用。

图1显示了思科Prime网络

控制系统 (NCS)如何使用单一管

理工具整合有线和无线客户端故

障排除工作。

b. 容量规划

平板设备在企业中的广泛采

用还给 IT人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

规划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

您网络中的设备类型、其相对增

幅，以及它们对您网络的需求，

对于进行切实可行的容量规划至

关重要。

c. 访客访问

正如可能有非可管理设备 (如

平板设备 )正在访问网络，也可能

有非可管理用户 (访客 /来宾 )请

求访问网络，因而企业需要集成

有效的网络管理功能，以涵盖所

有设备和用户组合。

三  思科解决方案

思科无边界网络为解决上述

所有挑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架构

方法。

表1概括介绍了构成该解决

方案的各个部分。

员工带着自有设备来到公司

并要求访问网络，这是 IT 部门

需要解决的一种最常见的使用情

况。如前文所述，思科提供了全

面的解决方案，允许非可管理设

备接入网络 (无论使用什么访问

方法 )，并确保遵从既定策略。表

2概括介绍了相比竞争对手的方

法，思科方法所具备的优势。

图2阐述了针对任意设备访

问的思科解决方案，其工作原理

如下。

•员工将公司发放的笔记本电

脑和个人平板设备一起带到办公

室。

•员工使用单一服务集标识符

(SSID)将这两种设备接入网络。

网络使用802.1x可扩展身份验证

协议 (EAP)进 行身份验证。

•思科 ISE 使用一系列设备特

特性 思科 其他 思科优势

可扩展 √ x 设备分析 (特征探测 )不是在无线控制器上进行，而是在思科身份识别服务引擎 (ISE)上进行，因
而具有很大可扩展性。在此基础之上，控制器不会被额外的服务拖累。

根据测试得出的理论吞吐率结果，竞争对手使用无线控制器进行特征探测会使控制器性能下降达 
60%。

多变量特征探测 √ x

由于单个参数很容易遭到伪装，思科并未使用单一分析参数 (如设备的浏览器类型 )，而是使用
了超过五个标准，其中包括：Net�ow、MAC 地址、 主机名称、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以及 
HTTP，以及在进程结束时判断浏览器类型，思科方法能够消除几乎所有误判，并避免向非可管
理设备提供全部网络访问权限 (假定这是所需的策略 )。

无射频开销 √ x 对设备进行分析后，可将其放置到具有适当策略控制的适当 VLAN 上。竞争对手的方法要求关联
到单独安全集标识符 (SSID)的额外步骤，这会潜在地降低网络速度。

快速分析 √ x
思科 ISE 将设备配置文件保存在一个高速缓存中，以便当设备下次在网络中出现时，整个流程能
够瞬时完成。基于控制器的解决方案不具备缓存信息的可扩展性，因此需要执行重复性任务，从
而会进一步降低性能。

精细策略控制 √ √
思科 ISE能够进行非常精细的管理和提供完全可定制的访问策略水平，包括多达四个 QoS 类别，
以及广泛的可定制访问控制列表 (ACL)和VLAN。

集成状态检测 √ x 状态 (Posture)评估是维护企业网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思科 ISE集成了这一功能，提供了
一款完整的解决方案，而竞争对手的方案则要求购买单独的设备，增加了拥有成本。

嵌入式访客访问 √ x
最后，思科 ISE 还能够从同一设备管理访客访问，以便极大简化网络部署和管理。但最重要的是，
这一方法同时支持有线和无线客户端。这非常关键，因为平板设备并非唯一接入您网络的非可管
理设备。

表2  针对任意设备访问的思科解决方案：特性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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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探测变量来准确地识别设备属

于公司资产还是个人资产。

•解决方案结合多种标准来确

定适当的策略，这些标准包括用

户是谁、正在使用什么设备、使

用位置和时间等。

•然后思科 ISE执行此策略，

将各设备置于适当的VLAN上，

同时设备使用相同的SSID联网。

•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根据

策略适当授予资源访问权限。在

图2的示例中，公司资产 (笔记本

电脑 )获得了无限的公司资源访问

权限，而平板设备则被授予了有

限的公司资源访问权限和有限的

互联网访问权限。

四  总结 

显然，平板设备和其他非

可管理设备在大型企业中的大量

涌现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一种基于网络

架构的方法才能从整体上得以解

决。竞争对手的解决方案主要为

仅仅针对无线网络的单点解决方

案，忽略了本文中列出的大多数

其他挑战。我们提出的思科无边

界网络解决方案能够解决对于有

线、无线和VPN网络的基于角色

的访问，同时在带外执行设备特

征探测。同时，该方案还能够解

决关键的安全问题，例如当设备

受到病毒感染时、丢失或被盗时、

公司数据被泄漏时或设备进行升

级时应采取的措施。

此外，思科还通过提供一流

的射频工具，从整体上解决了企

业移动用户的需求，显著提升了

用户体验。充分对比了竞争对手

的方法后，我们知悉：“够用就

好”的竞争对手解决方案无法与

思科解决方案相媲美，并且从长

远来看，其更高的运营支出将会

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的任何资本节

省。面向平板设备的思科无边界

网络解决方案将可在以下方面降

低您的总体拥有成本：

•管理更少的设备：思科 ISE

结合了支持平板设备 (和所有其他

设备 )安全访问网络所需的全部功

能。您无需管理单独的设备来进

行设备特征探测、状态评估、策

略管理和访客访问操作。

•单一管理平台：访问不分有

线或无线，而是统一的。您需要

涵盖了有线和无线网络的单一窗

格视图，唯有思科能够实现。思

科Prime网络控制系统 (NCS)在

未来的网络部署、培训、故障排

除和维护方面能够为您节省大量

资金。

•更出色的无线网络性能：

Cisco CleanAir、ClientLink 和

VideoStream提供了一流的射频

技术，可保护您802.11n网络的

性能，并优化平板设备和其他移

动设备的用户体验和效用。

用户

策略 分析

位置

属性X设备

公司资源

仅有限的互联
网访问权限

统一访问管理

无线局域网
控制器

VLAN 10
VLAN20

DHCP
Radius

Net�ow 
SNMP

集中策略引擎

公司

个人

单一
SSID

员工

HTTP 
DNS

图2  针对任意设备访问的思科解决方案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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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数据中心网络引领云计算

作者 : 何涛

在下一代的 IT生态系统中，基于网络的云计算将会改变我们的生

活、工作、娱乐和学习的方式。借助云计算，人们能够从任意地方，

借助任何设备，使用几乎没有限制的计算能力。

2007年，Forrester Research市场调研数据表明，全球总计有5

亿个终端设备连接到互联网络，相当于地球上10个人中就有一个

人持有终端设备。2010年，根据思科 IBSG调查数据，目前有350

亿终端设备连接到互联网络，平均每个人拥有5台网络终端设备，

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智能手机这样的手持终端设备正在高速增长。

2013年，我们估计手持终端设备将增长到500亿，平均地球上每

人拥有7个，2020年，将有5千亿终端设备连接至互联网络，平

均每人拥有140个终端设备，这个数字比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

的手机类终端要多很多，而在未来，类似RFID这样的无线传感器

将会无处不在。未来的数据中心将会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用

来支持数量庞大的终端设备类型和丰富的云计算应用，一朵更大

的“云”即将出现。

思科数据中心虚拟化团队顾问工程师

何涛，思科中国数据中心事业部资深技术顾

问，致力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相关技术和项

目，在互联网和电信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内部建

设、数据中心互联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何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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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因此，网络平台在为云计

算提供服务质量监控及分布式云

服务平台的性能和使用率报告方

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网络还在提升业务扩展性和

可靠性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例如，网络可以实现对工作负载

的动态编排、调度和重定向，并

可以智能地自动重新配置资源。

网络平台对于提高云服务的

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的特

性决定了它可以感知资源和应用

物理位置。环境感知型服务可以

预测用户的需求，进而以合适的

方式部署资源，在终端用户的体

验和服务的成本之间取得平衡。

新一代云计算数据中心网
络的需求与挑战

网络平台对云计算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而在新一代云计算

IT系统中，虚拟化技术的使用对

数据中心网络提出了新的需求和

挑战。

传统的数据中心网络技术为

多层次化部署，按照不同的业务

应用划分为不同的模块，而传统

的基于生成树的二层网络设计使

得网络带宽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扩展性较差，无法满足云计算的

规模化建设需求。

传统的数据中心网络，每个

交换机接入端口唯一地接入一台

服务器，应用与网络一对一映射，

云计算的优势与带来
的变革

云计算能够帮助企业以更快

速度将创意转变为可以上市的产

品和服务，有力地促进业务发展。

它提供更大的可扩展性，使企业

无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扩建

IT系统，就能保持持续的增长。

云计算可以将 IT的经济特

性从投资密集型转变为按需付费

型。服务级别协议可以确保在您

需要时提供您所需的能力。分层

次来计算成本，能够准确地反映

企业的需求和使用状况。

云计算能让新的业务模式成

为现实，释放出所有业务的创收

潜力。企业可以借此进入新的市

场，更加迅速地响应不断变化的

客户需求，通过更加有效的协作

来推动创新和提升业务价值，执

行过去成本较高的战略。

网络平台在云计算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网络平台是云计算的基础组

成部分，网络为数据中心内外提

供智能化的连接，具有极为关键

的意义。

网络是管理和实施与风险、

性能、成本相关的策略的自然选

择。只有网络可以观察到公共互

联网、云内部和云之间的所有数

据，以及联网资源和用户交互的

网络可简单清晰地识别具体的应

用，部署相应的网络策略，区分

不同业务的服务质量。而在虚拟

化云计算环境中，缺乏对虚拟机

的识别技术，无法识别同一个服

务器下不同虚拟机业务之间的数

据流量。

云计算虚拟机可根据不同计

算节点对资源的负载占用情况，

在线不中断业务的迁移，为其中

的应用提供最好的性能支持，而

数据中心网络平台如何能更好地

支持数据中心内部和跨数据中心

虚拟机的动态迁移？在虚拟机迁

移到不同数据中心节点后，是否

有办法让流量最优化地在不同的

数据中心进行负载分担？

目前众多互联网运营商都相

应推出了XaaS的服务，不同用户

之间业务的隔离至关重要，而传

统的通过应用层面的隔离会大幅

度减低虚拟机性能，通过数据中

心网络平台技术是否能更好地支

持虚拟机隔离应用，降低虚拟机

的开销？

数据中心平台引入了虚拟

机应用后，如何降低管理的复杂

度？如果在每一个服务器内嵌一

个软交换机作为虚拟机内部交换

和外部交换的节点，那么整个数

据中心的网络节点将几十倍于现

有的网络环境。

面对云计算对数据中心网络

提出的各项挑战，需要一种全新

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来更好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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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层云计算应用平台。

思科致力于新一代云计算
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

为了充分满足云计算对数据

中心提出的新需求，思科推出了

全新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整个

数据中心作为一个大矩阵，提供

云计算资源的统一接入，包含数

据中心交换机Nexus系列及UCS

统一计算系统。

通 过 Nexus 创 新 的 Fabric 

Path技术，为云计算虚拟机应用

提供160Tbps的全无阻塞的多路

径负载分担网络交换能力，避免

传统二层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带宽

未能充分利用及网络收敛速度慢

的问题，为云计算应用提供超大

规模的接入能力及快速的故障收

敛速度。Fabric Path技术同时支

持基于会话机制的虚拟机MAC地

址学习能力，极大地扩展了整个

系统对虚拟机扩展的能力，避免

了传统交换机MAC地址空间受限

问题。

为了更好地支持在云计算

环境下对每个虚拟机应用的识别

和网络策略的应用，思科同时

推出了软件交换机Nexus1kV和

基于硬件VN-Tag的解决方案。

在VMware环境下，可通过分布

式Nexus1kV软交换机互联虚拟

机，提供丰富的策略以用于虚拟

机互联。如果需要更高的性能，

避免软交换机对服务器资源的占

用，可通过VN-Tag的方式，通过

硬件标签机制由上游的Nexus5K

交换机对虚拟机进行识别，通过

Hypervisor-bypass技术提供更好

的虚拟机性能。

OTV+Lisp技术为云计算环境

下虚机的跨数据中心迁移提供了

更好的支持，通过OTV可在任意

的底层传输平台让虚拟机应用自

由地在数据中心之间进行迁移，

而Lisp技术保证了当虚拟机迁移

到其他数据中心后流量以最优的

方式进行访问，避免流量过多地

在数据中心之间浪费。

对于云计算公有云提供的

XaaS服务，不仅支持传统的基于

VLAN、PLAN、QinQ的虚拟机隔

离技术，还支持创新的VN-Tag、

Segment-ID、Lisp-instanceID 的

更大规模的虚机隔离，最多可支

持1600万的不同虚机应用隔离。

当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规模日

益增大时，通过端口扩展技术可

极大地简化数据中心网络管理节

点数目， 通过Fex-link技术将所

有虚拟机的网卡、数据中心接入

交换机作为Nexus5K的线卡，可

由Nexus5K集中管理下游所有的

虚机网络配置。

UCS区别于传统的刀片服务

器，提供高度可扩展的统一计算

集群系统。UCS单个集群系统能

力可支持 320个刀片、6.4Tbps

的网络接口吞吐量和交互能力、

3Tbps的内存资源。通过Nexus

交换机，可以实现多个UCS系统

的互联互通，无限扩大云计算的

计算能力。

思科不仅致力于云计算数据

中心解决方案，而且一开始就致

力于支持开放式的标准。开放式

的方法可以在整个云计算体系的

各个层面上促进创新，让客户能

够整合“业界最佳的”技术，满

足他们的独特需求，降低受限于

某个供应商的风险。通过与合作

伙伴和客户密切合作，我们正在

开发必要的手段和标准，为公共

云、私有云和混合云提供有力支

持。

在思科，我们正在积极筹划

和推动这场以云为代表的变革，

并同时与多元化的生态系统通力

合作，共同提供云计算全面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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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思科统一无线网络
为具有WiFi功能的手机和平板电脑提供鼎力支持

一  在无线局域网 (WLAN)中使用具有WiFi功能的
手机和平板电脑

 
许多企业发现员工、最终用户和合作伙伴都会把具有WiFi功能的

消费电子产品带入企业无线网络中，其中包括Apple iPhone 4等手机，

Apple iPad和BlackBerry PlayBook等平板电脑，或者Samsung Galaxy 

Tab、Dell Streak等支持Android的平板电脑。企业也希望通过部署

Cisco Cius等业务就绪型平板电脑来提高生产率，Cisco Cius支持多种业

务应用、实时通信、视频、协作和网真 (参见图1)。随着企业的无线局域

网 (WLAN)中支持移动连接的设备类型和数量越来越多，IT团队将需要更

高效地管理网络资源，以便保持一个强健的高性能无线网络。

二  支持802.11n和WiFi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随着越来越多支持WiFi的设备使用企业无线局域网，IT团队必须

恰当地配置无线网络，以便优化性能。在大多数情况下，目前的WiFi设

备都是在一个混合客户端环境中运行的，其中还包括运行在2.4GHz或

5GHz频段的802.11a/b/g或802.11n客户端设备，这些设备使用1至3

图1  Cisco Cius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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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进一步增强了802.11n功能。思科ClientLink

使用射频波束形成技术，提高802.11a/g客户端

的下行性能 (从接入点到客户端 )。Miercom实验

室对思科ClientLink进行的独立测试显示，针对与

Cisco 802.11n网络连接的现有802.11a/g客户端设

备，该技术可将其吞吐率提高65%。另外，得益于

802.11a/g客户端设备吞吐速度的提高，此解决方案

还可将总体可用信道容量增加27%。

思科 ClientLink 使 Cisco 802.11n 接入点可以

更好地“聆听”802.11a/g客户端。WiFi网络通常

要混合支持802.11a/g和802.11n客户端，而思科

ClientLink可确保传统802.11a/g客户端尽可能以最

佳速率运行，尤其是当它们接近接入点蜂窝边界时，

从而有助于解决混合客户端网络的挑战，由此传统客

户端的可靠性和性能都得到了提高。另外，由于该技

术使传统802.11 a/g客户端能够更快地进入和退出无

线网络，因而可以为Apple iPad和Apple iPhone 4等

客户端释放重要的带宽资源。

3. 802.11n和Apple iPad、Cisco Cius平板电脑

 以及Apple iPhone 4

每个支持802.11n WiFi功能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都具有特定的天线和信道配置。制造商的网站上列出

了每种设备的规格。因为这些设备支持802.11n，所

以它们可以使用MIMO和帧聚合等802.11n增强特性

来提高上行和下行性能。Apple iPad、Cisco Cius和

Apple iPhone 4的特性如下所示：

• Apple iPad是支持单空间流 (单天线 )802.11n

的设备，采用20MHz信道在2.4GHz和5GHz频谱中

运行；

• Cisco Cius平板电脑是支持单空间流 (单天

线 )802.11n的设备，使用20MHz信道在2.4GHz频

谱中运行或者使用20MHz或40MHz信道在5GHz频

谱中运行 ;

• Apple iPhone 4是支持单空间流802.11n的设

备，只能使用20MHz信道在2.4GHz频谱中运行。

个空间流 (天线 )以及20MHz或40MHz信道。

1. 802.11n协议概述

802.11n协议在物理层 (PHY)和MAC层提供了

多种增强特性，与传统802.11a/b/g无线网络相比，

可帮助提高802.11n的无线性能。802.11n的新特性

可显著提高无线通信可靠性、无线覆盖可预测性以及

无线客户端设备的总体吞吐率。802.11n中推出的四

个主要增强特性包括：

• 多输入多输出 (MIMO)，MIMO利用多个发射和

接收天线的信号多样性和重复行，来提高802.11n客

户端的性能；

• 信道捆绑，802.11n标准支持在 2.4GHz和

5GHz频谱中使用40MHz相邻信道，当与预留信道

空间结合使用时，该特性可帮助显著提高无线数据速

率，通常建议仅适用5GHz频谱；

• 帧聚合，802.11n标准使用帧聚合将多个数据

包合并在一起，帮助降低与802.11有关的开销；

• 向后兼容性，802.11n协议向后兼容802.11a/

b/g，可以在同一个无线网络中同时支持802.11a/b/g

和802.11n设备，该特性使企业在逐步采用802.11n

接入点或进行客户端迁移时，仍可以支持传统的

802.11a/b/g客户端。

2. 思科的802.11n增强特性 

思科通过推出名为思科ClientLink的高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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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优化802.11n无线局域网，

 以便为支持WiFi接入的手机和

 平板电脑提供支持

建议采用以下步骤帮助优化思科统一无线网

络802.11n部署，以便更高效地支持Apple iPad、

Apple iPhone 4和Cisco Cius平板电脑，以及具有类

似无线配置文件的其他WiFi手机、平板电脑或客户

端。

1. 为2.4GHz频谱配置三个非重叠20MHz信道

思科建议仍然为2.4GHz频谱配置20MHz的三个

非重叠信道。一些企业建议更改2.4GHz配置，以便

支持一个40MHz信道和一个20MHz信道。思科则建

议不要为支持40MHz信道而更改2.4GHz配置，因为

与一个40MHz信道和一个20MHz信道相比，三个非

重叠20MHz信道可以为接入点放置和无线局域网设

计提供更大灵活性。保持三个20MHz信道有助于企

业部署时更好地优化无线容量和覆盖范围。

2. 通过实施思科ClientLink提高客户端可靠性

    和覆盖范围

在混合客户端环境中，802.11a/g客户端会导致

802.11n客户端通信延时，并降低总体系统性能。通

过实施思科ClientLink，企业可以提高传统802.11a/

g客户端的可靠性和覆盖范围，帮助这些客户端尽可

能以最佳速率运行，并有助于确保这些传统客户端更

加快速地进入和退出无线网络。通过无线局域网控制

器或思科无线控制系统 (WCS/NCS)，控制面板可以

轻松启用思科ClientLink。

3. 禁用较低的2.4GHz数据速率

当802.11b客户端在无线局域网中通信时，他们

会导致总体性能下降。鉴于随着802.11g或802.11a/

g/n设备的广泛采用，大多数仅支持802.11b的客户

端都会被逐步淘汰，思科建议您在无线局域网中禁用

较低的2.4GHz数据速率 (如1Mbps和2Mbps)。如果

您了解到您的无线局域网中将不再使用802.11b客户

端，我们强烈建议您这样做。可以通过无线局域网控

制器或思科WCS/NCS来调节数据速率。

4. 通过启用思科BandSelect促使客户端使用5GHz

通过启用思科BandSelect，促使双频客户端以

5GHz频率运行。因为5GHz的可用频谱是2.4GHz的

8倍，所以通常不会发生拥塞。思科BandSelect有助

于促使客户端使用5GHz频段，从而帮助混合客户端

环境释放2.4GHz频段。启用后，思科BandSelect会

促使双频客户端以5GHz运行，而Apple iPhone 4等

单频设备仍然以2.4GHz运行。思科BandSelect通过

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或思科WCS/NCS启用。

5. 通过动态频率选择 (DFS)特性，利用所有可用

    的5GHz频谱

在FCC管理域中，需要支持雷达回避的DFS特

性，以便在UNII-2和UNII-2扩展频段中使用5GHz信

道 (参见图2)。如果需要额外的信道容量，请考虑启

用UNII-2频段 (信道52-64)。因为大多数802.11a/

n客户端都支持UNII-2频段信道，所以这些信道可

图2  采用动态频率选择特性的5GHz频谱

5GHz
UNII 4Ch 4Ch 11Ch 4Ch

U.S. 20Ch 现有的8个信道 8个信道 4个信道

UNII-1 UNII-2 UNII-3

频率 : GHz 5.17 5.35 5.490 5.710 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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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地启用。您也可以考虑启用UNII-2扩展频段

(信道100-140)，因为现在许多客户端，包括英特尔

5100/5300/6200/6300无线电设备、Apple iPad和

Cisco Cius等都支持这些频率。如需了解关于DFS的

更多信息，请阅读思科简报：2007 FCC规范更新。

6. 借助思科CleanAir技术，检测和抵御无线射频

    (射频 )干扰

来自WiFi和非WiFi的干扰源会极大地影响无线

局域网性能和最终用户满意度。思科建议企业定期扫

描射频环境，并立即解决影响无线局域网的射频干扰

问题。

思科CleanAir技术可用于帮助企业快速检测、

分类、定位和抵御无线射频干扰源。它可自动检测广

泛的射频干扰源，并采取自动措施使无线局域网保持

在峰值性能运行。减少无线射频干扰有助于提高所有

WiFi客户端的网络可靠性和性能，包括Apple iPad、

Apple iPhone 4和Cisco Cius等。

7. 实施思科无线资源管理 (RRM)

为了对您的射频环境进行全频谱管理，正确使用

思科RRM技术可促进形成一个受控的射频环境。思

科RRM可自动优化信道复用，并帮助实现更严格的

接入点功耗级别管理。由于射频的频谱有限 (数量有

限的非重叠信道 )，并具有穿过墙壁和地板的固有能

力，因此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因为射频环境需根

据客户端需求、干扰、吸收射频的各个因素和信号衰

减不断调节，所以某一时刻的最佳接入点信道和电源

方案在下一分钟就有可能改变。

思科RRM允许无线网络持续分析现有的射频环

境，并自动调节接入点功耗级别和信道配置，以帮助

抵御同信道干扰和信号覆盖问题等事件。思科RRM

可帮助减少执行持续的现场勘查的需求、提高系统容

量，并提供自动化的自修复功能，以便解决射频信号

盲区和接入点意外故障问题，并满足客户的计划外需

求。当思科CleanAir接入点安装完毕后，思科RRM

与思科CleanAir无缝协作，以检测、定位和抵御无线

射频干扰。思科RRM通过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或思科

WCS/NCS进行配置。

8. 利用思科VideoStream技术，

    提高多媒体和视频性能

2012年，视频流量占所有互联网流量的近

90%。当通过WiFi交付时，视频体验质量必须达到企

业级，并且必须能够在无中断前提下以可靠、同步的

方式支持多个视频、音频和数据流。视频必须清晰流

畅才具有可用性。当延时、数据包丢失和抖动达到可

见阈值时，视频可用性迅速降为零。

与有线网络相比，通过WiFi扩展视频应用具有一

定的挑战性。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WiFi具有一些阻

碍视频应用的网络特性，包括可变数据速率、数据包

丢失和组播不可靠性等，我们需采取与传统方法不同

的措施来保证服务质量 (QoS)。

当您使用实时组播视频时，思科VideoStream技

术通过为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提供重要的流量优先级

划分、保护、监控和适应性特性，显著提高了一般

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的性能。思科VideoStream技

术是面向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系统级特性集，它利

用Medianet的优势，并融合关键的增强特性，可通

过WiFi提供可扩展、高性能和高质量的企业视频。

思科VideoStream技术通过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或思科

WCS/NCS启用。

9. 使用思科WCS/NCS客户端故障排除工具

思科WCS/NCS包括内置的客户端故障排除工

具，提供支持所有客户端设备的逐步故障分析方法。

该工具可帮助加快故障解决进程，适用于多种WiFi客

户端设备类型。它有助于快速解决多种问题，包括身

份验证密钥不匹配、凭证错误、证书过期、策略管理

器状态以及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IP寻址等。这

一强大的工具还可为客户端趋势分析提供支持。

当 使 用 思 科 扩 展 兼 容 (Cisco Compatible 

Extensions-CCX)客户端和思科CleanAir技术时，思

科还提供其他客户端故障排除诊断工具，以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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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故障增强性分析。如需了解关于使用思科WCS/

NCS客户端故障排除工具的详细信息，请阅读技术指

南《思科统一无线网络：客户端问题故障排除》中的

使用WCS/NCS排除客户端故障一节。

10. 正确配置高密度无线部署

在有大量最终用户或设备同时访问无线局域网的

区域中，必须针对高密度接入正确地设计和配置无线

网络。以下建议的射频设计最佳实践有助于您正确地

部署高密度接入无线网络。

(1) 准确评估最终用户带宽需求：确定每个用户

需要的带宽，以及每个接入点支持的用户数量。

(2) 确定每个接入点的总带宽：通过将所需带宽

乘以每个接入点支持的用户数量计算出每个接入点需

要的总带宽。

(3) 评估可用接入点信道：确定每个接入点的

可用信道数量，以及每个信道的可用带宽。根据

802.11规范、信道大小和各国法规，每个WiFi频谱

(2.4GHz和5GHz)都具有有限的信道数量。

例如，在美国2.4GHz支持三个非重叠信道，每

个信道在使用802.11b时支持7Mbps、802.11b/g时

支持13Mbps、802.11g/a时支持25Mbps、802.11n

时支持150Mbps。在所有情况下，5GHz信道都是成

功的关键，在大多数管理域中可提供4至22个额外的

非重叠信道。

(4) 执行全面的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可帮助定义

建筑物和园区中每个区域的射频覆盖轮廓。通过执行

全面的现场勘查，企业可以发现建筑领域内出现多路

径失真的区域，并发现园区中射频干扰较高的区域。

现场勘查还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确定满足业务和运营

要求所需的接入点数量。如需了解关于如何成功执行

无线现场勘查的详细信息，请阅读《无线现场勘查常

见问题解答》。

(5) 精确定义接入点放置位置：根据现场勘查结

果、信道可用性和每个接入点所需的总带宽，定义每

个接入点的最佳放置位置和接入点之间的距离。一般

来说，每个接入点与其相邻接入点越接近，对射频环

境的控制就越重要。在大多数高密度接入的无线局域

网部署中，接入点之间的距离为20至25英尺。该距

离比标准的商业WiFi部署的距离更近，后者的接入点

间平均距离为50英尺。接入点之间的准确距离在现

场勘查过程中确定。建议接入点间的距离应在20英

尺 (包含 )以上。

11.  正确配置支持WiFi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每个支持WiFi的手机或平板电脑都支持多种配置

选项和配置文件。以下建议配置有助于成功部署支持

WiFi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1) 配置思科AnyConnectTM安全移动客户端：

对于使用VPN的设备，思科AnyConnect安全移动

客户端可带来更加透明、安全的VPN体验。思科

AnyConnect安全移动客户端可支持跨越包括Apple 

iOS 4在内的多种PC和智能手机移动设备，提供始

终连接的VPN体验。当移动员工使用始终连接的智能

VPN在不同地点漫游时，该客户端可以自动选择最佳

网络接入点，并调整隧道协议。

思科AnyConnect安全移动客户端可为Apple 

iPhone 4等任意Apple iOS 4设备提供可靠且易于

部署的加密网络连接，为移动用户提供持续不断的

企业访问。该客户端还支持内置的Web安全和恶

意软件威胁防御特性。iTunes可提供用于 iPhone

的思科AnyConnect安全移动客户端下载，网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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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unes.apple.com/us/app/cisco-anyconnect/

id392790924?mt=8。

(2) 设置Apple iPad和Apple iPhone 4无线安全

配置文件：Apple iPad和Apple 4支持多种面向企业

环境的802.1x身份验证方法。WiFi网络在每个设备

上自动显示，或是可以在WiFi设置配置文件下找到。

用户可针对每个无线服务集标识符 (SSID)自动选择

正确的802.1x连接方式，或者也可以在Settings(设

置 )>WiFi>Security(安全 )下手动选择。如果无需数字

证书，用户只需输入其用户 ID和密码便可以安全地接

入企业无线网络。如果企业的身份验证方法需要数字

证书，IT部门可以创建配置文件并将其发送至Apple 

iPad和Apple iPhone 4。如需了解关于Apple iPad

和Apple iPhone 4的更多配置信息，请阅读《Apple 

iPad商业应用—部署场景和设备配置概述》，或访问

Apple iPhone商业应用网站。

(3) 配置Apple FaceTime：Apple iPhone 4和Apple 

iPad包括一个名为FaceTime的功能，它使用WiFi网

络向其他启用 FaceTime的Apple设备拨打视频电

话。为正确支持该功能，Apple设备应运行Apple 

iOS 4.1软件升级。企业 IT部门也需要调整企业网络

基础设施以便支持FaceTime呼叫。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阅读Apple文档《 iPhone 4和 iPod Touch(第4

代 )：在防火墙后使用FaceTime》或《iPhone和 iPod 

Touch：WiFi网络和连接故障排除》。

四  总结 

企业将不断引入新的无线客户端设备，尽享创新

的协作和通信机遇。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强健特性使

公司可以在安全的企业无线环境中顺畅地集成这些新

型设备，例如Apple iPad、Apple iPhone 4、Cisco 

Cius以及支持Android的设备等。

IT团队可以优化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性能，通过

实施本文列出的步骤，帮助确保无线环境满足并超越

其移动性需求。这些步骤将帮助 IT团队为所有移动用

户保持一个强健的高性能无线网络，尤其是那些热衷

于尝鲜的早期采用者，他们把这些令人兴奋的、支持

WiFi的新产品带入企业无线局域网中并期望它们顺利

运行。

为何选择思科？随着无线局域网发展，为处理关

键任务，IT经理需要一个灵活的无线网络，在满足其

独特的业务、技术和运营需求的同时，还能够快速适

应不断变化的业务优先级。采用CleanAir技术的思科

统一无线网络可提供业界最佳的802.11n网络性能、

集成射频干扰服务和内置的易用工具，满足上述严格

要求。通过高效地使用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所有功

能，IT团队可以部署一个自修复、自优化的无线网络，

自动解决射频干扰问题，并使网络保持在峰值性能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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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信打造高品质公有云桌面

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解决方案助

上海电信快速实施部署千余个高质量的公共云桌面，

实现了云计算业务领域的又一次创新。

客户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境外上市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简称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公司主要经营固定电话、移动通信、卫星通信、

互联网接入及应用等综合信息服务。

面对挑战 

云计算已经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的热点技术趋势，

同时也成为运营商凸显服务差异化的关键。上海电信

敏锐感触到这一点并积极跟进，公共云桌面成为它实

施云计算业务的一项重要业务创新。

云桌面的市场化应用及部署，对运营商、服务提

供商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次云桌面将作为公共服务对

面临挑战
•  对外提供云桌面服务，而终端客户对服务质量要求严格。
•  一期部署高达千余个云桌面，客户需要快速部署实施。
•  传统部署模式成本高，需要更具性价比的云桌面方案。

解决方案
•  天云科技 (上海 )公有桌面 云资源调度 /监控管理 /安全 认证

/业务平台解决方案
•  XenDesktop on FlexPod解决方案

实施成效
•  天云科技 (上海 )提供云资源调度 /监控管理 /安全认证 /业务
平台，为上海电信方便运营、灵活调度、安全使用提供了技术
保障。

•  客户千余个云桌面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全部部署实施完毕，
缩短工期，大量节省了项目人员数量，减少项目成本。

•  XenDesktop on FlexPod解决方案，让上海电信大幅减少交换
机和存储设备的采购，帮助上海电信节省设备成本同时，也进
一步简化了网络结构；其桌面虚拟化技术，实现灵活、安全的
桌面交付，支持广泛的终端支持及提供持续的平台扩展性。

案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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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提供，企业或个人用户对云桌面的服务质量要求严

格；一期对外提供千余个云桌面，数量庞大，分别提

供给呼叫中心、企业客户以及个人用户。上海电信希

望这些桌面能够快速部署实施，并需要对云桌面后台

支撑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希望云桌面系统在整

体投资上更具性价比。

解决方案

为打造高品质的云桌面，快速部署、灵活调度、

全面监控管理、云服务业务的统一安全发布与使用是

必不可少的几个条件。作为上海电信云计算战略合作

伙伴，天云科技(上海)在提供整体集成能力的基础上，

在全新云桌面体系架构上提供了公有桌面云资源统一

调度系统、云服务业务平台、云桌面资源统一监控管

理平台以及安全认证系统，实施了高品质的公有云桌

面，并实现对后台虚拟和物理资源的统一监控、管理，

确保整个系统的业务可运营、可维护，助运营商快速

完成云桌面业务的开通、部署和运营。

高性能的服务响应对平台架构的支撑能力也提

出更高要求，经过多轮技术验证以及全球方案的应

用实践比较，Cisco、NetApp、Citrix共同合作的 

XenDesktop on FlexPod方案可以完美支撑天云科技

(上海 )整体方案的平台架构需求，成功助上海电信完

成快速部署高品质云桌面的业务要求。

在 方 案 中 ，Cisco B200 系 列 UCS 刀 片 服 务

器、UCS 6100系列互联矩阵结合NetApp公司的

FAS3240A 存储阵列，组成FlexPod 方案，配合 

Citrix公司的 XenDesktop企业版桌面虚拟化软件，为

客户提供完善的虚拟桌面和服务器资源池，为前端千

余个云桌面提供后台计算资源。

NetApp FAS3240A存储阵列作为统一存储资源

池，通过Cisco MDS 9000系列存储交换机、UCS 

6100系列互联矩阵和UCS服务器进行统一化连接 , 

云桌面操作所产生的不同类型数据将通过最合适的存

储协议保存在存储空间中。借助NetApp VST虚拟分

层技术，云桌面系统有效规避了大量云桌面用户在相

同时间登录 /启动 /打补丁产生的访问风暴，同时通过

重复数据删除以及Flash Cache等先进技术，实现了

存储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和性能最大化。

方案亮点

在本次项目中，作为上海电信的战略合作伙

伴，天云科技(上海 )将其自主研发的云调度管理平

台、资源监控系统和业务平台部署在XenDesktop on 

FlexPod云桌面平台上。多家优秀产品和解决方案的

无缝整合，助上海电信提供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云桌面

服务。

公共云桌面的快速部署：经过了集成和标准化的

整合，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非常适合

用于运营商需要的虚拟桌面基础架构和安全多租户环

境等不同环境平台搭建，进行云桌面的快速实施与部

署。

根据全球云桌面部署实施的经验，千余个公共云

桌面的部署和调试，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而该方案

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完成全部业务部署——大幅缩短

工期同时，还节省项目人员数量，降低项目整体成本。

这 些 都 得 益 于 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方案中对数据中心平台架构的简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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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oE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最新技术应用：UCS 6100

系列互联矩阵融合了FCoE技术，将数据中心以太网

络和存储网络统一，进一步实现服务器到存储端到端

的融合，客户无需花费额外时间进行单独存储交换机

的配置；借助UCS服务器后面的FCoE连接，减少了

线缆的连接配置，进一步缩短了整体部署时间。

灵活的桌面交付模式：在公有云业务模式中，

要为不同场景、不同需要的用户提供不同类型桌面。

有些用户要求简洁实用和标准化的桌面，有些用户则

看重卓越性能和个性化。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方案通过FlexCast交付技术，使运营商公共

云桌面不仅提供VDI模式服务，还提供了虚拟应用和

虚拟桌面模式供用户选择，从而提高用户满意度。

端到端的安全保证：安全是成功实施公有桌面云

平台服务的核心。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

可提供桌面安全虚拟化技术、存储安全功能、系统安

全认证功能；IT管理人员完全掌控集中访问的授权；

建立安全的访问网络，加强用户认证和审计监控；还

可对不同用户和企业租户提供完善的安全隔离种种安

全方面的设计，为那些希望扩展应用访问的机构提供

了恰当的保护等级，给桌面云用户营造放心的使用环

境。

大幅节省客户投资成本：传统的运营商公共云桌

面后端系统一般同时存在存储网络和 IP网络，其部

署模式需要增加存储交换机和网络交换机，这导致 IT

设备的增多和成本增加。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提供服务器和存储一体化的架构，帮助运营

商节省设备成本并简化网络结构。利用NetApp 重复

数据删除以及Flash Cache技术，能够以最少的存储

空间和成本，实现最大、最稳定安全的数据存储需

求。例如，NetApp重复数据删除技术颠覆性地使用

在主存储上，帮助云桌面系统实现高达80%以上的空

间节省，降低云桌面运营成本，帮助运营商实现存储

设备投资 的最大化节省。利用Citrix FlexCast交付技

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方案示意图

业务服务门户

业务流程管理

天云科技 (上海 )
云桌面业务管理平台

天云科技 (上海 )
云桌面资源统一

调度平台
资源统一调度管理

服务器 存储 网络

镜像
仓库管理

可用性
安全性

动态
负载

服务
管理

用户接口 计费接口 外部接口

云桌面系统

云桌面资源池
(网络、服务器、存储)

运营支撑管理 运营保障管理 统计分析管理 内部接口 外部接口

管理员门户

天云科技 (上
海 )资源统一

监控平台

天云科技 (上海 )云桌面
动态密码认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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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以给用户交付高密度、低成本的共享桌面和虚

拟应用解决方案，在满足业务需求的同时进一步降低

成本。此外，Cisco VM-FEX网络技术能在单一物理

链路上配置多条虚拟链路，将虚拟机中的虚拟NIC连

接到交换平台中的对应虚拟接口。UCS服务器配置了

虚拟接口卡，采用灵活配置的 I/O，使UCS Manager

能为每块虚拟化网卡创建多达256个以太网NIC或光

纤通道HBA的任意组合，身份 (MAC地址和WWN)可

动态编辑。这个虚拟接口卡提供了足够的接口，保证

每个虚拟机都能拥有一个或多个专用物理接口。客户

经过综合价格比较发现，采用 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在整体成本上将比传统的部署模式更具

优势。

灵活调度、监控管理云桌面资源池：天云科技(上

海 )所提供的云资源统一调度和监控管理系统，已在

业内、尤其是国内运营商具有广泛应用，其整套系统

对云桌面和后台计算、存储资源的精细调度是云计算

资源调度的精髓体现，能够进行虚拟桌面的统一发布

和服务，确保整个系统业务的可运营和可维护性。

总结

上海电信一期外部云桌面已部署完毕，上海电信

云桌面所服务的客户已经逐步感受到这种云计算新兴

业务带来的便捷：一些制造行业客户将信息从员工电

脑转移到后端服务器上，信息更加安全，不怕数据泄

露；领导出差也无需带笔记本，只需要 ipad等客户端

接入虚拟桌面，实现便捷的移动办公，并保证数据安

全；个人用户在未来还能通过 IPTV 机顶盒或小终端

访问后台数据，并享受到整合云存储在内的一系列云

桌面应用。这将进一步提升上海电信服务和用户之间

的黏度，通过针对不同客户类型提供差异性的服务，

进一步加强上海电信的服务竞争力！

作为业界最为领先的运营级统一云计算架构合作

组织 , 天云科技 (上海 )、Cisco、NetApp、Citrix不

断吸纳全球最新的云计算技术解决方案优势，深入了

解、参与各大运营商的新业务探索和方案支撑，提供

更高品质的可运营云计算服务。相信随着云计算业务

的日益成熟，Skycloud-XenDesktop on FlexPod将

会成为业界标准化的云计算平台解决方案，协助运营

商实现更多业务腾飞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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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运营级WiFi技术帮助伦敦奥运会
打造高质量的移动接入服务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所运用的高科技含量和规

模都是史无前例的，英国电信 (BT)完成了打造全世界

密集程度最高的无线网络的宏伟目标。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WiFi的部署还比较局

限，而到了伦敦奥运会时则有了很大发展，在奥运会

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奥运场馆的WiFi网络全覆盖。成千

上万的观众采用带无线模块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

笔记本电脑上网获取比赛信息 ,而传统WiFi网络为实

现高覆盖会牺牲接入密度，无法处理高密集度的上网

需求，从而造成过载，严重影响用户体验。为解决此

问题 ,英国电信 (BT)采用思科技术，设计并部署了史

上最高接入密度的WiFi接入网络，同时支持公共数据

接入、奥运后台支持系统及订票系统等多方面的无线

数据接入要求。

英国电信在整个大伦敦地区部署了50万个热点，

承担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无线接入服务。仅仅在主

题公园，每天就有超过17万人莅临访问，这其中超过

一半以上的人们会使用WiFi，人均使用时间约为41分

“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一次完全的数字奥林匹

克运动会。进一步完善的WiFi基础设置的建设为

广大观众和球迷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上网、沟通和

分享体验的机会。”——Gerry Pennell，伦敦奥

组委首席信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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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产生40MB的数据。而在其他场馆，尤其是热点

场馆，每时每刻产生的无线数据流量也是很惊人的。

如何在众多场馆和公共设施中构建复杂的无线接

入网络以支持海量并发的WiFi接入需求？这是英国电

信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解决方案

奥运会期间，无线资源的使用者很多，主要包括

传媒、奥委会工作人员以及游客等，需要奥组委和BT

针对不同的用户对有限的频点和带宽资源进行合理的

管理和调配。同时，奥运会期间，无线WiFi网络的同

时在线会话数量超过了20万，为了保证高效率和可

靠性，BT为伦敦奥运会建设了专用的WLAN核心网

络来支撑复杂的无线数据业务。

整个公共WiFi业务的核心网络采用10Gbps的回

传链路，一共部署了850个思科双频无线AP，支持

的最大速率达到300Mbps，并采用了智能频率管理

极少数AP，实现高密度覆盖 , 同时减少AP之间互相

干扰。

奥运会中另外一个重要WiFi业务是所谓的后台

业务，即为运动员和官员提供的与赛会相关的信息服

务，同时也包括在线订票系统等。在后台无线网络中，

用户使用奥组委分发的专用三星移动终端通过WPA2 

PSK方式进行加密认证后登录网络。有644个AP专

为后台业务部署。

为了更好地管理这 1500个无线AP，BT安装了

60个无线访问控制器。在管理层面，BT采用无线访

问节点管理系统来对基础设施进行管理，这套系统曾

经在2012年2月美国“超级碗”的球场成功地使用过。

它采用了网络可视化的方法优化WiFi基础设施结构， 

并积极发现潜在的功能问题。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采用了两套无线访问节

点管理系统， 从而能够保证在一级和备用设备之间进

行平滑的切换，总体的解决方案分成了两级的黑盒子

方案，每个黑盒子方案都对应一级和备用设备，在极

端情况下，第一级黑盒子方案中的一级和备用设备都

出现故障，将切换到第二级黑盒子方案中。

Gerry Pennel，伦敦奥组委首席信息官，评论说，

“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一次完全的数字奥林匹克运动

会。进一步完善的WiFi基础设置的建设为广大观众和

球迷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上网、沟通和分享体验的机会”

价值

在奥运会开始之前，BT对公共WiFi服务做了

大量的测试，并在试验中针对公开的典礼上出席的

10000名观众进行了跟踪反馈。除此之外，通过细节

刻画的热图来分析潜在的隐患和过载的风险，在问题

爆发之前进行有效的遏制调整。在奥运会开始之后，

通过热图中刻画的细节来在离散的网络中跟踪定位潜

在的瓶颈。

无线网络管理系统以及预先配置好的模板可以使

得针对60个无线访问控制器的配置只需要花费3分

钟；而传统的方法往往需要10小时的工程配置时间，

如果再算上在60个节点之间的转移配置所花费的时

间，意味着传统方法的效率要低200倍。如今，仅仅

需要一个经理就可以完整地监督整个WiFi的基础设

施，而传统方法则需要4个人去监管服务器与应用程

序的运行。同时，原来如果预计需要10台服务器，

而今仅仅需要4台。

在奥运会期间，思科和BT射频工程师专家团队

与伦敦奥组委紧密配合监控WiFi网络的各项性能。作

为迄今为止被部署的最大的公共WiFi工程之一，BT

在管理和准备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最终实现了奥运期

间100%的稳定成功率，零故障事件发生。

“全世界最复杂、规模最大、密集程度最高的

WiFi公共互联网访问服务设施，在2012年的伦敦

奥运会和残奥会上大获成功。”BT WiFi网络总监

Darren Maclean如此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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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用户在各种云之间自由穿行而安全无虞？
思科以创新科技打造多云互联互通的云享架构，将
智能网络、统一数据中心、云应用及服务高效整
合，在云中、云间和云端实现企业级的服务品质与
使用体验。思科携手合作伙伴构建云生态系统，助
力国家相关产业的转型和发展。

放眼晴空万里，畅享多云世界。欢迎莅临位于上海
的思科云体验中心，启动您的云之旅程。敬请登录
cisco.com/go/cn/build了解更多。

畅享多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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