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

ZTE NFV 系统集成白皮书
1 通信服务提供商转型趋势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络带宽速度的提升，基于视频、虚拟现实（VR）
、大数据以及万物互联
的 消 费 者 体 验 产 品 越 来 越 丰 富 ， 通 信 服 务 提 供 商 （ CSPs ：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面临着网络流量爆炸性增长、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受到新型 OTT（Over The Top）
业务冲击。如何加快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来达到消费者不断提高的期望目标成为 CSPs 迫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基于庞大的专有设备的旧式网络向网络功能虚拟化（NFV）的弹性云化网络
转型是全球所有 CSPs 最佳选择。

咨 询 公 司 IHS Markit 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 发 布 的 “ NFV Hardware, Software, and
Services--Biannual Market Report: Regional, H2 2018” 预测了 NFV 营收的增长情况：
“日本的 NFV 从 NEC 和 NTT 开始的，日本一直积极部署 NFV，但实际上却很小商业部署。
中国正在走强，2014 年有许多相当规模的商业部署，所以我们预计亚太地区将占 CY1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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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22 的 NFV 总收入的 38-39％。北美和欧洲的服务供应商也在负责部署 NFV，我们预测
北美和 EMEA 在这五年中，各自占据 2018-22 期间 NFV 营收的 27％。”

2 通信服务提供商转型战略
NFV 分层解耦演进
CSPs 在向 NFV 技术转型过程中的分层演进阶段（参见下图）：



第一阶段（无解耦：烟囱）：这一阶段不同的 NFV 供应商提供的解决方案特征为基于竖
井的烟囱模式，从硬件、虚拟化基础设施管理层（VIM）、虚拟网络功能（VNF）软件、
虚拟网络功能管理器（VNFM）以及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器（NFVO）全栈独家提供，
进而造成了新的垂直厂商锁定场景。CSPs 的业务创新速度取决于每个供应商的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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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效率。


第二阶段（二层解耦：软硬分离）：这一阶段采用通用化的 COTS（Commercial Off The
Shelf）硬件设备，建设统一的标准化硬件资源池，从一定程度上减弱 CSPs 对供应商
的硬件锁定，业务上线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第三阶段（三层解耦：虚拟化管理层软件分离）
：这一阶段在标准化统一 COTS 硬件资
源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虚拟化基础设施层进行解耦，不同的 VNF 供应商不再单独绑定
自己的虚拟化管理层软件，而是采用标准化的 API 接口兼容适配统一建设的虚拟化基
础设施资源池（目前虚拟化核心技术采用开源社区的 KVM 对 VNF 进行虚拟化，虚拟
化软件管理接口采用开源社区的 OpenStack API 接口）
。这一阶段不同厂家的 VNF 供
应商将精力更加关注 VNF 的业务创新，CSPs 进而可以获得更快的业务上线效率。



第四阶段（全解耦：统一编排运维）
：这是 NFV 的最终演进目标，在三层解耦的基础上
进一步实现统一管理编排系统，CSPs 一般对 NFVO 掌握最终的最高控制权，由于该阶
段 NFV 整系统解决方案的集成难度最高、运维管理难度最大、多厂家的故障定位界限
不清晰、责任矩阵难以定义，所以全球多数 CSPs 的战略决策是选择一家 NFV（预）
集成商来负责全栈 NFV 系统的集成交付。

以上四种不同的 NFV 解耦阶段对应的收益和困难分析对比总结如下表格：
解耦方式

无解耦

收益

困难

集成难度低，交付周期快

垂直厂商锁定，不利于业务创新

二层解耦

基于通用硬件，业务创新较快

统一运维较难

三层解耦

基于通用硬件和虚拟化层，业务创新快

统一运维难，故障定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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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硬件、虚拟化层、编排层，关注业

集成难度高，运维复杂，故障定位

务创新

更难

全解耦

NFV 挑战
NFV 虽然作为一种先进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可以让 CSPs 的网络架构更加开放，业务
部署更佳灵活，但是在当前 NFV 的发展阶段中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标准不成熟



标准组织和开源项目较多



生态系统不完善



多厂家集成复杂度高



故障分析和定位界限模糊



统一运维和管理更难



业务部署更新频繁



数据和存储性能调优难度大



整系统安全性降低



运营商级别可靠性保证难度大

ZTE 化繁为简的解决之道-NFV 系统集成
根据用户需求，优选合适的硬件、虚拟层、VNF、MANO 等子系统组件，将它们有效集成
（包括垂直集成/水平集成）、部署、交付一个功能完整，可靠的，可运行的生产系统（端到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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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TE NFV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PSI 集成服务
PSI 首要系统集成服务，解决多厂商（MV）管理困难，实现 NFV 系统快速交付。

PSI 集成的优势与亮点
ZTE 提供优质的 PSI 集成服务，是 PSI 强有力的竞争者：
<以上所有信息均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不得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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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集成方法论：4 个管理模型，8 项技术方案，2 个支持平台



标准的集成工作流程：涵盖市场、商务、研发、交付近 200 交付流程文档



专业，独立，中立的集成团队：集成团队与工程团队独立运行确保中立



三十年运营商业务：三十年专注通讯业务，全产品全业务覆盖，深刻理解电信

业务的流程


自动化的集成工具：一个平台 AIC，三个工具，全自动化，集成对接效率提高

70%


丰富的集成经验：海内外 400 家实验局商用局点集成经验

测试即服务 TaaS
Test as a Service 既通常所说的集成验证服务，由系统集成商搭建测试需要的定制化环境，
并协助、指导第三方厂商在此环境中进行自主开发、测试、验证等:


提供测试环境，减少运营商对环境的前期投入和后续的维护



牵头第三方协作，ZTE 完善的项目管理流程和经验，有效降低运营商的时间投



协助或主导集成测试，研发级支持，缩短问题处理时间；自动化工具实现快速

入

部署和测试

TaaS 服务的价值


降低固定资产投资：TaaS 提供灵活的测试交付模式，降低运营商固定资产投

资，助力运营商实现轻资产运营


提供完整测试范围：TaaS 提供创新的测试方法，实现网络功能和业务的全面

覆盖
<以上所有信息均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不得外传>

第 6页

秘密▲


提升测试效果：TaaS 提供开放的测试平台和丰富的测试资产库，提升测试效

率和测试结果准确度

ZTE 优势
Openlab 实验室


4 个全球 Openlab，10+专业实验室



1000+台、30 多种服务器&存储



10+云平台，100+VNF



每年新增价值数千万新设备和软件

专业的团队和集成能力


专业的集成团队，200+集成专家



1000+多厂商集成场景的集成经验



积累数千集成测试用例



专业的 NFV 集成自动化工具支持支持全第三方集成

生态圈


40+合作伙伴



参与 50+组织和社区



获得大量的第三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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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E NFV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客户价值
加速业务上线
ZTE 在全球已有成熟的备件中心和物流系统，采用标准化的交付过程和全流程可视化
的质量监控管理系统，基于 NFV 开放实验室对 NFV 整体解决方案提前进行预集成验证，
可以以最快速度保证 CSPs 新需求、新业务上线运营，在第一时间抢夺市场先机。

开放生态系统
ZTE 基于 NFV 分层架构下在每一分层领域均联合行业主流技术合作伙伴共同建设 NFV
商业生态圈，基于开放开源的心态和原则进行技术合作创新以及产品集成解决方案联合
策划和验证。

运营商级可靠性
在 NFV 分层架构下，ZTE NFV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对每一层进行高可靠性架构设计，
NFVI 资源池采用多地理区域容灾机制、VIM 管理层采用 HA 机制、VNF 层软件架构重
新设计采用轻量无状态逻辑、软硬件结合实现性能加速方案，使得 NFV 新型云化网络
仍然具备传统电信设备的高可靠性特征。

4 总结
中兴通讯的 NFV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根据客户在网络虚拟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结
合通信业界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线和融合解决方案，优选各种技术和产品，牵头协调、整
合各厂家的子系统，将其集成成为一张完整可靠、高效的虚拟化网络，并使之能彼此协调工
作，发挥整体效益，达到整体性能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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