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简述

电信云
利用 NFV 打造更加敏捷、定制的用户体验

网络服务提供商（运营 DSL、有线或移动网络接入的提供商）仍然面临着双重威胁：带宽爆炸式增长
造成运营支出不断攀升，商业化促使收入不断下滑。 具备自动化和动态扩展能力的真正电信云将成为

挑战

全方位的交付平台，支持网络服务提供商实现与云服务提供商相符的敏捷性。

搭建网络基础结构的传统方法（以物理设
备的形式交付集中化的网络功能）制约着
服务提供商以经济高效的方式取得发展、
迅速应对瞬时万变的市场、客户和网络需
求的能力。

挑战

解决方案

2012 年 10 月，全球 13 家领先服务提供商共同编撰了一份创意十足的白皮书“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向供应商和提供商发起了号召。
本文超越了传统的单体式系统，分析了服务提供商希望以怎样的方式采用虚拟化技术和属性，将其作为
网络基本构造模块。

瞻博网络 Contrail 云是一种全包式的平
台，支持构建开放、可靠且智能的电信云。

通过这份白皮书，这些网络服务提供商设定了电信云的愿景，即能够支持多种网络服务的分布式、虚拟
化平台。

优势

电信云具有以下特点：

•

支持基于性能和客户需求的地理分布式
功能。

•

•

灵活的解决方案规模缩小以支持规模更
小的本地化配置。

自动化：电信云以一系列虚拟化对象的形式构建，实现了自动化和编排，旨在按需交付网络功能和
容量。 传统网络设备的订购、安装和配置周期通常为六个月以上，而电信云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基于行业标准的电信级计算平台实例化虚拟化网络要素。

•

可扩展：电信云支持利用当今可用的部分性能最高的路由和交换平台纵向扩展，具备虚拟化网络可
扩展能力，利用云的纵向扩展/横向扩展原则满足超高容量需求。 电信云还可缩小规模，使用置于
更贴近订户边缘处的规模更小、通常为虚拟化的网络对象提高网络响应速度，提供更出色的客户体
验。

•

灵活：传统上，安装新的网络功能（特别是为了创造新收入时）面临着资本支出/运营支出/时间方
面的阻碍，导致只能尝试少数新功能。 利用电信云，网络本身将成为一种灵活的平台，支持以虚拟
对象的形式实例化新服务，通过 SDN 技术轻松插入网络之中，在几个小时内完成评估，所需成本
和相关的复杂性远远低于先前的方法。

•

托管水平和垂直安全解决方案，保护敏
感的电信云应用程序和服务，避免外部
威胁侵扰。

•

分析引擎监控虚拟化网络的运行状况和
性能。

•

将现有物理网络要素与虚拟化网络要素
无缝集成。

“这种 [NFV] 转型的主要好处在于，它将支持 AT&T 和我们的客户共
享一个通用的资源池，运用与云数据中心管理工作负载时相似的编排技术灵
活地按需组合服务。”
- AT&T 域 2.0 版愿景白皮书，2013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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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动化、可扩展和灵活的平台创建和交付新服务，网络服务提供商即可
实现与云服务提供商相符的敏捷性。 这就是电信云的真正实力所在。

Contrail 网络 SDN 控制器提供：

图 1： 瞻博网络电信云平台

用例

EPC

IMS/VoIP

服务边缘

Contrail 云软件包含 OpenStack 云管理平台、Contrail 网络 SDN 控
制器和 Junos Space 网络管理系统。

云 CPE

•

动态服务链，通过可编程、策略驱动型的网络虚拟化提供。

•

自动化资源调配及 OpenStack、Contrail 网络和服务管理组件。

•

完整的网络功能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实例化、更新、查询、
扩展和终止。

•

高可用性，通过内置软件部署冗余提供，实现不间断云操作。

•

丰富、规范的分析能力，采用高速数据收集引擎，支持细粒度基础结
构遥测。

面向 NFV 的瞻博网络 CONTRAIL 云解决方案
应用程序/
服务

瞻博虚拟化
网络功能

第三方虚拟
化网络功能

(Firefly . . .)

(Nokia, Sonus . . .)

硬件平台

Contrail 云平台

管理

应用程序和服务
控制

路由、交换、安全

Contrail 云： 瞻博网络
电信云解决方案

瞻博网络提供了多项专注于安全的虚拟化网络功能 (VNF)，例如 Firefly
Perimeter。 瞻博网络的应用程序防火墙 Firefly Perimeter 可用于提
供 VNF 之间的保护，例如演进型分组核心 (EPC) 与 IP 多媒体子系统
(IMS) 功能之间的保护；同时还能直接为消费者和小型企业提供虚拟化防
火墙服务。
与此相似，全新 DDoS Secure 设备可以保护关键网络功能，例如域名系
统 (DNS)，可以作为物理或虚拟应用程序部署。

面向 NFV 的 Contrail 云是瞻博网络用于支持电信云的解决方案，其中
包含三个主要组件：硬件参考架构、Contrail 云软件组件和网络设备与服
务。

最重要的是，瞻博网络支持第三方提供商提供的虚拟化和物理网络功能。
凭借 KVM、ESX 和 Xen 支持，瞻博网络电信云能够支持广泛的虚拟机
管理程序。 瞻博网络已经通过了 Checkpoint、Sandvine、Akamai 和
Guavas 的测试/验证。

硬件平台

管理

瞻博网络广泛的业界领先路由、交换和安全产品为电信云平台奠定了稳固
的基础。

瞻博网络 Junos® Space 网络管理平台提供可编程的开放框架，支持管
理电信云的物理和虚拟网络要素。 Junos Space 为硬件要素提供标准故
障、配置、记帐、性能和安全 (FCAPS) 功能。 作为一种平台，它支持
开发用于管理虚拟网络要素（例如 Firefly Perimeter）配置和调配的应用
程序。

Juniper Networks® MX 系列 3D 通用边缘路由器为电信云架构提供了
理想的服务控制网关 (SCG)。 每种云架构（或 NFV 系统、电信云数据
中心）均必须与物理传输网络接合，MX 系列拥有无与伦比的接合物理和虚
拟网络环境的能力。
凭借对多协议 BGP (MGBP)、采用通用路由封装 (GRE) 的 MPLS
实现的动态隧道、虚拟可扩展 LAN (VxLAN) 封装、虚拟路由和转发
(VRF) 表和以太网 VPN (E-VPN) 的支持，MX 系列可以将网络扩展到
数据中心之中。 瞻博 Contrail 网络提供了 VRF 的 SDN 控制，支持实
例化 VRF 的下游服务链接口，从而实例化下游服务链。
作为一种网关设备，MX 系列路由器还以嵌入式功能的形式支持多种网络服
务，例如电信级或运营商级 NAT (CGNAT)、防火墙、负载平衡以及深度
数据包检测/流量检测定向功能 (DPI/TDSF)。 DPI/TDSF 支持识别个别
订户、设备类型、应用程序和位置。
MX 系列还支持接合多种现有策略引擎，包括策略和收费规则功能
(PCRF) 和身份验证、授权与记帐 (AAA)。 MX 系列可以在移动网络内
接合在线收费系统 (OCS)；与 DPI/TDSF 相结合，MX 系列可以执行
策略控制实施功能 (PCEF)，以每个数据流为基础将流量定向到定制服务
链中。
此外，瞻博网络 EX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和 QFX 系列交换机提供了电信级
或运营商级、高密度、高性能的平台，是扩展电信云的理想选择。
多层、多域安全性对于电信云部署至关重要，面向高端应用的瞻博网络
SRX 系列服务网关具有保护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的容量和可扩展能力。 除
此之外，瞻博网络的虚拟化安全对象可以跨整个虚拟化网络功能部署，在网
络要素之间提供保护。

Contrail 云平台组件
Contrail 云是一种全包式的软件系统，用于创建、部署和管理遵循 ETSI
标准、基于 OpenStack 的 NFV 电信云。 Contrail 云产品通过开放、
模块化、支持横向扩展的软件架构提供了云管理、网络虚拟化和自动化以及
网络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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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除了物理组件之外，瞻博网络电信云架构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根据性能和客
户需求将功能分布到多个不同地理位置。 传统电信云部署在大型集中化数
据中心内；尽管随着订户数量的增加、随着连接演进到不再仅仅涉及用户的
程度，集中化部署能带来许多网络功能方面的优势，但将功能置于更贴近订
户边缘的位置这一需求逐渐凸现出来。 缓存和安全甚至订户访问都能受益
于在小规模、更广泛位置部署的做法。

瞻博网络电信云的功能与优势
面向 NFV 的瞻博网络 Contrail 云是一种安全、策略驱动型、电信级的
解决方案：
安全： 瞻博网络电信云架构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水平和垂直安全性。 瞻博
网络高端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为全球各地的电信云数据中心提供前端安全
性。 与瞻博网络的 DDoS Secure 和统一威胁管理 (UTM) 功能相结
合，SRX 系列产品可以在外部环境与敏感的电信云应用程序和服务之间建
起一道切实有效的屏障。
在数据中心内部，瞻博网络提供了多层安全性。 通过虚拟化具体对象
（Firefly Perimeter、DDoS Secure 等），服务提供商即可根据具体网
络要素度身定制安全性。 例如，可以利用高性能 DDoS Secure 引擎保
护 DNS 服务器，防范有针对性的攻击；或是采用专门用于 IP 多媒体子
系统/电话应用程序服务器 (IMS/TAS) 的定制策略创建虚拟防火墙。
传统云架构依赖于安全性相对较差的 VLAN，恶意或遭到入侵的网络要
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工作负载。 通过在虚拟对象之间提供 IP VPN 连
接，Contrail 网络即可确保工作负载和虚拟机 (VM) 只能与预先确定
的网络要素通信，从而提供高度安全的虚拟化网络。
策略驱动型： 瞻博网络将现有策略引擎与强大的 DPI 功能相结合，
动态地将流量定向到适当的服务链，最大限度地提供控制力和灵活性。

电信云数据中心
虚拟服务边缘
CONTRAIL 云和 CONTRAIL
网络 SDN 控制器

CONTRAIL 云

智能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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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布式电信云

电信级： 新型电信云必须满足传统电信部署的响应速度和正常运行时间
需求。 瞻博网络电信云采用符合网络设备构建系统 (NEBS) 的 x86
计算资源和容错交换架构构建而成，其设计融合了物理与虚拟可靠性。
Contrail 云分析引擎可监控虚拟化网络对象的运行状况和性能，利用本机
负载平衡迅速识别、隔离和重启或修复无响应节点。

电信云用例
电信云架构的远大前景让服务提供商振奋不已，但他们深知，必须首先解
决某些网络功能或业务方面的反对意见。 以下用例描述了一些能利用基于
Contrail 云的电信云提高敏捷性，从而优化运营成本、驱动新收入流的具
体领域。
这些用例从架构上来看几乎完全相同，但虚拟化网络功能与系统的组合（以
及所交付服务的物理位置）使之具有迥然相异的特点。

虚拟化 CPE
作为最受期待的电信云应用之一，虚拟客户现场设备 (vCPE) 支持企业和
业务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功能（以设备形式购买）的虚拟化版本。 网络
服务提供商不必再在客户现场部署设备机架，而是用在服务提供商的网络内
运行的 VM 的形式，部署相同服务的虚拟化版本。 通过 NFV/SDN 技
术自动化这些网络功能的订购、配置和部署的能力将改变基于网络的服务交
付的经济效益。 突如其来，服务提供商将可以提供与云提供商相仿的服务
和敏捷性。

虚拟化服务边缘
移动服务提供商迫切需要虚拟化服务边缘 (Gi-Lan)，但所有服务提供商（
有线、固定/DSL、企业）都有着以优化网络流量和交付服务为目的的复杂
设备/网络功能配置。 服务提供商需要能够将这些基于设备的服务链转化为
虚拟化应用程序池，以支持通过虚拟化网络功能的形式纵向或横向扩展。
最初，虚拟化服务边缘能够节省运营支出，而且这种电信云定位也非常适合
新型和创新服务较为复杂的服务交付。 随着服务提供商日渐习惯提供虚拟
化服务边缘的敏捷性，他们将开始接受能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或其他增值功
能的全新 VNF 的引入。
瞻博网络的虚拟化服务边缘当前支持与现有 VNF 配合使用，包括 Firefly
和第三方合作伙伴的产品。

智能化访问
网络服务提供商通常将访问网络视为成本中心：为接收订户向服务边缘发送
流量而产生的必需费用。 然而，NFV/SDN 技术和不断变化的客户/技术
要求将传统数据中心服务推到了更贴近订户边缘的位置。
移动服务提供商开始将访问网络产品视为电信云的扩展，能够在基站或基站
后方第一个跃点处支持虚拟化网络功能。 毫无疑问，DPI、安全性和缓存
等功能可以在更贴近订户的位置工作，最终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
如今，瞻博网络的访问产品支持在贴近订户边缘的位置处交付 VNF。

演进型分组核心
演进型分组核心 (EPC) 是 LTE 移动网络的中心，包含订户访问、移动
性管理和收费/记帐。 将 EPC 虚拟化为电信云中的一项功能让移动服务
提供商能够迅速纵向扩展特定网络功能。 它还支持分布程度更高的移动访
问网络，将订户终端/访问更深入地融合到网络之中。 最终，虚拟化 EPC
与企业移动服务相结合，支持移动服务提供商创建可以缩小范围、专用的
EPC，满足特定类型客户的需求或者企业/机器间 (M2M) 应用的需要。
如今，瞻博网络通过自己的电信云架构和 Nokia 的 EPC 软件提供虚拟
化 EPC。

IMS/TAS/VoIP/VoLTE
服务提供商正积极将基础语音/消息服务迁移至新一代 VoIP。 服务提供商
所希望的并不是将这些新系统作为单体式设备部署，而是希望以电信云架构
中虚拟化对象的形式交付 IMS/TAS/VoIP/VoLTE 服务。

如今，瞻博网络通过自己的电信云架构和 Nokia 的应用程序软件交付虚拟
化 IMS/TAS/VoLTE 解决方案。 瞻博网络还与领先 VoIP/会话发起协议
(SIP) 公司 Sonus 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探索有线网络和企业 VoIP 解
决方案。

总结：瞻博网络释放电信云的真正实力
从静态、基于设备的网络要素演进到更为敏捷、虚拟化的电信云环境将给服
务提供商带来深远的影响，极大地影响其削减成本、为新服务创新搭建平台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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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博网络提供了多种业界领先的路由、交换和安全产品，为构建真正敏捷的
电信云架构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瞻博网络独有的优势使之能够极为出色地
满足分布式部署的需求，其架构支持缩小规模，从而支持规模更小的本地化
部署。 Contrail 网络大幅简化了虚拟叠加网络的创建和管理。 服务提供
商不需要再创建异构的网络功能孤岛，Contrail 网络能轻松将这些微型电
信云连接在一起，支持无缝通信。 如果远程云过载，可以在中央云内实例
化更多容量，通过网络无缝增加容量。
利用自动化、可扩展和灵活的平台创建和交付新服务，网络服务提供商即可
实现与云服务提供商相符的敏捷性。 这就是电信云的真正实力所在。

后续举措
有关瞻博网络电信云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juniper.net，
或联系您当地的瞻博网络销售代表。

关于瞻博网络
瞻博网络引领网络创新。 从设备到数据中心，从消费者到云提供商，瞻博
网络提供全方位改善网络体验和经济效益的软件、硬件和系统。 瞻博网络
公司为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竭诚服务。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juniper.net。

公司和销售总部

APAC 和 EMEA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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