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观点

本报记者 邱江勇

前两年，谈到运营商网络转型和重构，

SDN/NFV被提及最多，通过软件定义网络

和网络功能虚拟化的技术，可以给原来比较

刚性的通信网络赋予更多的灵活性和智能。

业界推动SDN/NFV在电信网中实现，也是

希望通过这个技术抓手，赋予网络更多的灵

活性，能够降低建网的成本，也能够提供更

快的服务响应速度。

在日前举办的“2017中国SDN/NFV大

会”上，中国SDN/NFV联盟理事长韦乐平

对我国SDN/NFV推进现状做了分析。他认

为，运营商网络重构之路还要走十年。业界

也普遍认为 SDN/NFV 的发展速度慢于预

期，关键问题是缺少商业驱动力。

整体处于现场试验

和早期商用阶段

主流电信运营商从 2014 年开始 SDN 概

念验证，2015 年进入现场试验试商用阶

段，其中 AT&T 开始全面推进商用部署，

多数是在数据中心内和数据中心之间部

署。而 NFV 还处于早期应用阶段，主要在

VEPC、VIMS 场景中应用，少数在 VBRAS

和 VCPE 上开始应用。韦乐平认为，整体

来看，由于大网的复杂性、电信级要求、

标准缓慢、商业价值不明显等原因，除少

数领域外，SDN/NFV技术尚处于半封闭的

软烟囱群阶段，离开放的全解耦目标还有

相当大距离，在大网上规模应用的时机尚

未到来。

互联网公司由于业务单纯、历史负担

轻、思维创新等原因，已经率先在DC内和

DC间广泛部署SDN，主要用途是网络虚拟

化、云业务、租户隔离等。在国外，谷歌6

年前已开始规模部署 SDN，链路利用率提

升至 90%以上，但随着 VPN 服务的扩展，

链路利用率已经下降到70%左右，仍然远高

于运营商。

在企业园区网络和企业内部数据中心方

面，韦乐平表示，绝大部分企业尚无计划部

署，主要原因是缺乏迫切需求，包括缺乏新

业务，降低成本空间有限。

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韦乐平认为

SDN/NFV目前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

是软件电信级和硬件转发性能等技术性能

有差距；二是标准进展缓慢，尤其是 NFV

领域协同编排器层标准不到位，而且标准

组织和开源组织碎片化，严重拖累了行业

发展；三是商业模式不清晰，增收节资效

果尚不明显。SDN/NFV整体仍处在现场试

验和早期商用阶段。

SDN/NFV

缺少商业抓手

SDN/NFV 对网络的改造是分步实施

的。中国电信SDN/NFV专家欧亮告诉《中

国电子报》记者，前两年一直在做广域网的

底层网络支持 SDN 的“穿衣戴帽”改造，

正如韦乐平在演讲中所说，数据中心里已经

广泛部署了 SDN，在运营商的广域网络

中，大量不具备 SDN 能力的网元要改造成

支持SDN的。

现在正在开展的是 NFVI、DCI 的改

造，NFVI的改造目前还在探索中。在今年

巴塞罗那 MWC 展上，中国电信和英特尔

共同演示了基于整机柜 RSD 的 NFVI 设

备，这次展示受到了世界各地运营商和厂

商非常多的关注，这对正在讨论中的NFVI

（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的未来形态是

一个重要参考。与NFVI、DCI同时还要做

的工作则是网络控制面、OSS （运营支持

系统）“上云”的工作。

这个过程会很长，欧亮说：“我们希望

市场来驱动技术发展，我们的地方公司能

够主动向我们技术部门提出改造要求。”但

实际情况目前并不乐观。

在 2017 中国 SDN/NFV 大会上，韦乐

平感叹，为企业开一个 VPN （虚拟专网），

要涉及电信运营商内部 40个人工环节，这

些环节走一圈下来，肯定要几个礼拜时

间，甚至几个月了。

在前不久的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

华为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丁耘也说了相似

的现象：全球顶尖的主流运营商将 B2B 业

务作为战略市场的同时，在欧洲一个客户

申请专线，走了 CTO 的“门路”才能把 6

个月流程缩短到3个月。

目前电信行业面临的现状是：端、云

在快速迭代创新，但管的节奏跟不上端和

云。在消费领域，视频无处不在；在工业

领域，万物互联有巨大需求；在企业领

域，IT云化和企业专线需求快速增长，这

些海量的网络需求，不仅仅意味着连接和

带宽，也是快速获取用户需求、提供业务

保障、创新商业模式、提供定制化服务的

机遇。网络需求空间巨大，而运营商的网

络需要被激活。

随选网络、面向服务

或是引擎

如何挖掘SDN/NFV的商用价值？韦乐

平表示，互联网企业的成功经验使得面向企

事业用户的“随选网络”成为主流运营商的

SDN切入点。

在 SDN与 NFV出现前，亚马逊、谷歌和

微软等云服务商提供按需随选的计算资源、

服务器和存储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

SDN 与 NFV 的出现为运营商提供了技术抓

手，AT&T首先抓住机遇，在170个城市提供

了业务，去年收入6亿美元，取得初步成功。

目前，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均意识到其

商业价值，明确将其作为业务切入点。不过，

“随选网络”仍需要做很多基础性工作，最主

要的是数据的准确性和端到端自动化。对于

大中企业来说，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端

到端资源查询与自动化预判的准确率很差，

骨干侧能力不开放，人工介入环节太多；自动

报障处理流程、实时交付测试手段、客户信息

同步与鉴权等缺失以及系统安全性有待加

固。而对中小企业来说，除了端到端资源查询

与自动化预判、系统安全性加固等问题外，当

前VxLAN协议尚不成熟，各厂家控制面协议

不同，无法实现跨厂家互通。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网络所所长段晓东

说，中国移动的未来网络将在架构和网元两个

层面进行重构，架构重构重点在底层基础设

施重构，网元重构则以面向服务的架构方向来

设计。总体来看，中国移动对未来网络的重构

与5G设计是一体化的，未来中国移动的网络

将实现端到端的切片，从网络切片、空中接口

切片再到应用切片，中国移动未来网络架构的

建设用途比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更加清晰。

祁峰认为，目前SDN和NFV的产业发展
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是商业驱动不够。SDN
和NFV一开始是由技术驱动的，但SDN和
NFV技术要想真正走向商业成功，必须解决
商业驱动的问题；第二是整个产业缺少对网
络演进目标架构的统一认识，不同国家、不同
区域、不同运营商的需求存在差异化，对目标
网络架构的统一应提出更高要求；第三是从

现有网络向以SDN为主的未来网络演进，缺
乏明确有效的演进路径和解决方案；第四是
上下游产业对标准组织、开源组织的关注度
日益提升，然而两者尚未有效协同。

祁峰表示网络云化有四个方面需要引
起注意：第一，消费者和企业用户都有
ROADS体验的诉求，云化网络要使能最终
用户的ROADS体验。用户体验不仅仅是业

务本身，还应该包括业务的购买和使用的全
过程体验。云化网络不仅仅可以使能企业网
络云化，帮助运营商打造2B的商业解决方
案，也可以帮助运营商优化2C业务体验，打
造FMC商业解决方案竞争力。

第二，从ICT基础设施转型来看，网络
云化既是基础，也是目标，这个需要产业界
形成共识。从 Cloud2.0 走向 Cloud3.0，网络

将成为ICT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根本，需
要基于网络重新定义分布式存储架构，基于
网络重新定义分布式的计算架构。

第三，运营商的网络要走向智能、敏捷、
高效、开放，只有通过网络云化才能实现。运
营商向云化网络目标架构演进，可以先易后
难，逐步优化，通过Overlay的技术让现有网
络真正敏捷起来，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第四，标准组织与开源组织要有效协同，标
准落后于开源是拖了产业的后腿。对于电信行
业来说，基于标准组织形成产业界共识、构筑产
业链平台，同时加速产业规范和成熟，对加速产
业发展很重要。标准如果落在后面，整个电信行
业往前走是很困难的，不能只依靠开源组织，在
这个方面标准组织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出于对规模将以万亿元计数的企业级市

场的看好，京东再度升级了自己的企业级市

场战略，并打出组合拳。

5 月 10 日 ， 京 东 在 北 京 发 布 了 以

JD-Business 命 名 的 京 东 企 业 级 市 场 新 战

略。该战略以采购为主场景，围绕京东一直

以来耕耘的企业采购服务，将深度布局技

术、商品、履约交付、增值服务四大核心能

力，并依托京东云、京东金融和京东物流三

大引擎，实现京东采购服务的全面升级。

京东集团 CTO 张晨将首次对外发布的

JD-Business 视 为 对 企 业 和 政 府 客 户 的 赋

能。他表示，京东将越来越重视接下来的

12 年，将以企业购为出口进行能力输出，

把京东的能力赋予大企业和政府客户，打

造最高效率、最低成本、最好用户体验的

电商服务。张晨认为，2B 业务未来将占据

80%的电商市场，这将是一个万亿元级的

市场。

多部门联动的“宇宙星系”

为了实现 JD-Business从企业采购电商

化到采购服务的全方位提升，京东云、京

东金融和京东物流将被打造成新战略实施

的“三大引擎”。上述三个部门的负责人也

出现在活动中，为新战略发布站台。

一方面可以看出，京东高层对企业

级市场的看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

来京东企业级市场新战略的实施，将涉

及到京东内部之间的合作和跨部门的协

调。对此，京东大客户业务负责人宋春

正表示，所有京东部门都以客户为先，

大家融合在一起，今后在合作中，只要

对客户有价值，大家都会全力以赴。他

指出，京东将把京东云、京东金融和京

东物流打造成支撑武器，通过聚合上述

三者为主的企业采购集团资源，形成将

京东“聚变”为电商行业领导者的三大

引擎。

围绕企业采购服务，京东提出重点打

造四大核心能力。宋春正阐述了如何构建

企业采购的四大核心能力。京东将技术放

在首要地位，在技术层面将围绕采购主场

景，把企业采购的综合服务嵌入到企业内

部管理系统中，将企业采购与企业经营、

生产和业务开展等服务诉求，用电商的方

式连接起来，做到前置化、移动化、模块

化和智能化。

在商品层面，宋春正强调，正品行货

是京东的核心竞争力。京东企业购目前已

经是非生产资料领域的最大采购平台，在

宣布将以“零服务费”模式打造全新智慧

商旅的京东商旅在活动中亮相后，京东实

现了对商旅、京东商用、金融、云、物流

等应用场景的全覆盖，为企业用户带来了

更多选择。

在履约交付和增值服务层面，京东第

四张网和企悦服务的展开，有效地将采购

履约交付和售后需求同互联网应用结合了

起来，实现了整个售后服务的过程监控和

服务评价。这些增值服务包括预付卡、金

采和供应链风险控制等。

宋春正将首次发布的 JD-Business 战略

描述为“宇宙星系”。其中，企业采购服

务是位于中央的“恒星”，而针对企业采

购的技术、商品、履约交付和增值服务的

四大核心能力则作为“卫星”围绕采购形

成联动。

构建“第四张网”

京东物流规划发展部负责人傅兵在会

上表示，将向企业级市场发力，进行第四

张网，即 B2B 物流网络的布局。京东物流

子集团近日刚刚宣布独立运营，在全球唯

一拥有中小件、大件、冷链、B2B、跨境和

众包 （达达） 六大物流网络。

傅兵表示，京东物流将在中小件网、

冷链网和大件网这三张网的坚实基础上，

运用多年沉淀的物流技术和电商化优势，

进一步打造出电商行业首个面向企业级的

物流网络。与 2C 的标准型物流网络不同，

2B更多是做按需服务，傅兵将 B2B物流网

络体系定义为“灵活的、可配置的、能无

限承载企业客户服务需求”。

宋春正对 2013 年起步的京东企业购进

行了简单盘点，表示3年间京东企业购完成

了 行 业 、 区 域 、 商 品 和 场 景 布 局 ， 而

JD-Business 概念的推出，要求京东站在行

业高度，继续领跑，从采购到采购服务的

全面布局。

他再次强调，企业级市场的痛点不是

卖东西，而是采购模式问题。京东企业购

给自己的定位不是卖东西，而是通过基于

互联网的电子商务技术颠覆传统模式，为

客户提供整体采购解决方案。

据了解，目前京东平台上的活跃企业

用户已超过600万家，根据工信部赛迪研究

院发布的 《2016 中国自营式企业网购分析

报告》，在自营式企业网购平台中，京东企

业购市场份额达到45.6%，领跑自营式企业

网购平台。

SDN/NFV进展缓慢 网络重构需要商业抓手
本报记者 刘晶

韦乐平指出，架构的重构牵一动百，估
计需要10年左右时间。从组织架构上来说，
现有组织架构必须扁平化和融合化。目前，
部门化、区域化组织架构不仅是端到端自动
化运营的障碍，也是碎片化部门化解决方案
的温床。同时，CT 和 IT 的深度融合使得存

储、计算和网络成为统一资源，而分割的组
织会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

从生产流程上来说，新的生产流程包括
采购流程需要重构，要融合现有分层、分域
的市场、网络和IT流程，新的采购流程要摒
弃传统黑盒子模式，转向软硬件分离采购和

集成的新模式。在制度文化上，需建立试错
容错的创新制度文化，不容错无创新，传统
建网模式和产品开发需变革。从规划模式
上看，现有静态的规划模式不适应日益动
态的新环境要求。要么失掉市场机遇和用
户，要么导致网络空闲。从运营模式来看，

高度依赖厂家的运营模式必须变革。开放网
络需要集成大量不同来源的新老伙伴、硬件、
网管、运营商必须能在代码级上深度介入开
发、测试、集成、维护直至业务提供全过程。

从技术挑战上来说，一是标准滞后，涉及
南北向接口、协同编排器和MANO、物理网
和虚拟网统一协同管理运行等；二是性能挑
战大，很多软件尚不满足电信级要求；三是集
成难度高，大量不同来源的功能块实现集成
和IoT，还要满足电信级要求，涉及全生态链
协同和业务链各层面协调；四是软件价值认
识不够，网络软件化后的软件价值和商业模
式需要探索，软件免费的习俗必须根除。

中国SDN/NFV联盟理事长韦乐平

网络重构面临挑战

组合拳+第四张网，京东企业购升级版来了

中国SDN/NFV联盟副理事长、华为网络产品线副总裁祁峰

SDN和NFV产业发展存在四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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