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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DN 领域，华
为聚焦于网络的开
放性，参与投入了
多个标准与开源组
织，包括开放网络
基金、开放网络操
作 系 统（ONOS）
项目等。”>>

Ian Foo

华为：
全面引领SDN创新与发展
◎ 华为企业业务产品营销与管理高级主管 Ian Foo/ 访谈

随
着企业现有网络软件化进程的推进，软件定义网络（SDN）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其鼓励各行业CIO们采用一个“面向应用的可集中控制的网络架构。”

鉴于 SDN 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其架构迥异于传统网络模型，CIO 和企业其他

决策者对 SDN 还存在一些疑虑。“用户对于 SDN 控制器的可用性有些迟疑，而 SDN 控制器的

可用性直接影响网络的可实现性。这也导致用户无法放心地将现有网络演进到 SDN 架构，”华为

企业业务数据中心产品与 SDN 解决方案高级主管 Ian Foo 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华为打造了

具有故障保护功能的 SDN 方案，将网络整体层面的运营分散到众多外部化的独立部件，从而降

低了网络故障引发损失的风险。

“我们的 SDN 技术可以帮助客户将其 IT

网络架构从传统的静态架构演进到可编程、自

动化的架构，从而大大提高了应用部署速度和

业务创新效率，”Foo 说。这个技术可以让 IT

网络更好地响应快速变化的市场趋势和客户需

求，轻松应对竞争。华为提供各种企业 ICT 解

决方案，包括敏捷园区网、云数据中

心网络以及敏捷广域网。这些解

决方案根据企业的需求量身打

造，可以帮助企业在开放的

框架和生态系统下获得更好

的网络敏捷性和可视性。

敏捷园区解决方案利用

了 SDN 和可编程平台，提供

一个整合了有线和无线局域网

的接入网络。同时，为了加快新

应用和新业务在数据中心的部署，提高

用户对数据中心整体状况和运作的了解，华为

还提供了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该方案使用了

高度开放、聚焦业务的 SDN 架构以及华为丰

富的网络产品，将数据中心建设变得简单易行。

同样的，华为敏捷广域网解决方案运用了 SDN

架构和技术实现了广域网的智能感知与流量优

化。“通过对流量进行分析和优化，全局统一

计算路由，实现业务流量合理调度，我们的软

件定义广域网解决方案可以将广域网链路利用

率从通常的 30% 提高到 80%”Foo 说。尽管公

司提供的各种解决方案针对企业网络不同的关

键领域，但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更快的新

业务部署——从而帮助企业实现业务创新，降

低运维复杂度。

通过部署华为 ICT 解决方案，运维人员可

以将网络各层抽象化，简化复杂的虚拟网络环

境，降低运维成本。同时帮助运维人

员快速定位并解决网络问题。

过去几年，华为将超过收

入的 14% 持续投入研发领域，

广泛开展网络与电信领域的

研究。“在 SDN 领域，我们

参与的项目包括开放网络基金、

开放网络操作系统（ONOS）

项目等，”Foo 说。在运营商和

电信服务领域华为已经深耕 20 多

年，聚焦于提供满足市场趋势的定制化

解决方案和聚焦客户的创新方案。

在企业市场领域，华为紧跟 SDN 在行业

引发的创新趋势。“这让我们可以聚焦于开放

系统、解决方案和生态合作的建设，打造满足

客户需求的多厂商互通、混合环境以及灵活的

解决方案，”Foo 说。放眼未来，华为将致力引

领新 ICT，为电信和 SDN 市场提供优质的解

决方案与服务，打造一个全联接的世界。

（本文转载自《Enterprise Networking》）

Heavy Reading 在
2016 年 6 月的最新调
研结果显示，96% 的
运营商已启动网络云
化的计划，其中 45%
的运营商计划在 2020
年完成其网络的全面
云化。华为将携手合
作伙伴助力运营商网
络的全面云化。>>

构，支持分布式负载均衡、分布式数据库

和无状态业务处理单元 3 层软件架构，可

在稳态会话无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实现秒级

弹性伸缩，并引入自动化的业务和资源编

排，提升整个系统的灵活性和弹性。此外，

通过一系列诸如基于业务 KPI 的健康检测

和故障自愈、跨 DC 部署容灾等技术创新

保证了网络云化后仍然保持 99.999% 以上

的电信级可靠性。

当运营商网络最终演进到原生云阶段，

将引入网络切片、敏捷基础设施、微服务、

容器和平台即服务等创新技术，构筑全新

的 ICT 运营模式，支持网络功能灵活组装、

网络业务随时发布，以及网络运维与业务

运营完全自治，帮助运营商获得空前的灵

活性、效率、速度和弹性，以快速满足和

匹配不同的网络应用场景和差异化的业务

诉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云化”。

携手全球领先运营商，成功实践全面
云化

全面云化对运营商来说将是一个长期

而复杂的演进过程，运营商需要从网络架

构、组织人才、采购模式、商业模式和运

营模式等各方面全面转型，并需要整个产

业链包括运营商、基础设施供应商、软件

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开放合作、共同面对。

华为携手全球领先运营商在全面云化的道

路上积极探索，为整个行业的云化转型提

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和借鉴。

作为行业最活跃的电信运营商之一，

Vodafone 积极拥抱下一代网络架构与技术，

提 出“Everything moves on Cloud” 愿 景，

希望将包括网络功能、消费者和垂直行业

应用、内部 IT 系统在内的所有一切迁移至

云上，从而降低成本、加快新业务上市速

度并实现敏捷运营。2015 年 7 月，在华为

的鼎力协作下，Vodafone 宣布在意大利推

出全球首张云化 VoLTE 商用网络，成为里

程碑式的行业事件。

华为在中国西安、美国硅谷和德国慕

尼黑建设了 3 个 NFV 开放实验室，联合

运营商、合作伙伴和行业组织共同开展集

成验证和联合创新，切实加速了 NFV 的

产业化进程。截至 2016 年 Q2，华为已与

全球多家领先运营商展开战略合作，已部

署和部署中的云化商用网络近 90 个，除

Vodafone 外，华为与比利时 Telenet 实现

了欧洲首张云化 VoWiFi 商用网络的部署，

与摩纳哥电信部署了欧洲首张云化 EPC

网络，与英国和记部署了全球首张云化

DRA 网络，并与 Ooredoo 实现了云化网

络在中东的首次商用，在 2016 年度 Global 

Telecoms Business（GTB）创新峰会上联合

荣获基础设施创新大奖。

全面云化已成全行业共识和发展方向

Heavy Reading 在 2016 年 6 月的最新

调研结果显示，96% 的运营商已启动网络

云化的计划，其中 45% 的运营商计划在

2020 年完成其网络的全面云化。

例如，Telefonica 就启动了 UNICA 项

目，希望基于 SDN 网络和电信业务云化

部署，来构建分布、统一和易于管控的云

数据中心，满足其电信业务和通用云业务

敏捷部署、按需使用和简易管控的诉求。

而中国移动在 2015 年上海世界移动大

会期间，也正式发布了 NovoNet 2020 愿景，

希望融合 NFV 和 SDN 等新技术，构建一

张资源可全局调度、能力可全面开放、容

量可弹性伸缩、架构可灵活调整的新一代

网络。

AT&T、Vodafone、德国电信、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Etisalat 和 Ooredoo 等全

球领先运营商也纷纷发布了各自面向 2020

的网络转型战略和目标。华为将携手合作

伙伴，助力运营商网络的全面云化，推动

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