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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5G作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全球得到了广泛

的发展。据GSA统计，截至 2021年 4月，全球已有 68
个国家的 162个运营商推出 5G服务。5G商用部署速

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代移动通信技术。随着 5G的快速

商用部署，通信云作为全面支撑 4G/5G核心网、创新型

业务平台、管理平台等网络云化部署需求的基础设

施，如何在保证网络及数据的安全可靠性的同时又能

灵活部署，是当前运营商的重大课题之一。

研究通信云存储容灾技术是为了平衡网络运营

成本和网络服务质量，同时也是在核心网虚拟化后，

对新型网络安全可靠性的探索。与此同时，对运营商

网络安全和健壮性的考量也不能仅局限于网元是否

具备相应容灾功能，而应该对网络整体进行综合能力

评估，其中可能包括对网络整体短板的判断、对网络

冲击的防御机制、对虚拟化网络硬件层和虚拟层的容

灾能力评估以及对其他异常场景的模拟和预判等［1］。
由于业务种类比较多，虚拟化的通信网元部署复

杂，存储数据类型不同，本文将从运营商的业务分类

面向通信云
的存储容灾方案及部署策略研究

Research on Storage Disaster Recovery Scheme and
Deployment Strategy Based on Communication Cloud

关键词：

5G核心网；通信云；存储；容灾

doi：10.12045/j.issn.1007-3043.2021.10.013
文章编号：1007-3043（2021）10-0062-04

中图分类号：TN915

文献标识码：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摘 要：

通信云作为承载网络云化、业务平台以及5G网络部署的基础设施，能够助力电

信运营商网络快速升级转型。但其虚拟化、服务化的云架构，给网络的容灾和

可靠性带来了新的挑战。分析了通信云不同网元对存储的容灾需求，根据网元

自身特点及需求提出了不同的容灾部署方式，在实际的业务部署中，运营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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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分析通信云的存储容灾部署方案。

2 通信云存储设备的容灾手段

2.1 存储设备形态

根据硬件部署形态，存储设备可以划分为集中式

存储与分布式存储2类。

2.1.1 集中式存储

以磁盘阵列设备作为资源池中集中式的存储设

备，通过存储网络（SAN）向主机提供存储容量，其主要

组件如下。

a）控制器：包含 CPU、内存、接口卡、前后端接口

（前端接口和交换机连接，后端接口和盘框连接）。

b）盘框（硬盘）：主要存储设备，磁盘阵列设备提

供机械硬盘（HDD）或固态硬盘（SSD）槽位，盘框通过

NL-SAS、SAS等接口类型与控制器连接。

集中式存储组网形态如图1所示。

2.1.2 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存储基于服务器集群构建，存储服务器节

点之间通过网络连接形成存储资源池，其组网形态如

图2所示。

2.2 存储设备容灾手段

2.2.1 集中式存储

集中式存储的可靠性机制如下。

a）端到端冗余：在前端接口、控制器、电源、内部

链接上通过多路径实现冗余，确保任意部件发生故障

业务不中断。

b）数据保护：独立磁盘冗余阵列（Redundant Ar⁃
ray of Independent Disks，RAID）通过条带（RAID 0）、镜

像（RAID 1）、校验计算（RAID 5/RAID 6/RAID TP）等

多种技术，把多块独立的硬盘（物理硬盘）按不同的方

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硬盘组（逻辑硬盘），从而提供比

单个硬盘更高的存储性能和数据备份技术。

2.2.2 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存储硬件由通用服务器和通用网络设备

构成，其可靠性保障机制如下。

a）设备冗余：多网络设备、多链路、多存储节点冗

余，确保任意部件发生故障业务不中断，数据在系统

内不同存储节点上均衡分布从而保障节点间负载均

衡。

b）数据保护：通过多副本技术或校验码技术进行

数据的冗余备份。

2.2.3 多存储系统间容灾手段

存储双活方案包括 2套存储系统，提供实时数据

备份。1台主机可同时访问 2个副本，任意副本故障不

影响业务。2套存储可独立部署存储层双活方案，也

可以结合上层应用（包括网络层）的双活设计，形成数

据中心双活解决方案。

存储双活方案关键技术指标如下。

a）数 据 恢 复 点 目 标（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RPO）：主要指的是业务系统所能容忍的数据丢失量。

b）恢复时间目标（Recovery time objective，RTO），

是指通信云业务网元所能容忍的业务系统停止服务

的最长时间，也就是灾难发生到业务系统恢复服务功

能所需要的最短时间。

运营商根据不同技术指标要求，可制定不同容灾

方案。技术指标及相应方案如表 1所示，不同容灾手

段组网方式如图3所示。

图1 集中式存储组网形态

图2 分布式存储组网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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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信云业务网元与外部存储关系

3.1 业务网元与外部存储配合关系

传统的电信设备以专用的硬件为主，在专有平台

架构下，各硬件设备彼此独立，近年来，软件化、云化

部署的产品逐步商用，运营商逐步进行了业务系统的

云化，将云化范围从平台类应用扩展到通信网元，如

UDM、AMF、SMF等，以某厂商网元配置情况为例，各

网元与外部存储关系分析如下。

a）5GC计费单元：CG话单使用外部存储，且跨DC
有业务主备容灾，当外部存储断链，CG会拒绝接收话

单，从而使话单可以在前端网元存储一段时间。SMF/
GW会尝试接入备份 CG（网元级容灾），若备份 CG与

外部存储一样断链，且SMF/GW与外部存储链接正常，

则可以将话单缓存在外部存储一段时间，若 SMF/GW

与外部存储同时断掉，则只能存在计算节点本地内存

（空间很小，仅能存储分钟级），超过内存空间后只能

丢弃。

b）EMS/MANO：操作系统和运行数据都保存在本

地硬盘，当外部存储断链后，只要VNF的虚机不重启，

业务不会中断，但是写硬盘的操作会失败（包括日志、

性能统计、配置、告警等）。

c）核心网控制面VNF（AMF、SMF、NRF等）：数据

库和操作系统都是保存在内存中的，当外部存储断链

后，只要VNF的虚机不重启，业务不会中断，但是写硬

盘的操作会失败（主要是日志）。

d）核心网数据面VNF（UDM、PCF等）：具备DC内

和跨DC容灾，单台存储设备故障，启动DC内容灾，单

DC内存储全部故障，启用跨DC容灾。

e）5G消息：如果Guest OS使用的外部存储失效，

会影响虚机正常运行。如果APP的数据盘失效，可以

按 3种不同模块场景进行分析：核心业务模块如AS的
业务处理模块等，其数据盘故障可以不中断当前业

务，但会造成计费、日志等数据丢失；核心数据模块如

FS的业务处理模块、计费服务器等，数据盘失效会影

响当前业务；业务日志模块与上述核心数据模块类

似，只是数据盘失效时，对实时业务和数据影响较小。

f）炫铃平台：具体模块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

例如数据库或铃音服务器所用云盘异常时，呼叫接续

不受影响，只是个性化设置的铃音无法播放，但是炫

铃系统的保护音会正常播放；SCP/SIPPROXY模块部

分异常时，在 SCP/SIPPROXY设置的流控范围内的呼

叫可正常处理，超出范围的呼叫会被拒绝，返回 503错
误，让核心网放通，保证不影响呼叫接续。

3.2 通信云业务网元分类

根据网元对外部存储的依赖关系，可以将通信云

业务网元分为以下 2类（2类网元均可能有告警、日志

等数据需要外部存储）。

a）有状态网元：业务数据需要保存到外部存储

上，主要存储数据为用户静态数据，数据不能丢失。

b）无状态网元：业务数据不需要保存到外部存储

上，或保存在外部存储上的数据主要为业务动态数

据，在外部存储失效时，无状态网元可通过存储旁路

功能保障业务不中断。

根据业务应用重要程度可以将容灾情况分为DC
内和DC间容灾 2种。通信云网元据此进行分类，如表

2所示。

表1 通信云业务网元分类

图3 多存储系统间容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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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信云存储容灾方案

4.1 通信云资源池存储容灾方案原则

运营商可以根据不同网元对存储的依赖关系以

及网元自身应用层双活部署情况，与应用层容灾协

同，对不同的网元采用不同的存储层容灾手段，为通

信云提供网络运营成本与网络安全可靠性相对平衡

的容灾解决方案。

4.2 技术方案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a）业务网元无任何 DC内/间容灾（单 DC单节点

部署）：部署单DC内存储双活，应用侧数据双写在不

同存储设备上，单台故障时，应用侧自行切换。存储

启用主备/双活。故障时存储自动切换及恢复过程如

图4所示。

b）业务网元单DC内有容灾（单DC双节点部署）：

双节点挂载不同存储设备，形成A/B双平面，主要通过

应用侧容灾进行业务切换，存储故障进行DC内双节

点业务切换，可避免单存储失效导致整个业务宕机。

故障时存储自动切换及恢复过程如图5所示。

c）业务网元跨DC部署且应用层有容灾手段（双

DC双节点部署）：建议主要依靠上层应用做相应数据

同步及容灾切换，跨DC的存储双活对于链路延迟要

求较高，如时延允许（双 DC距离＜100 km）可以考虑

双活或远程复制。

5 结束语

通信云资源池存储容灾与网络部署架构以及不

同网元特性密切相关，不同组网不同网元对应有不同

的容灾方案。国际标准对网元容灾方案及实现流程

没有详细规定，各个厂家实现方式、机制及流程有较

多不同，这就给运营商部署带来很大挑战。如何既能

满足 5G商用部署要求及策略，又能满足各种异厂家组

合场景下的存储容灾备份需求，是网络部署中的难题

之一。

另一方面，5G网络引入了服务化架构、计算与存

储分离、控制面和用户面分离等新技术架构，运营商

需要综合考虑并利用新技术实现容灾，而不仅仅依靠

某一层设备或者某一种技术。

总之，通信云存储容灾技术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比

想象的要多，运营商在后期的部署与运营阶段还会遇

到各种问题，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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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单DC内单节点双活示意图

图5 单DC内双节点部署示意图

表2 通信云业务网元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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