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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近年来 5G网络发展迅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城

市高品质信息服务的支撑及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

伴随着 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

术的快速发展应用，云和网共同组成了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目前云网融合、算力

网络的理念在业界已经被广泛认可［1］。2022年 1月，

国务院正式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

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推进云网融合、算网协同，有序推

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

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云网融

合、算网协同”等理念已经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这对

运营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

云网融合时代，越来越多的行业实施数字化转

型，IT基础设施上云，其中政务、金融、医疗等重点行

业上云业务对运营商的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其中

关键指标之一就是低时延［3］。而传统 IP报文基于负载

均衡转发，哈希算法中没有时延因子［4］，导致高优先级

业务无法确保在低时延平面传送和保障，对行业应用

全面云化进度造成一定影响。网络时延保障能力成

为运营商面向云网融合趋势，打造差异化服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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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之一。

2 时延分析

网络时延分为传输介质时延和设备转发时延［5］。

传输介质时延主要与光缆长度、光缆质量相关，一般

规划中单向时延预算为5 μs/km，即实际业务承载路径

超过 100 km时，双向时延超过 1 ms。承载网设备的转

发时延与数据帧长度、报文处理过程和链路负荷相

关，在承载网轻载情况下，一般设备转发时延为微秒

级别。对于入云、组网业务的端到端时延而言，网络

时延主要来源于骨干网络时延，而骨干网络的时延主

要来源于传输介质时延。

以一个省或地（市）的骨干网络为例，为保证 IP承
载网主备平面物理路由的高可靠及安全性，骨干节点

主备平面的组网链路一般都承载在多条不同物理路

由，报文经过不同转发链路的时延差距可达到毫秒级

别，形成长短时延转发路径。

以图 1为例，A节点和B节点之间 2条链路具有相

同的度量值，传统的 IP报文转发基于ECMP转发，哈希

算法中没有时延因素，只是考虑了负载分担因素，导

致现网中高优先级业务存在时延无法保障的情况。

从A节点到B节点之间的低时延转发路径（红色实线）

和长时延转发路径（黑色实线），均可满足业务基本转

发需求，但 2条路径在省域范围内时延相差最高可达

到 10 ms甚至以上。当时延敏感型客户业务被引导到

传输长路径进行转发时，就会出现时延指标不达标情

况，影响客户应用感知。

3 方案介绍

3.1 传统手工配置方案

在运营商未提供时延可选的商用专线服务前，针

对有特殊时延要求的客户，可通过手工配置方式，将

业务部署在低时延路径。但在手工配置低时延路径

之前，需要先通过 PING测试等手段记录并比对多条

路径的时延，从中选择满足客户时延要求的路径。

传统手工配置方案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a）配置效率低：业务全程配置节点多，容易出错；

底层传输介质变更导致路径时延变化，需要再进行一

次手工配置。

b）跨域协同能力差：涉及多张网络、多个云池场

景下，需要由上层统一协同考虑多张云和网之间的端

到端时延。

c）可视、可维能力弱：无法查看端到端的逐跳时

延分布情况；底层传输资源变更、链路故障场景下，无

法及时知悉对业务的影响。

3.2 云网融合场景下的时延选路和保障解决方案架构

为实现 IP承载网时延选路及保障能力，提高业务

可视可维能力。某省联通探索通过 IP承载网部署

IPv6+技术［6］，打造智能云网时延选路和保障解决方

案［7］，持续提升智能云网融合服务能力，赋能各行各业

数字化转型。

如图 2所示，从下到上看，解决方案依次为云网

层、控制层、协同层和应用层共4层架构［8］。

云网层主要包括业务接入点、IP承载网、云资源

池 等 节 点 ，组 合 使 用 IPv6、SRv6 BE、SRv6 policy、
Twamp、BGP-LS［9］、L2/L3 EVPN等承载技术，实现业务

快速部署、泛在接入；本层级提供业务的基础转发能

力，承接控制层的业务发布、拆机等调度需求，将网络

侧时延等性能数据提供给控制层。在跨骨干域的专

线及组网业务中，传输介质时延主要包括接入网络时

延、本地网时延、骨干网时延，其中骨干网时延占比最

大。为实现优选低时延路径，建议骨干网部署 SRv6
Policy［10］，本地网选择部署 SRv6 policy、SRv6 BE或

IPv6透传。建议端到端部署 Twamp实例，采集全网组

网链路时延，并通过BGP-LS协议上报给控制层。

控制层主要包括承载网控制器和云资源池控制

器，组合使用 BGP-LS、iFIT、Telemetry［11］、多因子算路

图1 传输长短转发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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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时延选路及保障解决方案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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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现敏捷开通、时延可选和质量保障。承载网

控制器和云资源控制器分别负责对接承载网和云池

的设备，使用Netconf & SNMP & Telemetry等南向接口

与设备互通，用于纳管和还原设备，自动下发业务配

置，采集性能、告警数据。控制层与云网层通过 BGP
协议收集网络拓扑、链路带宽、时延等信息及 SRv6
Policy状态。控制层通过 RESTful/RESTCONF等北向

接口承接协同层的业务调度需求。

协同层主要是指云网协同器，本层级向下调用控

制层的接口能力，实现云和网的协同，接收应用层的

业务工单，对控制层下发符合要求的端到端电路，对

外提供网络时延可视可调能力，以及租户级别的监控

性能数据。

应用层实现多业务统一编排、能力封装和对外开

放，实现用户一点接入等自助服务。应用层可采用

APP或小程序等形式展示，前端APP按实际需求定制

开发，例如提供业务时延展示界面、时延可调界面。

3.3 时延选路和保障解决方案部署及应用

某省联通积极推进 SDN、IPv6/SRv6等数字技术的

创新应用，面向不同行业需求，以入云带宽、时延为关

键指标，打造差异化云网服务能力。2021年该省联通

自主开发上线云网协同器，对接 SDN化网络控制器及

云管系统，实现多云、多网的能力统一封装开放。率

先商用云网一体轻量级网管产品，统一入口实现用户

手机端、Web端等多种方式在线化服务，对政务、金

融、医疗等行业用户实现组网、入云、上网服务的在线

订购、按需调整；实现在线云网资源可视、故障可视、

流量可视；实现客户预约、服务流程、网络健康报告全

在线。该网管已为省内 41家重点行业用户提供在线

服务。

图 3为某省联通云网一体的阶段成果，下面分别

从“时延预算”和“SLA可视”2个场景阐述实现流程。

a）时延预算场景。一般用于业务售前支撑阶段，

可呈现业务开通前的预算时延与业务可选路径信息。

如图 4所示，步骤①~⑦依次展示了实现流程。客户经

理从应用层输入客户接入地址，经过资源系统转换为

网络地址，应用层向协同层请求业务可选路径和时延

数据。云网层提供网络侧基础时延、拓扑等数据，管

控层实现路径计算。协同层接收管控层的时延、路径

信息后，向应用层提供云+网的统一编排数据，最后由

应用层呈现端到端业务路径、时延及逐跳时延。

b）SLA可视场景。一般用于业务售后支撑阶段，

可呈现业务运行过程中的业务质量变化情况，提升网

络运维能力。当业务指标因网络故障等原因出现劣

化时，可及时介入处理。如图 5所示，步骤①~⑦依次

展示了实现流程。当网络中发生故障时，云网层会上

报告警，管控层重新计算出符合要求的业务路径，并

向云网层设备头结点下发路径变更指令。当协同层

接收到管控层的业务变更信息时，会同步推送给应用

层，最后由应用层呈现业务变化情况。

3.4 时延选路和保障解决方案总结

本方案适用于多域 IP承载网范围内的时延保障，

承载网络需要部分支持或全部支持 SRv6等 IPv6+网络

技术。通过分段采集各层级承载网络的时延信息，结

合A端客户接入点、Z端云池的网络节点位置，可计算

出符合特定 SLA时延要求的业务路径，精确匹配有确

定时延 SLA的业务需求。控制层及以上层级可结合

实际业务需求，通过软件开发实现，自主扩展性好，可图3 某省联通云网一体化小程序应用示意图

图4 “时延预算”应用场景实现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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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承载网时延等其他网络能力转换为网络产品能力，

提升云网差异化服务能力。

某省联通 2021年率先完成全省综合承载网 IPv6/
IPv4双栈部署和 SRv6能力升级，共完成 28 000端设备

IPv6双栈部署和 4 000端设备 SRv6部署，完成时延可

选方案设计、研发、部署和应用。打造该省 10 ms时延

圈和大湾区 4 ms时延圈，同比传统网络方案，用户入

云时延最多降低 10 ms，有力地支撑医疗等行业云化

部署和进一步数字化转型。实测某医院信息系统云

化部署后，网络时延降低 5 ms，系统页面响应时间可

缩短4 s。
4 未来展望

伴随着国内 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为追求业务灵活性、高

可靠性、高稳定性，不约而同选择了上云，云网融合趋

势成为“刚需”，多云部署成为常态化普遍需求。IT基
础设施上云解决了传统行业技术耦合过重、扩展性

差、成本高的问题，但对云网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

诉求。

近 2年来，以 SRv6为主的 IPv6+技术发展极快，

SRv6兼容 IPv6的特性，天然具备云网融合的能力，可

以延伸到传统城域网、骨干网、数据中心、云池、终端，

为网络提供服务化能力创造了条件。2021年 7月，网

信办、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发布《深入推进 IPv6规模部

署和应用 2021年工作安排》，首次将“IPv6+”、“SRv6”
写入文件，涉及政府、金融、能源、医疗、交通、工业、教

育等 17部委的 IPv6/IPv6+升级改造目标。IPv6+已经

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推进策略”，是互联网话语权争夺

的关键技术，运营商应当利用好 IPv6+网络技术，提供

不止于时延的网络服务能力，持续打造云网融合竞争

优势。

自 2017 年 以 来 ，某 省 联 通 在 中 国 联 通

CUBENET2.0架构的指导下，围绕云网融合、网络 SDN
化开展系列工作，随着中国联通 CUBENET3.0架构的

发布和 SRv6技术的成熟，某省联通主动推进云网一体

架构的进一步升级和基于 IPv6+的能力打造，在业界

率先实现时延可选和保障能力规模部署应用。而时

延选路和保障能力作为云网融合向算网一体演进方

向中的关键能力之一，后续可根据算网一体业务形

态，进一步演进、增强形成“时延圈”等能力，实现算网

一体的“网调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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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SLA可视”应用场景实现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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