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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云网融合业务及技术发展趋势的分析，阐述了云网融合的必要性和意

云网融合；云网能力协同；一体化架构；一体化服

义。结合运营商目前存在的困境和优势，制定运营商云网融合的发展战略和目

务

标，提出了一体化架构、一体化管理及一体化服务三大目标。结合运营商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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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制定了统筹规划 DC 布局、推进网络简化、构建泛在接入、云网能力开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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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s of cloud-network convergence，it explains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cloud-network convergence.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and advantages of operators，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oals of operators' cloud-network integration have been formulated，and three goals of integrated architecture，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d services have been propos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perators，key
measures such as overall planning of DC layout，promotion of network simplification，construction of ubiquitous access，openness of cloud and network capabilities，and convergence of cloud and network capabilities have been formulated.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cloud and network services，it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cloud and network supply to meet the multi-cloud collaboration and cloud-side collaboration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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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络；以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等技术为代表的车联网则
对网络提出了低时延和高可靠的要求。多样化的业

信息技术加速向经济社会渗透，互联网业务形态

务诉求要求网络要更加灵活，因此，网络在全面云化

和业务需求正发生巨大变化，对网络的诉求也发生了

的同时，还需要进行重构以适应新的业务场景的诉

巨大变化。互联网新业务如 VR/AR、3D 通话、全息图
像以及交互式游戏等沉浸式交互场景需要低时延、大

带宽的网络；工业互联网的精密仪器制造、远程工控
以及数字孪生等生产性业务需要低时延、低抖动的网
——————————

求。

1 云网融合必要性分析
当前网络和云的发展存在着偏差，云网一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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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的关键。随着 X86 的兴起，基础设施逐步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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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成为了可能，进而推动了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

实现了应用与基础设施的解耦，使资源共享、弹性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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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础设施资源已实现即时交付、弹性伸缩和资源
的共享，而网络还停留在连接阶段，网络成为制约云
业务发展的瓶颈，亟须通过“云网一体”来推动业务发
展。同时，随着网络云化的快速推进，网络和云的关
系越来越紧密，云甚至成为网络的一部分，云的部署
会影响网络架构，网络架构反之将决定云布局。迫切
需要统筹云网建设，提升网络能力的智能化和自动
化。

别高，传统的硬件网络设备不能满足云计算环境下灵
活的网络需求，虚拟 VR、VLB 等正在逐步取代云内的
物理设备。对于骨干网络，特别是大流量、低时延、高
可靠的实时网络通信服务场景，不论是在功能、性能

还是安全上，现有的网络 IT 技术都需要进行根本性增
强才能实现云网深层次融合的目标。
2.2.2 架构趋势分析

传统 CT 正在由封闭走向解耦，融入开放的 ICT 大

云业务形态的演进也需要云网一体化支撑。云

生态，除实时性、敏感性很强的功能外，网络云化是大

业务的形态由公有云向行业云、多云、混合云的方向

趋势，同时也在从硬件为主体的封闭和刚性架构向软

演进，对网络的诉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由传
统“连接”向“智能化”、
“ 差异化”转变，只有云网一体
才能满足业务形态的演进。

件化、IT 化、虚拟化、云化、服务化的方向发展。
2.2.3 云网范围趋势分析

云网络覆盖的范围在逐步的扩大，由原有的虚机

2 云网融合趋势分析

网络，逐步扩展至 DC 内网络，进而向广域网络逐步延

2.1 业务发展趋势

的算网融合、构建算力网络打下基础

2.1.1 云网业务模式发生变化
当前企业正在加快云原生化进程，企业依赖于托

伸，云和网络的融合进一步地深入，为未来全程全网

3 云网融合是运营商打造差异化优势的抓手

管在云中的应用程序，未来 2 年将是企业云化变革的

3.1 运营商目前存在的困境

用更多的软件应用程序，可自助订阅的云平台日益流

为 IT 软件的代表者，也是云计算的先行者，依据自身

关键时期。随着企业云原生化进程的加深，企业将采

行。网络虚拟化（专用硬件→X86+VNF）将促使厂商
改变商业模式，从硬件购买向虚拟网络租用的模式转
变。企业网络市场正在经历商业模式的转变，以硬件
为中心向以软件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提高了对网络云
化租用模式的兴趣。
2.1.2 云网一体改变了市场格局

云计算主要以 IT 技术的发展来驱动，OTT 厂商作

强大的研发能力迅速占领了国内的云计算市场。目

前 OTT 厂商已占据云市场的绝对优势，在技术积累、

机制体制方面，运营商无法比拟，并且云池规模越大，
平均成本越低，未来将会形成寡头经济，单纯 2C 公有

云留给运营商的市场空间较小。同时随着云计算技
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网络已经跟不上云计算的发展节

云计算已与网络密不可分，拥有大规模体量的公

奏，网络已经成为云计算发展的瓶颈。OTT 厂商也意

司需要大规模的网络和资源来支持。网络服务和云

识到这个问题，正在大力发展云网络，如阿里已经正

服务正在融合，全球服务销售越来越多地包括两者的

式发布云网络产品，吞噬云网络市场，并且从云内网

结合。Gartner 调研显示到 2023 年，超过 60％的企业

将网络视为支持其数字战略的关键基础设施，而 2018
年则不到 20％。

当前，企业正在运营商之外寻找连接和 IT 服务，

通 信 业 务 入 口 可 能 不 再 是 传 统 电 信 运 营 商 。 Azure

络到云间、广域网络逐步延伸，正在挤占运营商传统
的业务市场。
3.2 运营商的优势
3.2.1 资源优势

a）接入资源优势。对企业客户来说其数据的安

Edge Zones、AWS Outposts 以及 Wavelength，都依赖网

全性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混合云、私有云的兴起，传统

络运营商提供的连接，但却拥有比电信更强大的云服

通过互联网入云的方式已不能满足企业客户的需求，

务提供商品牌。

需要构建安全可靠的入云方式实现企业入云。互联

2.2 技术发展趋势

网企业虽然通过租用运营商的传输资源构建了骨干

2.2.1 技术方向趋势分析

网络，实现了各云池之间的网络互联，但不具备企业

当前，CT 逐步走向 IT 化和云化，CT 软件化趋势明

显，尤其是在数据中心内部，对网络的灵活性要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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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所需的接入资源，而运营商拥有多种接入资源，
如 5G、专线接入等，且接入资源需要大量的投入，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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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具备相应的条件。

b）三层网络资源优势。随着云业务形态的演进，

对网络的时延、抖动等要求逐步提升，为满足网络特

定要求，需要从无线接入、传输层及 IP 层协同控制。
目前只有运营商才能实现对三层网络的统筹管控，从

而实现网络的精细化控制管理，而 OTT 厂商不具备三
层网络资源优势，无法实现精细化的网络控制。

c）边缘资源优势。运营商在边缘节点拥有大量

协同市场，以边缘云为核心，以边缘云+随选中心云+
互联网络的模式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云边协同解决
方案。

4 云网融合的目标
云网融合要面向新的业务形态，为用户提供云网
一体化的产品服务能力，所以不仅仅是技术架构上的
融合，更需要在业务层面的全面融合。

a）业务目标：实现云网资源的一体化管理、一体

的无线及传输接入机房，同时随着通信网元的云化，
原有的部分 CT 机房会释放，可用于边缘节点 DC。边

化运营、一体化供给，面向业务实现一体化的业务编

级别，单纯的骨干网络不能满足边缘节点的网络诉

务。

缘节点 DC 一般都会延伸到地（市），甚至延伸到区县
求，需要骨干网、承载网、接入网络协同支撑。
3.2.2 本地化服务优势

2B 客户和 2C 客户不同，2C 用户需求相对比较简

单和统一，通过公有云平台就能满足客户使用云业务
的需求。而对于 2B 客户来说，业务多样化、现有的基
础资源环境复杂，需要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有针对性

的专业云解决方案以及现场的运营支撑等，所以需要

有庞大的、专业化的队伍进行相应的支撑，而目前 OTT
厂商缺乏相应的人员规模，只能采用合作的方式进行

2B 市场的拓展。运营商拥有几十万人的本地运营和

排和业务运营，从而实现面向用户的一体化云网服
b）技术目标：网络资源在架构充分解耦的基础

上，实现 SDN 化、NFV 化，实现端到端网络的智能化控
制，云网资源同时具备了资源共享、弹性伸缩、按需分
配的能力。

5 云网融合方案
围绕云网一体的业务及技术目标，要从一体化架

构、一体化管理及一体化服务 3 个层面进行落地实施。
5.1 一体化架构

通过对云网资源的架构、能力标准化，减少云网

服务队伍，可以为政企客户提供线下上门支持服务。

协同难度，提高协同效率，降低实施成本，包括云网架

3.2.3 政策优势

构标准化、云网能力开放等。

政企客户对云商的口碑、安全及企业稳定性极为
看重，对数据的保密更是重中之重，运营商拥有国企
的优势，在安全、稳定性及数据的保密性方面具有天
然的优势。
3.3 运营商应该怎么做
云平台市场需要大量的持续投入、积累和创新的
机制及文化，存在寡头效应（规模越大成本越低），目
前头部厂家已经形成，运营商在单纯的云平台市场，
难有大的作为。运营商只有充分挖掘网络及边缘优
势，借助云网一体才能打造差异化优势。

a）充分利用自身网络优势，打造云网一体化产

品，以场景为驱动，满足用户云网一体化的需求，如提

供云资源 + 一键入云（基于 SDWAN）、云 + 云间互联

（基于 L2、L3 VPN）、多云资源 + 网络互联（基于云内外
网络协同）等服务。

b）充分利用边缘机房的优势，充分挖掘云边协同

场景，如 CDN、工业互联网、能源、智能家庭、智慧交

通、安防监控、农业生产等，从少数垂直领域切入云边

5.1.1 统筹规划 DC 布局

目前，运营商基本上都按照 IT/CT/业务云的模式

进行云 DC 的部署，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云化进程
也在不断加速，云化部署模式已经成为 IT/CT 业务承

载的主要模式。运营商需要进行统筹规划 DC 布局，
以满足内外部业务的需求。

a）IT/CT/业务云应统筹规划布局，局址尽量复用。
b）DC 布局和网络布局同步进行，网络节点与 DC

尽量共址。

c）建议云资源池集约化、规模化，以有效降低运

营及运维成本。

d）内部系统优先使用低成本数据中心。
e）MEC 与本地网 DC 尽量共址。

f）未来的云化是 CT 的主要形态，核心机房应进行

DC 化改造，以满足云化需求。
5.1.2 推进网络简化

原有网络采用分业务部署模式，随着网络云化，
业务由云化网络统一承载。传统独立承载的模式给
邮电设计技术/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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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端到端网络控制带来了非常大的复杂性，增加了
联调对接成本，资源也得不到充分利用，故需要推进

5.1.5 网络能力开放

持续推进网络的全面 SDN 化，实现从接入→承载

网络简化。

→骨干全流程端到端 SDN 化，支撑用户入云、云间互

网络接入模式，逐步实现骨干统一承载，核心云池应

协同实现端到端的网络能力开放及控制，实现网络能

a）简化骨干网络，加快骨干承载网的融合，减少

通过骨干网络实现一站接入。

b）简化接入承载网络，减少网络接入模式，逐步

实现承载网统一承载。承载网络应延伸至 DC 内部，

联和跨云互联需求。通过全面的网络 SDN 化及编排
力进一步开放。
5.2 一体化管理
通过对云网资源和能力的一点看全、统一管理，

实现云资源的直接承载，以降低 DC 内网络与 DC 外网

提供更灵活的资源和能力的调度与协同，赋能前端业

络协同的难度。

务。

5.1.3 泛在接入

5.2.1 云网资源统一监控、统一视图

通过 5G 建设和全网 SDN 调度突破网络专业间的

通过构建统一监控平台，实现对公司云网资源的

壁垒，构建随时随地全业务支持的泛在云网接入能

统一监控，基于对云网运行监控数据的分析，进行相

力，并支持一种接入全业务可达。

应的资源调度建议。

a）统一规划。固定、移动接入方式及覆盖的统筹

面向用户，通过对云网资源监控平台的能力调

规划，避免重复建设，保证随处可达，实现用户无需等

用，实现用户业务资源信息的一点看全，统一视图。

待，业务快速开通。

5.2.2 云网能力一点汇聚、一点申请

b）全业务可达。可通过任意一种接入方式实现

用户入云、入网及组网等全业务可达。

c）调度能力协同解耦。实现固移接入资源及能

构建云网能力运营体系，实现云网能力的一点汇
聚、一点申请。运营商的云网资源一般都分散在不同
的部门进行建设，能力平台也都是分散部署，上层业

力的统一调度，并与现有业务解耦。各类云网业务系

务调用能力需要协调多个部门，进行多个能力平台的

统可通过接口调用的方式实现各类资源自动获取，配

网络联调，流程长，周期慢，影响创新业务的快速上

置自动下发。
5.1.4 云能力开放

支持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及云网络能力（VPC、VR

等）的开放，核心 DC 在实现 SDN 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开

放 DC 内 Underlay 网络的功能，促进云能力的标准化和

线。建议构建 1+N 的云网能力开放体系，打造公司统
一的云网能力协同网关，高效赋能前端应用。云网能
力平台如图 1 所示。

a）进行能力网关建设，实现云网能力一点看全、

一点调用，降低联调成本、提升联调效率，其中：

（a）1 是 1 个云网能力网关，实现公司云网能力一

通用性，提升云能力调用的方便、快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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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汇聚，用户可实现云网能力的一点看全，可基于云
网协同网关一点实现所有云网能力的调用。
（b）N 是 N 个能力开放平台，各个域内部进行能力
的聚合，形成统一的能力开放平台实现内部能力的一
点聚合、一点调用。

b） 进行能力运营体系建设。能力运营是构建云

6 结束语
云网融合是 IT/CT 融合的新阶段，IT/CT 技术的界

限逐渐在消除，运营商在不断地增加 IT 技术人才来提
升云网融合的技术积累，而 OTT 厂商也在吸收 CT 人才

来进行业务的延伸。云网融合同时改变了云计算的

网能力生态的关键，运营水平决定创新效率，需要逐

商业模式，运营商网络品牌的优势正在不断被云商侵

步从“能力建设”向“能力运营”转变。

袭，面临业务竞争加剧、企业客户流失和网络连接被

（a）解决用户不知道、不好用的问题，进行能力宣
传、能力申请线上化，制定相应的使用流程规范等。
（b）解决用户不会用的问题，与用户一点对接，指
导用户使用能力。
（c）解决能力标准化的问题，进行能力的审核（通
用性、合规性等），能力的上架等。
5.3 一体化服务
细分行业需求，针对部分对云网一体化需求旺盛
的垂直行业，打造有竞争力的云网产品及服务。
5.3.1 多云协同领域
多云/混合云是未来企业上云的主要形态，如何实
现系统在多云的部署、管理和互联是摆在企业面前的
一个大问题，运营商应基于网络连接的优势，以多云
互联、多云管理为基础来构建多云生态。构建云网一
体门户，用户可以在统一门户自主选择云商资源，系

旁路的风险。所以说云网融合是对整个云计算产业
链的一次重构和洗牌，对于运营商来说也是一次重塑
行业竞争格局的机会，只有充分利用网络和资源优
势，补齐 IT 短板，才能在整个云网市场的产业链上游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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