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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视频 大未来 

1.1 大视频时代来临 

视频业务已经成为最受用户喜爱的业务。相比文字、图像、语音业务，视频是拥有最

广泛受众的媒体形式，视频媒体可以立体和细致生动地反映一个事件、一个故事的过

程与每一个动态细节，清晰地记录事件全过程，从而给观赏者带来其他信息载体所难

以达到的影响力。在过去，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更高清视频的传播受到很大的局限，

但随着视频拍摄制作技术以及电信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视频媒体的制作、传播成本

不断降低，更高清视频的在线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人们对更高清视频业务的追求动力

永不停止，以 4K，8K，VR/AR 等业务为代表的极致清晰、极致鲜艳、极致流畅的超

高清视频成为人们新的需求，由此催生了一个视频业务急剧发展的新的时代—大视频

时代的到来！ 

纵观视频业务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趋势，视频业务的发展将会经历四个时期，如图 1-1

所示，分为视频业务培育期、视频业务成熟期、视频业务爆发期、超视频时代，每个

时代都拥有其典型的特征，具体如下： 

 视频业务培育期（2005~2015）： 随着光纤的大规模部署以及 3G/4G 网络的大

规模建设，用户接入带宽逐渐提升，人均带宽达到 10~20Mbps。视频业务在线化、

高清化、移动化成为典型特征，移动视频分辨率 360P/480P，有线视频分辨率

720P/1080P 成为主流； 

 视频业务成熟期（2016~2017）：有线 4K，移动 2K 开始引入，成为大视频时代

来临的重要特征，百兆到户成为基本需求； 

 视频业务爆发期（2018~2020）：4K 业务逐渐成熟，8K，VR/AR 视频业务逐渐

引入，部分高端用户千兆到户； 

 超视频时代（2021~2025）：8K，VR/AR 视频全面成熟，全息视频引入，千兆到

户成为基本需求，部分高端用户万兆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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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视频业务发展四个阶段 

 

中兴通讯定义的“大视频时代”包含视频业务成熟期，视频业务爆发期以及超视频时

代三个阶段，以有线 4K 视频，移动 2K 视频的引入为标志，2016 年将会是“大视频

元年” ！大视频时代的来临对于运营商来说不仅是千载难逢的转型机遇同时也带来了

极大的挑战。 

1.2 大视频将成为运营商转型的重要机遇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单纯的电信业务步履维艰，电信运营商都应该积极寻求转型，

另一方面全球付费电视用户预计2020年将达到11.5亿，其中Cable TV用户占据60%，

IPTV 用户将占据 14%，全球视频行业空间将超过 1 万亿人民币。全球电信运营商已

经将视频业务作为 ICT 时代转型的战略机会，视频业务也将成为电信运营商继语音、

短信、数据之后的第四种基础业务形态。 

视频业务的发展，用户体验是核心。传统视频时代，运营商视频业务相比互联网 OTT

视频竞争上处于弱势地位，运营商固有的网络优势不甚明显。进入大视频时代，4K、

8K、VR/AR 等超高清视频对网络质量要求更高，电信运营商天然的网络优势更加凸显，

运营商能够提供比互联网 OTT 更高质量、更好体验的视频服务，大视频将成为运营商

构建差异化竞争力的关键手段，成为影响视频业务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 

大视频正在成为运营商业务转型的重要机遇，大视频时代是运营商切入视频领域的绝

佳窗口期。 国内外的高端运营商已经意识到这一机遇并且将大视频作为战略积极开始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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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国运营商大视频战略 

中国国内三大传统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从 2005 年开始，就已

经将视频业务作为基础业务，相继推出了自有的电视视频业务。2013 年 8 月，国务院

发布了“宽带中国光网”战略。视频业务依托于宽带建设迅速发展，经过 2 年的大规

模网络建设以及在国务院印发的“三网融合推广方案”的驱动下，2015 年开始以 IPTV

和OTT为代表的运营商视频业务将迎来第二个规模建设的高峰期。截止到2015年底，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视频业务用户总数达到 5500 万，2016 年开始，中国

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将投入更大的资源来发展视频业务，预计到 2016 年底，三

大运营商总用户数将超过 1 亿，年增长率达到 87%。具体数据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中国三大运营商宽带及视频用户数发展规模 

 

 中国电信制定了“百年电信，百兆中国”的宽带发展战略， 以”天翼高清视频”为

品牌，大力发展 IPTV 业务，以电视业务为切入点实施“012”战略（0 元看电视，

1 根光纤，2 部手机），中国电信的视频业务发展战略主要聚焦在如下几点：以

超清的内容优势来拉动人们对于宽带的需求；以带宽的升级来促进用户规模的增

长；以模式的创新来促进内容的差异化。中国电信认为 4K 视频将成为中国电信

百兆宽带的主要填充手段以及掘金高地，中国电信逐渐将现网的高清视频用户升

级到 4K 视频用户，2016 年新发展的视频用户都将是 4K 用户。 

 中国联通以“智慧沃家”为品牌，全力布局 4K 业务，联合上下游产业链成立 4K

发展联盟，建立 4K 联合实验室，积极推动 4K 产业链的成熟；中国联通认为 4K

超高清视频业务能够明显提升运营商宽带业务的 ARPU 值，以光纤为代表的宽带

网络的发展为 4K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条件，4K 超清视频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移动作为新的宽带业务提供商，视频业务的发展相对处于追赶阶段，4K 超高

清视频为中国移动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移动确定了品牌为“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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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战略，积极发展视频业务；随着山东移动率先召开“ 4K 超高清电视暨光

宽带提速发布会”，标志着中国移动进入了 4K 超高清视频的新时代。 

 中国广电作为传统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拥有 2 亿多视频用户，随着电信运营商通

过 IPTV 业务不断切入电视领域，广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继续发挥

内容侧的优势，积极布局 4K 等超高清内容，另一方面，积极提升网络质量以适

应 4K 业务的需求，同时以电视业务为基础积极拓展到宽带领域，成为中国第四

大电信运营商。 

1.2.2 国际运营商大视频战略 

欧美高端市场电信运营商在大视频领域注重内容领域的建设，逐渐开始着手并购方案，

以进一步扩大视频业务发展。沃达丰：2009年收购德国第二大宽带运营商ACCOR（300

万线 DSL）; 2013 年收购德国最大 MSO（Multi Service Operator）运营商 KABEL（1000

万线电视用户）；2014 年收购西班牙最大 MSO 运营商 ONO（有 500 万线），在葡

萄牙部署 FTTH。法国最大 MSO 运营商收购 SFR，要求多屏融合。AT&T：收购

DIRECTTV，寻求宽带、内容以及卫星电视的全覆盖。UPC：欧洲最大也是全球第二

大 MSO，收购英国最大 MSO 运营商 VIRGIN MEDIA。英国电信 BT 认为 4K 视频业

务使其获得了真正能够与付费电视业务竞争的机会，并通过建设超宽带的网络满足 4K

视频等大视频业务最佳体验的需求。 

韩国 SKT 作为较早涉足视频领域的电信运营商，其视频业务发展历程值得借鉴，韩国

SKT 是全业务电信运营商，2006 年开展 IPTV 视频业务，2012 年将 IPTV 直播业务拓

展到移动网络，开展固移融合的视频业务，2014 年后，进一步向超高清视频业务发展，

分别在有线网络和移动网络开展 4K 超高清业务，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观看 4K 超高清视

频直播的需求。韩国 SKT 将视频业务作为基础业务，将视频业务的部署与网络的发展

协同规划，不断提升视频业务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从而提升用户规模和盈利能力。 

印尼电信作为印尼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和网络服务商，以 IndiHome 做为大视频业务的

主打品牌，计划未来两年内新增 300 万视频用户，5 年内新增 800 万视频用户。未来，

印尼电信视频业务将面向用户休闲、娱乐、生活等各方面更广泛的需求，开发如应用

商店、大数据分析、下一代机顶盒等多项创新产品，以提升用户体验，同时以“合作

创新，丰富体验”为主题，优化原有增值业务开发模式，密切跟踪业界动态，进行新

业务的研究开发以及商用实践，更快地将新兴的、有吸引力的业务提供给用户,，引领

大视频业务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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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视频给运营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据 Conviva 用户视频报告的数据，35%的用户把视频观看体验作为选择视频服务的首

要条件。 当遇到卡顿时，56%的用户会觉得难以忍受，从而选择放弃，在直播节目中，

没有缓冲用户的用户观看时长会比缓冲高出 240%。所以运营商开展视频业务能否成

功的一项关键因素就是用户视频体验。 

视频用户的体验与运营商的网络息息相关，随着运营商网络中不断引入和开展 4K、8K、

VR/AR 等大视频业务，将对网络带来数 10 倍的带宽增长需求。举例来说，4K 视频业

务相比于高清视频业务，带来了三大方面的提升： 首先是画面清晰度的提升，4K 的

分辨率为 3840*2160 是高清（1920*1080）的 4 倍； 其次是画面流畅度的提升，4K

的画面从高清时代的每秒 25/30 帧，提升到每秒 50/60 帧，极致体验可以达到 100/120

帧，最后是色彩精度的提升，每个像素的编码色阶从 8bit 提升到 10bit，12bit；通过不

同帧率，不同色阶的组合，4K 可以分为三种形态：普通 4K，标准 4K 和 4K+。经过

H.265 编码后，4K 视频的码率是高清视频的 2~10 倍，对带宽的需求为 22.5M~75M。 

8K，VR 则对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K 视频的带宽需求为 4K 的 4 倍，约为

90M~300M， VR 则为 4K 的 4~16 倍，约为 300M~1.2G，最高将会超过 1G。 

根据 2016~2020 年思科全球视频流量的发展预测，移动流量将增长 10 倍，固网流量

将增长 4~5 倍，视频流量将占到互联网流量的 75%以上，发达地区视频流量将增长更

快，移动流量增长 20 倍，固网流量甚至会增长 10 倍以上，视频流量占比更高，将超

过 80%；如此巨大的带宽及流量需求，将会给运营商的网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此

挑战不仅仅限于运营商网络带宽的提升，而且还包含网络时延，丢包率，以及 QoS，

QoE 端到端监测和保障能力的提升。运营商的网络需要从传统的以 HSI上网业务为主，

高收敛比原则设计的网络架构向以视频业务为主，低收敛比，扁平化原则设计的目标

网络架构演进。 

1.4 中兴大视频方案助力运营商开拓大未来 

运营商面对大视频时代的来临，不能仅仅关注于视频业务本身，而应该从更多的维度

去解读大视频，去挖掘大视频的内涵。中兴通讯归纳的大视频的四大内涵：“多彩视

频业务、极致视频体验、精品视频网络、共赢视频生态”。如图 1-3 所示，立足于这

四大内涵，才能更好的发展视频业务，开拓视频业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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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大视频四大内涵 

 

多彩视频业务是大视频的价值体现： 

大视频相对于传统视频的价值体现在多彩的视频业务，中兴大视频方案能够帮助运营

商给最终用户提供基础视频业务以及增值视频业务等多样化的视频业务形态，基础视

频业务不断向更高清晰度的方向发展，4K、8K、VR/AR、全息视频等更清晰，体验更

好的业务不断呈现，增值视频业务包含可视通讯，固移一体化，多屏互动，游戏，在

线教育以及智慧家庭等多种业务形态。  

极致视频体验是大视频的价值核心： 

极致视频体验是用户选择视频的核心诉求，极致视频体验体现在内容体验、交互体验、

观看体验三个维度，中兴通讯提出的 V-QoE 视频体验评价体系，从内容体验、交互体

验、观看体验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评价；同时基于 V-QoE 视频体验评价体系，构建固移

融合的视频业务端到端运维系统，全面、准确、实时监控用户的视频体验，针对故障

实现快速定界定位，按需给用户提供优质的视频业务保障。 

精品视频网络是大视频的价值承载： 

极致的视频体验需要精品的视频网络来保障，要满足大视频业务对网络苛刻的 QoS、

QoE 要求，要求大视频承载网络是高带宽、低时延、低丢包率的，是固移融合能够提

供无缝业务体验的，是满足未来网络 SDN/NFV 架构需求，充分实现全网资源灵活调

度能力的。中兴通讯能够提供满足大视频业务要求的超宽带，低时延，高 QoS 的精品

有线视频网络、精品无线视频网络、精品 CDN 网络方案，帮助运营商应对大视频时代

流量的冲击，重构网络，构建符合大视频要求的视频网络。 

共赢视频生态是大视频的价值拓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满足用户的所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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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要想给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要想在运营商大视频领域共同发展，就要联合内

容，广告，终端，设备等整个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共建生态圈。中兴通讯凭借在运营

商视频领域丰富的经验及行业地位，具有和产业链伙伴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携手为

运营商提供一站式的视频业务方案及服务，共赢视频生态。 

中兴通讯大视频方案立足于大视频四大内涵，旨在帮助运营商构建极致体验的

FBB&MBB 视频精品网络；搭建聚合多彩内容、业务以及第三方应用的开放性视频平

台，打造大视频生态圈，实现合作共赢；基于视频大数据的分析系统，实现视频业务

智能运维和智能运营，全面提升运维效率和盈利能力，最终实现视频业务的全面成功，

帮助运营商开拓更好的未来。  

2 最佳视频体验的有线网络解决方案 

2.1 大视频业务对有线网络的需求 

4K，8K，VR 视频是目前大视频发展中的关键业务，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4K/8K 视

频可以分为普通 4K/8K，标准 4K/8K， 4K+/8K+三个阶段，VR 可以分为 VR 和 VR+

两个阶段，不同阶段对于网络带宽的需求也有很大的差异。 

大视频带宽需求 

如下表所示，在 H.265 编码方式下，普通 4K 的码率为 15M 左右，标准 4K 的码率在

30M 左右，4K+的码率在 50M 左右，是现在主流高清视频的 2~10 倍。8K 视频码率是

同等 4K 的 4 倍，VR 视频码率是 4K 的 4~16 倍。 

表 2-1  4K/8K/VR 视频码率及带宽需求对比 

技术/分

类 

普通4K  标准

4K  

4K+ 
普通

8K  

标准8K  
8K+  

VR（对应

4K+）  

VR+（对

应 8K+）  

分辨率  3840*  

2160  

3840*  

2160  

3840* 

2160  

7680*  

4320  

7680*  

4320  

7680*  

4320  

3840*  

2160  

7680*  

4320  

帧率 30P  60P  120P  30P  60P  120P  120P  120P  

色深 8bit  10bit  12bit  8bit  10bit  12bit  12bit  12bit  



 大视频 大未来 

中兴通讯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第 17 页 

压缩算法 H.265  H.265  H.265  H.265  H.265  H.265  H.265  H.265  

平均码率 15M  30M  50M  60M  120M  200M  200M  800M  

带宽需求 22.5M 45M  75M  90M  180M  300M  300M  1200M 

备注 1： VR 和 VR+均考虑极致 VR 体验的要求下对应的码率，其中 VR 和 VR+的区别在于 VR 对应平面 4K，VR+对应

平面 8K， VR 的码率一般考虑为同等平面视频的 4 倍。 

备注 2： 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按照标准 4K，标准 8K 以及 VR 进行网络规划建设的说明。 

时延和丢包要求 

为保障 4K 视频业务开展，4K 点播业务要求用户到 CDN 边缘节点的网络时延不能高

于 20ms。4K 直播业务对丢包率要求较高，网络侧很难满足要求。8K 和 VR 业务对时

延和丢包的需求比 4K 更高。 

表 2-2  4K 点播以及直播时延以及丢包需求 

需求  指标  4K 点播 4K 直播 

网络 QoS 需求  

丢包率  <1.68*10
-4
 <10

-5
 

端到端时延  <=20ms 基本无要求  

抖动  基本无要求  基本无要求  

备注 1： 此数据来源于中兴大视频实验室 4K 30M 码率测试数据 

2.2 传统有线网络架构承载大视频业务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网络架构满足的业务以 HSI 业务为主，业务特点是：大带宽，低并发，对时延

要求低。而大视频业务的特点是：高带宽，高并发，低丢包率，低时延。 

传统网络架构存在网络层次多，多层汇聚，高收敛比的特点。要满足大视频业务和更

好的用户体验，需要解决传统网络架构中家庭，接入，承载网络中存在的问题。 

2.2.1 家庭网络存在的问题 

在家庭网络中，承载大视频业务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家庭网络布网问题：千兆(万兆)以太网技术在带宽上是可以满足大视频各个阶段

需求的。但很多家庭初次装修时并没有布好网线，重新布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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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终端增多，WiFi 技术遇到诸多瓶颈和问题需要解决。802.11n 采用 2.4G 频

段，干扰多，信号不稳定。1*1 MIMO 时，净带宽只有 60-70Mbps，需要升级到 2*2 MIMO

（140M）或 3*3（200M）。另外，WiFi 信号穿墙是个大问题。因此，为了更好承载

4K 等大视频业务，一般要求升级到 802.11ac，启用 5G WiFi，减少干扰，提高带宽；

同时，结合其他有线技术进行分布式 AP 布网，解决信号覆盖问题。 

PLC/PLC G.hn 也是家庭网络中的常见技术，实际净带宽可达 400M，其主要问题是电

器干扰多，邻居干扰大，带宽不稳定，难以稳定承载大视频业务。 

Cable G.hn 带宽可达 1Gbps，干扰少，带宽稳定，是除以太网技术之外理想的大视频

家庭承载技术。但有着目前成本较高，与 CATV 业务存在冲突等问题。 

第 二 , 家 庭 网 络 组 网 和 设 备 安 装 问 题 ： 例 如 ， 在 典 型 的 组 网 方 式

ONU+RG+PLC1+PLC2+AP+PAD/STB 中，信号需要经过 5 个设备，4 种不同技术，

连接安装复杂，容易出错，而且容易出现设备、信号和链路的各种问题，带来长延时

和高丢包。如何简化家庭组网，提高可靠性和便利性也是一大问题。 

第三，家庭网络设备的处理延时和抖动问题：目前 WiFi AP 和 PLC 一般都是 CPU 进

行转发处理，延时和抖动达到 5ms 左右；ONU 和RG的处理延时几百微秒，小于 1ms。

家庭网络的长延时对采用 TCP 协议的视频点播业务（如 HLS）影响比较大。 

第四，设备处理性能问题：目前有些 ONU 和 RG 设备处理性能只有 100M-200Mbps，

显然随着大视频业务的发展将成为瓶颈，需要升级到 Gbps 平台。 

第五，随着 VR、AR 业务普及，需要万兆入户带宽，家庭也需要万兆组网，带宽、延

时、抖动和丢包，设备性能，技术选择等问题也将进一步凸显。 

2.2.2 接入网存在的问题 

接入网支持大视频业务，主要有如下几个需求： 

第一，入户带宽需要满足业务带宽要求。现网中还存在部分 GPON/EPON FTTC+xDSL、

GPON/EPON FTTB+LAN 网络，其入户带宽已不能满足 4K 等大视频业务的需求。

GPON FTTH 网络带宽也不能满足 8K，VR 的带宽需求。 

第二，OLT 上联带宽扩展问题。随着大视频业务发展，要求 OLT 上联带宽不断扩大，

部分运营商现网中并没有在汇聚层部署 OTN，这样在扩大上联带宽时就会遇到光纤资

源不足的问题。 

第三，现有 FTTX 网络，延时比较大，尤其是 FTTB+xDSL/FTTdp+G.fast，可达

5ms-10ms 左右，不利于基于 TCP 技术的大视频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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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现有 FTTX 网络，对大视频的业务感知和运维支持上有欠缺。缺少大视频业务

质量的监控和快速故障定位手段。 

第五，OLT 是 FTTX 网络中的关键设备，其缓存能力、QoS 能力对大视频业务影响较

大；而现网中部分设备由于老旧，存在能力不足问题。 

2.2.3 城域网以及骨干网问题 

作为接入网上层的汇聚网络，流量的急剧增长使得传统的城域网和骨干网也面临着一

系列的挑战：  

视频业务组播复制点和 CDN 节点为高置设计，城域网带宽耗费严重，业务体验差 

 运营商网络存留部分 PPPoE 用户，业务的边缘控制点和复制点都在 BNG 上，复

制点到用户接入网络路径过长，存在 N 份复制，极大地消耗了城域网带宽。 

 运营商各个区域前期 IPTV 渗透程度不一，CDN 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 CDN

访问节点处于二级省节点位置，这种高置设计使得用户获取资源经过节点众多，

也同样带来城域网带宽资源消耗问题。 

多因素导致现网视频体验差，不能满足用户需求 

 高置的网络设计中网络节点跳数众多，直接导致业务端到端路径过长，拉长了业

务端到端时延，增加了网络拥塞的几率，一旦拥塞发生，仅仅通过 QoS 的优先级

调度依然无法满足用户时延要求，降低了用户体验。 

 4K 等大视频业务引入后，流量急剧增加。现在的城域网络基本为 10G 及其以下

的城域网，作为承载业务的管道，正在从传统“轻载”状态逐渐转变为“重载”，

网络拥塞风险系数不断提高。 

 缺乏视频质量的完整评估体系，无法做出准确的定界定位分析，排查故障，进行

网络相关路径保护，视频体验效果差。 

扩容成本巨大，管理节点数量日益庞大，维护困难。 

视频流量增长后，从接入到骨干，端到端网络设备都需要扩容，收敛比越低，同步扩

容的端到端设备规模就越大，如何实现网络扁平化和便捷日常运维管理是城域网必须

跨越的一个重要门槛。简单取消汇聚层交换机网络，降低 BNG 设备到汇聚位置虽然简

化了一层网络层次，降低了一些时延，但是带来了业务边缘处理节点下沉，导致 BNG

维护局点的大幅增多，设备利用率降低，整网无法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人力物力投

入成本将会急剧升高，对于不具备一定运维能力的区域，将会大大增加运维难度。而

通过 SDN/NFV 技术，虽然可以规避上述问题，实现网络业务便捷开通和管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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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现有架构上实现平滑过渡，现网汇聚交换机如何利旧和升级，提供最经济有效

的城域&骨干承载网络，也将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2.3 最佳视频体验的有线网络目标架构及演进策略 

2.3.1 最佳视频体验的有线网络目标架构 

如上节所述，传统网络架构将难以满足大视频极致体验的需求，承载网络必须进行变

革。未来的满足大视频体验的承载网目标架构需要满足以下三个特征：高通量、资源

池化以及智能运维。 

高通量 

高通量是大视频极致体验的基础。通过网络架构的调整，提供高带宽的传输管道，尽

可能实现网络轻载，规避网络拥塞。同时构建大视频业务的专属通道，构建合理的 CDN

分布局点，实现业务的就近分发，满足大视频的低时延和低丢包的需求。满足如下指

标要求： 

 带宽满足端到端>=1000M/屏。家庭网络实现>=1000M 无缝覆盖，满足 4K 视频

成熟期需求 

 实现 RTT≦20ms 时延需求 

 满足丢包率（PLR 10
-5 ）需求 

资源池化 

SDN 技术的引进以及 NFV 虚拟化功能的实现，不仅能够有效的整合网络资源，优化

网络架构，更能够提供更为便捷的业务部署模式，大幅降低运营商的业务管理复杂度

和成本。未来的大视频网络，将以重构和云化为核心特征，全面推进和实现网络关键

部件虚拟化，通过以 DC 为中心的控制和管理网络，提供最优化资源与服务。 

 关键部件虚拟化，实现 vBNG, vCDN, vOLT，交换机虚拟化。 

 优化网络架构，使网络更加扁平化。 

 构建多级 DC，实现业务就近开通，运维。 

智能运维 

智能运维是大视频极致体验的保障。大视频的网络体验是端到端的，需端到端的体验

保障。然而，在前期城域网的发展中，作为基础业务的视频业务，却无法感知用户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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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体验，难以定位体验问题，运维问题已经成为视频业务发展的突出障碍。未来的目

标架构网络中，需支持以下运维相关功能： 

 终端用户体验可评估。构建全面视频业务评估体系，准确反映客户视频业务体验

整体水平，实时进行反馈。 

 实现跨界定位，提高运维能力。根据视频业务监测，网络监测系统与视频业务系

统联动排障，实现网络故障路径溯源，快速定界定位功能。 

2.3.2 最佳视频体验的有线网络演进思路 

大视频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考虑运营商网络的基本状况以及后期规划，

也要考虑视频用户规模的发展以及整个大视频产业链相关的因素，比如最新技术标准，

终端支持情况等等，可以按照下面三个阶段进行推进和建设： 

图 2-1  4K 发展各阶段有线网络演进图 

 

第一阶段：4K 视频业务初期，时间：2016 年—2017 年 

该阶段是 4K 视频起步阶段，应以快速发展用户，开拓市场机会，保障用户基本体验为

目标。现网网络架构应以优化和微调为基本思路，快速完成家庭网络，接入网以及承

载网高带宽覆盖，实现 CDN 二级全覆盖和部分热点地区光网直连二级 CDN 或热点下

沉到三级 CDN，推进组播复制点下移，降低城域网带宽消耗；通过一些视频优化、视

频加速等功能，进一步优化视频业务体验；同时通过提供视频运维分析工具，加强视

频业务端到端智能运维能力，使网络具备视频业务基础可感知和可管理能力。 

在 4K 视频业务初期，用户典型业务包括 HSI 业务和 IPTV 视频业务，其中 IPTV 视频

业务包括标清，高清和标准 4K 几种用户。选取下表中典型模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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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 业务初期，每用户平均带宽大约为 60M，每用户忙时户均流量约为 5.375Mbps。 

表 2-3  4K 视频业务初期典型业务模型 

业务类型  

（2016-2017）  

IPTV 业务  HSI 上网业务  

4K 
高清  标清  

100M  
其他  

忙时平均流量（Mbps）  32  6.2  2  5.2  2.5  

渗透率  50%  50%  50%  

15%  15%  20%  

并发率  50%  60%  

忙时户均流量(Mbps)  3.065  2.31  

忙时户均流量（Mbps）  5.375  

用户平均带宽  60  

第二阶段：4K 视频业务成熟期，8K 和 VR 引入期，时间：2018 年—2020 年 

该阶段是 4K 视频的快速发展阶段，同时 8K 和 VR 业务逐步引入，应以“稳步提升业

务体验，进一步提高用户渗透率”为目的，通过优质的 4K 体验效果，增强用户黏性。

可引入 SDN/NFV 技术，实现边缘 DC 的重构，集中化和池化现有 BNG 资源，以充分

共享 BNG 资源，，并利用交换机接入分散的 OLT。如此，能提升 BNG/CR 利用率，

减少业务边缘机房个数，快速部署，提供更灵活的业务接入和业务管理。同时为了业

务的快速响应，以及节省城域带宽，可缩短业务提供路径，在边缘 DC 部署三级 CDN，

部分热点地区，CDN 可按需部署至 OLT 局所，通过独立 CDN 设备或者 OLT 集成 mini 

CDN 方式,完成片区热点片头存储，实现最短路径访问。 

在 4K 业务成熟期，低分辨率和低体验的标清业务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高清占比下降，

4K 业务占据市场主导业务，8K 和 VR 开始在高端市场中崭露头角；除视频业务外，

HSI 上网业务宽带迅速发展，100M 深度渗透，1000M 和 500M 带宽需求也开始出现。

选取下表中典型模型进行分析，用户平均带宽大约为 185M，用户忙时户均流量约为

18.44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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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4K 视频业务成熟期典型业务模型 

时间 

2018-2020  

IPTV 业务  HSI 上网业务  

高清  
4K  8K  VR  1000M  500M  100M 

忙时平均流量

（Mbps）  

6.2  32  80.6  117.6  26.94  17.96  8.98  

渗透率  70% 5%  10%  85% 

20%  40%  5%  5%     

并发率  50%  60%  

忙时户均流量(Mbps)  11.975  6.47  

忙时户均流量(Mbps)  18.44 

用户平均带宽  185 

第三阶段：8K &VR 成熟期，时间：2021 年—2025 年 

该阶段，大视频业务进入 8K&VR 成熟期，此阶段应以最极致的体验，最高效的网络

为目标。一方面，随着用户规模和视频流量的持续扩大，可持续优化网络架构，改造

OLT 局所为 ADC (Access DC), 升级 OLT 支持 IPoE，成为大视频业务的网关，并透

传非大视频业务至边缘 DC，并下沉 OTN 至 ADC，通过 OTN 连接至 CR 和边缘 DC，

减少网络层次，实现更扁平化的网络架构，降低网络建设成本；另外一方面，可进一

步推进网络关键部件虚拟化，实现 vBNG,vOLT,vCDN 等功能，同步推进 ADC 与边缘

DC 分布式云架构，实现就近控制和管理。 

在这个阶段中，视频业务进入高度渗透期，8K 和 VR 业务成为市场主导。HSI 上网宽

带业务中，500M 宽带接入成为基础需求，选取下表中用户典型模型进行分析，可看到

该阶段中，每用户平均带宽大约为 440M，每用户忙时平均流量约为 97.97Mbps。 

表 2-5  4K 视频业务发达期典型业务模型 

时间 

2021-2025  

IPTV 业务 HSI 上网业务  

4K  8K  VR  1000M  500M  100M  

忙时平均流量

（Mbps）  

32  128  214  223.4  111.7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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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2025  

IPTV 业务 HSI 上网业务  

4K  8K  VR  1000M  500M  100M  

渗透率  70%  20%  40%  40%  

30%  20%  20%  

并发率  50%  60%  

忙时户均流量

(Mbps)  

39 58.97  

忙时户均流量

（Mbps）  

97.97 

用户平均带宽  440 

针对大视频业务发展三个阶段的业务及流量发展特征，要求家庭网络，接入网络，城

域及骨干网络的升级和改造也按照三个阶段分步进行。 

2.3.3 家庭网络 

2.3.3.1 第一阶段：简化网络，完善覆盖 

采用融合型设备，简化家庭组网 

 在家庭组网中，接入网关尽量不采用 ONU+RG 方式，而是尽量采用合一设备 HGU，

甚至融合 STB 的 HGU 设备。这样不仅组网简化，安装方便，而且能够减少延时

和丢包，减少故障率，提高大视频用户体验。 

采用分布式 5G WiFi 组网，减少干扰，无缝覆盖 

 采用 802.11ac 技术，开启 5G 频段，减少 2.4G 干扰；  

 采用 MIMO 技术，建议直接采用 3*3，提高传输带宽。 

图 2-2  802.11n 与 802.11ac 的速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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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分布式布网：每个房间独立安装一个 AP，通过 PLC、以太网和 WiFi 等多种

方式汇聚上联接入宽带，各个 AP 采用相同 SSID，HGU 作为主控器统一管理账

号密码及各 AP 的参数配置，既方便管理，又尽量减少干扰。 

图 2-3  家庭网络覆盖方案 

 

采用高性能设备，提高带宽，减少时延 

 PLC、AP 等设备的实现方式不同，其时延性能差异较大，如采用 CPU 处理，时

延和抖动可达 5ms 左右，限制了 TCP 通量，对点播视频业务影响大，建议采用

ASIC 芯片硬处理的设备，降低延时和减少抖动； 

 随着视频业务的快速发展，一个家庭同时开展多路视频业务的情况越来越多，

ONU、RG、HGU 建议升级到 Gbps 平台，提高处理性能，保证视频业务流量的

顺畅处理； 

积极部署视频业务探针，提高运维手段和效率 

 优先在业务终端 STB 中部署视频业务探针，与视频业务监控和运维系统一起构成

端到端的运维体系； 

 其次在 ONU、RG、HGU 网络设备部署视频业务探针，与网络 KPI 监控运维系统

和视频业务监控运维系统一起，快速定位网络故障； 

 部署多层次的业务和网络探针，形成主动运维手段，提前发现问题。 

2.3.3.2 第二阶段：引入智能网关，灵活加载业务 

部署 802.11ax 

 WiFi 带宽达到 10Gbps 以上，支持 8K 和 VR 业务。 

采用智能网关，灵活加载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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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智能网关开放平台，可以灵活加载新业务； 

 家庭网关融合 CDN 功能，形成 Home-CDN，方便家庭视频资源共享和节省上网

带宽； 

2.3.3.3 第三阶段：结合 CO，家庭网关 NFV 化  

家庭网关 NFV 化 

 可结合 CO 重构，及时引入 vCPE，解决业务快速布放和灵活扩展问题。 

2.3.4 接入网络 

接入网络的调整、改造和升级对大视频业务影响极大。接入网改造的首要目标是在上

下行带宽方面满足大视频业务需求；其次是调整各设备功能分配，达到节省带宽，减

少延时和丢包，提高业务通量的目的；最后是提高设备能力，保护投资，持续演进。 

2.3.4.1 第一阶段：升级调整网络，满足带宽需求 

合理升级调整 FTTX 网络，确保入户带宽 

 入户带宽分阶段要求分别是 100M 入户，300M 入户和 1000M 入户。GPON FTTH 

1:64 分光比时，基本可以满足初期百兆入户要求，但不能满足成熟期的 300M 入

户需求，建议减少分光或升级到 XG-PON FTTH 来满足。EPON FTTH 1:32 分光

比不能满足初期的百兆入户需求，建议降低分光比或升级 10G EPON FTTH。

GPON/EPON FTTB 不能满足初期的百兆入户需求，建议升级到 XG-PON/10G 

EPON。 

 对于使用 DSL 技术、铜线入户的用户而言，影响带宽的因素主要是 DSL 技术、

铜线的物理品质和接入距离、使用环境等等。可支撑 4K 业务的 DSL 技术及其典

型接入范围为： VD2 Vectoring （ 100M@500m ）、 VD2 35B Vectoring

（300M@300m）、G.fast（1G@50m）。由于铜线的实际性能表现受环境因素

影响较大，因此建议铜线网络配备 DSL 线路诊断系统，依据用户线路的性能评估

结果来确定是否能开通 4K 业务以及可选业务套餐。当用户线路性能不够时，可

考虑 DSL 优化（例如启用重传和块交织等功能）、或者部署更高速的 DSL 技术、

或者将 FTTC/FTTB 站点下移演进到 FTTdp。 

按需扩展 OLT 上联带宽，保证网络轻载运行 

 随着大视频业务的发展，OLT 上联带宽从 N*GE 到 N*10GE，甚至到 N*100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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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扩展。当汇聚层已部署 OTN 时，通过 OTN 可灵活按需扩展上联带宽；这时

一般建议上联流量大于 7Gbps 时升级到 10GE，或者上联流量大于 70Gbps 升级

到 100GE。当汇聚层没有部署 OTN 时，上联光纤资源一般受到限制。这时一般

建议上联流量大于 3Gbps 时升级到 10GE，或者上联流量大于 30Gbps 升级到

100GE。 

 实时或定期监控每个上联端口的峰值流量，当峰值流量达到端口带宽 70%时，建

议扩充新的上联端口，以保证网络轻载运行。 

运营商自营大视频业务采用 IPoE 方式，独立通道接入，保证业务质量 

 上网业务和大视频业务隔离，区分不同的三层网络和二层网络承载，减少资源冲

突和保证 QoS。 

 运营商自营大视频业务建议采用 IPoE 方式接入，便于组播复制点下移 OLT，节

省网络带宽。 

OLT 业务探针 

 在 STB、RG、ONU 之后，可在 OLT 部署视频业务探针，方便视频质量的全路径

监控及快速故障定位； 

OLT 应具备分布式缓存能力，减少突发丢包 

 OLT 的主控卡和 PON 线卡应具备足够的缓存能力，减少视频业务高突发流量引

起的丢包；分布式缓存使得 OLT 缓存能力具备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而增长的能力。 

图 2-4  OLT 的分布式缓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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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T 应具备 Shaper 限速能力，减少限速丢包。基于令牌桶的限速功能不能有效

吸收流量波动，容易引起丢包；基于队列 Shaper 限速功能能够有效地削峰填谷，

过滤流量波动，减少丢包。 

图 2-5  令牌桶限速和 Shaper 限速对比 

 

 OLT 应具备 H-QoS 能力，避免拥塞，改善时延和丢包。OLT 设备下行管道一般

是针对每用户每业务，数量多，带宽小，上行管道一般对应每业务，数量少，带

宽大；下行流量从粗管道切换到细管道时，容易引起拥塞，从而引起丢包和延时，

进而使得大视频业务质量劣化；因此，需要 OLT 具备每用户每业务的队列调度管

理能力，区隔每用户每业务流量，避免用户之间和业务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影响。 

图 2-6  OLT 的 PSPU H-QoS 能力 

 

建议采用 Combo PON 方案平滑升级 10G PON 

 Combo PON 通过光模块内置合波器，是 XG-PON 和 GPON 合一端口，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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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光纤链路，内部实际上对应了两个物理通道。下行两路单独的 PON MAC 进行

处理后，转换成不同波长送光模块合波后送出，XG-PON ONU 和 GPON ONU

分别接收各自波长信号；上行 GPON 和 XGPON 的不同波长信号，在光模块内进

行分波处理，然后送到不同的 PON MAC 进行处理。 

 Combo PON 方案使得相同 ODN 内的用户，可以按需接入 GPON 或 XG-PON，

避免统一更换 ONU 造成的高成本；省略外置 WDMr1，节省机房空间，简化部署。 

图 2-7  Combo PON 方案 

 

2.3.4.2 第二阶段：CDN 下沉到接入机房，就近提供大视频服务 

CDN 下沉到接入机房，减少城域网负担 

 当 OLT上连光纤资源不足，且难以重新部署时，可以考虑 CDN 从城域边缘（BNG）

进一步下沉到接入机房，减少汇聚层负担和 BNG 负担。 

 CDN 下沉到接入机房，可以就近提供服务，提高视频业务体验质量。 

部署汇聚层 OTN 网络，满足接入网上联流量的持续增长 

 在汇聚层部署 OTN 网络，可以有效解决接入网上联带宽的问题，同时，保证网络

架构的稳定。 

 OTN 下沉到接入机房，OLT 可以通过 OTN 直连 BNG，减少网络层次，改善时延

和丢包。 

部分热点地区 OLT 具备 L3 和 BNG 功能 

 OLT 支持 L3 功能，方便 CDN 下沉。 

 OLT 支持 BNG 功能，简化接入控制，避免性能瓶颈。 

在 OLT 部署视频业务优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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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T 支持 FCC、ARQ，提高视频直播业务体验。 

 OLT 支持 TCP 优化功能，提高视频点播业务体验。 

2.3.4.3 第三阶段：部署 100G PON 和接入机房 DC 化 

部署 100G PON 

 随着视频业务的进一步发展，8K、VR 业务需要更高速度的接入技术，在该阶段

可以部署 25G PON 和 100G PON。 

接入机房 DC 化 

 随着 CO 机房的 DC 化，接入机房可以作为 CO 的远端机房也跟着 DC 化，引入

SDN 和 NFV 技术，使得可以更加经济更加灵活地部署各种大视频业务。 

2.3.5 城域&骨干网络改造 

大视频发展的三个阶段对城域网&骨干网的要求不同，可分期进行相应城域&骨干网的

改造。 

2.3.5.1 第一阶段演进：优化业务+加强运维 

在 4K 视频发展初期，用户户均流量 5M 左右，采用传统组网模式，以每 OLT 接入 2.5K

用户，每 BNG 接入 10 台 OLT，每 CR 接入 40 台 BNG 为例，计算出对设备容量要求

如下表，4K 初期阶段城域&骨干网设备带宽要求如下：  

 BNG 至少支持 100G，推荐 200G 平台，未来可平滑升级到 400G 平台。 

 CR 支持 400G 平台，未来可平滑升级到 2T 平台, 支持集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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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4K 初期阶段网络架构 

 

表 2-6  4K 初期阶段流量模型 

用户量 4K 初期  

忙时户均流量 5M 

OLT（2.5K 用户） 12.5G 

BNG（25K 用户） 125G  

CR（1M 用户）  5T 

CR（1M 用户）  

三级 CDN 本地化 80%  
2.5T~4T 

可以看出，当前网络基本能满足 4K 初期阶段要求，所以在初期阶段在当前网络架构基

础上，对网络进行优化实现 4K 初期阶段承载。主要包括 IPoE 构建视频专属通道，组

播复制点下沉，热点区域三级 CDN 下沉到 BNG 或者 BNG 通过传输直连二级 CDN，

对 CR 进行部分分流。同时部署视频优化技术，通过 TCP/FCC 等手段优化用户体验，

并且通过端到端的视频质量监控，实现视频业务异常时的自动化溯源。 

2.3.5.1.1 IPoE 专属通道，保障视频体验 

传统网络结构下，HSI 业务和视频业务共用通道，影响视频体验，并且对视频业务也

缺少相应的保障。但对于以体验为主的 4K 视频业务而言，传统的业务模型已经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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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4K 视频承载的需求。 

4K 的网络架构是以体验为主的网络架构，所以为保证用户的视频体验，可以对视频业

务提供专用的转发通道，并且针对通道做相应的保障措施，以保证用户体验。HSI 业

务和视频业务可采用逻辑双通道方式进行隔离， HSI 宽带上网业务采用 PPPoE 认证，

视频业务采用 IPoE 认证。HSI 和视频业务采用不同的业务 VLAN 进行隔离。STB 通

过 IPoE 拨号连接网络时，BNG 设备会为其分配私网地址，节省公网地址空间，同时

私网地址和外部网络隔离，保证视频业务的安全性。 

图 2-9  视频业务专属通道 

 

同时，视频业务使用 IPoE 认证还可以使组播复制点下移，比如下沉到 OLT 设备，节

省城域骨干网带宽，而 PPPoE 认证则不能做到这一点，PPPoE 的组播复制点只能选

择在 BNG 设备上。采用逻辑专属通道的方式，可以针对视频专属通道配置 QoS 策略。

采用端到端业务区分策略，首要保障高优先级业务。并且屏蔽突发和限速导致的排队

时延，保证高优先级业务不因为缓存溢出而丢包。 

图 2-10  视频业务 QoS 保障 

 

2.3.5.1.2 TCP 加速提升网络通量 

虽然目前网络基础设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用户带宽逐年增高。但传统的 TCP 协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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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延时和丢包非常敏感，网络中的偶发丢包都会被理解为拥塞，从而启动 TCP 慢启

动和拥塞避免，导致吞吐量下降、用户带宽利用率不高，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利用 TCP 加速算法可以在非最佳的网络质量条件下，提升网络吞吐量，提高带宽利用

率，提升用户体验。这样可以延缓网络扩容时间，降低扩容成本。 

由于 TCP 优化算法各有针对性，并不是对于每种网络环境都能达到最好的优化效果，

所以TCP优化设备应该自适应地根据不同的用户网络环境采用不同的 TCP优化算法，

以便达到最好的优化效果。 

目前业界主流的 TCP 优化加速技术主要有两种：双边 TCP 优化和单边 TCP 优化。 

双边 TCP 优化 

TCP 双边优化可通过在 TCP 连接的两端部署 TCP 优化硬件设备或者相关软件实现，

TCP 优化设备作为 TCP 连接的透明代理存在。通过在两个代理之间建立 UDP 或者其

他自定义的协议实现 TCP 优化，在优化加速过程中，终端设备并不会感知到加速设备

或者软件的存在。 

图 2-11  TCP 双边优化 

 

单边 TCP 优化 

只在 TCP 连接的一端部署 TCP 优化设备或者软件实现 TCP 优化的方法为单边 TCP

优化。单边 TCP 优化需要保证通过透明代理转发的报文必须是 TCP 协议报文，相当

于 TCP 代理将 TCP 会话拆成两段 TCP 会话，但是终端设备不会感知到 TCP 会话的

异常。通常情况下，单边 TCP 加速是通过改进拥塞控制算法实现 TCP 加速。 

图 2-12  TCP 单边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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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两种方式对比 

对比项 TCP 双边优化 TCP 单边优化 

方案灵活性 
需要两端同时部署，两端加速设备间

私有协议 

只需在一端部署，协议标准，无厂商

限制 

方案扩展性 
可以实现压缩、缓存等技术进一步提

高 TCP 性能 

无法引入其他高级功能，TCP 性能提

高方法单一 

方案适用场景 
比较适用于公司具有多个分支机构的

情况，TCP 连接的两端比较容易控制 

适用于内容源的访问对象不固定的情

况，例如某个服务器的绝大多数访问

来自互联网用户 

两种TCP优化方法各有优势，在现网部署中可以按照细分场景，综合比较方案灵活性、

扩展性及场景情况综合评估两种方法，灵活选择部署。 

2.3.5.1.3 FCC 加速，加快频道切换 

用户观看 IPTV 点播或者直播时，影响用户观看体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频道切换，用户

希望在频道切换过程中实现快速切换，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在未进行任何加速算法的

情况下，频道累计切换时间大约为 0.9~2.7s，频道切换时间最典型影响因素为等待 I

帧到达的时间，所以缩短等待 I 帧到达时间能够有效减少累计的频道切换时间。 

表 2-8  影响频道切换时间因素 

影响频道切换速度的因素 典型时延 

离开原有组播频道 50~100ms 

加入新的组播频道 50~100ms 

等待 I 帧到达 30~2000ms 

接收完整 I 帧的时间耗费 约为 450ms 

机顶盒解码 40ms 

累计切换时间 0.9~2.7s（通常 1.7~2.2s） 

FCC 加速技术能够有效的缩短 I 帧等待时间，加速频道切换速度。FCC 基本原理是在

网络设备上对频道内容进行 cache 缓存，通常缓存 IP 报文（或者只缓存 IP 报文中的

视频信息），当用户切换频道时并且离开前一频道组播组后，首先由缓存设备通过单

播的形式将缓存信息下发给频道切换请求用户，同时将频道切换请求用户加入到新频

道的组播组中，然后缓存设备停止单播发送缓存，改由通过组播向用户发送视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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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FCC 加速原理 

 

FCC 通过缓存机制能够有效的减少用户切换频道过程中接收 I 帧的时间，进而整体缩

短频道切换的时间。但是在用户切换频道期间，由于缓存设备通过单播形式向用户发

送报文，所以会增加传送网的带宽消耗。按照下表中的数据计算，OLT 设备上的频道

切换流量为 2500*50%*2*50%*35%*5≈2.14G，按照每台 BNG 设备下连 10 台 OLT

设备计算，则 BNG 上的频道切换流量为 2.14G*10=21.4G。 

表 2-9  频道切换统计表 

每 OLT 用户数 IPTV 比率 每用户电视机数 IPTV并发率 频道切换并发率 
每频道平

均带宽 

2500 50% 2 50% 35% 5M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频道切换流量会占用大量带宽，从带宽角度考虑，可以将 FCC

缓存设备部署在靠近用户的位置，但是 FCC 缓存设备位置越低，代表每台设备能接入

的用户数量越少，所以在实际部署中需要综合评估，按照实际场景按需选择部署位置。 

图 2-14  FCC Cache 部署位置 

 

2.3.5.1.4 运维探针，保障用户体验 

大视频承载网络必须是可感知、可管理的网络。可感知要求网络能够感知到用户视频

体验；可管理要求当感知到用户视频体验质量下降时，网络能够迅速反应，快速定界

定位出网络问题。传统的网管和运维不能满足大视频业务运维的需求，需要构建一个

能感知用户体验、快速定界定位的智能化运维系统，实现对客户视频体验的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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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视频运维系统可以从拓扑，告警和性能视图上轻松的导航到关联的视频业务管理

界面中进行故障定位，在物理拓扑视图中提供网元、单板、端口、隧道、伪线、客户

层业务等各层次的导航；在告警视图和性能视图中，提供告警，性能关联业务的查询，

完成对城域&骨干承载网络的视频业务故障定位。 

2.3.5.2 第二阶段演进：边缘 CO 重构 

随着 4K 视频全面普及，8K、VR 视频引入，业务流量大幅增长，用户户均流量为 20M，

采用传统组网模式，以每 OLT 接入 2.5K 用户，每 BNG 接入 10 台 OLT，每 CR 接入

40 台 BNG 为例，计算出设备容量要求如下表： 

表 2-10  4K 业务成熟期，设备容量需求 

用户量 4K 成熟期 

忙时户均流量 20M 

OLT（2.5K 用户） 50G 

BNG（25K 用户） 500G 

CR（1M 用户） 20T 

从表中可以看出，城域骨干流量过大，CR 容量面临挑战，可通过 CDN 下移，实现三

级 CDN 覆盖，降低城域网流量，以及引入 CO 重构实现提升设备利用率和节能减排。

具体措施为： 

在边缘DC部署云管理平台、SDN控制器，并将BNG控制面虚拟化部署进入边缘DC，

BNG 设备集中到边缘 DC，实现 BNG 的资源池化，节约 BNG 扩容成本，解决部分站

点 BNG 设备数量过多、机房空间不足的问题，同时 BNG 硬件转发面（下图中高性能

转发池），仍然保持电信级处理能力；以及 CDN 虚拟化并下沉，减少城域网穿透流量，

降低时延，提升用户体验。 

并在热点接入区域，OLT 集成 miniCDN，提升 4K，8K 视频和 VR 用户体验。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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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网络架构演进：CO 重构 

 

以下以东部某省会城市为例，阐述 CO 重构方案在网络利用率、设备利用率、以及节

能减排方面带来的好处。 

2015 年 140W 家庭宽带用户，城域网内共计流量 1471.5Gbps，改造前采用传统的城

域网架构，BNG 数量众多，但是资源相互不能共享，造成端口利用率以及网络利用率

均不高，浪费很大。 

根据现网情况，在城域边缘采用分布式 DC，引入 vBNG，设备分布和带宽分布如下： 

表 2-11  东部某省会城域网 CO 重构后设备分布和带宽分布 

城域网内宽带总流量（Gbps）  1471.5 

边缘 DC 建议数量  8 

每边缘 DC 宽带流量（Gbps）  184 

每边缘 DC 所需 vBNG 转发器上连带宽（Gbps）  

（端口利用率 70%）  
270 

每边缘 DC 所需 vBNG 转发器下连口带宽（Gbps) 

（每台转发器连 2 台交换机）  
370 

每边缘 DC 所需 vBNG 转发器总带宽（Gbps）  640 

每边缘 DC 配置 vBNG 台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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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NG 转发器配置端口总带宽（Gbps）  5120 

CR 下行端口总带宽（Gbps）  2160 

采用 vBNG 方案，与传统方案，从设备数量，利用率，功耗等多个维度进行对比，统

计信息如下所示： 

图 2-16  边缘 CO 重构好处-带宽利用率大幅提升 

  

需要配置的端口总带宽，从 14849Gbps，下降到 5120Gbps，下降幅度为 65.5%，而

带宽利用率则由 20%上升到了 57.48%，上升幅度为 187.4%. 

图 2-17  边缘 CO 重构好处-设备数量以及功耗降低 

 

BNG 设备数量由 214 台降低到 32 台，降低了 85%，设备功耗从 74245W，降低到

10240W，降低了 86.2%。 

图 2-18  边缘 CO 重构好处-CR 下行端口带宽下降利用率提升 

 

与 BNG 相连的 CR 下行总带宽也明显降低，从 3352Gbps，降低到了 2160Gbps，下

降了 39.2%，带宽利用率由 40%上升到了 65.76%，上升了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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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比分析可以看出，CO 重构方案较传统方案在资源投入和能耗方面有显著优势。

除上述资源复用能力和节省能耗方面，因资源的池化所带来的网络弹性、容灾备份能

力以及多业务的调度，也是传统方案所不能比拟的。 

基于上述图表分析以及 CO 重构后带来的带宽节省，视频发展第二阶段对各网络设备

要求如下： 

 汇聚 Switch 支持高密度 100GE， 

 BNG 支持 400GE，并能平滑升级到 1T 平台，并能实现转发面和控制面分离和控

制面池化。 

 CR 支持 400GE，并能平滑升级到 1T-2T 平台。 

2.3.5.3 第三阶段演进：分布式 CO 

第三阶段，视频业务进入高度渗透期，高清业务退出历史舞台，4K 视频成为基础业务，

8K 业务，VR 业务成为市场主导，用户户均流量约为 100M，如果采用传统组网模式，

以每 OLT 接入 2.5K 用户，每 BNG 接入 10 台 OLT，每 CR 接入 40 台 BNG 为例，计

算出网络设备容量要求如下表： 

表 2-12  8K，VR 视频业务成熟期，网络设备容量需求 

用户量 8K，VR 成熟期 

忙时户均流量 100M 

OLT（2.5K 用户） 250G 

BNG（25K 用户） 2.5T 

CR（1M 用户） 100T 

从上述设备容量需求表格看出，业务流量大幅增长，对 BNG 转发面和 CR 提出了更高

的挑战。 

虽然通过池化能解决 BNG 转发面性能、容量的挑战，但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设备，成本

过高，中兴通讯采用分布式 CO，改造 OLT 所在 CO 为边缘 DC 的远端接入模块，具

体措施为： 

 OLT 支持 IPoE 功能，作为大视频业务的网关，消除原 BNG 容量瓶颈，降低组播

复制点位置，节省城域带宽。 

 低附加值业务，如 internet，穿透 ADC(Access DC,位于 OLT 局所)，由边缘 DC

控制处理，使释放 ADC 设备专注大视频、VR 等高要求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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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T 设备通过 OTN 设备，通过 2*100G 上联边缘 DC 与 CR，保证足够带宽，利

用高容量 switch 进行业务分流。 

 在热点地区将 OLT 与 vCDN 设备融合，进一步提升热点区域用户体验。 

 OLT 局所设备控制面上移到边缘 DC，统一管理、运维。  

完成后，OLT，BNG，ONT 三设备转发面融合，控制面上移，协同城域网控制器实现

网络简化/光纤化及弹性部署，如下所示： 

图 2-19  网络架构演进：分布式 CO 

 

对于 CR 的容量挑战，与上述网络架构演进第二步一样，采用 CO 重构后，使 CR 下

行总带宽能大幅度下降，带宽利用率能大幅度上升。除了采用 CO 方案分流外，还需

要提升 CR 单机能力，以及需要 CR 支持集群。 

基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以及 CO 重构后，带来的带宽节省，在该时期业务对各

备要求如下： 

 汇聚 Switch 支持高密度 100GE 端口， 

 OLT 支持 IPoE，支持 2*100G OTN 上行接口。 

 CR 可升级到 2T，并平滑升级到 4T 平台，支持路由器集群。 

2.4 总结 

大视频需要更强的有线网络。未来有线网络的关键特征为：以 DC 为中心、高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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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虚拟化。大视频业务是网络重构及向未来演进的关键驱动力。中兴最佳视频

体验的有线网络方案充分考虑了运营商现网情况以及未来网络发展趋势，具备向未来

平滑演进的能力，以最佳视频体验网络架构适应大视频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 

第一阶段，解决视频业务关键短板，基于现有网络实现性能优化与智能运维，建立端

到端高通道管道。 

第二阶段，在网络重构大环境下，实现 BNG 转发面和 CDN 池化，提升设备资源利用

率与效率。 

第三阶段，推进网络扁平化，BNG 下沉，实现关键部件 BNG, CDN 等按需进行虚拟

化部署。 

3 最佳视频体验的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3.1 移动视频业务对无线网络的需求和挑战 

视频业务，已经逐渐成为继语音、数据业务之后的无线网络基础业务。对全球的流量

进行分析后发现，最近几年的新增流量大部分来自于视频业务。视频业务，特别是高

清视频，极大的刺激了流量的消费，实现用户数据消费的快速增长。 

无线网络数据业务流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数据业务资费的下降，数据业务增

长的速度要快于资费下降的速度，才能实现总收入的良性增长。数据业务中的视频业

务，担负起实现新增收入的重要责任，已经逐步成为无线网络的基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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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20 年移动视频业务将会占据数据业务的 75% 

 

从现在起到 2020 年，移动视频流量将以每年 55%的惊人速度增长。思科预测，预计

到 2020 年，移动视频流量将占所有移动数据流量的 75%左右。这种增长主要因为用

户更加偏好视频流服务，受包括新闻、广告与社交媒体等在线视频内容日益普及所驱

动,高清视频将在移动网络中无处不在，随着目前 LTE 网络的全球规模部署与商用，高

清智能终端成本的快速下降，目前移动智能终端屏幕分辨率普遍达到或超过了 720P

的清晰度，部分终端已经支持 1080P 甚至 2K 的清晰度,移动运营商已经逐步具备提供

有质量保证的视频业务能力。现有的移动宽带网络，特别是 LTE 网络，有能力支撑无

处不在的 720P/1080P 的移动视频服务。随着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区域领先的运营商

网络将能够支撑有竞争力的 2K 高清移动视频。  

移动高清视频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基本需求，随着移动网络 4G+和 5G 的持续演进与发

展，大视频时代的到来会再一次改变人们的生活。随着运营商网络质量不断提升，网

络资费不断下调，互联网用户的业务行为习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国互联网应用

中 BAT 目前依然是主导地位，应用领域主要在社交、视频、应用商店、浏览器等，其

中视频业务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从 LTE 网络现网数据来看，如下某城市 2015

年 9 月统计数据，视频业务的业务流量已经占到全网流量的 15.59%。视频业务未来将

成为最重要的互联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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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5 年 9 月某个城市各个业务平均占比统计 

 

传统的移动网络架构满足的业务以社交、网页浏览业务为主，存在下列不足难以满足

视频业务的发展： 

 空口容量和无线承载带宽有限 

目前 LTE 空口容量是发展高用户体验的视频业务的瓶颈，同时 LTE Backhaul 网络的

接入环带宽多以 GE为主，汇聚环带宽多以 10GE为主，可承载的视频业务容量有限；  

 无线网络延时较大 

当前 LTE网络端到端 RTT延时较长（通常为 70ms左右），其中移动网络基站处理 RTT

延时接近 20ms，承载网络一般会引入 6~8ms 延时，同时分组网关 GGSN/PGW 一般在省

会城市或者省内大区级城市部署，从无线基站经过无线承载网到核心网要经过长距离

传输，视频业务丢包几率较大及传输时延也相对较大。 

3.2 无线视频精品网络解决方案 

无线视频精品网络解决方案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需要针对当前 4G网络进行基于视频用户体

验的网络优化和建设；然后是 Pre5G 阶段解决方案，通过各种创新技术，使移动网络在

5G 商用之前，能够实现视频业务性能的不断提升，使移动用户能提前享受类 5G 体验；最

后是 5G 阶段，增强 MBB 体验、海量多样性连接、高可靠性关键任务是 5G 重点要实现的

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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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无线视频精品网络演进三阶段 

 

3.2.1 当前无线网络视频业务解决方案 

当前移动互联网视频处于高速发展的初期阶段，以 720p 连续覆盖、1080p 热点覆盖为

目标，以已建的移动宽带网络（包括 3G、LTE 网络）为基础开展建设。 

3.2.1.1 无线接入网视频业务解决方案 

随着移动宽带网络的发展，承载的业务从传统语音，变成多种多样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特别是视频业务已经成为移动宽带网络的基础业务。无线网络视频业务保障方案主要

通过覆盖、干扰、容量和功能提升等四个方面进行。 

图 3-4  无线视频网络提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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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优化 

视频体验跟覆盖直接相关，良好的无线覆盖是保障移动通信网络质量的前提，也直接

关系到视频业务体验的好坏。在无线网络优化中，其第一步即为进行覆盖的优化，这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特别是对 LTE 网络而言，由于其多采用同频组网方式，同频干

扰严重，覆盖与干扰问题对网络性能影响重大。移动通信网络中涉及到的覆盖问题主

要表现为四个方面：覆盖空洞、弱覆盖、越区覆盖和导频污染。覆盖空洞可以归入为

弱覆盖中，越区覆盖和导频污染都可以归为交叉覆盖。所以，覆盖优化主要有三个内

容：控制弱覆盖、重叠覆盖的优化，最后是基于路测、MR、投诉、CQT 等数据，精

准定位问题区域。 

Small Cell 作为 LTE 网络宏蜂窝的补充，能够使运营商以更低的代价为用户提供更好

的视频业务。随着 LTE 网络容量的不断提升，移动运营商为增长的数据流量发愁，特

别是高热小区首先面临挑战，容量问题日益突出，急需提升单小区频谱效率或加密小

区。Small Cell 在这方面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更多的 Small Cell 用来覆盖盲区

以及分担城市热点区域流量压力。Small Cell 具有灵活、快速部署的优点，可以解决热

点吸收、盲点、弱覆盖场景的网络覆盖问题，实现网络无处不在。对于视频业务而言，

室分站点的 4G 覆盖对视频业务支撑较差，因此需要对重要高流量场景进行优先部署

LTE small cell。当前主要热点区域，室外补盲补热解决方案包括： 

 主城区道路补盲室外宏微同频组网场景 

现在道路弱覆盖主要的原因是站点无法落实，物业谈判周期长，而相比增加宏站，灯

杆或者墙体安装的小站是相对较易落地的补盲方案。 

 主城区深度补盲室外宏微组网场景 

如果宏站扇区无法满足楼宇群的整体覆盖，比如在楼宇两侧已经是靠天线旁瓣覆盖，

无法对室内用户话务形成很好的吸收。此时可以通过就近的灯杆小站，对楼群弱区形

成较好的补充。 

 主城区深度补热室外宏微组网场景 

室内是真正的热点，从网络演进来说，微站所补充覆盖的深度区域其实是宏站小区真

正的话务热点，因此微站异频组网且频点足够多的话，一方面简化了组网结构，另外

一方面也直接缓解了宏微的容量压力。 

干扰优化 

LTE 系统在本小区内不存在同频干扰，干扰主要来自于使用相同频率的邻小区。系统

内的干扰主要是用户间干扰、PCI 规划不当等带来的干扰。系统外的干扰主要是雷达，



大视频 大未来  

第 46 页 中兴通讯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外部一些民用设备带来的干扰。以上各种干扰都会对 LTE 系统网络性能造成很严重的

影响。系统外的干扰需要多方面的资源协调解决。而对于系统内的干扰，首先通过控

制小区覆盖调整工程参数解决，在做 PCI 规划时应尽量避免相邻小区 PCI 存在冲突。

LTE 同频组网时，在切换区域最好是只有源小区及目标小区的信号，对于非直接切换

的小区信号一定要控制好，可以用扫频仪扫频确定干扰。干扰的主要解决方法如下： 

 PCI 规划和自优化，避免 PCI 冲突 

 调整工程参数 

 提升主服务小区信号，降低干扰信号强度 

 查找外部干扰源 

针对宏微 Hetnet 组网下的干扰解决方案： 

 宏微 Supercell，即将单个宏区和若干微区组成 SuperCell，它们共享相同的小区

资源，如小区 ID，PBCH、PSS/SSS、Paging、SIB1、CRS、PCFICH 等信息。

与常规的宏微同频组网相比，宏微 Supercell 可以很好的解决 HetNet 下 C-RS，

PBCH，Paging 等公共信道相互间干扰问题，且可以将 HetNet 内部的小区切换转

变为 Supercell 内部 CP 间的激活集判定问题，有效减少小小区带来的切换； 

 宏微 eICIC，即时域上的同频多小区间干扰协调技术，仅针对同频组网时的单一

频点场景。通过宏小区把一个或多个子帧配置为“几乎空白的子帧（ABS）”，

微小区在 ABS 子帧上为小区边缘终端（UE）提供服务，避免了主要的干扰（来

自宏小区），从而提升了小区边缘 UE 的服务速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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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宏微 eICIC 技术示意图 

 

 宏微 CoMP，标准中的 CoMP 技术是 R10 中提出的，包含下行 JP（包括 JT 和

CS/CB）和上行 JR 技术， 微站的 CoMP 技术包括下行 CS 和上行 JR。下行 CS

是指通过调度的方式，使其他协作节点避免与目标小区相同的资源上调度用户，

通过资源协调来避免小区间干扰。上行 JR 是指 UE 上行发送的数据同时由多个协

作的小区同时接收，在接收后通过小区间的信息和数据交互，最终得到 UE 的解

调性能。 

容量提升方案 

容量指标，即网络负荷高低和在线用户数量多少也是影响视频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PRB 平均利用率，PRB 资源占用代表了 LTE 网络负荷的高低。系统忙时，上行

PRB 资源利用率或下行 PRB 资源利用率大于一定门限，且小区忙时吞吐量大于

一定数值。 

 RRC 容量评估，用户数量也影响视频业务的体验。系统忙时，RRC 连接有效用

户平均数量大于一定门限。 

通过监控 PRB 资源占用率、RRC 有效连接用户数量，合理保持网络负荷均衡，提高

移动网络视频质量的体验。 

载波聚合 CA 是目前提升容量的一个关键技术，其将更多的连续或离散的载波聚合在

一起，以便形成一个更宽频谱，既能满足 LTE-A 更大带宽需求，提高频谱碎片的利用

率，而且能保持对 LTE 后向兼容性的必备技术。CA 定义在 3GPP R10 及以后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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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LTE-A 通过聚合多个对 LTE 后向兼容的载波可以支持到最大 5 个成员载波，

100MHz 带宽。频谱聚合的场景可以分为 3 种：带内连续载波聚合、带内非连续载波

聚合和带外非连续载波聚合。双载波聚合可以提供 1 倍的用户峰值速率提升，降低空

口时延 50%；在用户 burst 业务模型占比高场景下，用户容量不变情况下提升用户体

验；或者用户体验不变情况下提升用户容量； 

视频业务优化 

无线侧增强视频用户的感知的新功能，可以加快视频播放速率、减少缓冲时间和 

提升视频播放时延。 

图 3-6  无线新功能增强视频用户感知 

 

 视频业务保障和调度优先，中兴 eNodeB 支持拥塞场景下 HTTP 视频业务的优先

调度，缩短 HTTP 视频业务的初始缓冲时延，降低小区中视频用户卡顿比例，从

而提升小区 HTTP 视频业务的体验。随着 LTE 网络的发展，HTTP 视频应用越来

越多，RAN 网络拥塞场景日益频繁，视频业务体验严重恶化。在本特性中，eNodeB

收到来自核心网或独立DPI设备解析/感知到视频业务特征（如视频初始缓存阶段，

视频播放阶段等），eNodeB 在 QoS 调度中优先调度视频业务，使得视频业务的

初始缓存时延达到配置的目标值，提高小区中不卡顿的视频业务比例，从而提升

小区中视频业务的体验。QoS 调度中，优先保证所有用户的 GBR 速率，剩余资

源优先保证视频业务，最后是非视频业务。视频业务中，未卡顿过的视频业务优

先于卡顿过的视频业务。对于覆盖差的视频业务，可以不保障，减少对于小区吞

吐率的影响。 

 TCP 传输层优化，LTE 网络下通过用户 TCP 数据重排序以及上下行同时做业务

时相互影响的优化，从而提升 TCP 业务的系统性能。本特性包括 TCP 乱序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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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RTT 优化和 ACK 分裂等。 

 eMBMS 多媒体广播业务，MBMS 业务在第三代移动通讯系统已经支持，架构于

第四代移动通讯 LTE 系统中 eMBMS（增强型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被业界看作

非常有应用场景的一项业务。eMBMS 是在 3GPP 协议 R9 版本在 LTE 网络上引

入的，并在后续版本有一系列的优化，R10 支持业务的 QoS 抢占机制，R11 引入

计数统计功能，R12 版本继续完善如 MooD，R13 版本进一步演进到多 band 的

eMBMS。 

3.2.1.2 无线承载网视频业务解决方案 

当前无线承载网针对视频业务的建设，中兴通讯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建议： 

 接入：光纤与微波并存，逐步向全光过渡。光纤网络采用 PTN/IP RAN 设备组网，

尽量成环，以增加可靠性，带宽为 GE 或 10GE（热点区域）； 

 汇聚核心：采用 PTN/IP RAN 设备组环形网，新建网络部署 40G/100G 接口，原

有网络以 10GE 为主；核心层部署 100G OTN，部分流量较大区域，OTN 下沉到

汇聚层； 

 骨干：采用 CR 路由器组成 MESH 网络，端口带宽 100GE；同时部署 100G OTN。 

图 3-7  当前无线承载网架构图 

 

根据当前业务流量，Backhaul 回传网络，采用 L2VPN+L3VPN 或 L3VPN 技术，LTE 

X2 业务在汇聚或核心层进行调度。同时，部署 QoS 对流量进行分级，保证视频业务

的高优先级。通过 SQM（Service Quality Measurement）技术，对视频流量进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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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包括：时延、带宽、抖动等指标，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需要，对网络做

出相应的调整，以保证视频业务质量。 

3.2.1.3 无线核心网视频业务解决方案 

当前网络下支持视频业务的核心网网络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3-8  核心网架构图 

 

架构说明： 

 以 PCC 架构为基础，为视频业务提供 LTE 网络承载资源 QoS 管理。PCC 架构

通过 Rx 接口向外提供无线承载网络的 QoS 开放能力。视频业务 SP/SP 可以直接

通过 Rx 接口申请视频业务 LTE 网络承载资源，也可以通过 AF 代理申请视频业

务 LTE 网络承载资源； 

 GW 内置 TDF 模块。 在视频业务 SP/SP 无法提供 Rx 口或者 Soap 接口直接向

LTE 承载网络申请视频业务承载资源时，内置的 TDF 功能可以自动识别相应的视

频业务并申请业务 LTE 网络承载资源； 

 GW 内置 TOF 模块。内置的视频业务 TCP 承载协议优化模块（TOF）可以提供

TCP 代理及 TCP 协议优化能力，解决视频业务启动慢及视频卡顿问题。 

核心网主要包含下列功能保障视频业务： 

视频业务 LTE 网络承载资源 QoS 管理（视频业务 QoS 保障） 

LTE 网络是资源共享的网络，所有用户和所有业务共享无线网络资源的调度机会。视

频业务承载在 LTE 网络上，LTE 网络是否能够为视频业务提供足够的速率带宽和能够

满足视频业务需求的时延，将成为 LTE 网络中的视频业务成功的关键。核心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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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C 架构的引入，可以为不同业务提供不同的 LTE 网络承载资源 QoS 管理。在标准

PCC 架构及标准中，定义了 QCI、ARP、GBR、MBR 等业务 QoS 管理参数，用于为

不同类业务建立不同的业务承载通道。对于视频业务而言，可以为其建立视频业务专

用承载，从而提供不同的 QoS 能力，如下图所示： 

图 3-9  视频业务专用承载示意图 

 

用户发起视频业务请求时，PCRF 将根据移动用户等级、视频业务种类、CP/SP 信息

等为视频业务决策不同的 QoS 能力（QCI、ARP、GBR/MBR 参数），GW 根据 PCRF

下达的 QoS 能力决策，建立专用的包含有不同 QoS 特性的视频业务承载通道。根据

PCC 标准的 QCI 定义，视频业务可以具有 2、4、6、7 四个 QCI 值，其中 QCI 为 2

的视频业务承载通道是有 QoS 保障的视频业务承载通道，4、6、7 提供非 QoS 保障

的差异化的视频业务承载通道。 

QoS 关键参数 QCI 定义如下表，当前除 VoLTE 语音业务之外，其余所有的数据业务

均承载在 QCI8/9 的默认承载上，开展专项视频业务后，网络可以提供 QCI 为 2、4、

6、7 的承载专门供视频业务使用。 

表 3-1  移动网络 QCI 分配建议 

QCI 
Resource 

Type 
Priority 

Packet 

Delay 

Budget  

Packet Error 

Loss Rate 
Example Services 

1 

GBR 

2 100 ms 10
-2

 Conversational Voice 

2 4 150 ms 10
-3

 
Conversational Video (Live 

Streaming) 

3 3 50 ms 10
-3

 Real Time G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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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300 ms 10
-6

 
Non-Conversational Video 

(Buffered Streaming) 

5 

Non-GBR 

1 100 ms 10
-6

 IMS Signalling 

6 6 300 ms 10
-6

 

Video (Buffered Streaming) 

TCP-based (e.g., www, e-mail, 

chat, ftp, p2p file sharing, 

progressive video, etc.) 

7 7 100 ms 10
-3

 

Voice, 

Video (Live Streaming) 

Interactive Gaming 

8 8 

300 ms 10
-6

 

Video (Buffered Streaming) 

TCP-based (e.g., www, e-mail, 

chat, ftp, p2p file  

sharing, progressive video, 

etc.) 

9 9 

视频业务 TCP 承载协议优化 

现有视频业务基本使用 TCP 协议进行业务传输，TCP 协议主要针对有线接入和固定网

络环境设计，没有考虑无线接入和移动网络环境的特点和需求，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

存在不能准确及时判断丢包，并发度小，传输效率低等问题，从而造成移动用户上网

速率较慢。 

中兴 GW 针对视频业务特点，在 GW 上部署 TCP 代理及优化功能，针对 TCP 协议，

可以显著提升用户视频业务体验，可以加速视频业务启动及减少视频业务的卡顿，尤

其是在无线资源紧张及用户处于小区边缘时的卡顿。 

图 3-10  移动网络 TCP 代理架构 

 

在 GW 上部署 TCP 协议优化功能，不改变现有网络拓扑，仅需在 GW 上增加新功能，

易于部署推广。TCP 协议代理功能将终端与业务平台之间的 TCP 连接截成无线段与有

线段：终端与 GGSN 建立无线段 TCP 连接，GGSN 与业务平台之间建立有线段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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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分段进行不同的优化，提升用户上网体验。 GGSN 上的 TCP 协议优化功能如

下： 

 提高 TCP 初始窗口、跳过慢启动：TCP Proxy 将面向无线网络侧的 TCP 初始窗

口（IW）的值设置与阈值（ssthresh）相同，跳过 TCP 拥塞控制的慢启动阶段直

接进入拥塞避免阶段； 

 缓存数据包：TCP Proxy 缓存终端、服务器发送的数据包，对缓存的数据包进行

乱序重排； 

 超时重传：TCP Proxy 缓存下行数据包并设置定时器（定时器时长可根据监测到

的终端与 GGSN 之间的 RTT 进行动态设置）。在定时器超时前收到终端的 ACK，

则从缓存中删除数据包；如果定时器超时还未收到终端的 ACK，则直接从本地缓

存中重发该数据包； 

 拥塞控制机制：TCP Proxy 根据丢包、时延精准判断网络拥塞状况，避免由于无

线环境变化而非真正拥塞原因进入拥塞限流（慢启动或发送窗口减半）；在拥塞

避免阶段加速拥塞窗口增长。 

3.2.2 Pre 5G 无线网络视频精品网建设方案 

5G 由于标准和技术等原因，距离商用还有一段时间，而 Pre-5G 能提供远好于 4G、

接近于 5G 的用户体验（吞吐率、延迟等），是无线网络向 5G 发展的必经阶段，Pre-5G

阶段除了很多提升空口容量的新技术将得到应用，一些前瞻性的解决方案也会得到部

署和应用，及时满足用户对视频业务体验越来越迫切的需求。 

Pre-5G 阶段以 LTE 移动宽带网络为基础进行演进，该阶段移动互联网视频处于高速

发展期，以 1080p 连续覆盖、2K 热点覆盖为目标，4K 视频、VR 业务可能在 Cloud RAN

架构下的热点得到应用，在 Pre-5G 阶段无线网络下的 VR 业务首先会考虑平均下载速

率在 40~50Mbps 的 4K 60/90fps 的 VR 视频（H.265）播放。 

3.2.2.1 Pre 5G 无线网络容量提升方案 

3.2.2.1.1  LTE/WiFi 融合 

随着全球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无线通信得到了高速发展，成为了人们工作和生活

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以 LTE 为核心的 4G 通信网络规模部署为人们无线

通信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随着移动业务的不断丰富以及移动终端数量不断增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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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有的授权频谱的无线通信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大量非授权频谱目前并没有得到高效利用，典型的 5G 频段非授权频谱有

着高达 700M 的带宽，但是当前利用率比较低。而 WIFI 的应用受限于移动性等因素，

并不能很好满足人们更广泛的无线通信需求，因此基于 Unlicensed 频谱的 LTE 就成

为一个重要方向，融合 LTE/WiFi 成为当前提升空口容量的一种重要部署方式。 

LAA（Licensed-Assisted Access to Unlicensed Spectrum）授权辅助接入非授权

频谱 

对于 U 频段的 LTE 3GPP 不考虑独立工作运营模式（stand-alone），引入授权载波辅

助接入的工作模式 LAA（Licensed  Assistant  Access），即必须同时有授权频段作

为基础接入；此外对于 U 频段仅考虑 5G 频段（不考虑当前已经被 wifi 大量部署的 2.4G

频段）。进一步的，对于 LAA 的工作方式，主要包括载波聚合和双连接两种方式，在

R13 阶段仅考虑载波聚合的工作方式，非授权频谱上 LTE 作为 SCell 通过授权频谱辅

助接入，对于双连接方案后续 R14 阶段考虑。 

对于基于载波聚合的 LAA 工作方式中，对于非授权频谱仅考虑下行发送和侦听，这个

主要是考虑如果同时引入上行侦听复杂度较高，改动较大，放到 R14 及之后标准化。 

LWA（LTE Wifi Aggregation）LTE Wi-Fi 链路聚合 

LWA 是在现有 LTE 架构下，在空口增加 WLAN 传输以提高空口的传输能力，数据分

流在 eNB 侧的 PDCP 层进行。用户的下行数据只来源于 CN，下行数据到达 eNB 后，

在 PDCP 层根据 eNB 和 WLAN 的负荷情况，采用双连接方式，将接收到的部分数据

分流到 WLAN 同时发送，目前只支持下行数据的分流发送，暂不支持上行数据分流发

送。 

图 3-11  LAA、LWA 网络架构图 

 

LAA、LWA 两种新的空口技术，提供了更大的带宽以及新的网络融合方式，视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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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re5G 时代会获得到更好的用户体验。  

3.2.2.1.2  下行 256QAM 

引入 256QAM 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下行频谱效率，提升下行峰值速率，同时应对和

抵抗802.11ac已经支持的256QAM。256QAM的每个调制符号携带8 bit信息，64QAM

的调制符号携带 6 bit信息，理论上 256QAM的传输速率/频谱效率比 64QAM提高 33%。

但是由于 256QAM 的调制星座图比 64QAM 有更多的星座点，其解调所需的 SINR 比

64QAM 高很多，即为了满足较高的 SINR 门限，3GPP 中探讨的 256QAM 的应用场

景是低移动性、室内、稀疏部署的 small cell 场景，用于小区极好点和好点的下行频谱

效率和峰值速率的提升。  

3.2.2.1.3  Pre5G Massive MIMO 

Pre5G Massive MIMO 利用最实用的 5G 核心技术 Massive MIMO，协议中称为 HD 

MIMO，为用户提供近似 5G 的接入体验，后向兼容商用 LTE 终端，可利用运营商现

有的站点和频谱资源，成倍地提升现网用户的接入速率以及网络的整体容量。在 5G

标准正式发布前，该技术能够帮助运营商有效缓解数据流量剧增的挑战，为其提供更

为平滑和科学的 5G 演进之路。 

图 3-12  LTE 增强技术演进示意图 

   

对于 MIMO 技术而言，由于天线阵列向二维化发展，MIMO 信道的空间自由度得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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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扩展，使基站在三维空间中控制信号的空间分布特性成为可能。同时，由于 MIMO

传输中可独立控制的天线单元数量的增加，具有更高传输效率与功率效率的 massive 

MIMO 技术也将有可能得到应用。 

此外，随着频带资源的日益紧张，LTE 系统向高频段/局域覆盖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

经十分明显，针对局域应用的物理层增强方案不断涌现，而高频段/局域应用场景本身

又十分有利于 MIMO 技术的应用。 

Massive MIMO 技术打开了垂直方向的空间自由度，使得基站的天线波束在垂直和水

平两个方向可控；其次，Massive MIMO 技术使用了更多的天线，从而压缩了天线波

束的宽度（也就是减小了天线的半功率角），从而使得能量更为集中，提高了天线波

束的增益，降低了对周围终端和小区的干扰；再次，Massive MIMO 技术通过天线权

值设置，可以控制形成规则波束形状，便于覆盖特型场景，比如高层建筑覆盖、平面

覆盖和场馆分块区域覆盖。 

图 3-13  Pre5G Massive MIMO 技术应用场景 

       

 

3.2.2.1.4  Pre5G UDN 

超密集组网 UDN 是 4G 网向 5G 演进的重点技术之一。针对网络逐渐密集，小区覆盖

重叠和干扰严重问题，中兴通讯基于干扰管理与抑制、小区虚拟化技术、接入与回传

联合设计等关键技术研究，为应对密集楼宇群（密集住宅区、办公室），大型场馆（体

育场、露天集会、演唱会），地铁等热点高容量场景，实现易部署、易维护、用户体

验轻快的轻型网络，提出了基于现有网络架构的，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 Pre5G UDN

解决方案。Pre5G UDN 通过增加基站部署密度，采用小区间抗干扰等技术，极大提升

单位面积内的频率复用效率，使网络容量得到大幅提升，在局部热点区域实现百倍量

级的容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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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Pre 5G UDN 解决方案示意图 

 

3.2.2.2 ZTE Cloud RAN 解决方案 

ZTE Cloud RAN 解决方案借鉴 SDN 和 NFV 框架,引入云技术和开放等理念，对传统

基站连接采用具备虚拟化技术业务平台的移动边缘计算 MEC（Mobile Edge 

Computing，移动边缘计算），或对基站采用虚拟化技术，在无线接入网引入 NFV 云

化架构，vBBU 和 MEC、vGW-U 基于虚拟化平台融合部署，在靠近移动用户的位置

上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环境和云计算能力，并将内容分发推送到靠近用户侧（如基站），

将应用、服务和内容都进行分布式部署，从而可以更好的支持低时延和高带宽的互动

视频（如 AR/VR 等）要求，使得运营商网络能够满足新的挑战以及未来多变的商业模

式的需求，是运营商未来的必然选择。 

虚拟化的平台为网络带来无限可能 

ZTE Cloud RAN 解决方案基于软件和硬件的分离架构，平台的虚拟化支持核心网媒体

面、第三方业务的下沉，还可以对外提供可编程接口，支持与第三方厂家的无缝集成。 

在新 IT 云服务器上，支持移动边缘计算 (MEC)，轻松集成大量业务层应用如本地分

流、CDN 等。 

协同资源调度使得网络利益最大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 Hetnet 网络部署，跨频段跨制式的资源共享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 

ZTE Cloud RAN解决方案对不同小区不同频段之间的无线资源的协同调度能最大化地

降低整网干扰，提升频谱效率和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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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网络提升整网资源效率 

ZTE Cloud RAN 解决方案借助虚拟化网络功能（VNFs）使得资源的调度都可以通过

云端来进行，使得 “网络自动配置，网络随需而变”成为现实，实现最简化的网络管

理；同时，ZTE Cloud RAN 解决方案用 IT 的硬件构筑 CT 的可靠性硬件平台，使得网

络具备弹性伸缩的能力，为客户最大化地节省了 CAPEX 和 OPEX，达到最优的网络

成本。 

开放的接口助力网络变革 

ZTE Cloud RAN 解决方案网络将构建在一个开放的统一的平台上。在为用户提供基础

服务的同时，可以通过开放自身的接口，使第三方开发者通过运用和组装接口产生新

的应用，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业务，更易支持对新增的网络业务的支持，使得网络平滑

支持商业模式的变革。 

未来 5G 平滑演进 

ZTE Cloud RAN 网络的云化和智能化、业务和网络的深度融合、以及网络的开放能力

使得运营商基于这个架构进行部署，既可以在 4G 上获取更好的性能，同时支持未来

向 5G 网络的平滑演进，以支持未来丰富多彩的 5G 业务需求。 

图 3-15  无线接入网演进示意图 

 

3.2.2.3 无线承载网演进 

为满足 Pre-5G 对视频业务的传输要求，无线承载网络的建设和升级重点主要集中在以

下四个方面： 

带宽大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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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频业务的高品质用户体验，优质的视频节目源和丰富的视频资源是关键，承载网

提供更高的带宽及传输质量是基础。如果带宽不足，网络质量不佳（丢包、时延等），

将会对用户体验造成不良影响。 

Pre-5G 单站流量为 1G 左右，1GE 接入环已不能满足带宽需求，因此建议使用 10GE

接口组建接入环，一个 10GE 环能够接入基站数约 6~8 个。在光纤充足的热点区域，

建议部署 N*10GE 接入环。一对汇聚点接 4~5 个接入环，汇聚核心层建议采用 100GE

组网。 

图 3-16  Pre 5G 无线承载网演进 

 

eMBMS 业务的承载组播部署 

之前由于运营商可根据需求将不同比例的频谱资源分配给单播或者 eMBMS 业务，降

低了 eMBMS 业务对系统的要求。在 Pre-5G 时代，eMBMS 真正迎来了规模商用的时

间窗，成为视频业务的强有力载体。 

为了高效的应对 eMBMS 业务，承载组播方案的运用势在必行，目前主流的组播方案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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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eMBMS 业务承载网方案 

 

从部署可行性、现网规模部署经验、维护等方面来看，三层 PIM SSM 组播优势明显。

由于基站单播业务通过 VPN 承载，而 Pre-5G 的 eMBMS 业务建议通过 Native IP 承

载，因此采用 PIM SSM 组播方案时 Pre5G 的单播业务与组播业务采用独立的逻辑接

口，发送 IGMP 请求以及接收组播报文均通过独立于单播业务的接口进行。如下图所

示，Pre-5G 创建两个子接口，第一个子接口针对单播业务，第二个子接口针对组播业

务。 

图 3-18  eMBMS 业务的承载组播示意图 

 

PIM SSM 网络配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 PE、P 设备上都要建立组播转发树，随

着 default MDT 和 data MDT 的越来越多，组播地址规划也将越来越困难 

随着视频内容多样性的不断增加、视频提供商在 Pre-5G 时代的不断参与介入，组播

VPN 将成为必然趋势，这样，无需再维护组播状态，PE 和 P 设备只需要建立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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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视频业务之间可以很好的进行区分管理，大大减少了网络架构的复杂度。 

MEC 下沉至汇聚机房，承载 L3VPN 到汇聚 

国际标准组织 ETSI 提出了 MEC 技术，有望将基站与视频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发挥边

缘网络的更多价值。为了在 Pre-5G 时代适应 MEC 下沉至汇聚机房的情况，承载网需

要将三层功能至少延伸至汇聚层。 

图 3-19  MEC 组网下的无线承载网示意图 

 

 

 

 

 

 

 

MEC 下沉至汇聚层后，承载 L3VPN 下沉将极大减少 MEC 之间逻辑承载链结的数量，

简化网络架构。 

承载 SDN 走向成熟商用 

视频业务存在实时性 BoD 需求，如快速开通、带宽调整、业务迁移等；用户通过

Web/APP Client 自行定制业务，SDN 域控制器快速响应用户需求，满足业务对带宽

突发性需求，业务开通和调整时间由当前的数月缩短至数秒，极大的提升用户视频体

验。同时，承载的 SDN 化对不同的视频业务来说，可以抽象出不同的独立的逻辑网络

供不同的需求使用。 

承载的 SDN 可以分步进行部署，为了兼容现网，可以不改动转发面，基于统一网管抽

象给控制器开放网络能力，实现平滑演进，当 SDN 规模部署条件成熟时，由汇聚、核

心层开始部署 SDN，逐步将 SDN 延升至边缘层，最终全向迈向 SDN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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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承载网 SDN 示意图 

 

3.2.2.4 无线核心网架构演进 

Pre 5G 网络下支持视频业务的核心网网络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3-21  Pre5G 阶段核心网架构演进图 

 

Pre 5G 阶段核心网架构说明： 

 核心网 PCC 架构产品虚拟化：产品软硬件分离，实现网元的软件化，产品容量弹

性伸缩，可方便的适应网络规模扩展。 

 分组网关 GW 的 U 面下沉部署。基于 SDN 技术的虚拟化分组网关 vGW（包含

SGW，PGW）的控制面及用户面分离，即分组网关 GW 的 C 面 U 面分离部署，

vGW-C 集中部署，vGW-U 可以根据小区负荷，负载类型等下沉到小区部署，降

低业务时延，保障视频等业务的用户感受。 

 视频业务链编排：网络部署视频业务 TCP 优化模块，视频优化模块，视频缓存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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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通过 service chain 技术，实现视频业务的逐一处理。 

 基于网络状态的视频优化及缓存处理：网络部署 RCAF，可以感知无线资源情况，

当无线状态变化，比如拥塞时，可以通告 PCRF 无线网络拥塞，PCRF 可以动态

调整用户带宽及通过视频业务转码实现视频业务动态码率适配。 

分组网关 GW 的 U 面下沉部署 

GW 的控制面 C 面与用户数据面 U 面分离，可以极大的增强 GW 部署的灵活性。通常

C 面在区域数据中心集中部署，服务于区域内所有用户；一个 C 面可以管理多个 U 面，

不同的U面既可以部署在小的区域中心也可以下沉部署到流量比较大的RAN/eNB侧，

通常一个 U 面只服务于区域中心内的一部分用户。C 面可以根据用户所处的位置以及

使用的业务类型等选择合适的 U 面服务用户。 

图 3-22  GW 的控制面与用户数据面分离示意图 

        

GW CU 分离， U 面和视频业务服务下沉（比如 CDN 业务服务器下沉），靠近 RAN

部署，使网络更扁平 ，C 面基于终端特性与位置就近选择 U 面提供服务，业务传输通

道更短更可靠，大大降低视频业务时延。 

视频业务链编排 

通常一个业务报文经过无线核心网的时候不会只是简单的透传，而是会针对不同的业

务类型进行不同的特殊的增值服务处理。对于视频业务而言，可能会部署业务承载 TCP

协议优化处理模块，视频优化模块，视频后向统付模块，视频缓存模块等做视频业务

增值服务处理。传统上这类业务增值处理模块与 GW 采用串行和并行组网，但这种组

网方式有如下这些缺点: 

 媒体面集中处理，承载资源占用多，传输路径长增加时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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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基于用户和业务特性灵活调度 

 串行方案业务增值组件资源浪费严重 

 并行方案增值业务组合困难 

采用 Service Chain 成为实现视频业务的增值服务模块集成与调度的最佳方案。通过

service chain 技术，为不同用户的不同视频业务类型打上不同的 service chain 标识，

service chain switch 根据视频业务 service chain 标识将视频业务逐一路由到对应的视

频业务增值服务模块处理。同时，当网络中存在多个同类视频业务处理模块，比如多

个 TOF 模块时，service chain 还能根据网络 KPI 选择合适的视频业务处理模块。 

图 3-23  业务编排示意图 

  

基于网络状态的视频优化及缓存处理 

网络部署 RCAF，可以感知无线资源情况。当无线状态变化，比如拥塞时，RACF 配

合 PCRF 及 GW，可以实现网络动态调整用户带宽及通过视频业务转码实现视频业务

动态码率适配。通过这种处理，一方面可以减缓无线拥塞，其二可以减少用户视频卡

顿现象，保障用户视频体验。 

 用户带宽动态调整：当用户带宽降低以后，通常情况下，视频服务器能够通过感

知视频丢包及延迟等来判断业务网络承载资源如承载带宽的变化，如果发现业务

承载带宽变低的时候，视频业务服务器可以主动降低视频码率，从而减少用户视

频卡顿现象，保障用户视频体验； 

 视频业务动态码率适配：通常情况下，视频业务只经过 TCP 协议优化模块处理，

当用户所处区域发生无线拥塞时，RACF 可以感知无线拥塞情况并通告 PCRF，

PCRF 可以根据无线拥塞状态来调整用户策略，PCRF 可以做出视频业务码率适

配策略，GW 收到策略后，为视频业务编排包含视频 VO 的业务链，视频通过视

频 VO 模块时，将在线进行视频编解码转换，比如将高清编码变成普通清晰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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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从而实现视频业务的动态码率适配。如下图所示。 

图 3-24  基于网络状态的视频优化及缓存处理示意图 

 

3.2.3 未来无线网络视频精品网建设方案 

 

以 5G 技术为代表未来无线网络将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构建的一种全方位信息处理系

统，5G 将突破时空限制，为用户带来极速的视频体验和极佳的交互体验，使信息沟通

彻底突破时空的羁绊。5G 同时推动网络架构发生变革，通过支持多样化的无线接入场

景，驱动终端、无线、网络、业务深度融合，从而满足端到端的业务体验需求，实现

灵活的网络部署和高效的网络运营。 

5G 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突破来自于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场景，该场景将围绕人们

居住、工作、休闲、交通等需求，在密集住宅区、办公室、体育场、地铁、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等环境下为包括大视频业务在内的业务带来极佳的网络连接。在 eMBB 场景

中，5G 能够面向移动通信的基本覆盖要求，在保证移动性和业务连续性的前提下，无

论静止还是高速移动，覆盖中心还是覆盖边缘，都可以为用户随时随地提供 100 Mbit/s

以上的体验速率；在室内外、局部热点区域的覆盖环境，都可以为用户提供 1 Gbit/s

的用户体验速率和 10 Gbit/s 以上的峰值速率，综合达到 10 Tbps/km2 以上的流量密

度要求。 

5G 网络阶段低分辨率和低体验的视频业务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高清占比下降，4K 业



大视频 大未来  

第 66 页 中兴通讯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务和平均下载速率超过 100Mbps 的 VR/AR 业务逐渐成为市场主导业务。 

图 3-25  5G 发展方向示意 

 

图 3-26  增强宽带技术性能指标 

 

3.2.3.1 适应大视频的中兴 5G 网络架构和新技术 

未来 5G 网络架构将首先采用虚拟化技术，实现软件和硬件的彻底分离，以保证包括

各类大视频应用在内的各种模块不受硬件更新换代的制约；其次采用组件化技术，即

把网络功能设计成独立的一个一个模块，这样即使某个大视频应用的模块发生变化，

也不会影响其他大视频应用模块和其他业务模块的运行；最后是采用编排技术，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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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种能力，让不同功能的组件拼接成一个完整的 5G 网络提供给最终用户。 

目前，业界对 5G 网络架构基本上基于 NGMN 提出的三层网络架构。在这三层网络架

构中，底层是基础设施层，包括接入节点、云节点和网络节点，这一层把物理层网络

虚拟化，向上一层提供虚拟化资源。中间一层是业务使能层，这一层提供通用和业务

的网络功能库，如控制面功能等，最顶层是业务应用层，这一层给运营商、第三方提

供业务服务。NGMN 还设计了一个端到端的管理模块，负责整个网络的管理和编排功

能。 

图 3-27  5G 网络 NGMN 架构示意图 

 

中兴 5G 系统架构设计上采用统一、灵活、可配置的 5G 统一空口 UAI 和基于云感知

软网络技术 CAS 的 5G 网络架构。 

图 3-28  中兴 5G 技术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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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将采用一种全新的统一空口技术，全面满足大视频业务应用。统一空口 UAI 包含三

层结构，底层引入抽象物理层，采用统一框架设计的波形和帧结构，灵活适配多种业

务和全频段部署的要求，对不同的业务和频段完全透明；中间层可按照业务类型实现

灵活的网络切片和弹性的资源分配；顶层引入业务感知功能，并实现动态、智能的业

务聚合。UAI 基于统一的无线网络基础设施和灵活的软件设置满足 5G 时代多样化的行

业应用和大视频应用，并兼容从低频段到高频段的部署需求。为实现 UAI 的统一波形、

统一帧结构和统一控制的目标以及大视频应用，中兴通讯在基础关键技术引入了一系

列能够支撑大视频应用的创新方案。  

图 3-29  中兴 5G 统一空口 UAI 架构 

 

FB-OFDM 

采用基于优化滤波器设计的滤波器组 OFDM 技术（FB-OFDM）用于 5G 的新波形设

计，其机理就是利用一组多相滤波器模块，大幅降低带外泄露，在支持大视频流量的

基础上还能有效利用零散频段，并与其它波形技术进行共存。 

全频谱接入 

全频谱接入通过有效利用各类移动通信频谱（包含高低频段、授权与非授权频谱、对

称与非对称频谱、连续与非连续频谱等）资源来提升数据传输速率和系统容量。5G 将

同步部署于 6 GHz 以下的低频段和 6 GHz 以上的高频段，高低频具有更加丰富的空闲

频谱资源，以密集组网的形式满足热点区域极高密度环境下的大视频业务应用；低频

段具有较好的信道传播特性，主要满足大覆盖、高移动性场景下的基础大视频业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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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以用户为中心的虚拟化小区技术 

打破小区边界限制，采用一种平滑的虚拟小区（SVC）方案来解决超密集组网带来的

5G 移动性、干扰、高频链路的传输质量问题，满足大视频应用所要求的热点地区高流

量，提供无边界的无线接入，围绕用户建立覆盖、提供服务，虚拟小区随着用户的移

动快速更新，并保证虚拟小区与终端之间始终有较好的链路质量，使得用户在超密集

部署区域中无论如何移动，均可以获得一致的高 QoS/QoE。 

LDPC 

采用多元低密度奇偶校验码 LDPC 并行高速译码技术，特别适用于吞吐量高的大视频

应用场景，在提升链路的频谱效率以支持高速率业务的同时满足低频新空口和高频新

空口中的高速率业务。 

Massive MIMO 

是 MIMO 技术的扩展和延伸，其基本特征就是在基站侧配置大规模的天线阵列（从几

十至几百），利用大规模天线阵列可以带来的巨大阵列增益和干扰抑制增益，使得小

区总的频谱效率和边缘用户的频谱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规模天线阵列还可以实

现对空间位置的划分，利用空分多址，同时服务多个用户；较大的阵列增益可以降低

发射功率，降低基站能耗，有利于实现绿色通信。 

CAS 则是基于 SDN/NFV 技术的云感知软网络技术架构，CAS 将 5G 网络各网元功能

进行重构，提供功能组件化动态编排、切片化管理以及按需云部署等关键能力。 

图 3-30  基于云感知软网络的 5G 组网架构 

            

CAS 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有灵活性和扩展性的平台网络，和前述 NGMN 网络架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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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完全面向大视频应用。CAS 是一个通过软件定义的网络，最下层是 SDI，软件

定义的基础设施；中间一层是 SDNF，软件定义的网络功能；最上层是 SDNS，软件

定义的网络切片。此外还有软件定义的服务接口 SDSI，具有将以上三层完全开放出来

的能力，通过数据接口或者 API 的方式提供给各个大视频应用。 

图 3-31  支持大视频业务的云感知软网络软件体系 

 

3.2.3.2 未来无线承载网 

与以往无线技术相比较，5G 将满足人们对超高流量密度、超高连接密度以及超高移动

性的需求，能够为用户提供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云桌面以及在线游戏等

极致业务体验。以往无线通信以多址接入技术革新为换代标志，而 5G 概念将由无线

向网络侧延伸，将采用新型网络架构，5G 业务需求和以 SDN、NFV、虚拟化等为代

表的新型技术共同驱动 5G 网络架构创新，从而支持多样化的无线接入场景，满足端

到端的业务体验需求，实现灵活的网络部署和高效的网络运营。 

3.2.3.2.1 前传网（Fronthaul） 

面向无线接入网络演进和 5G 关键能力需求，5G 采用更高的频段、无线频率带宽和更

多的天线用以提供超大无线传输带宽，导致 CPRI 接口带宽激增。C-RAN

（Centralized, Cooperative, Cloud RAN）是未来无线 Fronthaul 接入网演进的重要方

向。C-RAN 进一步可以分为 CPRI over OTN 和 NGFI（Next Generation Fronthaul 

Interface）承载方式。 

CPRI over O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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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小型化 OTN 设备承载 CPRI 业务，OTN 承载具备完善的保护、OAM 和故障诊断

能力，并可支持环形、树形（Uni-PON）和 MESH 型等多种网络结构。小型化 OTN

设备采用工业级器件，增加温控能力，适应严苛的环境应用和安装条件，如楼道壁挂、

抱杆等安装方式和环境。小型 OTN 设备可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种，室内 OTN 设备可堆

叠扩展，满足不同规模 BBU 池的接入需求；室外 OTN 无需专用机房，可抱杆安装，

多种组合配置，适应各种环境气候及组网要求。 

图 3-32  CPRI over OTN 示意图 

 

NGFI 方案 

NGFI 网络用于连接无线云中心（Radio Cloud Center, RCC）和远端无线处理系统

（Remote Radio System, RRS），定义高带宽和低延迟的前传网络是 5G的必然需求。

首先，在 RCC 引入资源调配控制单元进行分层协作化，可有效地解决高容量和高密度

网络中的干扰问题。其次，基于 NGFI 的 C-RAN 可实现 BBU/RRU 功能重构，从而更

好地满足未来网络 C/U 分离、Massive MIMO 等新技术要求。 

图 3-33  NGFI 示意图 

 

基于 NGFI 的前传建议采用分组与光融合方案，对前传流量做统计复用和灵活路由，



大视频 大未来  

第 72 页 中兴通讯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以满足 5G 前传大带宽、低时延的承载需求。 

3.2.3.2.2 回传网（Backhaul） 

5G 对承载要求提供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延迟，以及灵活敏捷地部署业务和应用。SDN

实现了控制层面和转发层面的解耦分离，使网络更开放，可以灵活支撑 5G 业务和应

用。 

IP+光协同架构 

长期以来，IP 层负责数据分组和转发；光层负责大容量、超长距的传送，为 IP 层提供

光通道。IP 层和光层协同规划，可以在骨干网中合理配置资源，小颗粒业务通过核心

路由器调度，利用统计复用提升效率，大颗粒业务在光层直接传送，从而提升整网的

效率 

图 3-34  IP 层和光层协同规划示意图 

 

 

POTN 统一架构 

将分组功能和 OTN 融合成一个产品形态，称为 POTN（Packet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POTN 设备集成分组功能、ODUk 交叉、和 OCC（Optical Connection 

Controller）三大模块，形成强大的统一传送平面，应对业务发展的不确定性。POTN

的应用弥补了分组传送平面及 OTN 平面各自的不足，整合了双方的优势并具备持续发

展能力。通过 IP 和光层统一承载、协同规划，消除了骨干网的流量瓶颈，提升了网络

的效率，降低网络的成本。 

网络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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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DN/NFV，通过网络编排与管理系统针对具体业务场景需求进行网络功能剪裁和

按需组网部署，从而满足不同场景对带宽、时延、服务质量等差异化要求，做到网络

即服务 NaaS。 

图 3-35  网络切片下的无线承载网 

 

3.2.4 总结 

大视频业务是移动网络重构向未来演进的关键驱动力，中兴最佳视频体验的无线网络

解决方案通过三个阶段应对大视频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 

第一阶段，无线接入网络通过覆盖优化、干扰优化、容量提升和业务优化手段解决移

动视频业务关键短板，无线承载网通过 SQM，核心网通过业务检测和 TCP 优化等方

案保证视频业务 QoS 管理； 

第二阶段，Pre5G 阶段是通向 5G 的关键过程，在兼顾 4G 网络平滑发展同时，又考

虑了 5G 技术的应用，采用 Pre5G massive, Pre5G UDN 等技术，通过 Cloud RAN、

核心网分布化部署、承载带宽大提速等架构演进手段，提升资源利用率与效率； 

第三阶段，未来无线网络是采用灵活、可配置的统一空口和基于云感知软网络，通过

虚拟化技术、组件化技术和编排技术满足视频业务的发展趋势，无线承载网也通过 IP+

光协同架构等方案保障高品质的视频业务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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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视频业务平台解决方案 

4.1 大视频业务平台的痛点和变革 

虽然从各种消息来看，对于运营商的 IPTV/OTT 业务运营都是相当大的利好，但同时

也要看到，运营商要实现传统视频业务到大视频业务的战略转换，还有不少亟待解决

的问题。如下表从运营模式、系统架构、开发模式几个方面，对目前运营商传统视频

业务和大视频业务的需求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来剖析在这种战略转换过程中运营商的

一些痛点所在。 

表 4-1  传统视频业务和大视频业务的模式比较 

 传统视频模式 大视频业务 

运营模式 上门开通 

相对固定的产品包 

相对封闭的增值业务

平台 

自助开通、在线服务 

广告、个人中心、精准营销 

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应用商

店 

系统架构 专有硬件 

垂直烟囱架构 

通用硬件 

可扩展可弹性伸缩的架构 

需求模式 传统版本研发模式 

版本上线时间长 

快速迭代 

版本灰度发布 

在大视频变革之路上，运营商面临的主要痛点包括如何解决平台的封闭性以适应大视

频业务的转型，以及如何提升创新能力以提供更新颖、更有竞争力的业务。 

中兴通讯认为，目前在 4G 网络开通、中国国家政策明确，以及国际视频业务快速发

展的大环境下，大视频生态圈已经逐渐形成，其发展特点是开放与智慧。在传统 IPTV

向大视频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其特点有了明显的变化。 

大视频业务平台解决方案具备下列几大特质： 

 平台能力的开放性，包括业务能力的开放、CDN 能力的开放以及终端能力的开放； 

 融合 CDN 支持，包括固移一体化、多种业务的融合支持，并结合 SDN 对智能管

道的支持； 

 基于用户画像的精准营销，采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用户画像，实现智能广告、智能

推荐、个性化套餐运营等，提升用户的使用量； 

 端到端的智能运维，采用大数据技术采集从系统到终端的监测数据、日志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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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有线网络、无线网络、家庭网络的数据，实现快速故障定界定位、故障风险

的提前预警、全程设备服务状态监测； 

 终端的智能化，支持云端协同业务，支持多终端的互动业务，提升用户体验。 

大视频业务平台的变革之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考虑传统视频业务平台的当

前状况和后续平滑演进，也要考虑以 4K 为代表的超高清视频业务对业务平台的迫切要

求。因此结合当前 4K 业务的发展，我们认为大视频业务平台可按照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演进。 

第一阶段是 2015 年到 2017 年，这一阶段是 4K 视频业务、移动视频业务、云化架构、

视频大数据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为： 

 4K 内容相对较少，并且以普通 4K 的内容为主，产业链积极尝试普通 4K 的直播

和点播业务； 

 在当前 IPTV CDN 的硬件基础上，通过软件升级的方式，来同时支持 OTT、Cache

等业务，从而形成融合 CDN 网络的基础； 

 从网络和业务两个层面实现固移一体化，即运营商视频业务的部署从有线网络向

无线网络延伸，提供覆盖移动终端的视频服务。同时，从多屏互动和多屏业务统

一管理的角度，实现位移电视、订购共享等多屏业务； 

 视频平台开始云化架构的探索，运营商通过新建的云平台开展视频业务，并且该

视频业务和传统的视频平台共存共建。 

 运营商开始建设视频大数据运维和运营平台，会优先解决最终用户的视频服务质

量检测和故障定位问题。 

第二阶段是 2018 年到 2020 年，这一阶段是 4K 视频业务、移动视频业务、云化架构、

视频大数据的成熟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为： 

 标准 4K（4KP60）的产业链逐步成熟，8K 和 VR 逐步引入，融合 CDN 网络开始

支持标准 4K，8K，VR 业务； 

 移动视频业务大规模发展，2K 视频业务在移动端成为主流； 

 运营商视频业务更多地部署在云平台上，传统的视频业务平台开始向云化视频平

台迁移。 

 以大数据为核心的运维和运营系统经过前几年的建设和发展逐渐成熟，能够提供

端到端的运维以及精准营销。 

第三阶段是 2021 年到 2025 年，这一阶段 8K 视频，VR 业务进入成熟期。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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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特征为： 

 8K，VR 业务对有线网络再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业链开始 8K，VR 新周期； 

 云化的视频平台成为主流，业务平台全部云化。 

 视频平台全方位实现能力开放，基于云化架构和大数据支撑下的能力开放平台使

增值业务的开发变得非常简单。 

综合以上分析，运营商大视频业务平台的变革方向需要从云化架构、视频智能管道、

能力开放以及用户体验等四个方向来演进，如下图。下面各章节将分别从四个方向来

阐述大视频业务平台的变革之路。 

图 4-1  大视频业务平台演进四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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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云化视频架构 

图 4-2  云化架构的视频平台 

 

传统的 IPTV 业务平台架构是一种软硬件耦合的架构，业务处理和数据存储耦合，是为

实现单一的视频业务而设计的架构，这种架构不利于新业务的开发和部署，不利于产

业链上多厂家的合作。 

大视频的变革，需要优化原 IPTV 相对固化的系统架构，使之具备业务开放性、资源可

伸缩性。视频业务及能力的开放、大数据的精准营销等必须基于一个开放的系统网络

架构，系统资源可灵活地动态组装，以便能快速生成新的业务，适应新业务快速增长

的需求。这就要减少系统中各模块的耦合性，增强系统的伸缩能力和动态部署能力。 

基于 NFV 的云化架构是一种比较好的松耦合和开放的体系架构，具备天然的开放性、

可伸缩性、动态部署等特性，满足大视频业务对业务平台架构的要求。所以，云化架

构是业务创新的基石，云化架构有利于硬件投资和业务投资的分离，有利于多厂家提

供多种业务，从而有利于运营商灵活快速地聚合多种业务。 

4.2.1 系统架构 

视频业务平台云化的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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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云化视频平台的系统架构 

 

整个系统架构分为两部分，其中左边部分是针对业务系统的虚拟化架构，即 VNF（虚

拟化网络功能）实体化的部分；右边部分则是针对 VNF 进行管理和编排的部分。整个

系统架构完全基于 NFV 的架构进行实现。 

4.2.2 VNF 部署 

中兴通讯云化视频架构的共定义了如下 5 个 VNF 组件，作为视频平台云化重要组成部

分，它们是具体承担视频平台业务功能的基础组件，其配置定义和编排逻辑是实现视

频平台虚拟化体系的基础。 

表 4-2  云化视频架构组件定义 

 

VNF 组件 主要功能 

运维管理 VNF

（OMS_VNF) 

配置管理：对整个 CDN 系统的各个网元的创建、配置、部

署、监测和管控等 

日志管理：日志采集、处理和发布 

安全管理：内容防篡改、防攻击、用户权限管理等 

与 NFVM 接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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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 VNF

（BMS_VNF) 

内容管理：对接 CMS，分析内容访问特性 

业务分析：用户行为分析、资源配置分析等 

对接 MANO 进行 CDN 业务编排 

缓存分发 VNF

（DCS_VNF）  

缓存：内容存储、老化、热点存储迁移  

分发：回源、内容加载、内容服务  

代理：反向代理，重定向  

视频码流适配 

本地负载均衡 VNF

（SLB_VNF)  
四层负载均衡功能：DR 模式 

全局负载均衡 VNF

（GSLB_VNF）  

基于 DNS 的全局调度  

基于 HTTP 重定向的全局调度  

基于 RTSP 重定向的全局调度 

云化视频架构组件 VNF 部署逻辑如下图所示，图中的节点即为一个虚拟化功能集合，

部署在相同物理机房内。从基本网络功能集合角度可划分为两大功能集合：中心节点

和分发节点。 

根据具体业务需求，中心节点进行多节点集合的冗余备份，而分发节点则可以进行分

布式多地理区域的分布式部署。 

图 4-4  云化视频架构的 VNF 部署编排逻辑 

 

4.2.3 弹性调度 

在云化的架构下，原本基于静态资源的视频平台的调度可以实现在动态资源条件下的

弹性调度。弹性调度是将视频网络对于用户请求的智能调度和对于资源的动态编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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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机的结合，实现面向 SLA 的弹性视频网络。 

云化视频架构的弹性调度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4-5  云化视频架构的弹性调度 

 

弹性调度逻辑通过两个层面来实现：全局调度层面和本地调度层面，全局调度层面通

过 NFVO 实现针对节点的伸缩，即新节点的部署和旧节点的下线；而本地调度层面通

过 NFVM 实现针对 VNF 的伸缩，即新 VNF 的上线和旧 VNF 的下线。 

全局调度层面，用户的请求优先进行现有资源的调度，只有当现有资源无法满足用户

请求的 SLA 需求时，会向 NFVO 进行节点资源扩张的请求。监测系统提供全网服务质

量监测指标数据来判断现有资源是否能够满足用户请求 SLA。通过指标数据决定节点

资源扩张的纬度：横向扩展和纵向扩展。横向扩展是对边缘服务节点同层次增加；纵

向扩展是在现有服务节点下级新增新节点。例如，当现有的节点资源无法满足某个业

务 SLA 针对低延迟和低丢包率的要求时，则全局调度则会实施节点的纵向新增下沉；

反之当没有低延迟和低丢包率的业务请求时，全局调度则会实施节点上浮收缩。节点

收缩，首先通过全局调度将用户的请求流量调度到其他节点，然后在被收缩节点没有

用户请求的前提下，由全局调度向 NFVO 请求节点资源的业务删除，完成节点的收缩。 

本地调度层面，是优先将用户的请求调度到现有的 VNF 资源上进行服务，当连接数、

CPU 负载、网络和磁盘 IO 负载、存储利用率、命中率等指标的变化超出或者低于某

一个 SLA 门限时将实施 VNF 的扩展或者收缩策略。VNF 扩容，设置 VNF 的扩容门限，

当所有的 VNF 都超过扩容门限的，在不影响 SLA 的情况下维持一个特定时间，且仍

旧处于上升趋势则实施 VNF 扩容。 VNF 收缩，同样设置收缩门限，当所有的 VNF

都低于该收缩门限，则降低在线时间最长的 VNF 的调度权重，经过特定时间后，其他



 大视频 大未来 

中兴通讯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第 81 页 

VNF 的指标没有突破扩容门限则继续降低该 VNF 的权重，直至该 VNF 空闲下线 ；如

果在上述过程中，其他 VNF 的指标超出扩容门限，则逐步恢复收缩 VNF 的权重。 

4.2.4 对 SDN 的支持 

图 4-6  CDN 网络支持 SDN 流量调度 

SDN 实现网络的虚拟化，为 CDN 设备的虚拟化提供网络保证，SDN Controller 支持

CDN 视频流按需带宽调整、网络资源的统一控制和分配。 

CDN 支持 SDN 的北向接口，主要包括节点间带宽调整接口和 QoS 级别上报接口。 

 CDN 节点间的内容分发占用带宽比较多，且经常是每天固定时段（例如凌晨 2 点

到 5 点）统计热度实现热点内容及时预推到相应的边缘节点。CDN 管理平台在需

要热点内容下推时通知 SDN 控制器给 CDN 节点间分配相应的带宽，下推结束后

再通知 SDN 控制器回收再利用； 

 CDN 根据不同的业务、不同的用户提供 QoS 有区别的服务时， CDN 管理平台

通过 SDN Controller 调整相应节点和用户间的 Openflow 交换机/路由器链路的

QoS 保障级别，实现差别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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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智能视频管道 

4.3.1 建设智能视频管道的意义 

当前，网络带宽的提升顺应了互联网发展需求，用户消费价值链模型得到彻底改变，

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新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给电信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

时，更多的互联网公司加入了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行列，并利用低成本的管道流量，

提供免费的低可靠性业务，并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导致运营商传统业务受到巨大冲击，

业务收入下降，用户流失。为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运营商必须通过融合 CDN 技术并

结合自身管道及平台的优势，构建新一代融合开放的智能管道和基于该管道的智能内

容分发网络，可将 CDN 能力灵活叠加于云资源上，实现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承载调

度的资源平衡与灵活调整，将高质量的内容传送到用户终端上，从而实现各种媒体业

务的快速、高效传递。 

对于运营商而言，这种新一代融合开发的智能视频管道与传统意义的智能管道有着很

大的区别，运营商的传统电信业务以实时通信业务为主，需要解决内容的双向实时传

送，所以更强调的是管道的物理和传输特性，也即传输管道，以传统接入和 IP 承载网

络为主，而大部分互联网业务内容的产生和使用具有时间上的分离特性，更强调用户

在使用内容时，网络响应和内容传送的速度和质量体验。面对互联网业务的新特性，

新一代的智能管道要解决内容的存储和稳定高效分发。因此，新一代的智能管道要在

传统的传输管道上构建以融合 CDN 网络为核心的智能内容管道，如下图所示。对多种

业务需求的内容递送、流量分配网络资源和服务质量等级做到可管可控。融合 CDN 应

用内容智能路由技术，有效平衡利用承载网络资源，保障业务高效稳定运营，提升用

户内容访问速度。 

图 4-7  新一代智能管道模型 

 

上图给出了智能内容管道模型建议，以融合 CDN 为核心的智能内容管道能够在全网范

传输管道

内容管道

业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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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提供高速、安全、稳定的分发服务和业务服务，提升全网用户响应速度和网络资

源的利用效率，提升运营商的资源运营能力和掌控能力。通过融合 CDN 承载各类业务，

包括运营商的自有业务以及第三方互联网业务，可以实现“一点接入、全网服务”，

从而保证系统资源利用最优化、获取价值最大化。 

图 4-8  智能内容管道模型 

    

利用智能终端、PC、电视观看视频内容的行为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而这些视频内容

都是经过融合 CDN 传送到最终用户的。到 2016 年为止，视频传输流量占比已经超过

70%，未来视频流量在整个网络传输流量占比会越来越多。因此智能内容管道中传输

的内容大部分是视频内容，因此，建设智能视频管道是智能管道的重中之重。 

4.3.2 融合 CDN 是智能视频管道的核心 

传统 CDN 对内容只能进行集中式的存储和分发，无法满足海量用户个性化需求；建设

时只考虑发展单一业务，无法实现 IPTV、互联网 B2C&B2B、OTT 等多种业务模式的

融合承载，也无法实现 TV 屏、PC 屏和手机屏等多终端的统一接入。伴随着终端智能

性的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服务凭借其创新开放的能力在从 PC 向手机、电视等终端扩

展。移动网络的业务类型逐渐增多，业务流量也逐步递增，移动网络中的服务质量、

用户体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移动网络终端的特性决定了与固网终端的差异，移动

终端存在基站切换、接入带宽变化的特点。如何在带宽变化的网络情况下，保证用户

访问的效果，如视频播放的流畅性、极速下载等，需要融合 CDN 和网络服务能力的综

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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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CDN 是在传统 CDN 基础上实现多业务的融合承载，以及多种终端统一接入的技

术，提供 STB、PC、移动设备等多种终端上各种业务的内容分发网络，满足海量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  

 作为智能管道核心的融合 CDN 需要具备以下能力： 

4.3.2.1 融合 CDN 要支持全网络部署 

随着互联网用户的使用习惯逐渐向移动端迁移，良好的用户体验更成为直接影响用户

选择应用以及页面时的重要衡量因素，用户在长时间缓冲、响应的过程中，根本问题

并非是骨干传输网络的带宽限制，而在于手机与核心网的通信过程。融合 CDN 不但要

优化处理终端与服务器之间的服务体验，还需要考虑如何解决无线网络中数据业务传

送瓶颈。随着移动互联网业务越来越普及，移动环境的流量也势必越来越多，这些将

进一步推动融合 CDN 部署到移动网络提升移动网络传输效率。 

对于 4G 移动网络，将内容尽量分发至最靠近用户的基站，通过提升用户体验将基站

变成用户的价值创造引擎，是未来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的新空间。可在移动网络基站

侧与核心网之间部署小型化的与基站融合的 CDN 来存储热点内容，此 CDN 具备高密

度数据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保证热点内容分发和高等级用户的服务质量，提升用户

的体验。 

部署于移动网络的融合 CDN 应具备如下能力： 

自适应码率动态调整 

虽然 4G 无线基站空口资源增长很多，但还是难以赶上视频业务的发展需求。随着接

入用户的增加，每个用户分配的空口资源也会实时变化。同时，移动终端接入带宽也

会直接受到无线网络接入信号强度的影响，信号的不稳定性导致用户在收看视频时会

出现视频卡顿、响应慢的问题。移动网络的融合 CDN 要具备码流自适应能力，动态检

测用户空口资源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发送内容的码率，从而充分保障用户观看视频

的流畅性，提升用户体验。采用码流自适应技术，同一内容在移动 CDN 只需要保存一

份码率文件，系统将根据不同带宽情况，实时转换码率格式，保障视频播放的连续性，

从而降低对移动 CDN 存储空间的要求和内容传输占用的带宽需求。 

无缝切换 

移动终端用户在基站之间切换时，移动网络的融合 CDN 可通过用户识别会话保存技术，

保证用户在文件下载、视频观看时，即使发生了基站切换变化也无须重新下载文件或

者中断视频，从根本上屏蔽了用户位置改变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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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智能预推 

利用网络空闲期间，将热点内容推送到移动网络的融合 CDN；在网络繁忙期间，可一

方面利用前期 PUSH 下来的热点内容，另一方面利用下拉向上回源新的热点内容，减

轻下层 CDN 和上层 CDN 之间的传输压力，从而保证用户视频体验。 

预先加载内容到移动网络的融合 CDN，在无线网络中及时给用户提供服务，可摆脱传

输时延，提高移动网络传输速度。 

TCP 传输优化 

传统 TCP 是针对有线网络、数据分组错误率小的场景。假定分组丢失全是网络拥塞引

起的，在网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重传会进一步加剧恶劣状况。而无线网络具有误码

率高、传输带宽低、移动性等特点，不适合采用传统 TCP 传送机制。  

因此，移动网络的融合 CDN 需要能够针对无线网络进行 TCP 传输优化。  

4.3.2.2 融合 CDN 要支持多业务融合 

多业务融合要求 CDN 不再是单纯的内容分发网络，需要跨出原有的功能定位和界限，

提供开放的、互联互通的、融合的全网、全业务服务能力，以适应业务的发展。 

融合 CDN 业务能力主要包括视频加速、Web 加速、应用加速、文件加速和各类增值

服务。为适应业务的快速发展，融合 CDN 还需提供全方位的灵活部署与互通能力，实

现资源集中云化和服务就近部署，并通过标准化的接口和业务流程，聚焦于内容引入、

内容存储、内容分发等服务能力的提升。 

面对海量内容（视频+音频+图片）的涌现以及数据存储的压力，云转码、云处理等需

求日益涌现，面对长尾内容以及冗余数据的处理与再利用的需求，融合 CDN 要将云计

算、上传加速、云存储、云转码等新技术融合进来，为客户提供更贴心的服务，同时

还需要提供更多的 API、SDK，为进一步开展各类的特色应用服务提供可能。 

4.3.2.3 融合 CDN 要支持精细化管理 

为了满足个性化的服务需求，融合 CDN 需要充分挖掘全网中内容与内容、人与人、内

容与人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挖掘这些关系，可向用户提供分众化和个性化的服务。

融合 CDN 与具体业务模型互相配合，以满足个性化服务体验、智能化推荐方式、智能

化搜索以及社交化体验等需求。 

大数据技术是融合 CDN 精细化运营运维的基础。通过对融合 CDN 的日志话单采集，

进行大数据解析，为运维提供索引、搜索及各类分析支撑，实现全方位可视化的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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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运维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用户行为的分析，发现全局的热点内容，及时推

送到网络边缘，减少回源流量的发生。同时可以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建立起用户关

系网络，进行个性化精准推荐。通过对各种类型的排行，方便用户查找感兴趣的内容，

再结合推荐引擎的定向推送功能，促进用户内容消费，提升 ARPU 值。 

4.3.2.4 融合 CDN 要支持超高清内容（4K、8K、VR/AR）分发 

由于超高清技术的持续涌现，视频码率的大幅提升，不仅对传输链路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大带宽，低延时，少丢包），同时给融合 CDN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为了应对超高清视频的传输，尽量减少因为网络问题造成的超高清视频服务质量

的下降，CDN 侧应该采用先进编码方式。根据 BBC 研究团队给出的结论，在相同质

量的前提下，使用 H.265/HEVC 编码的内容比使用 H.264/AVC 编码的内容传输码率降

低了 50%。因此为了节省传输带宽，需要 CDN 在分发 4K 等超高清内容时支持

H.265/HEVC 的编码方式。 

其次即使采用了 H.265/HEVC 编码，超高清的视频内容体积较原有的高清、标清内容

也有较大提升，因此对存储空间有较大的需求。一种方式，就是扩大存储空间，来满

足 4K 内容的空间需求，这种粗放式增长对实际运营可能会造成较大的资金压力。另一

种方式，可以通过将 4K 内容进行片段存储，由融合 CDN 节点来调度内容片段完成用

户服务响应，降低融合 CDN 节点存储需求。可以将热点片段放入高性能存储介质中进

一步提高单台设备的对外吞吐服务能力。中兴通讯提出了智能调度机器人的算法，在

4K 等超高清内容调度上支持分段调度、热点调度、区域调度等策略。 

融合 CDN 服务通过以下技术来保证超高清内容的服务质量： 

FCC（Fast Channel Change） 

由 FCC 服务器下发特制的以关键帧为起始的单播节目流来提升频道切换时间的方法，

该技术可以回避等待关键帧时间与 IGMP 交互时间，提升关键帧传输时间，从而提高

频道切换速度，使用户基本感觉不到频道切换带来的延时。使用 FCC 技术后，频道切

换时间小于 0.5s，用户体验效果得到极大的提升。 

ARQ（Automatic Repeat-reQuest） 

指通过接收方请求发送方重传出错的数据报文来恢复错误报文，接收端需要发现错误

发生的位置，对出错的报文，请求发送端重新传送，由于丢包较少持续发生，故重发

的包一般都可被机顶盒收到，从而实现丢包补偿。网络发生 2%丢包率时重发 5%的冗

余包，用户感受不到网络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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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指在码流发送时通过专门设计的算法生成冗余数据，将冗余数据和原始码流一起发送

到网络上，这样就算在传输过程中原始码流发生了丢包，接收端也可以根据剩余的原

始码流和冗余数据通过计算从而恢复丢失的数据包。FEC 发现错误无须通知发送方重

发，因此更适合用于实时媒体传输。 

4.3.2.5 融合 CDN 要支持固移一体化业务 

随着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和移动流量的迅猛发展，固移一体化（互联网电视内容、业

务体验向移动端延伸）发展机遇已经成熟。  

中兴通讯认为，以互联网电视业务联结固网、无线产品，可以促进电信流量用户付费

转化率，提升流量增值经营业绩。 

融合 CDN 保证固移一体化应用时为移动视频用户提供与 IPTV 业务用户一致的业务体

验，特别是提供包括本地频道在内的高质量直播内容，以及时移和回看业务。 

在固移一体化业务的帮助下，运营商可以在固网和移动网络，同时开展 IPTV 等综合业

务，增加用户的粘合度，快速拉伸 IPTV 用户总数量，让现网平台和内容价值最大化。 

4.4 能力开放平台 

大视频的一大内涵是共赢生态。只有开放的视频能力平台架构，才能聚合产业链中多

厂商提供丰富的业务和应用，实现生态圈合作共赢。 

随着 IPTV 在国内的不断发展，系统与终端的互通问题得到解决，终端的开放性得到了

大力的促进。对于视频业务来看，目前虽然 IPTV 业务可以提供直播、点播、时移等基

本视频业务和一定数量的增值业务，但整个产业仍在“呼唤”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差

异化业务。大视频系统的业务能力正在深入开发中，如视频汇聚、视频关联、个性化

等业务，大视频系统的商业模式也正在不断的探索之中。可以预见，第三方业务提供

商、业务开发商以及应用软件提供商将在大视频产业链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如

何能够快速以 API 底层服务的形式为合作伙伴提供无障碍的优质接入服务，帮助合作

伙伴在平台调用能力的过程中获取价值、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合作伙伴服务最终用户

提供丰富的基础手段和工具，是能力开放平台考虑的核心问题。在互联网时代，所有

的企业都面临着转型的问题，而中兴通讯的大视频团队也一直积极探索在互联网+、能

力开放、大数据、网络转型等各领域的创新，其中能力开放平台可以作为业务转型的

重要支撑平台，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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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频的能力开放首先体现在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能顺利地集成不同合作伙伴提供

的业务。中兴通讯的大视频能力开放平台遵循 SOA 架构，提供 REST 接口对外服务，

同时提供对应能力开放接口的白皮书，满足合作伙伴的快速接入和调用。另一方面，

服务是可扩展的、组件化的，与硬件和网络是松耦合的。中兴通讯的大视频能力开放

平台支持NFV部署模式，实现按需弹性可伸缩的组件实例，加快系统的部署和扩展性，

同时在网络上依据云化管理进行网络的治理和数据的容灾。 

中兴通讯能力开放平台如下图所示，包含：基础能力开放平台、增值应用开放平台、

CDN 能力开放平台、应用商店、终端组件开放架构等几个部分。 

图 4-9  大视频业务能力开放架构 

 

4.4.1 基础能力开放平台 

中兴通讯基础业务的开放主要体现在将原有的 IPTV 业务系统的能力开放出来，重点包

括如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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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基本业务开放平台 

 

如图所示，通过对内容注入、内容发布进行对外能力的暴露，内容提供商可以进行对

应的接口调用，就可以完成视频的注入和 CDN 的发布。第三方展示系统通过调用业务

系统提供的用户认证、数据查询、鉴权、播放信息获取等就可以完成内容信息的展示

和系统的播放。而对于大视频业务中的基础数据，中兴通讯大视频业务提供了统一的

数据接口供第三方系统和增值业务系统使用。这样就打造了从内容、展示、以及围绕

视频业务的增值应用等的共同发展的生态圈。 

4.4.2 增值应用开放平台 

用户对电视机上的业务要求，已经从单一的收看视频，向游戏、远程教育、家庭娱乐、

家庭存储、家庭信息分享等多方面发展。诸多 CP/SP 厂商深耕于家庭 TV 端的应用开

发和部署，为家庭 TV 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应用也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围绕家庭 TV

端的各式增值应用最终呈爆发趋势增长，同时也为用户提供了多种休闲娱乐方式的选

择。 

中兴通讯大视频增值应用开放平台，首先支持众多 CP/SP 的注册、认证和管理，在业

务能力开放的源头进行把控，对 CP/SP 进行审核，只有符合条件要求的 CP/SP 才能

加入到大视频生态系统中去；CP/SP 通过审核后，可以进行应用的增加、编辑和删除，

通过系统审核后可以进行上线发布。增值应用开放平台负责统一的接入和负载均衡，

并在安全性方面保证呈现给用户的诸多业务符合运营要求；CP/SP 开发的应用可以调

用增值应用开放平台提供的注册、登录、鉴权、订购以及内容发布等开放能力，既支

撑其自身应用的快速集成和业务发展，也能通过统一接入、统一认证、统一管理保证

系统能力开放过程中的可管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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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增值业务开放平台 

      

4.4.3 CDN 能力开放平台 

中兴通讯大视频 CDN 的能力开放体现在采用开放的产品架构设计，一套软件系统支持 

多样化的产品硬件。另一方面，CDN 系统采用模块化架构设计，能够基于不同的市场，

采用模块化的销售方式，并支持业务加速能力的平滑扩展。不仅如此，通过标准化 CDN

和业务系统之间的内容注入、内容发布、内容下线、以及标准化的播放流程，能够实

现和多种 CDN 系统的业务对接。 

图 4-12  CDN 能力开放平台 

        

CDN 的能力开放同样体现在 CDN 的能力出租上，可以按照流量，容量来进行对应的

能力租用，满足视频加速，资源缓存等多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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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应用商店的支持 

机顶盒已开始大规模向 Android 智能终端演进。面向 Android 系统打造的应用商店 TV 

Store 平台致力于大视频相关的应用汇聚，将合作伙伴的应用能力开放化，让合作伙伴

的能力直接地呈现给用户，并能够通过评分、评论、下载量等信息将应用的使用信息

再反馈给合作伙伴。TV Store 是一种轻松获取最新最好的电视视频应用的渠道。其特

点为能够进行个性化定制、多语言支持，通过开发者社区、门户网站、论坛等吸引合

作伙伴，通过提供统一用户管理和支付管理来简化合作伙伴的应用开发集成，同时通

过结合中兴通讯融合 CDN 提供的管道支持应用的极速下载。 

图 4-13  应用商店的运作框架 

 

4.4.5 终端组件能力开放 

通过组件封装技术将视频业务的用户认证、内容元数据获取、权限控制、媒体播放控

制、消息流程、广告控制、统一支付等大视频平台交互过程进行统一的封装，对上层

应用统一提供 Android，iOS，WPhone 等访问接口，让应用开发者能够快速集成组件

以实现对大视频业务的使用，具备开发速度快，架构稳定、可集成多种应用功能的优

势。 

以下是终端开放框架，形成统一的接口层供多种类型的终端进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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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终端组件化开放架构 

 

4.5 用户体验为王 

用户体验，是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直观感受，包括使用前、使用中和使

用后，体现在视频业务的易用性、可操作性、灵活性等，这种感受使用户会有选择性

地去收看视频业务。用户体验业已成为用户粘度众多指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用户体验的这些新特性，对视频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适应这些新特性才能维系

用户，彻底改变以前一个功能的实现从系统出发的思维方式，变成从用户的体验出发、

让用户来改变系统的实现。 

4.5.1 超高清体验 

在视频服务方面，用户观看视频内容时的第一感知就是节目画面质量和播放流畅性。

中兴通讯大视频业务基于目前高带宽的网络架构，在国内国际均领先于行业在第一时

间发布 4K 直播等业务，充分保证了视频内容的画面质量，大大提升了用户在观看视频

的认可度，增强用户的粘合度。同时随着沉浸式虚拟现实时代的到来，可实现 360 度

全景播放，配合 VR 眼镜进入虚拟播放环境，结合重力感应、陀螺仪操作，可极大提

升 TV 人机交互部分的友好度。在该方面的发展方向上，中兴通讯也在积极探索，已

经成立了 VR 视频实验室进行相应的探索研究工作。 

4.5.2 固移一体化 

在移动网络中，视频流量占比 70%以上。将传统视频业务从有线网络向无线网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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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为移动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视频服务，是未来移动市场的重要红利来源。 

固移一体化包含两个层面的一体化： 

第一个是要从网络层面实现固移一体化。一方面 CDN 需要既能部署在 IPTV 专网，又

能部署在移动公网，同时还能支持统一的内容管理和服务调度，另一方面 CDN 需要能

同时支持 IPTV、OTT、Cache 业务，OTT 业务包括移动端常用的 HLS、Dash、RTMP

等服务能力。从下一步的演进看，CDN 还需要进一步向最终用户侧下沉，比如向 OLT、

基站侧下沉和融合。 

第二个是要从业务层面实现固移一体化。一方面，移动端的视频业务要和有线侧的

IPTV、OTT 业务实现统一的用户管理和业务管理，这样就能在手机客户端与机顶盒客

户端之间实现统一的账户管理、订购管理等，从而方便地实现订购共享、断点共享等

业务；另一方面，通过部署多屏网关，实现 IPTV 专网的机顶盒与公网的手机之间的消

息推送，从而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多屏互动业务，比如手机端向机顶盒端的视频播放甩

屏功能，或者机顶盒端向手机端推送的定向广告业务等。 

4.5.3 个性化服务 

中兴通讯大视频业务解决方案中，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更换视频呈现页面风格，满

足用户个性化感知需求。例如针对不同家庭成员，按照年龄和性别等特征提供不同色

系模板，弥补现有 TV 操作界面单调、EPG 模板仅强调信息丰富的短板，让客户的 TV

大屏也能绚丽起来。 

客厅 TV 作为家庭娱乐的主入口，需要满足家庭成员不同的需求，多账号管理功能可

针对每个成员提供特有服务内容。在用户登录后，页面展现该用户相关的内容，比如

个性化用户推荐\偏爱内容推荐以及收藏、童锁列表等。多账号精细化服务，为家庭用

户提供了不同的业务体验。 

家庭中的不同用户对视频系统的操作难易程度要求也不同。老人、孩童希望系统的操

控简单、快捷，而家长更希望安全、可靠。中兴通讯大视频业务解决方案注重用户年

龄段差异带来的不同体验要求，以不同的操控方式为这些要求提供不同的服务。用户

可以在手机上通过人脸图像登陆系统，完成童锁密码校验，也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电

视下命令。“我要看****”，“我要找***”这样的语音控制模式可极大简化用户的操作，

提升 TV 业务的新鲜感，并可基于人脸图像数据、语音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输出用

户画像，并最终提供定制化的内容推荐和新业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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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个性化页面呈现 

 

4.5.4 大数据支撑的用户体验 

为提升用户体验，新一代的视频网络一方面需要能随时保证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视频

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洞察用户的喜好，为其量身定制所需要的视频服务。这就需要将

大数据技术应用到新一代的视频网络中。为提供高质量的视频服务，需要实现基于设

备运行监控和业务服务监控的可视化运维系统；为实现用户个性化的视频服务需求，

需要实现基于用户画像和业务分析来指导用户服务和业务运营的大数据运营系统。 

可视化运维方面，实现业务故障分析、设备运行日志分析、业务量分析，以及服务质

量的监控和分析，以提升大视频业务在端到端的运维过程中做到提前预警、提前感知、

提前干预，为用户提供时时刻刻的高质量视频服务。即使出现问题也是局部性的，能

快速将故障隔离，对用户的影响减低到最小。可视化运维支持对设备运行、业务量监

测以及全网服务质量的评估与分析，使业务运维人员对系统的状态一目了然。 

大数据运营方面，结合用户的行为，对用户的喜好、活跃度等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形

成用户画像，基于用户画像为用户提供智能搜索、个性化推荐、个性化广告、个性化

商城等精细化智能增值服务，以“5W+1H”（Who、What、Where、When、Why、

How）的标准全面提供用户个性化体验和服务，并实现不同业务的大融合，增强用户

的粘合度，提高每用户价值。另外采用大数据技术对业务服务进行深度挖掘，提取出

哪些业务是用户有偏好的，如何编排内容让用户更易于接受，形成分析和报告，指导

运营商产品设计、产品集成以及指导内容提供商适时投放合适的热点内容和业务，提

升用户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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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大视频用户画像架构 

  

图 4-20 大视频用户画像架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大数据技术应用于视频业务，从运维和运营两个维度有力

地提升了用户体验。 

4.5.4.1 智能推荐系统 

基于用户画像的智能推荐系统，可以根据节目信息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分析喜欢该节

目的用户还喜欢哪些节目，形成“喜欢该节目的用户还可能喜欢”的智能推荐方式；

也可以根据用户的播放和浏览的节目作为出发点，分析该用户喜欢的类型，形成“你

可能还喜欢”的智能推荐方式。 

图 4-17  基于节目信息分析的智能推荐 

 

4.5.4.2 个性化广告系统 

广告系统架构上是独立的，和主业务系统采用松耦合架构，这样可以实现业务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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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更新。广告系统既支持 TV 上的广告投放管理也支持手机上的广告投放管理，支

持视频内容、图片、资源链接等多种形式的广告资源。投放的广告场景包括开机广告、

VOD&TVOD&TV 的前插、中插、后插视频广告、挂角广告、Banner 广告、暂停广告、

快进快退广告，支持按地域、按用户分组、按内容栏目、指定内容等多种纬度组合的

广告投放形式。根据用户画像数据，适配广告投放任务中匹配与喜好有关的广告，实

现个性化精准营销。 

图 4-18  智能广告系统 

 

4.5.5 可视通讯业务 

大视频业务除了以 IPTV、OTT TV 为代表的直播、点播业务之外，以可视通讯为代表

的双向实时通讯业务也在逐步普及和成熟中。一方面，宽带的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在

上行和下行双向通道上承载视频业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智能手机和智能机顶盒的处

理能力已经具备了可视通讯所需的视音频编解码能力。可以预见，大视频业务平台未

来将承载多种模式的视频业务。 

可视通讯业务应用场景广泛，可用于家庭沟通，实现亲情欢聚、异地恋人、年节团拜、

精彩分享；可用于远程观摩，比如远程参加亲子公开课、观察老人小孩情况等；可用

于公众帐号的信息推送，在电视上浏览推送的消息，吸引流量；用于视频会议，方便

参会，多种类型的终端随时可以接入；用于专家咨询，包括保健、理财、心理辅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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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专家面对面服务。 

中兴通讯的 IMS 可视通讯整体解决方案采用独立专网 IMS 建设方案，可以快速实现机

顶盒、手机 APP 之间的视频通话业务，包括机顶盒和机顶盒之间、机顶盒和手机 APP、

手机 APP 和手机 APP 之间的点对点视频通话和多方视频通话。机顶盒和手机 APP 支

持以 IP 专线、Internet 公网、IPTV 专网、公私网穿越等方式接入系统。 

未来专网 IMS 与大网 IMS 互通后，机顶盒和手机可视通讯 APP 可以与固话、手机等

传统语音设备实现音频通话和视频会议通话能力。专网 IMS 支持与 VoLTE 网络的互

通后，可以支持机顶盒、手机 APP 和 VoLTE 用户之间的视频通话。运营商部署可视

通讯业务可以分阶段部署： 

第一阶段：快速建设方案 

快速建设方案是指 IMS 可视通讯的第一阶段解决方案。这一阶段可以通过新建一个

IMS 节点或者直接利用一个大网 IMS 节点，快速实现机顶盒、手机 APP 之间的视频

通话业务。 

快速建设方案架构简单、网元数量少，可以支撑运营商快速开展可视通讯业务。同时，

快速建设方案充分考虑了网络架构和网元互通的标准性，能完全保证可视通讯 IMS 节

点未来与大网 IMS、VoLTE 实现互通。 

图 4-19  可视通讯快速建设方案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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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建设方案的整体架构如上图。可视通讯平台整体部署在 IPTV 专网内，因此所有

STB 可以通过 IPTV 专网直接访问可视通讯平台。SBC 部署在 IPTV 专网内并提供公

网访问地址，实现手机通过公网（移动网络或者 WLAN 网络接入）访问可视通讯平台

的功能。 

可视通讯平台包括四大部分：业务管理平台、业务平台、IMS Core、客户端。业务管

理平台包含统一认证模块、BOSS 代理模块，以及配套的网管平台、计费网关、端到

端信令跟踪方案等；业务平台由网络地址薄、通话模块、视频会议模块组成，其中通

话模块 MMTEL 网元负责实现点对点视音频通话和多点音频通话，视频会议模块由会

议 AS 和 MCU 组成，会议 AS 完成会议业务控制和管理，MCU 完成多点视频会议的

媒体处理功能；IMS Core 包含用户数据管理功能、码号翻译功能、接入控制功能、会

话控制功能；客户端包含机顶盒可视通讯客户端和手机可视通讯客户端。 

第二阶段：融合建设方案 

融合建设方案是指 IMS 可视通讯的第二阶段方案。这一阶段实现可视通讯 IMS 节点与

大网 IMS 和 VoLTE 的互通，因此机顶盒和手机可视通讯 APP 可以与固话、手机等传

统语音设备实现音频通话和视频会议通话能力，以及和 VoLTE 用户之间的视频通话。

融合建设方案的整体架构如下图。 

图 4-20  融合建设方案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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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视频用户体验保障方案 

5.1 大视频对用户体验感知和运维的挑战 

挑战一：被动运维，发现问题靠投诉，客户满意度难以保障 

目前视频业务的故障，主要有画面卡顿、花屏，频道切换延时长，点播视频加载时间

长。出现这些问题后，只有少量用户选择投诉，多数用户则是在社交圈和网络上进行

抱怨，甚至寻找其他替代产品。因此，运维部门希望运维系统能及时发现客户的视频

质量。 

但在传统的视频业务网管上，运维人员只能观察到设备的告警、性能指标，这些信息

大多与设备相关，少量涉及业务，更少有指标涉及用户。而多数的视频业务问题，要

么从这些设备指标上根本无法看出来，要么少量有效信息淹没在大量一般告警和性能

数据中。因此，传统的视频运维，对于故障的发现，大多只能被动依赖客户投诉，主

动发现能力较弱，客户满意度难以提升。 

挑战二：体验评估角度不全面，难以反映客户业务体验整体水平 

目前已经有一些对视频体验进行评估的方案，例如采用 ITU-T的MOS（平均观点评分）

来评估视频业务体验。然而，用户的视频业务体验是多维度的，包括视频内容质量，

网络传输质量，以及与平台的交互质量体验，MOS 的评估方法，仅对视频内容的压缩

质量以及传输质量进行评估，要完整评估视频业务的用户体验水平，还需要构建新的

评估体系。 

挑战三：视频业务链长，排查故障需要跨多专业，运维效率低 

即便能对视频质量体验进行评估，但影响视频业务质量的因素遍布网络，从内容源到

CDN 节点、EPG 服务器、业务管理平台，再到承载网络、接入网络、终端，任何一

个环节都可能影响用户的视频体验，而这些环节又涉及不同的运维专业。因此，当出

现视频体验问题时，各个专业的运维人员需要协同，逐级排查各个环节，故障定位的

效率较低。具体体现在故障定界难、故障定位不准确、复现现场难，这也导致用户投

诉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增加用户的不满。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与视频业务本身的复杂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传统运维

系统中缺少对业务和用户层面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能力，无法直接分析业务和用户体验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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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视频体验故障定界原因 

 

结论：传统的面向设备的网管和运维无法满足视极致视频的运维需求，现有的对视频

质量进行评估的方案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能全面评估视频质量体验、

与网络因素关联的指标体系，并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面向业务用户体验的智能化运

维，才能切实保障视频的极致用户体验。 

5.2 大视频用户体验评估体系 V-QoE 

确保网络能够提供优质的视频用户体验，需要一套能够量化评估视频用户体验的指标

体系。这套指标体系需要实现三个目标：既要能对视频用户体验进行客观的测量，还

需要能指示影响视频用户体验的原因，并为网络规划提供参考。为了实现上述三个目

标，中兴通讯提出大视频用户体验评估体系 V-QoE，即视频的体验质量指标体系。

V-QoE 覆盖视频业务的端到端过程，从内容源质量、网络传输质量、业务平台、终端

四个方面全面评估 

中兴通讯基于对大视频深刻的理解，通过多年在视频领域的研究经验，基于用户体验

管理的 QoE-KQI-KPI 架构，提出了针对视频业务的 V-QOE 视频体验指标体系。 

5.2.1 V-QoE 指标体系架构 

V-QoE 指标体系由一个体现视频体验质量的综合指标 V-QoE，一组支撑 V-QoE 的规

范化的 KQI 指标 Q.x，以及不同设备上与 Q.x 相关的一系列 KPI 构成。 

综合性的 V-QoE 指标反映的是客户对视频业务的整体接受度，是通过对不同 Q.x 进行

组合计算得到的。Q.x 则是通过探针、设备采集的指标进行计算，并规范化为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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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值。 

图 5-2  V-QoE 架构 

 

5.2.2 V-QoE 考虑的因素 

用户的视频业务体验由多方面因素构成，包括内容是否有吸引力，制作是否精良；视

频业务的画面质量是否清晰、流畅，操作和系统交互是否快捷灵敏；甚至资费是否合

理，售后服务是否贴心等等。但从视频业务的运营维护来说，重点关注的是使用的体

验，即画面是否清晰、流畅，操作交互响应是否及时。 

V-QoE 从视频业务的画面体验和交互体验两个维度出发，构建端到端的视频体验指标

体系。 

图 5-3  V-QoE 指标因素 

 

从业务流程可以看出，头端输出的内容源，经过网络的传输，到达终端播放出来，其

体验的原始内容的质量 Q.Content 以及传输的质量 Q.Transmission 相关。而用户的操

作都是与业务平台进行交互，交互的体验质量 Q.Interaction 与画面的体验质量，相互

独立地影响着最终用户的体验。 

在终端上直接采集和计算内容质量、传输质量和交互质量三个 KQI，并据此计算的

V-QoE 与客户的真实体验最为接近。但在如下场景中，也需要从网络侧采集和计算内

容质量、传输质量和交互质量三个 KQI，并据此评估 V-Q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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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采集终端的数据时，如需要对 OTT 视频业务质量进行分析时； 

需要分析定位体验故障时。 

V-QoE 评估的是视频业务的端到端体验质量，当需要评估某一段的体验质量时，只需

要分析所对应的 KQI 指标。例如，若只关心传输网络的体验质量，只需要评估传输质

量 Q.Transmission 即可。 

5.2.3 V-QoE 值的含义 

为便于计算和理解，V-QoE 及内容质量（Q.Content）、传输质量（Q.Transmission）、

交互质量（Q.Interaction）三个 KQI，均为百分制。分值段的含义如下图所示： 

图 5-4  V-QoE 指标取值含义 

 

通常，分值低于 60 分，视为体验不可接受，极有可能引起的客户投诉；分值达到 80

分时，是用户体验的舒适区，这时客户比较舒适，满意度较高；分值超过 90 分则视为

优秀，这时会给客户带来意外的惊喜。 

5.2.4 V-QoE 指标的计算 

V-QoE 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interaction 是交互系数，Q.Content 是内容质量；Q.Transmission 是传输质量；

Q.Interaction 是交互质量。 

5.2.4.1 交互系数 a.Interaction 

交互系数用于评估用户进行交互操作的频繁程度，为浏览视频的时长与总观看时长之

比。浏览视频的时长，可通过计算观看时间较短（如小于 5 分钟）的播放时长之和进

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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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交互系数 a.Interaction，是考虑到交互体验对不同行为的用户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于频繁切换频道和浏览片库节目的用户来说，交互质量的影响要远大于固定收看某

个节目的用户。通过交互系统的调节，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用户的实际体验。 

5.2.4.2 内容质量 Q.Content 

内容质量主要是对内容源的清晰度进行评估，依据的参数为分辨率和帧率。 

Q.Content 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Q.Resolution 为分辨率评分，Q.Framerate 为帧率评分。 

分辨率越高体验越好，但对于不同大小的屏幕，分辨率的体验差别是不同的。例如对

比 1080P 视频在 5 寸的手机和 60 寸电视上的观看体验，对于 5 寸屏幕来说，1080P

已经接近人眼识别的极限，可以算是接近“极致体验”，但对于 60 寸的电视来说，却

只是普普通通。因此对于分辨率的评分，与屏幕的大小相关，以 60 寸电视和 5 寸手机

分别给出参考分值。对于 VR 终端，由于借助透镜扩大了成像视野，因此也单独理出

参考分值。 

分辨率评分 Q.Resolution 及帧率评分 Q.Framerate 的参考分值如下表 

表 5-1  分辨率及帧率参考评分 

分辨率 参考分值 

60 寸电视 

参考分值 

5 寸手机 

参考分值 

VR 

帧率 参考分值 

4320P(8K) 100  100  93（8K*4K）  120 100 

2160P(4K) 96 100  86（4k*2k)  60 97 

1440P(2K) 90 100 83  30 93 

1080P 86  96  78(1920*9

60)  

25 90 

720P 73  85 70 -- -- 

SD 69  80  --  -- -- 

5.2.4.3 传输质量 Q.Transmission 

影响视频传输质量的因素主要是延时、丢包、抖动。由于 UDP 和 TCP 下，传输质量

对于视频的影响不同，因此算法也不相同。对于视频直播，多采用 UDP 协议传输；但

对于视频点播，既有采用 TCP 协议传输，也有采用 UDP 协议传输，因此对于传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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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评估，以下按传输协议分别阐述，而不以直播、点播进行区分。 

采用 UDP 协议传输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丢包。根据解码器对丢包的处理机制不同，

现象可能是冻结，也可能是花屏。采用冻结机制时，解码器遇到丢包，则冻结住画面，

等待下一个完整的 I 帧后再继续，体现出来就是画面冻结；采用忽略机制时，则忽略

丢包继续解码，这种机制体现出来就是花屏。 

当点播业务采用 UDP 协议时，严重的丢包和延时会导致缓存下溢，缓存下溢采用

Q.Rebuffering 表示。 

因此，在 UDP 下，直播传输质量 Q.Transmission 直接采用冻结/花屏评分 Q.Freezing

来表示，即 UDP 直播时： 

                          

UDP 下的点播传输质量 Q.Transmission 采用冻结/花屏评分 Q.Freezing 和缓存下溢

Q.Rebuffing 来表示，即 UDP 点播时： 

                                             

采用 TCP 协议传输时，由于采用可靠传输，在带宽足够且稳定的条件下，少量丢包可

以通过 TCP 重传得到补偿。当分片下载不及时赶不上播放速度时，缓冲区会耗尽，从

而造成播放缓冲现象。因此，对 TCP 承载下的网络传输质量 Q.Transmission，采用缓

存下溢评分 Q.Rebuffering 进行表示，即 TCP 承载时： 

                           

用户对冻结/花屏的体验，既体现在次数，即频繁程度，也体现在持续时长，即严重程

度。对 Q.Freezing 的评分，需要考虑次数和时长两个因素，并取其中最差值作为

Q.Freezing 的评估分值。下表给出了每分钟冻结 /花屏的次数和时长所对应的

Q.Freezing 的评分参考值。 

表 5-2  冻结/花屏参考评分 

次数/小时 时长/小时 参考评分 

0 0 100 

1 <0.5s 80 

2 <2s 60 

 

在网络侧计算 Q.Freezing 时，需要根据丢包率、延时、抖动参数，结合编解码协议、

码率、分辨率，对 Q.Freezing 进行估算。由于在不同分辨率和码率下，对丢包率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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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程度也不同。码率越高，对丢包的容忍度越小。此外，启用 FEC/ARQ 丢包补偿机

制后，对丢包的容忍度增加。因此，在对 Q.Freezing 进行估算时，应区分分辨率、码

率、以及是否启用 FEC/ARQ，采用不同的算法和参数。 

对 Q.Rebuffing 的评分，也考虑了次数和时长两个因素，并取其中最差值作为

Q.Rebuffing 的评估分值。下表给出了每小时缓冲的次数和时长所对应的 Q.Rebuffing

的评分参考值。 

表 5-3  缓存下溢参考评分 

次数/小时 时长/小时 参考评分 

0  0s  100  

1  <5s  80  

3  <10s  60  

在网络侧评估缓存下溢评分 Q.Rebuffing 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带宽，TCP 重传率和

时延。其中足够且恒定的带宽对保证播放质量的作用最大，其次是 TCP 重传的影响。 

5.2.4.4 交互质量 Q.Interaction 

视频交互质量互动响应的指标，按照业务类型来分，直播业务关注的是频道切换时间，

点播 VoD 业务关注的是点播的加载时间。Q.Interaction 的计算方法如下： 

（直播业务）                                

（点播业务）                          

直播频道切换质量Q.Changechannel和点播加载质量评分Q.Loading的参考评分如下： 

表 5-4  交互质量参考评分 

直播 点播 

切换时长  参考评分  等待时间  参考评分  

<100ms  100  <0.5s  100  

500ms  80  1s  80  

1000ms  60  5s  60  

其中影响频道切换时长主要是 IGMP Join/Leave的时间和首个 I帧到达或首个 TS分片

下载完成时间；影响点播开始时间的主要是 RTSP 信令交互时间或 M3U8 解析时间以

及首个 I 帧到达或首个 TS 分片下载完成时间。对于直播业务来说，机顶盒用户存在频

繁换台场景，因此 IGMP 的 Join/Leave 指标很关键，除了保证组播复制点的性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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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实现 IGMP fast leave 机制。对于点播业务来说，无论是 IPTV 还是 OTT，协议

层交互效率的提升都需要终端和 CDN 侧标准化接口流程。 

5.3 固移一体化的 IPTV 端到端智能运维 

5.3.1 概述 

固移一体化的 IPTV 业务，涉及 IPTV 终端、IPTV 业务系统、CDN 网络、固网接入、

承载网络，以及手机电视场景下的无线网络。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用户体验。

因此，IPTV 端到端智能运维，需要多个系统协同，打通用户体验各个环节，才能实现

IPTV 用户体验的端到端保障。 

IPTV 端到端智能运维，包括大视频智能运维平台、深度网络分析平台、以及无线智能

运维平台。三个平台均架构在大数据平台上，采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共享、分析挖

掘，协同实现 IPTV 业务的端到端智能运维。 

大视频智能运维平台，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实现 IPTV 业务全流程端到端的智能业务运

维。系统采集 STB、CDN 探针数据以及 IPTV 业务平台数据。在大数据平台上，采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提供视频业务质量监控、业务体验故障端到端分析，终端分析等能

力。 

深度网络分析平台，以提升运营商网络运维效率，降低运维成本为目标，实现固定接

入网络和承载网络的可视化管理，构建业界最权威的网络性能分析和服务系统，实现

网络数据化繁为简，主动管理，自动化运维，精细化运营。 

无线智能运维平台，是基于大数据技术支撑无线网络运维和运营的产品。无线智能运

维平台立足于从用户角度去感知和分析网络和业务信息，通过对海量数据灵活的挖掘

和分析，实现对网络质量、业务流量、业务质量、用户体验、用户行为和终端应用等

全方位的可视化；支持端到端的用户投诉处理、业务质量分析，可快速找出影响网络

质量及用户感知的原因，构建可视、可管、可控的业务管道，为无线网络的全业务精

细化运营提供了全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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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IPTV 端到端智能运维方案架构 

 

5.3.2 多种视频探针感知客户视频体验 

为了掌握视频用户体验质量，快速定位视频体验故障，需要在视频业务链上部署视频

探针，采集视频码流并对视频质量进行分析。在用户终端 STB 上，部署探针用以监测

用户端真实的视频体验质量；CDN 以及直播源的探针，用以监测直播源以及各级 CDN

节点输出码流的质量。 

STB 终端探针 

机顶盒探针，是一个机顶盒内部的轻量级 Agent 程序，在机顶盒开机后能够自动运行，

自动采集 IPTV 或 OTT 的相关 KPI 数据。机顶盒探针与机顶盒主程序完全解耦，系统

资源占用少，不影响机顶盒系统程序的正常运行。 

机顶盒探针，定期采集机顶盒的所有网络数据、视频数据报文，定期计算用户的服务

质量数据。并且能够将业务使用中的错误（如接入失败等）和媒体播放中的错误（如

黑屏，节目中断等）记录为错误码上报到智能运维平台处理 

CDN 探针 

CDN 探针用来监测 CDN 链路质量以及直播码流质量。按部署位置，分为 CDN 内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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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和 CDN 外置网络探针。CDN 内嵌探针与 CDN 主程序完全解耦，需消耗一定 CDN

能力，但不会影响 CDN 系统程序的正常运行 

CDN 探针根据使用场景不同，可以工作在被动监测模式（7*24 监测频道质量）和主动

拨测模式（出现异常后对 OTT 源站进行拨测）  

移动终端探针 

在移动终端的手机电视应用中，内置有视频体验探针，其功能为评估最终用户的视频

质量体验，包括起播时长，下载速率，缓冲次数，缓冲时长等。探针以 SDK 方式提供，

可提供给第三方 APP 集成。 

5.3.3 全网视频业务运维监控 

视频业务监控和分析包括如下功能： 

实时监控。包括全网视频质量实时监控、用户数监控、直播流监控、频道服务质量监

控、点播服务质量监控，也包括告警实时监控、CDN 监控、EPG 监控。 

质量分析。包括：性能分析、资源分析、用户感知、终端分析四大块。其中，性能分

析针对主要的业务体验性能进行分析；资源分析针对 IPTV 全网资源进行分析，提供资

源预警；用户感知包括单用户感知和 VIP 用户感知；终端分析主要针对终端类型进行

分析，包括按不同的 STB 型号进行统计分析，按不同的手机、PAD 型号进行统计分析。 

5.3.4 智能视频故障定界 

IPTV 业务涉及系统多，体验故障难以定界。通过分析终端、CDN 及承载网络上 V-QoE

指标，可以快速给出体验质量故障大致范围。 

端到端智能运维通过如下几个步骤，实现智能的体验质量故障定界。 

第一步：视频质量体验监测：通过 STB 内置探针进行 V-QoE 评估，如果体验出现异

常主动触发上报异常。 

第二步：视频质量体验异常分析：网络运维系统收到 STB 上报的 V-QoE 异常报告，

并发现用户体验下降时，启动体验异常分析流程：先根据部署在 CDN 入口的探针，分

析输入内容源质量，若内容源质量正常，则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视频业务动态路径还原：网络运维系统根据用户标识、业务五元组，并结合

资产库信息，识别用户业务路径。系统根据视频业务流信息向业务路径上的网元（OLT，

LSW，BNGBNGBNG，CR）查询业务流向信息，并根据单个网元的信息还原视频的

实时业务路径，包括从 ONU 一直到本地城域网 CR 的网元以及网元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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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视频体验质量异常定界：网络运维系统实时计算用户业务路径上的 

ONU,OLT,BNGBNGBNG,CR 等设备的 V-QoE 相关的 KQI 指标，通过比较不同位置

的 KQI 指标对故障进行定界。网络运维系统根据定界的异常路径逐段启动 SQM 主动

测试，实时检测视频业务路径上的时延以及丢包率，并根据逐段的测试分析异常位置。 

对视频体验质量的故障进行初步定界后，即可以根据定界结果，分别在视频业务网络

和承载网络进行更具体的故障分析，定位故障的最终位置。 

5.3.5 视频业务网络故障快速定位 

用户故障定位 

运营人员可通过多种入口进入故障定位功能，通过故障定位功能可查询到故障用户的

播放历史记录，以及对应不同的播放记录的服务质量数据、错误信息，并且可查询出

该用户对应时段的健康度变化曲线以及用户错误码在各个地域的分布情况，通过故障

定位，运维人员可分析定位出故障原因，以及该故障的分布情况。 

服务质量故障定位 

运营人员可通过多种入口进入故障定位功能，故障定位功能可实现： 

通过故障定位功能可查询到故障用户的播放历史记录，以及对应不同的播放记录的服

务质量数据、错误信息，并且可查询出该用户对应时段的健康度变化曲线以及用户错

误码在各个地域的分布情况，通过故障定位，运维人员可分析定位出故障原因，以及

该故障的分布情况 

通过 IPTV 平台侧故障定位自动流程，确定 IPTV 平台侧的服务能力故障 

5.3.6 承载网络的故障快速定位 

针对有线网络，智能运维集成的承载网络运维系统可以从拓扑，告警和性能视图上轻

松的导航到关联的业务管理界面中进行故障定位，在物理拓扑视图中提供网元、单板、

端口、隧道、伪线、客户层业务等各层次的业务导航；在告警视图和性能视图中，提

供告警，性能关联业务的查询，完成对有线网络的故障定位。 

针对无线承载网络，智能运维集成的承载网络运维系统，可以针对 PTN 场景和 IP RAN

场景的业务实现故障自动诊断, 完成对移动网络的全面故障分析与定位。故障自动诊

断，实现典型故障场景下的快速定位能力，对隧道、伪线 OAM 故障、TDM 和以太网

业务故障、DCN 故障等，结合配置、告警、性能、设备状态等信息，进行一键式智能

诊断分析，快速给出故障原因和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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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针对 IP RAN 网络运维场景，可对指定的动态业务提供快速的业务诊断功能。主

要针对 IP RAN 应用中主要涉及的几类动态业务：动态隧道以及 HSB FRR 保护、

L2VPN（包括 CES 以及以太类型业务）以及双归保护、L3VPN 业务等实现诊断管理

功能，以手工设置基站、RNC 信息的方式增加端到端的路径诊断功能。快速高效的实

现动态业务的承载“好坏”的检查，便于预先规避一些故障。 

5.3.7 接入网络的故障快速定位 

接入网络是视频业务端到端链路中重要的一段，接入网络运维系统参与支持视频业务

端到端故障的定界定位分析。首先，它实现了接入网络设备 OLT、ONU 的拓扑管理，

表征了视频业务端到端运维系统对接入网络的拓扑标识；其次，通过网络故障管理与

性能管理，它支持了对网络质量的监控与评估；此外，它基于接入设备对视频业务质

量指标的采集能力，实现了接入网络对视频质量的监控与评估。 

针对网络质量，接入网络运维系统支持对 OLT 与 ONU 之间业务通道的性能测试，也

支持从OLT或ONU发起的到视频头端的业务通道的性能测试，从网络层面的吞吐量、

丢包率、时延、抖动等指标上分析对视频业务的承载能力。 

在视频业务指标上，在部分 ONU 与 OLT 上实现 OTT 视频与 IPTV 视频指标的采集，

通过 ONU 实现视频探针的广覆盖以及用户级的视频质量监控与评估，通过 OLT 实现

视频探针以兼容老旧 ONU 以及第三厂家 ONU 场景下的视频质量监控与评估。 

5.3.8 移动场景下的 IPTV 运维 

固移一体化场景下，IPTV 智能运维还需要对移动终端上的“手机电视”业务进行用户

体验评估、业务质量监控和故障定界定位。 

通过手机电视应用内置的视频体验探针，结合 IPTV 业务平台的用户体验监测数据，实

现手机电视业务的用户体验感知和评估。 

当用户手机电视体验出现问题时，IPTV 智能运维平台先通过对移动终端探针和 CDN

探针的分析，对问题进行定界；若排除终端和 IPTV 业务系统问题，根据用户的接入方

式是 WiFi 还是蜂窝网络，以用户 IP 地址为索引，分别通过深度网络分析平台和无线

智能运维平台，对问题进行定界定位，实现移动场景下的 IPTV 的端到端智能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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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以视频质量体验为核心的移动网络运维和规划建设 

5.4.1 差距和根因分析 

为了掌握视频用户体验质量，快速对视频用户体验质量劣化问题进行定界/定位根因分

析，需要在 CN 部署探针采集互联网用户面数据，获取视频码流对视频质量进行分析。 

图 5-6 部署探针采集视频码流进行视频质量分析 

 

 注：视频码流可以从 IuPS、Gn、S1-U、S5/S8、Gi/SGi 等接口获取。 

基于网络的视频性能评估，以栅格地理化呈现V-QoE 值。低于V-QoE 目标值的栅格，

形成未达标区域，进行根因分析，实施针对性的网络规划方案。 

图 5-7 栅格地理化呈现 V-QoE 评估取值 

 

网络的传统 KPI 指标，例如覆盖、干扰、在线用户数、小区负荷等不能直接衡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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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通过分析海量的网络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将这些传统 KPI 指标转换成

V-QoE 视频性能指标，形成传统指标到 V-QoE 的精准映射模型。 

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重要步骤：识别影响因素、数据聚类与分类、数据降维、拟合

模型等。首先，找出与 V-QoE 强相关的网络性能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进行分类，然后

挑选出最主要的影响数据，拟合出 V-QoE 和传统网络指标的关系曲线，最终得到一个

最佳的 V-QoE 映射模型，从目前研究分析来看，影响视频用户体验对应到无线侧的指

标主要是 E2E RTT 和视频保障速率（空口速率）这两个指标上。 

 在空口不受限时： 

 用户可获得体验和业务速率，主要取决于业务内容大小和业务 TCP 吞吐率； 

 RTT 越小，TCP 吞吐率会在越短时间内达到或接近空口速率； 

 RTT 越小，业务 TCP 吞吐率越高，对空口带宽的需求也越高。 

 影响 E2E RTT 最为关键的要素是网络架构，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网络架构导

致了不同的 RTT 和 TCP 层吞吐量；为达到最佳的用户体验，不仅要进行基于空

口覆盖的建网，而且需要对网络架构进行持续改善（如 CDN 下沉）。 

在分析出 V-QoE 与网络传统 KPI 指标的映射模型后需要对问题的根因进行分析，中兴

通讯经过研究认为采用自上而下的指标级别和自下而上的话单级别相结合的定界/定

位方法可实现 V-QoE 视频性能指标劣化的一键式自动分析找到问题的根因。 

图 5-8  V-QoE 视频性能指标劣化的定界/定位方法 

 

 中兴通讯的自动定界/定位依赖于规则库支撑，而规则库来源于多年来众多网络运维和

优化工程师的经验总结和基于历史数据的机器训练智能化学习。 



 大视频 大未来 

中兴通讯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第 113 页 

图 5-9  V-QoE 视频性能指标劣化的定界/定位规则库支撑 

 

 

V-QoE 视频性能指标劣化的分析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问题定界 → 影响因素

分析→排查范围确定 → 相关 KPI 分析 → 问题定位。 

图 5-10  V-QoE 视频性能指标劣化的定界/定位步骤 

 

 视频性能指标劣化的分析过程示例如下。 

图 5-11  V-QoE 视频性能指标劣化的定界/定位步骤示例 

 

中兴通讯根据各区域 V-QoE 的定界结果，划分到无线、CN 或无线承载侧进行分析和

完善，向 V-QoE 目标值进行收敛，检查 V-QoE 是否达标，最终输出规划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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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V-QoE 规划和部署效果对比评估 

 

5.4.2 以视频体验为核心的移动网络规划和建设方法论 

以视频体验为核心的移动网络规划和建设方法论主要遵循如下三个关键步骤： 

 网络评估和目标设定，以客观的指标量化移动视频性能，分析视频消费习惯，找

准规划目标区域； 

 差距和根因分析，视频性能未达标区域问题定界及原因归类，找准根本原因； 

 方案实施和迭代寻优，根据未达标根因，进行覆盖、容量的规划，包括载波扩容、

扇区劈裂、加站、部署新特性等方案，迭代寻优规划持续改善达标率。 

图 5-13  网络规划和建设的三个关键步骤 

 

5.4.3 网络评估和目标设定 

中兴通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建立统一的视频体验质量评估体系 V-QoE，来评价不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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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不同屏幕、不同场景应用下的视频体验的好坏，实现了视频体验评估的可定义、

可衡量和可管理。根据 V-QoE 评估体系，结合试验测试，移动网络中不同码率对网络

保障速率要求如下表所示： 

表 5-5  视频分辨率与网络保障速率之间对应关系表（以 5 寸移动终端为例） 

分辨率 码率 V-QoE 

视频播放

等待时长

（s） 

视频卡顿

频次 

视频卡顿

恢复时长

占比 

E2E 

RTT(ms) 保障速率 

720P@30 1.5 Mbps 80 2 2% 1.5% 100 3 Mbps 

1080P@30 3 Mbps 90 2 2% 1% 45 5 Mbps 

2K@30 6 Mbps 93 2 0% 0% 45 10 Mbps 

4K@60 

13.5 

Mbps 97 1 0% 0% 15 18 Mbps 

对于不同区域，移动视频业务的性能要求是不同的。根据洞察结果，制定视频覆盖规

划策略，可以将网络分为几种场景。 

表 5-6  区域特点和网络规划策略关系表 

区域特点 网络规划策略 

重度视频消费区域 1080P/2K 超高清视频，形成核心竞争力 

中度视频消费区域 720p 高清视频无处不在，刺激视频消费 

轻度视频消费区域 720p 高清视频无处不在，培养视频消费习惯 

通过对网络的视频流量分布、分辨率分布、主流视频应用的深入洞察，发现视频重度

和中度的消费区域，结合用户行为、运营商策略确定 V-QoE 目标，对这些区域进行优

先规划，从而提升视频性能，促进流量增长，为客户带来更多的收益。 

6 结束语 

随着大视频业务由 4K、8K、VR/AR 向全息视频以及未来虚拟世界的不断演变，中兴

通讯的大视频战略将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为运营商构建“精品视频网络”，为最终用户

提供“多彩视频业务”，保障最终用户随时随地享受“极致视频体验”，同时积极“赢

造视频生态”，实现视频生态圈合作伙伴的共赢！ 

 



大视频 大未来  

第 116 页 中兴通讯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7 附录 

缩略语 中英文全称 

3GPP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5G 第 5 代移动通信 the 5
th
 mobile communication 

ABS 空白子帧 Almost Blank Subframe 

BBU 基带处理单元 Base Band Unit 

CA 载波聚合 Carrier Aggregation 

CAS 云感知软网络技术 Cloud Awared Network 

CDN 内容分发网络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omp 多点协作传输 Coordinated Multiple Points 

Transmission/Reception 

CRS 小区参考信号 Cell Reference Signal  

CS 联合调度 CoordinatedScheduling 

DC 双连接 Dual Connectivity 

DPI 深度报文识别 Deep Packet Inspection 

eICIC 增强小区间干扰协调 enhanced Inter-cell interference 

Coordination 

eMBB 增强移动宽带 enhanced Mobile Broad Band 

eMBMS 演进的多媒体广播/组播业务 Evolved Multimedia 

Broadcast/Multicast Service 

FB-OFDM 带滤 OFDM,正交频分复用波形

Filter Blank-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FCC 快速频道切换 Fast Channel Change 

FD MIMO 全维度多输入多输出 Full Dimension MIMO 

GW 网关 Gateway 

HetNet 异构网络 heterogeneous network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KPI 关键性能指标 Key Performance Index 

KQI 关键质量指标 Key Quality Index 

L2VPN 2 层虚拟专用网 Layer 2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L3VPN 3 层虚拟专用网 Layer 3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LAA 授权辅助接入非授权频谱 Licensed-Assisted Access to 

Unlicensed Spectrum  

LDPC 低密度奇偶校验 Low-density Parity-check 

LTE 长期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LWA LTE Wi-Fi 链路聚合 LTE Wifi Aggregation 

MSO 提供多媒体业务的 Cable 运营商 Multi Service Operator 

MBMS 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 

MEC 移动边缘计算 Mobile Edg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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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B Master Enhanced NodeB 

MIMO 多进多出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 

mMTC 大规模机器通信 massive Machine to Machine Communication 

MOS 平均评价计分 Mean Opinion Score 

MUSA 基于多用户共享接入 Multi-User Shared Access 

NaaS 网络即服务 Network as a Service 

NF 网络功能 Network Function 

NFV 网络功能虚拟化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GMN 下一代移动网 Next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 

NS 网络切片 Network Slice 

OTN 光传输网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 

PCC 策略和计费控制 Policy and Charging Control 

PCRF 策略和计费控制功能 Policy and Charging Rule Function 

PIMSSM 协议独立的源特定组播 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 

Source-Specific Multicast 

POTN 分组光传输网 Packet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 

PTN 分组传输网 Packet Transport Network 

QAM 正交振幅调制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QoE 体验质量  Quality of Experience 

QoS 服务质量 Quality of Service 

RAN 无线接入网 radio access network 

RCAF 无线拥塞感知功能体 RAN Congestion Awareness Function 

RSRP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eference Signal Receiving Power 

RTT 往返时延 Round-Trip Time 

SDI 软件定义基础设施 Software Defined Infrastructure 

SDMA 空分复用接入 Spac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DN 软件定义网络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F 软件定义网络功能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Function 

SDNS 软件定义网络切片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lice 

SDSI 软件定义服务接口 Software Defined Service Interface 

SeNB 增强从基站 Slave Enhanced NodeB 

SI 业务接口 Service Interface 

SINR 信号与干扰加噪声比 Signal to Interference plus Noise Ratio 

SOAP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VC 超级虚拟小区 Super Virtual Cell 

TCP 传输控制协议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DF 业务识别功能 Traffic Detection Function 

TOF TCP 协议优化功能 TCP Optimization Function 

UAI 统一的空口 Unified Air Interface 

URLLC 高可靠低时延通信 Ultra reliable Lower Latenc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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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X 车联网 Vehicle to X 

VPN 虚拟专用网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