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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需要网络切片？

1.1 新业务繁多，需求各异，需 网络切片承载

是指以超高带宽、全光联接、可保障的体验为主要特点的第五代固定网络技

术，其中 网络是主流接入网，目前已经得到大规模的建设和应用。 网络

目标承载业务包括：

（ ）以 、 、 、 为代表的大带宽视频类业务；

（ ）以网络游戏、 、网络直播、在线办公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低时延、

低抖动、低丢包类生产性业务；

（ ）以广泛连接、光联万物为特征的物联网业务。

在实际应用中业务种类繁多，各种业务对网络要求往往差异较大。比如大量新兴

的高价值宽带业务需要严苛的网络 要求，需要采用网络切片承载不同种类的业务，

满足其网络传输质量要求。典型业务对网络的要求请参见下表：

表 不同业务对网络指标的要求

带宽  时延  抖动  丢包率  

5M-20M ≤60-150ms ≤100-200ms ≤1.0E-3 

≥2M ≤60ms ≤100ms ≤1.0E-1 

≥50M ≤20ms / ≤1.0E-4 

≥150M ≤15ms / ≤1.0E-5 

≥54M / ≤50ms ≤1.0E-5 

≥280M / ≤30ms ≤1.0E-6 

≥160M ≤30ms / ≤3.0E-4 

≥80M/130M ≤20ms ≤15ms ≤1.0E-5 

来源：《宽带发展联盟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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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网络除了承载家宽业务外，还大量用于承载中小政企的各类专线

业务，包括上网专线、入云专线和组网专线等，各类专线业务对网络承载要求不同。

参照宽带发展联盟《中小企业高品质接入专线白皮书》，要求如下。

表 专线业务对网络的要求

来源：自宽带发展联盟《中小企业高品质接入专线白皮书》

网络承载的业务多样性和客户多样性，促使网络切片技术应运而生。同

类业务采用网络切片承载，不仅能够业务路径隔离，转发资源隔离，使业务传输质量

得到更好保障，而且可以以切片为单位进行负载和资源动态配比，体现同类业务不同

切片的差异化承载效果，从而满足不同等级用户的要求，为体验经营打下技术基础。

1.2 业务体验差异化要求 网络具备切片能力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家庭业务不仅以娱乐和信息浏览为主，同时新增众多与

专线类型  SLA 3A 等级  2A 等级  1A 等级  

上网专线  带宽保障  承诺带宽=100%套餐带宽  承诺带宽=80%套餐

带宽  

峰值带宽可承诺  

关键业务应用级带宽承诺    

可靠性  可用率 99.95% 可用率 99.9% 可用率 99% 

网关双上联保护    

业务硬隔离  业务软隔离  无隔离  

入云专线  带宽保障  承诺带宽=100%套餐带宽  承诺带宽=80%套餐

带宽  

峰值带宽可承诺  

可靠性  可用率 99.95% 可用率 99.9% 可用率 99% 

网关双上联保护    

业务硬隔离  业务软隔离  业务软隔离  

组网专线  带宽保障  承诺带宽=100%套餐带宽  承诺带宽=100%套

餐带宽  

承诺带宽=100%套

餐带宽  

可靠性  可用率 99.95% 可用率 99.9% 可用率 99% 

网关双上联保护    

业务硬隔离  业务硬隔离  业务软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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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学习和工作息息相关的业务，如直播带货、网上办公、远程医疗、视频教育等业

务。这些互联网 业务，对用户的重要性和价值较高，用户有意愿支付更多资费，以取

得更好的传输品质和保障。同时，运营商为避免增量不增收和同业同质化竞争，也纷

纷提出宽带业务体验化经营理念。即从高套餐带宽、低套餐资费竞争走向高宽带体验

质量的竞争，进而诞生了诸如学习宽带、游戏宽带、网红宽带、品质宽带、真千兆宽带

等一系列场景化宽带产品。

场景化宽带相比普通宽带，针对特定应用其传输质量保障更好，用户体验更好。

这就要求网络能够具备差异化承载能力和加速能力。采用网络切片技术，在转发路径、

转发资源和业务负载轻重上可以按需调配，从而为体验经营提供技术基础。

图 场景化宽带组网架构示意图

2 什么是网络切片？

2.1 网络切片的理解

网络切片可以理解为在网络中为承载一类业务的隔离的网络资源的集合体。网络

资源包括管控面、转发面资源，在同一运营商中，承载不同业务的网络切片，一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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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转发面资源隔离即可，而管控面不需要隔离。

网络切片还是一个端到端的概念，即用户侧网络 、接入网络 、承载网络

，甚至数据中心的业务网络 都需要切片，都需要对同一类业务分配转发资

源进行承载。本白皮书聚焦 接入网络的切片。

转发资源中最主要的是业务路径和端口带宽资源。在 接入网中， 确定

了业务路径，而端口带宽可以按照不同的业务分类进行控制，即可达成网络分片。

2.2 网络切片的分类

在 网络中，按传统一般采用 值或 标识一类业务。因此，标识网

络切片最简单方式也是 和 。即可以分成 分片和 分片两类。 分

片简单易行，且现网多数设备具备了按 进行优先级调度和带宽分配能力。是网络

切片的初期技术。 切片可以支持更多的切片数量，承载更多的业务种类，但现网

设备一般不具备按 控制优先级和分配带宽的能力，需进行升级才行。

网络切片概念实体也可以独立于 和 ，这样网络切片的配置和管理将更

加灵活，适应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按照 的 进行分片，是下一步网络切片

的演进方向。

另外，按照对接的承载网络类型，可以分成 切片和 切片； 切片是传

输管道，带宽、时延和抖动指标刚性，颗粒度和数量灵活，无统计复用，一般用于高品

质要求的业务——硬切片。 切片一般是采用分组队列调度技术保证 ，带宽、时

延和抖动指标具备弹性，有统计复用，一般用于加速宽带业务——软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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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到接入网， 可以直接支持 上联，同时细颗粒度 可以进一

步下沉到 ，形成端到端的基于硬管道技术的硬切片。这种切片可承载超高品质要

求的业务，如专线业务和 业务。

2.3 接入网切片

接入网切片形式和种类总结如下图所示，包括在接入层对业务进行切片的技术，

以太网 软切片， 端口硬分片，还有 端口硬分片。

图 接入网络切片种类示意

 

（ ） 以太网 端口软分片

下行为 口，上行为以太网口。针对某些需要保证质量的业务，可以针对

和以太口配置基于 的软切片，在弹性管道中根据优先级进行调度和带宽分

配，从而提供质量保证。

（ ） 端口硬分片

下行口仍然保持 接口，上行口调整为 端口，或者独立以太网端口

对接 设备。下行 端口可以根据业务要求配置基于 的软切片。为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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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在城域网络中的拥塞，上行口使用 端口，提供稳定低时延的硬管道切片。

（ ） 端口硬分片

支持 封装的 设备，通过 口连接到 ，剥离 封装之后，直接

透传或者映射到 端口中，使用稳定低时延的 网络传输。针对超高品质的业

务，提供端到端的硬管道切片网络。

3 网络切片转发面技术

本章节主要介绍现网易于部署的基于 和 的切片技术。

切片方案：该方案中业务和切片都是基于 值来标识。 和 在端口

上对 标识的业务流量进行优先级队列调度和带宽分配。 对每用户每业务配置

一个队列，在 口下行采用 用户的两级 方式进行调度和保证。在上行采

用每用户每业务采用独立的 和 方式分配 上行带宽，以及通过

类型选择和参数选择控制上行转发时延、抖动和丢包。每个用户 的 口

按 进行优先级调度和参数配置，优先转发高价值业务。 上联口采用按 的

优先级调度和带宽分配。 切片方案现有 和 基本都能够支持，但配置比较

精细和繁琐，切片数量优先，需全网统一规划。切片之间不是刚性隔离，存在相互影

响的情况，建议作为初期方案进行部署。

切片方案：该方案中业务和切片是基于 值来标识。其本质还是

技术，但 控制的对象从 变成了 ，切片数量可以更多，而且还可以进一

步支持切片内的 优先级调度。但目前主流厂家 和 支持度还不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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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开发和规范化。

3.1 切片 保障技术

3.1.1 方案

对每个用户的每种业务（ ）采用独立的 和 ，分别配置

的带宽参数，即固定带宽、保证带宽和最大带宽。带宽分配的优先次序是固定带宽、

保证带宽先分配，然后分配剩余带宽，最大带宽只是起到一个限制作用和剩余带宽分

配权重计算的作用。固定带宽不管 是否有业务流量，都是分配给它。因此，这种

带宽容易造成浪费，但这种带宽对减少业务接入延时有一定作用，以减少业务接入延

时，提高体验。保证带宽是指该业务有流量时，可以得到保证的带宽。没有流量时，该

带宽不占用。因此，可以达到一定的统一复用，提高 口利用率。或者说，可以有

一定的超配比。但是保证带宽的分配是基于 流量预测来进行的，有一定的滞后性，

会引入一定的时延。即业务突发流量来临时，保证带宽分配有滞后，从而加大缓存排

队时延。针对场景宽带业务，三种带宽参数建议如下配置：

固定带宽为信令交换流量大小，如游戏业务中设置、选择对手、购买器具等操作

时的流量；视频业务中 浏览流量。一般来说 足够。保证带宽一般设置为平

均业务流量的两倍左右，保证业务正常流畅传输。最大带宽一般设置为业务峰值流量，

以减少丢包。

普通上网业务，不配置固定带宽，保证带宽以忙时用户上网流量均值作参考，均

值 倍为宜。最大带宽以套餐上行值作为参数配置。 口保证带宽超配比与超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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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业务的并发比相关，初始也可以不超配。注：带宽超配比 （ ） 物理带宽

（ ）。

表 带宽 

带宽类型

固定带宽

保证带宽

最大带宽

3.1.2 口 方案

下行方向可以采用如图所示的 方案。上网业务、语音业务不区分用户，按

业务（ ）入一个队列，场景宽带业务采用每用户每业务一个队列方式，确保用户之

间相互不影响。语音业务优先级高于超宽带，超宽带业务高于上网业务。这样可以保

证超宽带业务的带宽和时延。

图 口下行基于 的 调度示意

 

场景宽带业务的总带宽可以采用整形技术限制，这样可以避免上网业务饿死的问

题。每个用户的超宽带业务配置一个队列，对该队列的长度参数和整形限速参数进行

合理配置，可以间接控制业务流的 指标，如时延、带宽等。整形参数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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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等参数，分别对应承诺带宽（类似 的保证带宽）、最大带宽和输出流

量的突发长度等。突发丢包和延时可以由队列长度参数控制。 建议采用稍大于业务

流流量平均值， 建议采用业务流流量峰值。 口采用 调度。

3.1.3 口 方案

在承载语音、视频、游戏和下载等业务时，是通过控制业务的空口等待时间

和空口占用时长来保证业务 。 联盟制定了 即 规范，

定义了四种通道类别。

图 联盟 规范

 

通常用于背景业务例如 下载， 通常用于尽力而为业务例如上网

业务， 通常用于大流量的视频类业务， 通常用于小流量低时延的语音类

业务。 可以通过 、 和 参数来控制空口等待时间，通过

来控制空口占用时间。不同的 根据业务要求可以配置不同的参数。根据 值将

业务映射到对应的 。上图根据 优先级进行了业务映射 。因此，本质上

的 调度还是基于 的 技术，是 切片技术在 口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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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切片 保障技术

3.2.1 口切片方案

上行每个用户的每个业务配置一个 和一个 层

然后按照需要选择带宽参数即可。不同用户的相同业务，也采用相同的 标识。但

目前大多数 并不支持基于 （即业务）分配总的带宽，而是每用户每业务分配

带宽。如果 支持层次化 ，则可以针对每种业务【 】配置一个切片级的

， 带宽分配按照先分到切片，再分到切片内用户的次序进行计算，从而达到

口上相带宽切片。

口下行还是采用二级 调度方案，先切片，再 用户。即把 的带

宽先分配给多个切片【 】，然后在每个切片内再按 用户进行分配。如图所示，

把 口切分成 个分片，分片 和分片 分片 承载语音业务和上网业务，切片

承载超宽带业务。分片 和分片 的带宽由 口级 调度的权重 以及

各自的整形限速值 和 确定。比如 带宽，如果两个分片平分，则 ，

， ， 即可。

图 下行基于切片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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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 的语音业务上网业务不区分用户按业务分成两个队列，两个队列之间采用

调度。分片 承载场景宽带业务，还是采用每用户每业务每队列的 配置。

采用 口切片后，可以方便地调整各分片的总带宽分配，进而灵活调整分片的

负载程度，确保超宽带业务的总体体验。切片内可以采用简单的分业务等级进行 调

度，也可以采用分用户复杂的 技术。一般来说 即可。

上述 切片，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软切片，后续随着技术进步可以发展 口

硬切片技术，以增加隔离度。

3.2.2 切片方案和 方案

通过将 信道划分为更小的专用子信道，每个子信道分给不同的业务（ ），

从而支持 口的切片。 将 信道带宽（ 或 ）划

分为多个资源单元（ ），最小的 为 个子载波（ 宽）。

给出了不同大小 所包含的子载波数量，包括有 等

多种规格。

在时频资源单位（ ）中分离频谱。 中的 分配 用于

连接不同业务的 。 这样可以避免争用开销，这提高了密集部署场景的效率，大大

减少了应用的延迟。上述切片要求一个 是接入单一业务，即切片颗粒度只能到 ，

而不支持多业务 。

用户业务对时延和带宽的要求，很难简单转换成 的映射和 的资源分配要

求。 针对特定高价值业务（ 、直播、游戏等）设定期望的 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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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带宽和丢包等），智能地进行 内业务优先级调整和 资源分配，可以认为

方案是基于 动态分配的切片方案。

图 方案

4 网络切片管控技术

采用 框架，借助 和 技术，提供 网络切

片的管理和控制，是 网络切片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节主要阐述端到端

切片编排技术。

网络只是整体网络中的一段，网络切片需要端到端打通。一个端到端网络分

片往往需要接入网、承载网、核心网共同配合完成。端到端切片编排管理系统完成整

个网络层面的切片编排和管理，通过协调 子切片管理、 子切片管理（ ）、

子切片片管理（ ）和承载网子切片管理（ ），完成端到端切

片的部署，并通过各切片的不同功能性能属性提供差异化用户体验。整体管控架构如

下图所示：

图 端到端网络切片管理框架



网络切片技术白皮书  

第 页                                                      中兴通讯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端到端切片涉及多种网元、多个业务环节，业务开通和保障都十分复杂。建议以

模型驱动切片运营，把切片运营全流程设计为多个模型（见图），其中业务模型、工作

流模型、资源模型、配置模型和切片开通相关，对应到业务请求、业务处理、资源分

配、业务激活 个切片相关操作；采集模型、监控模型、分析模型、策略模型驱动切

片保障，对应到数据采集、业务监控、业务分析、策略执行等切片保障操作，使切片全

流程每个操作和模型一一对应，分而治之，切片全生命周期可管理。

图 网络端到端切片全流程模型

网络切片的属性通过网络切片模板 全面表达：主要由资源模型，管理模型和

对外能力模型三部分组成。切片管理器按照切片的预期业务模型确定网络切片属性参

数之后（业务 主要包括用户数、业务流的带宽、时延、丢包率和抖动等），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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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端指标分拆到核心网、接入、传输等各个子切片。

5 网络切片技术展望

网络承载的业务不断丰富，网络边界不断扩展，推动了 网络切

片技术的不断发展。同时，随着其不断试点应用和经验积累，业界已经开始推动

网络切片技术的规范和标准制定，必将为其规模部署奠定坚实的基础。

网络切片技术本身将朝着多元化场景不断深化发展。比如网络批租业务

的展开，不仅要求网络转发面切片，还要求管理面切片。光接入网络共享共建则要求

控制面也进行隔离和切片，并且对转发面资源隔离更加深入和彻底，例如需要设备支

持转发引擎的隔离，表项资源的隔离，甚至运维和升级的隔离。可以预见，如同云计

算中对服务器提出虚机概念一样，网络切片技术的发展，对网络设备也将提出虚拟网

络设备的概念作为网络处理资源的载体，可以灵活、动态部署和资源配置，进而虚拟

的网络设备相互连接形成端到端的切片网络，为多种多样的业务提供承载和质量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