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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线成为运营商拥抱 B2B 市场的入口，重要

性提升且业务增长迅速 

1.1 专线业务市场空间巨大且增长迅速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云化发展，专线需求将越来越多，企业专线将会是运营商介入企

业信息化的最佳入口。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6 年全国企业约为 2600 万家，2017 年

到 2020 年的企业年新增注册数量将超过 500 万家，即累积新增 2000 万家以上企业。 

 

根据 Ovum 报告预测，至 2020 年全球专线市场收入将高达$7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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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欧洲 Tier-1 运营商调整了 B2B 组织，将 B2B 业务作为未来的战略增长点。欧洲

Vodafone 已将企业业务从原 CTO 下属部门上升为 CEO 直属部门；Orange 在 2016 年把

企业业务 CEO 从集团 SEVP 升任为集团副 CEO，集团把企业业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英国电信则在 2016 年分拆出 Business & Public Sector 部门，专注 B2B 市场。 

中国三大 T 也在战略上持续投入专线网络建设，包括中国联通全国金融专网、中国电信

建设扁平化的区域 ROADM 网络以及中国移动正在建设的全国 OTN 干线网络。从收入

上来看，中国三大 T 专线维持每年 10%左右的收入增长；GE 以上速率专线进入快速发

展期，近年来收入增长率一直超过 50%；百兆到 GE 速率专线年化增长率超过 40%。 

此外，专线的带宽也增长迅速，根据 OVUM 报告，GE 以上速率专线需求将快速增长，

年化增长 25%；100G 专线需求爆发，年化增长 50%以上。 

 

1.2 新型云专线兴起 

随着云业务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机关将自己的 IT 信息迁移到云上。根据

Gartner 的预测，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 2020 年将达到 1435 亿美元。企业云化是一个巨

大的蛋糕，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016 年企业应用上云的比例约为 20%，根据 IDC 

Research Reports 预测，到 2025 年，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微企业，都会连接上云，

而且高达 85%的企业应用会部署在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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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私有云发展调查报告 2017 年》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私

有云市场规模达到 344.8 亿元，相比 2015 年增长 25.1%。预计 2017-2020 年中国私有云

市场仍将保持稳定增长，到 202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762.4 亿元。 

从企业的分类来看，中小型企业对云服务价格敏感，安全性顾虑偏低，会优先选择公有

云服务；而大型企业、党政军、金融领域，出于数据安全性顾虑，混合云/私有云会成为

客户最佳选择；据 Garnter 2017 年预测，在公有云、私有云以及混合云策略中，到 2020

年云化的企业中，90%的企业会优先选择混合云。 

 

 

从企业的需求发展来看，企业上云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互联网系统上云、信息系统上

云、核心系统上云，当企业的信息系统、核心应用（商业管控、实时系统等）开始上云

后，企业会从最初的公有云租用逐步发展为私有云、混合云，而企业上私有云、混合云

时对网络的安全性、可靠性会非常敏感。 

面向云的网络连接分为云接入和云互联。云接入主要是提供安全、高效的接入到云的服

务，即连接客户局域网与云资源的网络通道；云互联主要提供高可靠的 DCI 管道服务，

即连接客户不同云资源池之间端到端互联通道。如北美运营商 AT&T 基于其自身网络的

优势，通过 Netbond 战略与第三方云构筑生态，提供一跳直达云，带宽随业务自动调整，

无拥塞的云专线网络，助力 AT&T 在云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其网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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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线的高品质属性将助力运营商获得更高的

市场溢价 

2.1 低时延专线已受到市场重视并获得更高收益 

时延是指客户侧传输设备之间双向往返传输时延，时延抖动是指时延的变化范围。对于

实时类业务（如高频交易、在线游戏、在线计算等），时延和时延抖动对于上层业务的

质量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当前，时延指标已成为运营商在专线市场竞争关键指标。在

国际专线市场上，各运营商的时延提供能力已有专门排名，1ms 的差距都可能使运营商

失去业务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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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日前上海电信将某期货公司的时延从 4.6ms（环回时间）降低为 0.63ms，从而

获得比普通专线高出数倍的溢价，因此极低的时延可以为运营商专线收入带来更高价值

的回报。而中国联通则从 2016 年起就针对金融这样价值较高、又对专线服务品质要求

较高尤其是时延敏感的行业，构建了可以基于时延指标要求进行路由选择的时延优化的

金融专网。 

基于时延差异化指标，带来不同的用户体验，使用户可基于时延的情况灵活选择服务器

的最佳部署位置，同时时延的差异化服务也可以为运营商创造更大的竞争力。 

2.2 专线业务关键指标 

相比于公网业务，专线业务为客户提供了专有的业务传递通道，客户对业务质量提出严

格、差异化的指标要求， 为了准确评价专线业务长期运行的质量，根据重要程度，识

别出衡量专线品质的重要指标如下： 

2.2.1 可保证带宽 

运营商在提供专线租赁服务时，网络带宽是必备资源。传统专线租赁主要分为城域内带

宽、省内带宽以及跨省带宽，而新型云专线则分为云接入带宽和云间互联带宽。专线区

别于公网业务的重要特征就是端到端可保证的带宽。即每一个租户的带宽是独立占用，

不能被其他用户所抢占。 

从承载技术上来看，不同的技术对于客户最终的带宽占用结果有差异，直接体现为客户

的业务是否受损，因此可保证的带宽根据不同的保障效果，定义出不同的等级，从专线

产品属性上匹配不同类型客户的诉求，从而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建议可保证的带宽划分

为三个等级： 

 五星级：指标为带宽绝对保证。其他用户突发完全不影响本用户的带宽品质； 

 四星级：指标为带宽相对保证。其他用户流量突发，会导致整网用户按照 QoS 优

先级调度，低优先级业务无法保证； 

 普通级：指标为尽力而为。流量突发时所有用户业务公平丢弃。 

2.2.2 链路可用率 

电路可用率是指业务能够为用户提供正常服务的时间占服务总时间的月平均值，这个指

标是客户目前最为看重的关键业务指标，通常明确签署于专线合同中，并在合同中直接

与赔偿相关。 

电路可用率可根据不同的指标值，定义出不同的等级，从专线产品属性上匹配不同类型

客户的诉求，从而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可考虑将电路可用率指标划分四个等级： 

 五星级：指标为链路可用率不低于 99.99%； 

 四星级：指标为链路可用率不低于 99.9%； 

 三星级：指标为链路可用率不低于 99%； 

 普通级：指标为链路可用率不低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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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业务安全 

根据国保发《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涉及国家秘

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互联网或其它公共信息网络相联接，必

须实行物理隔离。随着未来大量企业上云，则企业内部局域网变为专线连接，对专线安

全性的要求与企业局域网同一个级别，即必须要与其他企业做好硬管道隔离，防止信息

泄露以及业务互相影响。 

网络安全级别可根据技术不同，可以考虑将安全定义为四个安全级别，从而精准匹配差

异化客户诉求，提升专线解决方案竞争力： 

 五星级：指标为物理设备隔离； 

 四星级：指标为 L1 硬管道隔离，L1 层加密属性可选； 

 三星级：指标为 L2 逻辑管道隔离，L2 层加密属性可选； 

 普通级：指标为共享资源，平等抢占，L3 层加密属性可选。 

2.2.4 端到端时延与时延抖动 

基于时延差异化指标，带来不同的用户体验，使用户可基于时延的情况灵活选择服务器

的最佳部署位置，同时时延的差异化服务也可以为运营商创造更大的竞争力。由于时延

与光纤距离强相关，本文中的距离以两点间的运营商所能提供的最短距离为参考值，以

避免不同营商商两点间的光纤由于路径不同存在的差异。 

时延可根据技术不同，可以考虑将时延与时延抖动定义为四个级别，从而精准匹配差异

化客户诉求： 

 五星级：时延指标为 1000km 端到端开通时延<6ms，时延抖动指标为实际路由时延

与开通时的时延差在 10%以内，时延与网络负载无关； 

 四星级：时延指标为 1000km 端到端开通时延<8ms，时延抖动指标为实际路由时延

与开通时的时延差在 10%以内，时延与网络负载无关； 

 三星级：时延指标为 1000km 端到端开通时延<8ms，时延抖动指标不承诺，与网络

流量强相关； 

 普通级：时延指标、抖动指标均不承诺，尽力而为。 

2.2.5 业务开通时间 

业务开通时间是指从客户签订协议开始到运营商最终交付电路的时间。这个指标与前面

三个指标不同，不是评价业务质量的指标，而是评价运营商整体网络能力和服务能力的

综合指标。目前客户对于该指标已经非常关注，随着互联网提供商的进入与竞争，各运

营商也在通过多种技术手段以加快开通速度。 

业务开通时间可根据竞争力、用户感知差异化，可以考虑将业务开通时间定义为四个级

别，从而提供差异化服务： 

 五星级：业务开通时间为分钟级； 

 四星级：业务开通时间为天级； 

 三星级：业务开通时间为周级； 

 普通级：业务开通时间为月级。 



面向云时代的高品质专线技术白皮书  
 

  7 

 

2.2.6 客户自管理能力 

智能管控系统支持对专线业务重要 KPI 指标的控制及监控。在业务发放时针对重要属性

可制定差异化策略，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诉求，如根据最短时延或者时延区间策略保

障业务 SLA。对于业务也能够进行差异性监控，确保重要业务的得到重点监控。 

为了满足专线客户临时的带宽需求，客户按需付费，同时节省运营商带宽资源，达到资

源分时共享的目的，可以考虑将客户自管理能力定义为四个级别，从而提供差异化服务： 

 五星级：重要专线品质指标可视，无损配置修改； 

 四星级：重要专线品质指标可视，有损配置修改； 

 三星级：重要专线品质指标可视，不可配置修改； 

 普通级：专线指标不可视，不可配置修改。 

综上所述：为了满足专线业务发展，迎合未来变化趋势，专线承载网络需要具备可保证

带宽、高安全、高可用率、低时延、业务动态可调等品质。针对专线实际承载的业务，

满足客户对专线产品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对诸如超低时延等高品质专线的溢价，是未来

专线市场的发展方向。不再单独以专线承载技术来划分专线产品类型，是运营商统一管

理并高效利用其网络资源的重要趋势。 

2.3 不同的客户群要求的专线关键指标存在差异   

通过对运营商的专线数量统计和专业业务收入的分析，发现党政军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大企业这三类客户在专线数量方面占比达到 20%、在专线收入方面占比超过 70%，是运

营商政企专线的主要客户群，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这部分客户的需求是运营商最为重

视的需求。 

而从网络演进角度，随着全面云化的深入，运营商应结合其网络优势，做好云网融合来

提升运营商云服务的整体竞争力，抢占 B2B 的关键入口。根据发展趋势以及很多实例

（如北美 AT&T Netbond 战略、阿里云 Direct Connect 专线等），企业更愿意在云服务平

台上购买他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和服务。因此运营商在已有的安全、可靠、电信级网络服

务的基础上，提升一站式、自助、敏捷、灵活、随选、智能的服务能力是运营商发展云

业务的关键竞争力。 

2.3.1 党政军政府部门 

政务网承载政府机要、公文等高度涉密文件的传输， 一旦出现网络安全问题，轻则泄

漏公民个人的信息，重则泄漏国家机密，危及国家安全。因此政府专线网络对安全最敏

感： 

高安全&可保证带宽：政府专线与其他业务物理隔离。随着政府业务上云，政府部分接

入云的专线安全性要求不变，以嘉兴政务云为例，要求云专线与其他业务物理隔离，部

分政务部门间要求云专线物理隔离，带宽端到端保证，部分部门间要求云专线通过标签

逻辑隔离两种不同诉求。 

高可靠：公安、消防、急救等国计民生的关键应用，要求网络可用率 99.99%及以上，

业务保证不中断、高可靠。要求 24 小时业务丢包率近似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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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客户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客户，此类用户对安全保密诉求不高，相对来

说更加信赖在业务层面的加密（密码、指纹、面部识别等）。 

高可靠：网络不稳定、中断会导致证券、期货等无法正常交易，影响用户的投资和收益。

因此一般金融机构客户要求专线网络可用率指标不能低于 99.99%，且要求 24 小时业务

丢包率近似于 0。 

高安全&可保证带宽：网络的泄密会直接影响用户的财产安全。因此金融类客户的专线

要求与其他业务物理隔离。随着金融系统上云，金融云带来的分支接入云的专线以及云

之间的互联专线，其也要求与其他业务物理隔离，提供高安全的云业务网络以及可保证

的带宽。部分金融机构有业务加密的诉求。 

低时延：网络的时延以及时延抖动直接影响到交易的速度，更低的时延以及稳定时延能

为证券、期货等带来交易优势，更快的交易执行将带来更高的利润。此类客户对于时延

的要求是政企客户中最高的，追求极致低时延以及稳定时延，并愿意为此买单。 

2.3.3 大企业客户 

大企业客户主要是一些大型企业，其中亦包括了大型国有企、跨国企业及大型互联网企

业。此类客户数量相对较少，但是带宽诉求非常大，安全性要求也很高，是运营商最重

要的客户之一。 

高安全：大企业生产类等核心应用或核心业务，要求网络高安全承载，甚至有加密需求。 

弹性大带宽：大型企业潮汐效应非常明显，带宽从几 G 变化到几十 G；随着大企业云化，

其云专线对网络带宽诉求实时变化，例如桌面云系统，单用户的接入带宽随着每一时刻

使用的应用不同，从 5M 到 25M 之间动态变化；例如医疗云，在传输影像时的带宽比其

他时段带宽提升 2 倍以上。 

图例：某大型企业桌面云应用的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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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时延：大企业承载的业务类型丰富，其中实时类的业务如智真会议、电话会议对网

络品质敏感，要求低丢包率、低时延的承载网络；普通的邮件、上网等业务对网络品质

不敏感，企业更希望通过低成本的专线承载非实时类业务；而企业云化应用中，桌面云

系统要求环回时间小于 40ms 时可保持好的体验，如果需要更优质的视频体验，则建议

RTT 时延小于 10ms。 

快速开通：由于行业竞争激烈，要求业务能快速上线。尤其是云化业务，企业更倾向于

一站式开通云+网业务，当前如亚马逊云、阿里云都可提供一站式快速开通服务。 

业务自管理：互联网业务不断创新，企业客户开始要求网络自管理，关键指标可视、关

键资源能按需快速调整。自管理能力也是当前云服务提供商提供云+网业务的主要卖点

之一。 

2.3.4 中小企业客户 

从政企的行业分布上，政府机构、大型企业和金融企业总的数量较少，业务范围包括企

业互联专线和互联网专线,而中小企业数量巨大，主要开通的是互联网专线业务，专线带

宽诉求相对较小，一般在 100M 以内；且价格敏感，注重性价比；建网方式更侧重轻资

产方式，因此近年来中小企业客户云化趋势明显，更青睐于云+网一站式业务发放，快

速开通。 

综上可以看出，高价值客户对专线的品质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例如高可用率、高安全、

低时延、快速开通等。党政军客户最关注网络安全指标；金融客户最关注网络低时延和

高安全指标；大企业最关注弹性大带宽指标；中小企业对价格敏感，专线品质要求不高。

而对于开通时间，所有客户都是希望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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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载未来高品质专线的最佳技术方案是增强

分组能力的 OTN/WDM 技术 

3.1 增强分组能力的 OTN/WDM 是高品质专线承载最佳技术 

面向不同专线客户的承载诉求，运营商可以选择不同的承载技术来满足各类专线客 

户的差异化诉求，当前的承载技术主要有如下几种： 

 

 

 MSTP/SDH 技术：面向中低速高价值专线(2M~622M)，如：高价值金融、党政军等

政企专线 ，SDH 技术成熟，可靠性高，是当前高端客户的首选。面向未来发展主

要面临带宽资源不足，无法向大带宽演进的问题。  

 PON 技术：主要是综合接入点以下的一种末端小带宽、低成本的接入技术，并非端

到端承载专线的技术。需要与城域网、骨干网络的其他技术配合完成端到端专线业

务的承载； 

 L2/L3 VPN 技术：主要聚焦安全性不敏感、带宽共享型的专线承载，带宽要求灵活、

弹性、时延不敏感的场景，如：中小企业、互联网公司、部分政企的非实时类业务

等； 

 OTN 技术：大带宽，高可靠性，基于 ODUk 专线承载技术，聚焦大颗粒专线承载 (GE

以上)，如：OTT 类大型企业、IDC 等。 

 WDM 技术：高带宽，容量大，基于 L0 波长级的专线承载技术，波道隔离，独立

升级扩展，透明传输，超低时延，适用于大带宽需求的高品质专线用户。 

 分组增强型 OTN 技术：糅合 SDH、OTN 以及分组一体化的技术，是解决 SDH 大

带宽演进问题、OTN 小颗粒承载能力不足问题的最佳技术，聚焦全颗粒、高安全

专线承载 (2M~100GE+)，如：党政军、金融、大型企业等政企、IDC、云专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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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MSTP/SDH  L2/L3 VPN OTN/WDM 分组增强

型 OTN 

备注 

带宽颗粒 2M~622M  10M~GE GE~100G+  2M~100G+ 分组增强型 OTN 可提供所

有 SDH 颗粒带宽以及超

100G 大带宽资源池  

可保证的带宽  /    端到端硬管道隔离才能提供

可保证的带宽 

链路可用率     1、OTN 业务保护倒换小于

50ms 倒换性能； 

2、ASON 提供多次故障恢复 

业务安全   

独立管道 

/  

共享管道 

 

独立管道 

 

独立管道 

OTN 和 SDH 均为硬管道，

高安全，与公网隔离。可按

需加密 

端到端时延     L0/L1 时延属于物理层时

延，L2/L3 时延需要叠加物

理层时延 

时延稳定性  

负载无关 

 

负载相关 

 

负载无关 

 

负载无关 

OTN 与 SDH 相同，负载无

关，时延稳定 

开通时间     目标分钟级开通 

客户自管理     客户的可视、可配置修改线

上操作能力。 

 

党政军、金融、大企业对专线网络的链路可用率、时延、安全性等提出了较高要求，目

前以 SDH/MSTP 技术承载为主，随着 SDH/MSTP 网络逐步停止建设，企业专线带宽的

持续提速、以及企业云化的演进带来业务快速开通、弹性带宽、客户自管理、一站式服

务等智能化诉求，分组增强型 OTN 专线将是继 SDH/MSTP 专线之后的面向云时代的最

佳精品专线承载方案。 

3.2 端到端分组增强型 OTN 专线承载方案 

专线业务分为跨省专线、省内专线以及城域内专线，涉及到的节点包括城域、省干、国

干节点，省干、国干的典型网络结构为网状网，采用 ROADM 实现波长级的光层调度，

采用电层 OTN 交叉实现子波长级的调度，以达到最高的网络调度效率和网络最优时延

体验；未来省干&国干分层架构可进一步扁平化， MESH 化为一张网络，各大节点间

光层 ROADM 一跳直达，从而达到进一步优化时延体验，吸引更多大客户。城域内 OTN

专线网络最大建议按四层架构规划，即城域核心层、城域汇聚层、综合业务接入层，接

入层；客户侧机房部署 CPE 将客户业务接入运营商网络。 

客户带宽需求在 10G 及以上，直接采用 OTN 波长、子波长承载，提供最短时延调度。 客

户带宽需求在 500M~10G，或客户侧接口是 FC 类业务，直接采用 WDM 波长或者 O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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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封装调度。 客户带宽需求在 500M 以下小颗粒，末端可采用 SDH 交换并映射到

OTN 管道，核心层基于 VC 颗粒调度到不同方向；或采用以太 VLAN 标识映射到 OTN

硬管道承载。 

 

 

考虑专线业务就近接入网络的原则，综合业务接入点、汇聚点、核心点均要求具备多业

务接入能力，包括 SDH（E1~STM-64）、ETH（FE~100GE）、FC、OTN 等接入能力，

同时具备 SDH、OTN、分组交叉混合集中调度能力。 

面向企业上云的大趋势，带宽提速成为必然，因此每个节点设备都需要具备面向未来平

滑扩容的能力，包括核心、汇聚点的 OTN 电层大容量、光层 ROADM/OXC 多维度调度

能力；综合业务接入点的 100G、超 100G 向上互联能力。 

而随着网络的敏捷化、开放化的要求，要求 OTN 和 WDM 网络（特别是 ITU-T G.698.4

等非 OTN 封装的 WDM 网络）管理系统的管理、控制、分析一体化架构，对全网资源

集中控制，简化系统维护；同时管控系统要求遵循标准定义的北向接口，支持对接上层

协同层或者应用层，从而实现跨层、跨厂商业务、云网业务协同发放管理。 

3.3 分组增强型 OTN 专线关键技术 

3.3.1 多元化保护机制 

面向客户差异化的可用率要求，运营商可通过端到端 OTN 网络提供不同的网络可用率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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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级保护倒换基于双路径场景提供业务级 1+1/1:1 保护，其保护倒换性能小于 50ms，

确保保护倒换用户无感知；三路由及以上的网络则可基于 ASON 等技术提供多路由快速

保护恢复能力，ASON 与业务级保护相结合，从而实现基于不同网络可用率指标的差异

化服务。 

末端 CPE 可基于用户不同可用率要求，提供单线、双线等不同模式接入到运营商网络。

对于可用率要求高的客户，从 CPE 端开始，整网提供端到端保护，一旦发生断纤后网

络可以在 50ms 内发生保护倒换，用户无感知；对于可用率要求不高的客户，CPE 接入

段无保护，一旦发生接入段断纤，无备用路径倒换，业务可能会中断。 

基于节点、链路等网络资源，用户在网络拓扑中指定特定的故障元素，智能管控系统对

该元素进行故障模拟，分析对业务的影响。如果业务具备恢复能力，给出业务新的路径

展示，从而使客户对其整网可靠性实现可视，支撑运营商可用率 SLA 销售。 

 

 

3.3.2 安全承载方案 

客户局域网出接口挂接到运营商 CPE 端口后，首先 OTN CPE 将业务直接映射到 ODU

封装的硬管道中上送综合业务接入点，从综合业务接入点基于 VC、ODU 颗粒直接交换

以及映射到最匹配的线路侧硬管道中，最终映射到大容量的波长中统一传送。即从用户

侧出来后全程硬管道/时隙隔离，确保各用户专线之间相互隔离，互不影响，从而提供高

级别的端到端安全承载的专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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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N 设备通过在信号处理过程中加入加密算法对净荷进行加密处理，可实现对客户数

据的硬加密。由于加密前与加密后的数据比特率是相同的，因此不会对信号的透明性造

成影响。波分设备采用业界流行的 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算法，实现加

解密数据吞吐量大、加密强度高、简单高效，从而保证专线业务高安全性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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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稳定的低时延方案 

分组增强型 OTN 是基于波分复用技术的光网络传输技术，其设备处理信息的层级位于

最底部的 L0 和 L1 层，时延接近物理极限且可以承诺稳定的时延值，详细论述可参阅

2016 年中国电信发布的《低时延光网络技术白皮书》。 

基于 G.709 标准定义了 OTN 设备时延测量的方式，即通过下插计数字节实现端到端时

延测量。时延测试发起端进行业务封装的同时在 ODUk 开销中打上时间戳，同时启动计

时器；时间戳随着业务传递到时延测试终结端环回，反向传输给发起端；发起端接收到

反向传输回来的时间戳，与计时器进行比较即可得到双向时延；考虑到 OTN 电路的双

向对称性和路由一致性特点，往返时延的一半即可认为是单向传输时延，从而实现对网

络高精度端到端时延的监控测试。 

 

 

基于 OTN 的时延可测量，智能化管控系统可收集端到端时延数据，从而在整网资源中

基于客户的时延要求，选择匹配的路由承载业务。智能化管控系统可提供基于最短时延

策略或者时延区间提供更丰富的时延套餐，支撑运营商按时延销售，客户可感知其网络

时延指标。 

 

 

3.3.4 基于 OTN 的带宽无损调整 

OTN 当前可提供基于 ODUflex 的管道配置，打破 ODU2/3/4 的固定管道限制，可适应任

意 CBR 业务及 VBR（以太）业务，提升 OTN 管道效率。在传统模式下对 VBR 业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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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基于 ODUflex 带宽调整时，需删除原有通道并重新映射，造成业务中断，无法满足未

来云化转型时用户在线无损带宽调整的诉求。 

OTN 基于 G.HAO 协议可实现端到端 ODUflex 灵活带宽调整，管道带宽可实时无损增大

或减小。通过 G.HAO 协议实现带宽无损调整不是指 50ms 内的业务中断，而是指绝对意

义上的 0ms 业务中断。目前业界商用芯片已支持 G.HAO 功能。 

基于 G.HAO 协议的实时无损带宽调整，满足客户临时性、计划性的带宽需求，支持“pay 

as your grow”商业模式，吸引更多专线带宽按需消费。 

 

 

3.3.5 接入型 OTN 模型及管控 

随着各类专线的全面提速以及大客户差异化诉求，运营商对末端接入段的小型 OTN 设

备诉求日益迫切。根据不同客户的业务需求，接入型 OTN 设备按形态可分为固定盒式

和插卡式两种，以满足客户灵活选取接入设备，目前 CCSA 正在制定接入型 OTN 设备

行业标准。 

接入型 OTN 设备功能模型简单，但数量巨大，厂商多样化，无法保证与城域网综合业

务接入节点 OTN 设备为同一厂商，因此接入型 OTN 设备管理配置需要重点考虑，以实

现设备即插即用，开局免调测能力。 

接入型 OTN 设备管控方式一：接入型 OTN 设备开放北向，通过运营商的统一管控系统

直接管理。目前接入型 OTN 设备北向开放的业界主流接口协议是 NetConf，集中管控系

统使用统一定义的 YANG 模型对 OTN 设备进行配置管理。除此之外，还需要制定带内

DCN 技术规范，包括统一的开销字节，链路层协议（如 PPP）和网络层协议（如 IP），

保证城域网 OTN 设备与接入型 OTN 设备之间的带内 DCN 互通。 

接入型 OTN 设备管控方式二：定义接入型 OTN 设备通信标准以及协议，支持被异厂商

局端 OTN 设备进行虚拟化管理。通用性业务配置可通过局端 OTN 设备发送标准化配置

模板实现即插即用。这种方案的优点是末端 OTN 相当于局端 OTN 节点的一个扩展板卡

/扩展子架的方式，网络可扩展性更好，增加接入型 OTN 节点不增加网络节点数量；甚

至实现接入型 OTN 上电走人以及免配置，是支持未来专线业务的分钟级开通的关键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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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城域接入型 WDM 技术 

随着 FTTH、4G/5G、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城域边缘的带宽需

求急剧增加，城域接入型 WDM 技术应运而生。不同于骨干网和城域核心层的 WDM 设

备，城域边缘的 WDM 设备对成本、功能和性能的需求有着自身特点，因此可能采用不

同于骨干 WDM 的新型技术和设备形态。 

ITU-T 定义的 G.698.4（前 G.metro）就是一种值得期待的城域接入型 WDM 技术，基于

低成本可调谐激光器，具备端口无关特性，可以做到波长自适应，极大简化网络建设和

运行维护，降低网络总体拥有成本（TCO）；波长级连接，物理隔离，提供高可靠独立

安全连接，支持独立带宽升级。单纤双向透明传输，时延低，抖动小，更好地保证客户

超低时延接入。设备型态和安装方式灵活多样化，可以很好地满足不同专线用户的接入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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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随着移动宽带、家庭宽带市场增长预期的稳定，越来越多的运营商把主要的发展精力投

入到云服务等企业相关的业务增长上，和互联网云业务提供商进行合作与竞争。丰富的

网络专线管道资源是运营商在该领域的优势之所在，也是运营商给最终企业用户提供 IT

服务的入口。为了更加充分的挖掘运营商自身网络的高价值，区分其与互联网云业务提

供商的专线品质，专线市场产品未来可以从带宽、链路可用率、丢包率、安全、时延及

抖动、快速开通时间和客户的网络自管理能力等重要的产品属性进行等级区分和定价，

按需为不同品质要求的专线提供不同的网络资源和技术解决方案。对于党政军、金融和

大企业等大客户的高品质专线要求，目前多由 SDH/MSTP 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承载，但

随着带宽需求的增长及 SDH/MSTP 网络发展的限制，增强分组能力的 OTN 和 WDM 技

术将成为高品质专线的最佳承载解决方案。 

企业的云化，带来 DC 间互联专线、企业至 DC 的云接入专线带宽需求快速增长，而云

专线在低时延、灵活性、便捷等方面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诉求。为了更加高效灵活的承载

任意大小颗粒的云专线业务，同时满足金融类等客户对 VC 业务的长期需求，随需管道

OTN 成为下一代 OTN 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随需管道 OTN 既可以根据用户业务

带宽的大小来生成带宽匹配的高品质管道，同时实现管道数数量级的扩展，助力专线承

载网向精品云专线演进并进一步实现云网业务的协同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