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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助力行业加速向 Cloud-Ready 的通信网

络迁移 

全新产品与生态系统协作将帮助行业革新现有网络 

迎接 5G 奠定坚实基础 

 

新闻焦点 

 英特尔®至强 TM 处理器 D-1500 产品家族新成员和全新英特尔®以太网控制器能显著提升性

能与带宽，为网络带来更多智能特性，以快速向消费者和企业交付服务  

 英特尔与全球的行业领导厂商开展紧密协作，并宣布 América Móvil* 已选择英特尔作为技

术合作伙伴来升级其网络 

 英特尔扩展其网络生态系统，来推进行业标准解决方案的开发及部署，并分享了通过 英特

尔®Network Builders Fast Track 计划与 Red Hat* 开展合作的细节  

 

 

2015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北京 —— 为加速实现向软件定义网络的变革，

英特尔公司于今天在京举办了主题为“芯启互联，变革网络”的英特尔软件定义创

新产品发布会，宣布推出全新产品和产业协作计划，旨在加速行业向更加灵活且

实现 Cloud-Ready 的通信网络进行迁移。这种网络能够满足当今企业对于全新

通信、云计算和数据中心服务的需求，并可以轻松支持未来的相关设备与服务。

中国电信* 、天融信*、思科*、浪潮*、曙光*等来自国内领先行业用户代表以及

业界合作伙伴也莅临本次发布会，分享了他们对云计算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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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洞察，并深入介绍了该产品平台在提升网络智能与带宽，支持企业建立更

灵活、响应更为迅捷的网络等方面为客户和企业带来的独特价值。 

 

英特尔网络定义创新产品发布会 

当前，数以十亿计的设备正在增添连接网络的能力，它们中既包括智能手机，

也包括汽车和工厂设施。这一趋势将会带来新的应用实例和服务机会，并带动网

络和存储需求产生前所未有的增长。然而，当前的网络设计无法支持通信服务提

供商快速或经济高效地扩展其基础设施。要充分释放物联网（IoT）的发展潜力，

同时改善移动计算体验，企业就必须重塑其通信网络，提升其整个基础设施的可

编程性和灵活性，以应对预期中的数据流量在规模及复杂性方面的增长。  

 

英特尔公司数据中心事业部副总裁兼网络平台部门总经理 Sandra Rivera 

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网络，以及各种全新数字服务不断涌现，用户对

于网络的需求正在急速增长。通过在通信基础设施中构建智能功能，并使用基于

标准的方法，通信服务提供商将能够基于此构建灵活的 Cloud-Ready 网络，快

速扩展其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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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主任工程师、 

中国电信云计算及 SDx 联合技术开放实验室执行主任 王峰 

“作为以通信网络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电信运营商们早就开始为这一轮网

络变革趋势做好准备，”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主任工程师、中国电信云计算及 SDx

联合技术开放实验室执行主任王峰在会上表示：“通过采用基于英特尔架构、支持

软件定义网络和网络功能虚拟化能力的标准化解决方案，网络终于能告别封闭，

像服务器一样开放架构和能力，供应用灵活调用。这为我们在网络上拓展新业务、

部署新功能、对资源实现自动化及弹性的管理，进行灵活的流量调优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便利。” 

 

英特尔扩展生态系统与产品组合，为开发 Cloud-Ready 网络奠定坚实基础 

 

英特尔正在与思科*、爱立信*、SK Telecom*和 Verizon* 等行业领导厂商紧

密合作，让行业加速向更灵活、响应更迅捷的网络迁移，同时为未来的 5G 网络

奠定发展基础。英特尔将为此提供领先的技术以增强网络的能力与带宽，并壮大

生态系统，致力于提供基于标准的解决方案。英特尔在今天就公布了以下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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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érica Móvil 近期已选择英特尔作为其技术顾问，来帮助其网络向更加

灵活、高效和易于扩展的方向演进。英特尔将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

支持 América Móvil 革新其基础设施，以加速推出新服务，实现流程的自

动化，同时降低其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网络运营成本。 

 

 

英特尔网络定义创新产品发布仪式 

 英特尔®至强 TM 处理器 D-1500 产品家族再添新成员，可支持智能功能从

网络核心到边缘的扩展，以显著提升性能和降低延迟。此次推出的 8 款新

处理器均为高度集成的系统芯片，具有卓越性能和较低功耗，同时支持的

最大内存容量相比前一代产品提升达两倍 1。这些优势使它们成为各种网络、

云存储、企业级存储和物联网 (IoT) 应用的理想选择。这些应用通常运行

在高密度且恶劣的环境中。目前，有超过 50 种采用英特尔®至强 TM 处理

器 D-1500 产品家族的网络、云存储、企业级存储和物联网系统正在设计

之中。 

 全新英特尔®以太网多主机控制器 FM10000 产品家族无缝整合了业经验

证的以太网技术与先进交换机资源，可用于支持高性能通信网络应用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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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服务器平台。凭借高达 200Gbps 的高带宽多主机连接能力和多个 

100Gb 以太网端口，它能够带来出色的数据包处理能力，并显著降低性

能瓶颈，支持在服务器内部和服务器之间快速传输网络流量。  

 全新英特尔®以太网控制器 X550 产品家族是一款经济高效的低功耗万兆

以太网连接解决方案，可为数据中心内服务器和网络设备带来显著的性能

提升。  

 英特尔正在积极推进网络生态系统的壮大，并宣布英特尔 ® Network 

Builders 计划的成员数量已经超过 180 名。今年 8 月，英特尔宣布推出

英特尔® Network Builders Fast Track，旨在通过优化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

促进生态系统内的技术集成，以及推出可互操作的解决方案，来加速网络

生态系统的创新步伐。 

 Red Hat 是首家在英特尔®Network Builders Fast Track 所有焦点领域均

作出重要贡献的独立软件提供商。Red Hat 在开源技术的商业化方面具备

丰富的专业经验，并在为电信行业提供标准化解决方案方面与英特尔有着

悠久的合作历史。通过进一步扩展协作，双方将联手加强优化工作，推出

基于 Red Hat 软件和英特尔技术的电信级解决方案，携手为通信网络用例

制定解决方案蓝图，并将对他们的平台与其他生态系统伙伴的解决方案之

间的互操作性进行测试。  

 

 

支持资源 

 在线新闻资料 

 视频：畅想 Cloud-Ready 网络 

 信息图表：网络转型需求 

 情况说明：扩展的产品组合 

http://newsroom.intel.com/login.jspa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ommunications/cloud-ready-network-transformation-vision-video.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ommunications/next-generation-network-architecture-infograph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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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面向存储应用的英特尔®至强 TM 处理器 D 产品家族 

 视频：面向网络设备与 NFV 应用的 FM10000 产品家族 

 视频：面向云数据中心应用的 FM10000 产品家族 

 播客：英特尔 Chip Chat 

 博客：英特尔 Data Stack 和英特尔 Network Builders 博客 

 

 

关于英特尔 

 

英特尔（纳斯达克：INTC）是计算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厂商。英特尔设计和构建关键技术，

为全球的计算设备奠定基础。作为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导者，英特尔也制造了全球首款商

用的“无冲突”微处理器。有关英特尔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ewsroom.intel.com 和 

blogs.intel.com，有关英特尔无冲突工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onflictfree.intel.com。  

 

英特尔、凌动、至强和 Intel 标识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

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om，

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 

 

1. 此结果源自与英特尔®凌动 TM 处理器 C2000 产品家族所能支持的最大内存容量的比较。 

 

如有疑问请垂询：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奥美公共关系国际集团 北京  

刘锋 先生 张东旭 先生 

电话：010-57516148 010-85206834  

 13514410886 

电子邮件：kurt.liu@intel.com                         tiger.zhang@ogilv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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