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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综述

具有英特尔硬件加速功能的 Benu Networks vBNG 可提供自定义硬件解决方案的性能和

软件解决方案的灵活性。在 Benu Networks 的 SD-Edge 平台上运行的虚拟宽带网络网

关（vBNG）可帮助服务提供商简化数据包处理，提高灵活性，优化网络性能并降低成

本。vBNG 将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分开，以提高灵活性，可以在中央和分布式边缘进行

部署。灵活、开放的架构支持在 vBNG 的各种固有功能上进行服务拼接。服务提供商现

在可以将 TDF/DPI、CGNAT、SG 和 BNG 等功能整合到一个虚拟化平台中，以实现超

低延迟和高性能。借助 Benu Networks vBNG，服务提供商不仅可以提供 “哑管道” 宽带

连接，还可以快速提供增值服务，从而减少客户流失并提高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

英特尔® FPGA 可编程加速卡（英特尔 FPGA PAC）N3000 可将网络流量加速到高达 

100 Gbps。基于英特尔 FPGA 技术的英特尔 FPGA PAC N3000 具有低延迟、有竞争力

的性能功耗比和现场可编程性，非常适合 vBNG 等领先技术。

简介

现代消费者的期望和需求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对于托管服务提供商而言。购买行

为和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三网合一交易为消费者创造巨大价值并帮助服务提供商推动 

ARPU 增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住宅用户正在逐步采用单人宽带访问，这给

托管服务提供商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创建定制的尖端产品，以便继续赢得消费

者的青睐。

业务挑战

托管服务提供商需要为住宅用户提供经济高效、简单易用的解决方案，以便他们以经济

实惠的价格获得灵活、高效的服务。但事实证明，大多数托管服务提供商都难以实现这

种灵活性，因为他们仍然依靠硬件管理用户会话和身份验证等。此外，托管服务提供商

还需要在利润缩水的情况下降低运营和资本支出，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管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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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Benu Networks vBNG 提供高级用户管理、动态路由功能以及

一组可帮助服务提供商提高灵活性、动态性和可扩展性以满足消

费者需求的功能。

vBNG 可帮助服务提供商简化数据包处理并将控制平面和数据平

面分离开来，实现动态扩展，提升灵活性，优化网络性能并降低

成本，从而快速实现其灵活性愿景。

灵活、开放的架构支持基于在 vBNG 的本地功能范围之上的服

务链接。服务提供商现在可以将 TDF/DPI、CGNAT、SG、BNG 

和 AGF 等功能整合到一个虚拟化平台中，以实现超低延迟和高

性能。

凭借以下 vBNG 优势，服务提供商可以提高收入：

• 服务灵活性

• 第三方服务拼接

• 服务不受 CPE（vCPE）限制

vBNG 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成本

• 提供经济高效的分布式 BNG 架构

• 在一个虚拟化平台上整合各种功能（流量检测功能 

（TDF）/深度包检查（DPI）、运营商级 NAT 

（CGNAT）、SG、宽带网络网关（BNG）、访问网关

功能（AGF））

• 利用硬件加速增强性能

作为 Benu 平台的一部分，vBNG 提供各种功能，包括：

• 设备级策略

• 分析

• 互连

• DPI

• CGNAT

• 身份验证

• 授权

• 核算

• IP 寻址

• 带宽管理

• 服务策略

• 合法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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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enu vBNG 硬件加速：优化扩展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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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u Networks 的 vBNG 和 SD-Edge 平台与英特尔 FPGA PAC N3000 的结合可带来最佳性价比，通过将特定功能动态卸载到硬件

上，以较低的价格提供更高的吞吐量。借助该解决方案，运营商可以减少所需的机架空间，降低散热需求和每位功耗，从而提高效

率，打造更紧凑的空间。

通过将 vBNG 和 Benu 平台与英特尔 FPGA PAC N3000 相结合，服务提供商可获得以下优势：

• 简化网络 — 消除对传统设备的依赖，并利用智能数据平面实现流程的虚拟化和简化。

• 提升性能 — 工作负载虚拟化可带来更高性能和出色的每机箱容量，确保高性能网络。

• 面向未来的网络 — Benu 的 vBNG 提供出色的网络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帮助团队满足当前和未来的客户需求。基于英特尔 FPGA 

的 PAC N3000 支持现场可编程性。

• 快速实现投资回报（ROI）—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快速执行新收入流，帮助团队快速获得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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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选项

Benu 平台提供混合部署选项，可无缝融入现有网络架构中，从

而实现真正无缝的虚拟化选项。Benu Networks 的虚拟多服务边

缘网关（vMEG）是运行 Benu Networks 操作系统（BenuOS）

的虚拟软件解决方案，用于将下一代 IP 服务部署到网络的边缘和

核心。这些选项包括：

楼宇（远边缘）

• 白盒 uCPE

• 1U 服务器

访问边缘（近边缘）

• vMEG

• 1U 服务器

• 2U 服务器

中央办公室（数据中心）

• vMEG

• 2U 服务器

证据点

VAST Networks 首席技术官 Khetan Gajjar 表示：“我们的网络

在专用设备上使用 Benu Networks 软件已经 4 年了。我们很高

兴看到他们的平台增加了 vBNG。作为非洲领先的 Wi-Fi 服务提

供商，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能否灵活、动态地提供服务，

并在保持性能标准的同时高效地扩展这些服务。目前，我们使用 

SD-Edge 平台为数百万用户提供服务。现在，借助 Benu vBNG，

我们无需费力考虑为每个客户量身定制服务、开发新产品以及扩

展到成千上万用户所需的扩展。vBNG 还支持我们将网络规模扩

展到更接近边缘的位置，并更加经济高效地拓展市场。”



结论

vBNG 可实现整个网络功能的虚拟化，帮助服务提供商无缝过

渡到基于云的 5G 就绪网络。Benu Networks 的技术可降低网

络优化的复杂性，帮助服务提供商快速扩展产品，管理网络并

确保服务体验。通过分离传统网络结构并消除硬件依赖性，服

务提供商可以轻松过渡到现代网络，降低成本并改善客户体验。

通过使用英特尔 FPGA PAC N3000，服务提供商可以将较低层

的流程特定工作负载直接集中到卡上，同时将较高优先级的计

算密集型工作负载保留在 CPU 上。

行动号召

若要安排演示，请访问： 

https://benunetworks.com/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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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

性能测试（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

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欲了解有关详情，请访问：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性能结果基于 2019 年 9 月的测试，可能不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披露。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能够保证绝对安全。

配置：测试由 Benu 使用 Dell PowerEdge R740 XL 服务器完成，该服务器采用双插槽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2.5G，28C/56T，512 GB RAM（16 个 32GB RDIMM 2666Mt/s 双列 370-ADNF），

带英特尔 FPGA 可编程加速卡 N3000 的 1TB 磁盘（2 个 960GB SSD SATA 读取密集型 6Gbps 512e 2.5in Hot Plug S4510Drive）。使用的软件为 BenuOS 5.0（基于 Centos 7.6 Linux 和 DPDK）

英特尔不对第三方资料进行控制或审计。您应浏览相关内容，查询其他数据来源，确认参考资料准确无误。

© 2019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和英特尔® FPGA 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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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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