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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先进的 
NFVi 作为电信级虚拟化基础设施

要点综述

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打造完全集成的网络功能虚拟化基
础设施 (NFVi) 解决方案，帮助电信服务提供商在不断变化
的业务环境中提高竞争力。此解决方案配备行业标准大容
量服务器 (SHVS)，可帮助降低资本支出 (CapEx) 和运营
支出 (OpEx)，让电信服务提供商能在先进的微服务架构中
以企业速度部署网络服务和应用。本解决方案简介介绍了
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的 NFVi 解决方案，并展示了
一组基本性能数据。 

简介

电信服务提供商与云服务提供商的竞争愈演愈烈，迫使电
信服务提供商不但要提供传统网络服务，而且要提供前沿
应用。许多电信服务提供商采用的方法是将他们的网络转
型，从在专用硬件中部署的传统网络功能转为在 SHVS 上
部署的虚拟化网络功能 (VNF)。 

此方法可让电信服务提供商根据客户流量增减服务，而不
必使用专用的传统设备过度配置其网络。此外，它还可让
电信服务提供商快速推出新服务，以顺应不断变化的客户
偏好和不断变动的业务需求。 

优势

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的 NFVi 解决方案集中两家公
司的力量，全力以赴满足电信服务提供商的业务需要。英
特尔提供先进的服务器、网络和存储技术以及为企业和云
客户开发虚拟化技术的经验；Red Hat 带来了面向企业和
电信且经过强化的操作系统和虚拟化技术。 

NFVi 解决方案集成了先进的微服务架构，可通过虚拟化
防火墙、负载平衡、路由器、深层数据包检查 (DPI) 及其
他工作负载在各种服务中实现动态配置 VNF，从而提供电
信级的可靠性。

通过提供自动化 NFV 编排和 VNF 管理，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的 NFVi 解决方案可以提供 VNF 运行状况监
控和生命周期管理，以帮助确保高可用性和自动化网络服
务交付。 

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的 NFVi 解决方案具有容纳各
种商业第三方供应商所生产组件的灵活性，因此它既可提
供以下优势，又能保持完全可服务性且适应未来要求： 

• 扩展。解决方案可以纵向或横向扩展，以满足各种自动
化部署方案和条件的需要。 

• 开放式基础设施。该解决方案以采用行业标准大容量服
务器、存储和网络的商用模块化组件为构建基础，优化
了与第三方商业组件的互操作性。通过增强的操作自动
化和简化的操作流程，降低了管理含有大量开放式接口
的网络的成本和复杂程度。 

• 开放式开发环境。该解决方案集成了基础开源社区软件
（例如 Data Plane Development Kit (DPDK)），可广
泛用于 NFV 开发人员社区，以提高 VNF 的性能。 

解决方案

英特尔和 Red Hat 联合了其他第三方力量，打造出可通过
大量开放式接口获得最佳互操作性和可管理性的解决 
方案。 

英特尔、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和  
OpenStack* 平台
如图 1 中所示，NFVi 解决方案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7.3 上运行，以跨计算、网络和存储组件
的物理设备基础层为基础。该解决方案支持使用 Red Hat 
OpenStack* 平台 (RHOSP*) 版本 10.0 的虚拟基础设施管
理器 (VIM)，可实现复杂网络重叠配置和管理任务的自动
化。完整的欧洲电信标准化组织 (ETSI) NFV 系统就是以
该解决方案为创建基础，增加了管理和编排 (MANO) 组件
及 V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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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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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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参考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全面评估正
在考虑的采购，包括产品在与其他产品结合使用时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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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nsible* 的安装程序脚本支持对通过 VNF 管理器编
排的 VNF 进行动态模块化配置。此编排提供分类功能和
模板制作功能，可以简化 VNF 的部署和管理，从而提供
易于使用的 VNF 库。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7.3

Undercloud 节点（基本 OpenStack* 服务）

RHEL 7.3

英特尔® 双 CPU 服务器

存储节点
（块、对象和 Ceph* 存储）

计算节点 (VNF) 控制器节点

英特尔® 以太网聚合网络适配器 
X710 家族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9 v4

 

图 1.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的 NFVi 解决方案组件

NFVi 表征测试
NFVi 表征是为电信服务提供商客户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英特尔和 Red Hat 承诺以多种不同的配置对性能进行严格
评估和测试。此部分提供测试环境和性能结果概述。

表征 NFVi 平台包含测量 VNF 工作负载（这些工作负载代
表关键测试案例中，在不同配置下执行的“典型”VNF）的
性能。这些称之为“测试 VNF”，因为它们实现在生产 VNF 
中可能出现的核心功能，例如第 2 层数据包转发或第 3 层
数据包转发，如表 1 中所示。 

表 1.测试 VNF 工作负载功能

测试 VNF 工作负载 功能

第 2 层数据包转发 转发第 2 层数据包（例如以太网
帧），而不会消耗数据包并产生
新数据包

第 2 层数据包转发 转发第 2 层数据包，同时消耗数
据包并产生新数据包

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 标记

在数据包中添加或删除 MPLS  
标记

负载平衡/五元组查找 从数据流-匹配表中的数据包中查
找字段

访问控制列表 比对数据包中的字段与访问控制
列表中的条目

缓冲 在转发之前，将数据流中的数据
包缓冲有限的时间，例如 125  
毫秒

NFVi 平台配置
可用多种方法配置服务器平台，其中包括：

• 使用裸机（不含虚拟化）

• 使用加速或不加速的虚拟交换机（例如使用 DPDK 优化
的交换机），在虚拟机上部署 VNF

• 运行另一项互连技术，例如单根输入/输出虚拟化  
(SR-IOV) 或快速外围组件互连 (PCIe*) 直通

对于需要比较各种待评估编排策略方法表现的电信服务提
供商而言，表征不同配置下的 NFVi 平台性能可以提供重
要的基准数据。 

VNF 测试方法
每个测试 VNF 接收到的流量包括不同大小的数据包流，
从 64 字节的语音流量到 1,518 字节的非以太网巨帧中的
数据包。流量以不同的线路速率传输，以低速率开始逐渐
提高，直到 NFVi 开始丢弃数据包，或者直到达到硬件的
物理线路速率。测试会测量测试 VNF 可以执行而不会丢
弃数据包的最大速率。 

NFVi 表征结果 
针对以下四种配置进行了流量测试： 

• 采用“裸机”模式的主机操作系统

• Open vSwitch*，以获取独立于 VNF 的 Open vSwitch 
的性能

• 在虚拟机 (VM) 中运行的 VNF

• 简单服务功能链 (SFC)，由虚拟机上的两个 VNF 组成

注意：流量仅在 RHEL 7.3 上测试 - 将来的测试会同时使
用 RHEL 7.3 和 RHOSP 10.0 进行。 

所有测试结果详细信息将在完成后公布。 

NFVi 第 2 层数据包转发性能 
面向第 2 层数据包转发的 VNF 测试使用前面所述的相同
配置进行。 

图 2 显示了不同配置的结果，其中每个平台配置用不同的
线条颜色表示。每根线条表示对于不同大小的数据包，在
不丢弃数据包的情况下达到的最大数据速率。数据速率以
物理线路速率百分比的形式表示，而此服务器平台的物理
线路速率是每秒 10 Gb。根据预期，测试指示下列内容： 

• 小数据包大小的性能远低于大数据包大小的性能，这是
因为将数据包标头作为数据包处理的开销通过系统转发

• 使用虚拟交换机会带来明显的开销，这是因为与其他系
统配置（例如 SR-IOV 或 PCIe 直通）相比，数据包转发
的处理管道较长



总结

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的 NFVi 解决方案利用开放源代码资产来支持高度可用且完全融合的虚拟化基础设
施，从而使各个公司能够动态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的 NFVi 解决方案是功能全
面的解决方案，可以对持续高可用性进行运行状况监控，从而提供在日益拥挤的应用服务市场中竞争所需的电信
级可靠性。 

这些性能结果只是对英特尔和 Red Hat 合力开发的 NFVi 解决方案进行全面性能表征的开始。英特尔和 Red Hat 
会将这项工作延伸到 NFVi 配置，其中包括其它 Red Hat 产品以及他们的客户重视的用例。

后续步骤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networkbuilders.intel.com 和  
redhat.com/en/technologies/industries/telecommun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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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使用不同平台配置的第 2 层数据包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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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机 Open vSwitch* (OVS) 和 
DPDK 裸机

OVS 和 DPDK 
（含一个虚拟机）

OVS 和 DPDK 
（含两个虚拟机）

http://networkbuilders.intel.com
http://redhat.com/en/technologies/industries/tele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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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降低成本方案仅用作示例，表明某些基于英特尔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会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并节约成本。环境各不相同。
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和成本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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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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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参考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
您全面评估正在考虑的采购，包括产品在与其他产品结合使用时的性能。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核本文档引用的第三方基准数据或网站。您应访问引用的网站，确认参考资料准确无误。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性能会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差异。没有任何计算机
系统能保证绝对安全。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n，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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