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简介
英特尔® Builders
通用用户端设备

面向 uCPE 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通用 CPE (uCPE) 系统让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系统的强大性能覆盖通信服务提供商网络的每一个
角落，实现了敏捷的服务配置。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通过解决方案参考设计和性能
验证为 uCPE 产品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简介
企业对云服务的采用和数字化转型为通信服务提供商 (CoSP) 带来新的机遇：借助基于
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的用户端设备 (CPE)，满足客户在这一过渡过程中对云和网络的
需求。
虚拟 CPE (vCPE) 系统提供专用于虚拟化网络功能的单一平台，让 WAN 路由、虚拟专
用网络、防火墙、入侵防御系统、会话边界控制、运营商级网络地址转换、Wi-Fi 和
软件定义广域网 (SD-WAN) 等众多虚拟化网络功能得以实现。通信服务提供商正在用
vCPE 解决方案取代多个固定功能设备，在提高服务配置灵活性的同时，降低可能产生
的资本和运营成本。
vCPE 的商业价值正在推动市场的大幅增长。据分析公司 IDC 预测，到 2021 年，全球
vCPE 基础设施市场的软硬件份额将超过 30 亿美元。¹
通信服务提供商已将通用 CPE (uCPE) 定义为可向小型分支机构和中小型企业提供虚
拟化和非虚拟化（裸机）服务的平台。为了支持这些平台，英特尔开发了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参考设计，将英特尔有关 NFV 系统架构要求的专业知识与
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的强劲性能相结合。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参考设计为电信设备制造商 (TEM) 和原始设备制造
商 (OEM) 带来强大的价值主张，其中包括：
• 可量产的参考设计，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 英特尔® 解决方案验证，缩短通信服务提供商所需的网络评估时间
• 与英特尔合作，共同推出市场解决方案和战略

uCPE 应用案例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经过大量测试，可与各类 VNF 轻松集成。SD-WAN
是其中的佼佼者，让分支机构在利用宽带链接的优势访问云服务的同时，能够持续且更
加安全地访问企业应用。SD-WAN VNF 部署在 uCPE 系统上，因此既经济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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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服务提供商还可以将 uCPE 用于其他传统的分支机构和中
小型企业服务。基于英特尔® 硬件的服务器价格区间宽泛，企业
在将网络和数据安全软件服务标准化时，可以覆盖各种规模的设
施，直至最小的分支机构。像零售店或银行这类拥有大型分支机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参考设计
作为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参考设计的一部分，
英特尔设计了两种产品配置：

构网络的组织可以集中购买关键网络应用程序，通过与通信服务

•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基础配置：此种 uCPE

提供商合作，在整个企业环境中部署应用程序，实现更新和策略

设计采用四核或更高版本的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以及

的一致性和集中化。

英特尔® 网络和存储产品（参见表 1），是一套以价值为导向
的解决方案，适用于至少有两个虚拟机的中小企业环境。

对于小型企业，基于英特尔® 处理器的 uCPE 具有出色的计算性
能，可帮助通信服务提供商通过单一系统支持广泛的网络和托管

•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增强配置：此种 uCPE 设

服务。通信服务提供商还可以将混合云-CPE 服务中使用的软件

计采用 14 核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指定英特尔® 网络、

标准化，因为这些软件可以在分置两处的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服

存储和集成平台加速产品（参见表 1），旨在最大限度地提

务器上运行。在这些混合云-CPE 服务中，复杂的软件功能托管

高虚拟机密度。

在云中，而 uCPE 则用于网络连接和本地化处理。
表1 所示为每个 uCPE 配置所需的硬件。

组件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基础配置硬件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增强配置硬件

处理器

英特尔® 至强® D-2123IT 处理器，4 核，
2.2 GHz，60 W 或更高 SKU

英特尔® 至强® D-2177NT 处理器，14 核，1.9 GHz，
105 W，或更高 SKU

内存

16 GB DDR4 2133 MHz，4 * 4 GB（总计 16 GB）
至少填充所有 4 个内存通道 (1 DPC)
以达到 16 GB 的内存（即，4 * 4 GB RDIMM）

64 GB DDR4 2667 MHz，4 * 16 GB（总计 64 GB）
至少填充所有 4 个内存通道 (1 DPC)
以达到 64 GB 的内存（即，4 * 16 GB RDIMM）

网卡

2 个 10 GbE 集成以太网端口

4 个 10 GbE 集成以太网端口

英特尔® QAT

集成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²或英特尔® QuickAssist
适配器 8970 PCIe* 扩展卡，²或等效的英特尔® C627 系列
芯片组 QAT PCIe 扩展卡²

集成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或英特尔® QuickAssist 适
配器 8970 PCIe* 扩展卡，或等效的英特尔® C62x 系列芯
片组 QAT PCIe 扩展卡

存储

英特尔® 固态盘数据中心级 S3110 256 GB 2.5" 内置
固态硬盘（SATA 或 M.2）

英特尔® 固态盘数据中心级 S3110 512 GB 2.5" 内置
固态硬盘（SATA 或 M.2）

表 1.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基础配置和增强配置的示例硬件配置。

什么是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是一系列经过验证的硬件与软件堆栈，针对特定的软件工作负载进行了计算、存储和网络方面的优化。
这些解决方案的开发源于英特尔与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和 OEM/ODM 行业合作伙伴的深入合作，以及与全球领先数据中心
和服务提供商的广泛协作。产品若要符合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条件，解决方案提供商必须：
1. 遵循英特尔规定的软件与硬件堆栈要求
2. 达到或超越英特尔参考基准性能阈值
3. 发布帮助客户进行部署的详细安装指南
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自行开发优化功能，为解决方案增添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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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基准测试验证的性能

OpenSSL 性能：除了批量加密性能，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

所有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均经过英特尔验证，已达到指定的
最低级别的工作负载优化性能要求。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

选解决方案必须展现 OpenSSL 吞吐量和符号运算性能的最低要
求，此项性能通过执行 OpenSSL 速度基准测试进行测量。

解决方案经过验证，符合或超出相关指标的设计与测试标准，包

数据包处理性能：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需要很

括在边缘网络应用案例中至关重要的数据吞吐量、专业安全性、

高的数据平面吞吐量，为此，必须实施开源数据平面开发套件

加密和压缩性能等指标。我们为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

(DPDK) 进行性能优化。此项性能通过 DPDK L3 转发样例应用程

方案指定了三个关键测试标准：

序来展示。

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 为一系列 uCPE 应用

表 2 所示为 uCPE 基础和增强配置的最低性能标准。

案例（包括同时运行应用时）的批量加密性能制定了严格的性能
标准。基准测试对压缩和加密算法都进行了检测，并以典型的数
据包大小进行衡量。

最低性能标准

英特尔® QAT 性能

基础配置³

增强配置⁴

压缩和验证⁵

13 Gb/s

55 Gb/s

加密⁶

20 Gb/s

100 Gb/s

RSA⁷

20,000 sign/s

100,000 sign/s

AES128-CBC-HMAC-SHA1

20 Gb/s

100 Gb/s

RSA 2048

20,000 sign/s

100,000 sign/s

100% 线路速率，128 B 数据包大
小，使用 2 个 10 Gb/s 网卡

100% 线路速率，256 B 数据包大
小，使用 4 个 10 Gb/s 集成式网卡

OpenSSL 性能

使用 DPDK L3fwd RFC2544 零
丢包测试获得的数据包处理性能

表 2.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最低性能标准。系统制造商、系统集成商以及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可进一步优化参考设
计，实现更高的性能和处理能力。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2100 产品家族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2100 产品家族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架构，针对低功耗和高密度解决方案进行了优化，将
重要的网络、安全和加速功能集成到平台中。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决方案使得通信服务提供商能够降低总体拥有成
本和功耗，提供节省空间的商用现货服务器，让智能服务直达网络边缘。主要特性包括：
• 增强内存支持：高达 512 GB DDR4 ECC
• 增强型加速器：集成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用于加速压缩和加密/解密
• 新扩展项：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指令集 512（英特尔® AVX-512），一种专用指令集，可提供出色的计算性能
• 增强网络功能：最多集成四个 10 GbE 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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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固件堆栈
所有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均搭载经过工作负载优化的定制软件堆栈，以便充分利用英特尔® 硬件基础。以下软件和固件配置适用于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基础配置和增强配置。

组件

软件版本详细信息

BIOS/MCU

2018 年 2 月发布日期及之后
0x2000043 或更高版本

用于英特尔® 以太网连接 X722 的固件

V3.3

开发套件

DPDK

18.02

操作系统

Ubuntu*

Ubuntu 16.04.3（内核 4.4.0-116-generic）

系统管理程序

KVM/QEMU*

2.5.0

Libvirt

Libvirt*

1.3.1

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

1.7-L.1.0.5-25

i40e

2.4.6

ixgbe

5.3.6

DPDK

18.02

Ubuntu

14.04 LTS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7.4（内核 3.10.0-693.11.6.el7.x86_64）

i40evf

3.5.6

ixgbevf

4.3.4

固件

主机

驱动程序

开发套件

操作系统
客户机

驱动程序

表 3.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配置的初始软件堆栈示例。（因不断进行测试和优化协作，版本级别和组件可能随时发生
变动。）

生态系统支持

结论

除了参考设计之外，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还受益

随着通信服务提供商与大小企业展开合作，并将上述系统纳入业

于庞大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众多提供商已经测试并

务战略，uCPE 市场有望快速增长。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

优化了在这些配置之上运行的 VNF。为了增加 I/O 灵活性，该

解决方案参考设计提供了市场所需的平台、软件和生态系统，

计划提供一系列选项，包括 xDSL、PON、DOCSIS、T1/E1、

便于通过差异化产品快速进入市场。参考设计的核心是英特尔®

语音、无线等。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全球原始设计制造

至强® D 处理器，具有经济高效的 uCPE 系统所需的性能、加速

商 (ODM) 对制造这些 uCPE 设备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功能、安全功能和内置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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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Enabling Model
生态系统支持模型

Platform
平台参考
Reference
设计
Design

Base
基础平台
Platform
设置
Design

+

Communications
通信服务
Service
提供商
Providers

I/O
通过生态
Options
系统提供
via
的 I/O 选项
Ecosystem

Global
全球 ODM
ODM
生态系统
Ecosystem

Solutions
解决方案
TEMs/
TEM/OEM
OEMs
Requirements
需求
ISVs
ISV

Intel working
closely with all
uCPE/SD-WAN vendors and ODMs on product solutions
英特尔与各个
uCPE/SD-WAN
供应商和原始设备制造商密切合作，共同研发和提供产品解决方案
图 1.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生态系统支持模型。

了解更多信息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网页：https://builders.intel.com/intelselectsolutions
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系列：http://www.intel.cn/xeond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由英特尔® Builders 计划提供支持：https://builders.intel.com

¹ IDC 2017 年 12 月 8 日关于《2017-2021 全球 vCPE/uCPE 预测：网络边缘的 NFV 报告》的新闻稿，请访问：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3310117
² 建议配置，非强制要求。
³ 英特尔于 2018 年 6 月 18 日进行的测试，使用以下硬件和软件配置：1 个节点，1 个英特尔® 至强® D-2146NT 处理器；总计 16 GB 内存，4 插槽/4 GB/2133 MHz DDR4 RDIMM；启用睿频加速
技术；256 GB 英特尔® 固态盘 SATA；2x 10 GbE；ucode：0x2000049；操作系统/软件：Ubuntu 16.04.3（内核 4.4.0-116-generic）。
⁴ 英特尔于 2018 年 6 月 18 日进行的测试，使用以下硬件和软件配置：1 个节点；1 个英特尔® 至强® D-2177NT 处理器；总计 64 GB 内存，4 插槽/16 GB/2667 MHz DDR4 RDIMM；启用睿频加速
技术；512 GB 英特尔® 固态盘 SATA；4x 10 GbE；ucode：0x2000049；操作系统/软件：Ubuntu 16.04.3（内核 4.4.0-116-generic）。
⁵ 性能将在数据包大小为 8 KB 时测量。
⁶ 性能将在数据包大小为 4 KB 时测量。
⁷ 性能将在数据包大小为 2 KB 时测量。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
		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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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完整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n/benchmarks。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截止到 2018 年 6 月 18 日的测试，可能未包含所有公开发布的安全更新。请参阅配置披露信息了解详情。没有产品是绝对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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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electsolutions，
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
		描述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优化声明：英特尔编译器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和其他优化。对于非英特尔微处理器上的任何
优化是否存在、其功能或效力，英特尔不做任何保证。本产品中取决于微处理器的优化是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不具体针对英特尔微架构的特定优化为英特尔微处理器保留。请参考适用的产品用户
与参考指南，获取有关本声明中具体指令集的更多信息。
		公告修订版 #20110804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至强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Ubuntu 是 Canonical Ltd. 的商标。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请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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