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更智能的网络： 
利用边缘计算构建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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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在试验的一些先进技术需要超低的延迟。无人驾驶汽车必

须对路面上的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增强现实 (AR) 和虚拟现实 (VR) 

需要在不到 15 至 20 毫秒1 的时间内做出响应，从而创造无缝

体验，避免用户出现类似晕动症的反应。很多物联网应用是用于

安全防护和质量控制用途的，因此，如果响应出现延迟，可能会

非常危险，甚至还可能造成损坏。

此类延迟敏感型应用如果托管在集中化云端，可能无法达到预期

目标。当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时，在网络上发送数据和获得响应所

花费的时间可能很长。如图 1 所示，云端应用的延迟可能达到 

100 毫秒，比本地应用的延迟高 20 倍。

为了降低延迟，通信服务提供商 (CoSP) 和基于互联网的 (OTT) 

云服务提供商更多地寻求利用边缘计算来处理靠近最终用户设备

的工作负载。将工作负载部署在距离用户设备更近的位置，不仅

可以降低延迟（参见图 1），还可在网络边缘获得更多的带宽。

这一点对于某些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视频分析应用至关重要。

说到边缘计算，我们指的是将数据中心级的网络、计算和存储

资源部署在网络的边缘。我们认为网络边缘位于网络核心之外，

覆盖多个位置，例如区域数据中心、下一代端局机房 (NGCO)、

有线固网接入点、无线接入基站、无线接入网络 (RAN)。在我们的

定义中，网络边缘还包括本地位置。通用用户端设备 (uCPE) 就是 

一个例子，软件定义的广域网 (SD-WAN) 和企业级应用等多个

工作负载能够在单个边缘计算设备中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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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医疗保健

制造

无人机

能源

零售

运输

个人电脑

电话

智慧城市

微基站
（已授权/未授权）

用户端设备
（uCPE、SD-WAN、

边缘计算或 XXX 模式）

设备/物品

延迟预期 变化范围 < 1 毫秒 < 5 毫秒 < 10-40 毫秒 < 60 毫秒 大约 100 毫秒

本地边缘 网络边缘 网络核心 数据中心/云

边缘计算驱动因素
延迟、带宽、
安全、连接

有线固网接入
（vCCAP、POXN）

区域数据中心

多接入边缘计算

无线接入基站和 RAM

下一代端局机房

在边缘实现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有助于降低网络

延迟，让提供商更愿意使用多接入边缘计算 (MEC) 在

网络边缘托管面向客户的应用。安全应用可以通过

诸如在进入网络的位置拦截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这类手段来降低网络负载。面向用户的应用，例如 

虚拟现实游戏，可在本地存储和处理数据，从而提高

响应能力。某些情况下，在网络边缘托管用户应用

要求网络工作负载（例如防火墙）也必须在网络边缘

托管，以确保低延迟。

由于 5G 和有线光纤入户提高了带宽和网络接入

速度，因此网络的回程操作有可能限制创新，降低应

用能够实现的性能。而在网络边缘托管应用，有助于

释放 5G 的潜能，提供高带宽、低延迟的体验。

图 1：边缘计算覆盖多个应用位置，包括设备连接到网络（网络边缘）、本地设备（例如 uCPE）和设备自身的位置。基于光纤的新网络可以提供更低的
延迟，但这些通常只适用于欧洲和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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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降低延迟，边缘计算还具备其他一些优点。边缘计算有助于：

•   优化总体拥有成本 (TCO)：在网络上发送大量不需要传输的数

据，可能会产生很高的成本。而在本地处理数据，不仅可以降低

传输成本，还可以减少集中存储的成本。可将应用托管在产生

最高回报的位置。那些需要更低延迟和更高带宽的应用可以托管

在基站或下一代端局机房 (NGCO)。而对延迟的容忍度稍高一点

的应用则可托管在区域数据中心。网络工作负载（例如防火墙）

可以托管在网络上的某个最佳点，从而在性能（更靠近用户）和

规模经济（更靠近集中化云）之间达到平衡。位于网络边缘的网

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可在固定和移动服务之间共享，

因此，当客户在家时，可将更多资源预配给宽带网关，而当客户

在工作和使用移动设备时，则可将更多资源预配给移动网关。

•   提高敏捷性：使用边缘计算平台来取代功能固定的用户端设备 

(CPE)，可以让通信服务提供商更快速地完成服务预配，提供灵

活的新服务试用期，并且无需亲临现场或进行硬件升级便可升级

用户端设备。通过在网络边缘进行动态服务预配，通信服务提供

商能够在网络中断期间优先处理最重要的服务，从而更快速地恢

复服务。在网络边缘实现软硬件分离，可以让通信服务提供商随

时且更灵活地升级容量和功能。

•   产生新的收入来源：通过引入边缘计算，通信服务提供商得以打

造创新平台。他们可以创建和转售自己的服务，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络来托管第三方应用。物理网络位置的

存在带来了关键竞争优势，有助于通信服务提供商与基于互联网

的服务提供商开展竞争，或者通过出租网络内部的低延迟算力从

后者那里赢得更多业务。

•   符合数据本地化要求：无论是出于法律还是客户业务敏感性的

要求，在本地托管应用都有助于满足数据主权要求。

•  实现情境感知：在网络边缘托管的应用可以有一个情境感知层，

而在集中化云端却很难实现这一点。例如，某个增强现实应用的 

数据和图像可能与其托管的位置相关。在没有时间返回到云端

进行决策的情况下，可在实时情境中进行决策，例如在安全

应用中。

•   无需连接即可处理：在网络边缘与集中化云之间的连接较弱或时

断时续的情况下，边缘计算的存在可以让应用无中断地运行。某

些情况下，连接可能是不需要或不必要的，例如在物联网 (IoT) 

监控应用中，所需要的唯一外呼通信是测量出现异常时发出的

警报。

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在数据中心技术领域中看到了诸多创新，

它们让边缘计算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可以部署足够小巧、足够

耐用的服务器，便于将它们托管在端局机房等边缘位置，满足空

间、电源和散热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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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流式传输高尔夫比赛
英特尔和 AT&T* 携手合作，研究和演示如何利用边缘计算来增强 

5G 无线通信。在媒体行业，从业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必须以 4K+ 

分辨率捕捉视频并使用有线摄像机传输。在很多环境中，布线 

不仅成本昂贵，而且实施难度大，增加了设置和拆除所需的时间。 

英特尔、AT&T 和爱立信* 与 Fox Sports* 展开合作，通过 5G 

链路，流媒体实时直播 2018 年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视频通过 5G 

链路从摄像机传输到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媒体编码器/解码器，而这

些编解码器就是位于网络的边缘（参见图 2）。通过在网络边缘对

摄像机数据源进行解码，可向身处现场的运动员和观众显示视频，

将来还可利用增强现实或多摄像机拼接来增强这种技术。此次试点

项目中的内容还通过 AT&T 的广播卫星服务 DIRECTV* 与高尔夫

球迷分享。

5

实际场景中的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也许只有在媒体用例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因为这种用例必须实时处理大量的可视数据。英特尔开展了一些试点项目，涉及到

大型文娱活动/体育赛事和游戏的视频转播和实时流式传输。

流式传输音乐会高清视频
中国联通*、诺基亚*、英特尔、腾讯云* 携手合作，在上海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实施了边缘计算试验。此次测试在

一场流行音乐会期间进行，当时场馆内座无虚席。在试验中，

观众通过一个安装在移动设备上的应用，观看从场馆四周的摄像

机传输的高清视频，确保获得音乐会表演的最佳视角。借助这个

应用，粉丝们可在四个摄像机频道中选择他们希望观看的频道。

本次试验是使用当前的 4G 技术实施的，但在 5G 推出之后，我们

将能利用更多带宽来支持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体验，创造粉丝与

他们喜爱的乐队或球队进行互动的全新方式。在上海进行的这次

试验中，视频直播的延迟从典型的 30 秒网络延迟缩短至 0.5 秒2。

图 2：远程 4K 摄像机使用 AT&T* 提供的频谱，通过 5G 链路连接到 Fox Sports*  
网络。爱立信* 的 28GHz 无线电设备和天线放置在远处的信号塔上。

图 3：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听音乐会的观众使用手机端的移动应用，
观看从四个摄像机频道流式传输的高清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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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端局机房
Telefonica* 一直在与英特尔合作开展一个试点项目，目的是使端

局机房完全由软件定义。该试点项目在搭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的服务器和基于开源软件的架构上运行。这项计划使得 

计算资源进一步靠近 Telefonica 的客户。新架构：

•   让通信服务提供商能够利用边缘处理和流量过滤，帮助降低网络

传输成本；

•   创造有机会利用 Telefonica 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新边缘服务

变现；并且

•   利用性能优异的低延迟个性化应用为客户服务。

例如，如果从云端为某个视频应用提供服务，产生的延迟可能 

无法预测，且有可能出现 50 亳秒的超长延迟。而使用边缘计算， 

Telefonica 估计可将延迟缩短至不足 4 毫秒，从而保证延迟处于

特定水平之下。

实现混合现实游戏
英特尔、AT&T、爱立信、华纳兄弟* 和 DC* 携手打造混合现

实体验，游戏发烧友们佩戴着虚拟现实头盔，沉浸在以高科技

著称的 DC 超级英雄蝙蝠侠* 的世界中，与超级恶棍稻草人* 展

开激战。这次体验基于 2018 年 12 月进行的一次概念验证演

示，该概念验证是与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共同开展的，在 2019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 上进行了演示（参见图 4）。此次演示

展现了移动宽带技术和分布式云远程渲染的最新演进趋势。演示

是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上运行的，使用的是爱立信的无

线电基站，采用的是英特尔® 5G 移动试验平台。

图 4：在 MWC 2019 大会上，参观英特尔展台的观众体验了一把
混合现实。游戏发烧友们佩戴着虚拟现实头盔，沉浸在以高科技
著称的 DC 超级英雄蝙蝠侠* 的世界中，与超级恶棍稻草人* 展开
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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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实现软件环境标准化

在网络边缘部署应用的一大挑战是存在多种底层平台架构

（uCPE、NGCO、vRAN）和不同的接入终端方法（S1、LTE 

CUPS、SGI、5G UPF），而这种复杂性在云端应用中并不

存在，因此它为软件开发人员设置了一个巨大障碍，妨碍他们

为网络开发出创新的应用。另外，这种复杂性还导致通信服务

提供商内部开发的应用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开发和测试周期，限

制了它们在网络中的可移植性。

Open Network Edge Services Software* (OpenNESS*) 是

一款软件工具包，它能够消除这种复杂性，从而让开发人员在

创建应用时可以做到无论是在边缘位置，还是在集中化云端，

这些应用的运行方式都不会变化。该平台采用 3GPP 和 ETSI 

多接入边缘计算 (MEC) 行业规范组提供的标准 API。它还

为云提供了适配器，用于连接到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和 Microsoft Azure* 等服务。应用可将数据从设备无

缝传输至网络边缘和云端，或者进行反向传输。

OpenNESS 与英特尔® Media  SDK 和英特尔® 分发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集成在一起，用以简化开发，加快视

觉应用的运行速度。图 5 显示的是架构。OpenNESS 可与

英特尔® FPGA 和人工智能 (AI) 加速器配合使用，从而提供性

能更高的应用。

2019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演示了 OpenNESS 如何编排和管

理应用，让应用能在 vRAN、MEC、NGCO 平台上和云端位

置运行。使用 OpenNESS，用户只需针对云编写应用，即可

在任何边缘位置运行。

更多信息，请见 www.openness.org。

图 5：OpenNESS* 让相同的应用无需修改即可在不同的边缘位置和云端运行。

支持丰富的
应用框架库

已根据网络平台
标准配置进行验证

基于标准编排器

边缘服务（例如 CDN、人脸识别）

英特尔®
分发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

英特尔®
Media SDK

云连接器 企业级 SDK

网络功能

网络平台

虚拟交换机

数据平面开发套件 (DPDK)

系统管理程序/Pod

操作系统

英特尔® 硬件

计算 应用和服务编排

O P E N  N E T W O R K  E D G E  S E R V I C E S  S O F T WA R E
（ 开 放 网 络 边 缘 服 务 软 件 ）

https://www.open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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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提供所需的性能

英特尔提供了一系列处理器技术和参考架构，帮助您在

网络边缘提供所需的性能。

 

英特尔® 处理器
英特尔提供了一系列处理器技术，让您能够根据应用和

网络要求，量身定制您的平台以及进行合理投资。

这些处理器（参见图 6）包括：

•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提供高达 40Gb/s 的数据包

处理速度，而功耗要求仅为 4W+3。

•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非常适合需要更高媒体性能的

应用。

•   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提供高达 190Gb/s 的数据

包处理速度，具有集成以太网和加速功能4。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在双路平台上提供高达 

580Gb/s 的数据包处理速度5。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具有比上一代产品

更高的单位内核性能，以及更多的内核数量和更大的

内部带宽；还可提供适用于 NFV 的专用处理器，与

上一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相比，这些服务器在 

NFV 工作负载性能上有所提升6。例如，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6252N 处理器有 24 个内核，功耗高达 150W，

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6252 处理器相同。但是，它的

工作频率为 2.3GHz，比后者高出 10%。利用英特尔® 

Speed Select 技术，可以优化 NFV 性能和功耗。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还支持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该持久内存可用于更快速地存储

和处理数据，适用于内容分发网络 (CDN)、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和图像识别等应用。

 

面向 uCPE 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为 uCPE 产品提供

了解决方案参考设计，其商用解决方案经过验证，能够 

提供所需的性能。这些解决方案搭载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使通信服务提供商网络边缘获得了强大性能。 

参考设计包括 16GB 的 DDR4 2133MHz 内存、2 个  

10GbE 集成以太网端口以及用于存储的英特尔® 固态盘。 

此外，用户可以选择集成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 

（英特尔® QAT），从而加快无损压缩和加密/解密等

操作的速度。

提供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包括：Advantech*、Caswell*、Lanner*、Nexcom*、 

Premier*、Silicom* 和 SuperMicro*。

图 6：英特尔提供的处理器产品组合具有一系列不同的性能和功耗特性。

性
能

功耗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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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客户侧边缘参考架构
英特尔发布了用于在单个边缘平台中融合及整合多个工

作负载的参考解决方案，名为融合客户侧边缘参考架构 

(Converged Edg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r On-Premise)

（参见图 7）。它有助于实现多种工作负载的组合，包

括：WiFi/LTE/5G 和 CBRS 无线接入；在虚拟机或容器中运

行的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媒体网络和应用工作负载；旨在

加快软件开发和部署的 OpenNESS SDK。其目的是加快系

统集成商和通信服务提供商的产品上市速度，让期望引入边

缘计算的最终客户顺利完成部署。通过在网络边缘整合工作

负载，企业和机构能够减少所需的空间和功耗，优化总体拥

有成本。

uCPE 硬件平台具有 SD-WAN、网络分析和网络安全功

能，构成了室内本地设备外形尺寸的融合边缘参考架构 

(Converged Edg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的基础配置。融

合边缘参考架构基于该硬件平台构建，支持不同的无线接入

功能，例如 WiFi、LTE/5G 和私有无线网络。在基础配置或

在有无线接入功能的配置的基础上，该平台可以添加平台软

件堆栈，从而满足诸如视觉、媒体和数据分析等不同用例的

需求（参见图 7）。

该解决方案搭载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并且支持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可提供更出色的性能满足更多应用

的苛刻要求。另外，诸如面向人工智能的英特尔® FPGA 和

英特尔® Movidius™ 技术产品这类加速器还可以用于进一步提

升性能。在 2019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我们演示了英特尔® 

Movidius™ 技术的“虚拟安全围栏”应用。在演示中，当检测到

有人进入工作区域时，机器会自动停止运行以确保安全。

图 7：融合客户侧边缘参考架构将 uCPE 扩展到新的服务和私有无线网络用例，用于零售、工业和交通运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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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分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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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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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连接器

uCPE + 数据分析 + 媒体 +
私有无线 + 云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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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端局机房 (NGCO)
随着铜缆布线的端局机房升级到采用光纤和无源光网络 (PON) 技

术，我们可以使用更少的端局机房，满足相同数量用户的通信需求。

通信服务提供商正在寻找机会来整合他们的端局机房，同时引入边缘

平台进行创新。

英特尔创建了下一代端局机房 (NGCO) 的参考架构，并与 Quanta 

Cloud Technology* (QCT) 合作实施框架，如图 8 所示。在这

个平台中，英特尔提供的一些强化平台感知 (EPA) 功能是使用 

OpenStack* 实现的，可提升数据平面性能。这些功能包括：计算节

点中的大内存页，用于实现快速数据路径；将虚拟 CPU 钉选到物理 

CPU，以便将数据保留在缓存中；感知非一致性内存访问 (NUMA)，

以确保虚拟机使用同一处理器上的存储器。

英特尔和 QCT 还与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展开合作，在参考架构中

部署他们的虚拟网络功能 (VNF)。这些虚拟网络功能经过测试，确保

符合通信服务提供商对网络边缘性能的期望。

集成的应用包括：

•   ASTRI* 的下一代移动内核 (NGMC) 软件，支持单独的控制平面和

数据平面虚拟机，能够各自独立地进行扩展。单个数据平面虚拟机

能够处理超过 40Gbps 的流量，每个数据包大小为 768 个字节7。

•   netElastic* 的宽带网络网关 (BNG)，也可实现控制平面与用户平面

分离。

•   来自 F5 Networks* 的高级防火墙管理器* (AFM)，用于保护网络

服务和用户。

• 来自 Qwilt* 解决方案的内容分发网络，有助于提高通过网络分发

的视频内容的速度和质量。

开放网络自动化平台 (ONAP) 用于管理和编排，当网络需要更多虚拟

机时，QCT 遥测框架会让更多数据平面虚拟机自动启动。

图 8：下一代端局机房 (NGCO) 的参考架构。

刀片服务器

CDN - 防火墙

OTT 支持

安全网关
仪表板和 MANO

安全性

服务保证

商用 VNF

编
排

基础设施

数据平面加速

自动部署

箱内测试

商用软件 开源软件

OpenStack 容器

EPC 网关

BNG 网关

PE 路由器

BNG 网关

PE 路由器

机架分析和边缘管理

100-25 Gbe x N TOR-1U

存储 JBOD - 3U

I/O 机架 - 2U

英特尔®
NGCO

参考架构

QCT* NGCO 框架

灵活的
分离式架构

Q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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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5G 基础设施参考设计
针对 5G 无线聚合枢纽，英特尔创建了参考设计，外形尺寸仅

为半个机架（参见图 9）。参考设计采用了来自 Wind River* 

的基于 OpenStack 的增强型虚拟化层；旨在简化应用部署的 

OpenNESS；来自 Mavenir* 和 Radisys* 的虚拟网络功能；

由 Amdocs* 提供的适用于应用和网络功能的动态编排层。

图 9：英特尔® 5G 基础设施参考设计支持边缘应用，包括智能场馆中的虚拟现实。

边缘计算为通信服务提供商带来了增强竞争力的良机，同时通过整

合网络功能以及利用在网络中托管的创新应用来创造新的收入源。

英特尔与通信服务提供商和技术提供商携手合作，提供技术和参考

设计，帮助通信服务提供商实现所需的性能，加快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的部署。

结论

该参考设计可在网络中部署，也可在本地部署以实现超低

延迟。此堆栈的一个应用实例是采用英特尔® True VR 技术

实现场馆智能化，使用头戴式显示屏提供多摄像机体验。

了解更多信息 
英特尔®

TRUE VR

多路无线接入
LTE/5G/Wi-Fi

编排

虚拟网络功能

OpenNESS* - 多接入边缘计算 (MEC) 库

虚拟化环境（系统管理程序、VIM）

网络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加速器
（FPGA/定制）

存储

云

英特尔旗下公司

安全、API/路由、遥测和控制器

https://builders.intel.com/docs/networkbuilders/creating-the-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with-intel-architecture-cpus.pdf


12

了解更多信息  

白皮书和视频：

架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软件解决方案： 硬件解决方案：

• 让每位观众都能享受到前排座位的观看体验：

移动高清视频为音乐会增光添彩  

• 5G 利用边缘计算带来低延迟和经济高效的创

新机会  

• 观看视频：英特尔利用混合现实技术将蝙蝠侠

带入真实世界  

• 英特尔® 分发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  

• 英特尔® Media SDK  

• OpenNESS：借助易用的网络套件，在网络

边缘充分释放云和物联网开发人员生态系统的

潜力  

• OpenNESS* 网站  

•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 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英特尔® FPGA  

• 英特尔® Movidius™ 技术  

• 英特尔® True VR  

• 下一代端局机房 (NGCO) 架构  

• 英特尔® 5G 基础设施参考设计  

• 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https://builders.intel.com/docs/networkbuilders/creating-the-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with-intel-architecture-cpus.pdf
https://builders.intel.com/docs/networkbuilders/creating-the-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with-intel-architecture-cpus.pdf
https://connect.intel.com/UK_EN_CommSP-MEC_Smart_Std_C-MKA-217_T-MKA-323
https://connect.intel.com/UK_EN_CommSP-MEC_Smart_Std_C-MKA-217_T-MKA-323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5g-using-edge-computing-whit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5g-using-edge-computing-whitepaper.html
https://newsroom.intel.com/news/2019-mwc-intel-helps-bring-batman-life-mixed-reality/
https://newsroom.intel.com/news/2019-mwc-intel-helps-bring-batman-life-mixed-reality/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openvino-toolkit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media-sdk
https://builders.intel.com/blog/edge-easy-network-button-developers/
https://builders.intel.com/blog/edge-easy-network-button-developers/
https://builders.intel.com/blog/edge-easy-network-button-developers/
https://www.openness.org/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atom.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cor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d-processor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grammable.html
https://www.movidius.com/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virtual-reality/true-vr-technology-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network-transformation/ngco-architecture-paper.html
https://newsroom.intel.com/news/intel-paves-way-service-providers-quickly-monetize-5g-new-infrastructure-reference-design/
https://builders.intel.com/intelselectsolutions/intelselectsolutionsforu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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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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

1 http://about.att.com/innovationblog/5g_for_ai_and_vr

2 中国联通边缘计算技术白皮书

3  高达 40Gb/s 的数据包处理速度：结果基于英特尔 2017 年 8 月 14 日进行的内部测试。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C3958 @2.0GHz，2 个英特尔® X710-DA2 PCI Express Gen 双端口 10GbE 以太网控制器
（2x10GbE/卡）。基准测试：DPDK v17.02 L3fwd 示例应用（IPv4，LPM，1024 个数据流）。得分：数据包转发速度为 40Gb/s，数据包大小为 512B。

4  高达 191Gb/s 的数据包处理速度：结果基于英特尔 2018 年 5 月 1 日进行的内部测试。英特尔® 至强® D-2187NT CPU @ 2.0GHz，4 个英特尔® XXV710-DA2 PCI Express Gen 双端口 25GbE 以太网控制
器（2x25GbE/卡）。基准测试：DPDK v17.11 L3fwd 示例应用（IPv4，LPM，2048 个数据流）。得分：数据包转发速度为 191Gb/s，数据包大小为 512B。

5  在双路平台上高达 586Gb/s 的数据包处理速度：结果基于英特尔 2018 年 8 月 2 日进行的内部测试。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60 CPU @ 2.10GHz (DP)，12 个英特尔® XXV710-DA4 PCI Express Gen 双端口 
25GbE 以太网控制器（4x25GbE/卡）。基准测试：DPDK v17.11 L3fwd 示例应用（IPv4，LPM，3750000 个数据流）。得分：数据包转发速度为 586Gb/s，数据包大小为 512B。

6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的估算值，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预测或模拟结果使用英特尔内部分析或架构模拟或建模，该等结果仅供您参考。系统硬件、软件或配置中的任何
差异将可能影响您的实际性能。

7  参见《下一代端局机房 (NGCO)》白皮书。配置：在配置了 8 个虚拟机的单个 QCT QuantaGrid* D52BQ-2U 节点上测试性能。双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52 处理器，有六个 PCI-Express* (PCI-e) 第 3 代 8 插槽 
连接到 CPU1、两个 PCI-e 第 3 代 8 插槽、一个开放计算项目* (OCP) Mezzanine 插槽连接到 CPU0。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中所示日期进行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此处提供的所有信息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发生变更。关于英特尔最新的产品规格和路线图，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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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
获得，或请见 intel.cn。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至强、Movidius、OpenVINO、凌动和酷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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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