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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通信服务提供商 (CoSP) 和企业目前往往基于软件定义广域网 

(SD-WAN) 连接和通用用户端设备 (uCPE) 上的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来构建基础设施。但是 uCPE 到底是什么，它将如何让您

的组织受益? 浏览篇幅短小的 uCPE 大全，找出答案并了解更多

信息。 

A 指硬件盒

指云
 
指动态操作

企业持续使用各种服务（常常通过通信服务提供商提供

的托管服务），这包括基于防火墙的安全性、路由、虚

拟专用网络 (VPN)、基于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 的广域

网 (WAN) 流量控制、加速和流量监控功能等。这类服务

和功能通常由安装在用户端的固定功能专用盒来提供。

使用固定功能专用盒时，部署新服务需要数周时间。一

旦有人订购服务，就需涉及设备的运输、安装和配置，

这一过程耗时较长并且需要项目经理、销售人员、合同

履约和销售工程师进行人工处理。之后，通信服务提供

商还必须保证服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运转顺利，这样才

能收回硬件和安装成本。而且，即使硬件利用率很低，

也无法同时将这些专用盒用于其他用途。 

除固定功能专用盒外，也可以使用商用现货 (COTS) 硬件

来支持 NFV 和软件定义网络 (SDN) 技术，实现企业网

络服务的虚拟化。uCPE 取代传统的固定功能用户端设

备 (CPE)，将软件定义网络 (SDN) 和 NFV 的优势从数

据中心/云扩展到用户端，为托管虚拟网络功能 (VNF) 及

非虚拟化裸机服务提供通用平台。另外，通过 uCPE 上的 

SD-WAN，还可以更为安全地实现从边缘到云的直连，

而无需将流量传回数据中心。 

运行 SD-WAN 的 uCPE 已实现服务控制和配置的自动

化，为快速扩展服务和自动完成部署后的更改配置提供

了便利条件。使用 uCPE 可减少启动和完善服务所需的

时间，通信服务提供商或相关企业由此可以通过软件定

义接口 (SDI) 对服务配置文件中的变更做出快速响应，

完成更新配置，这通常称为零接触控制和配置。

C

 指现状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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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防火墙指减少费用
计算密集型防火墙是一个非常适合在软件中实现 VNF 的

企业服务用例。就追加销售集成防火墙等附加托管服务

而言，由于使用 uCPE 无需进行昂贵的 CPE 升级和站点访

问，因此可以采用 “先试后买” 的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

英特尔和网络功能虚拟化开放平台 (OPNFV) 发现，通过

将端局机房 (Central Office, CO) 和 CPE 虚拟化，通信服务

提供商能够以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提供企业级服务。¹

从使用固定功能盒过渡到在 COTS 硬件上运行 VNF，可

以减少从初始部署到配置、部署后变更、监控、故障排

除、更新和升级等诸多方面所需的新资本支出以及需持

续投入的管理成本。在服务方面，CPE 的交付与安装、

设备的调试与退役以及故障报告处理都实现了更高的成

本效益。 

指成长型市场

 
指硬件加速

指面向 uCPE 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指加入社区

uCPE 市场正在崛起。据 IDC 预测，虚拟 CPE 软件市场

将从 2016 年的 1.457 亿美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20 亿美

元，²年复合增长率 (CAGR) 达 68.3%。与此同时，IHS 

Markit 预测 uCPE 市场将从 2017 年的 770 万美元增加

到 2022 年的 10.2 亿美元³—— 在从 2017 年到 2022 

年的六年时间里，市场累计达到 19 亿美元。

硬件加速增强了 VNF 在电信云上运行的能力。例如，

通信服务提供商可使用英特尔® Movidius™ 神经计算棒

或英特尔®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英特尔® FPGA) 卡的即插

即用型 PCIe 模块来提高图像分析工作负载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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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设计的核心是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它具备部署经济 

高效的 uCPE 系统所需的计算能力、加速功能、安全功能 

和内置以太网连接。研华科技、KGPco、Lanner、 

Premier、Silicom 和 Supermicro 等公司已经启用经过

验证的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助力通信

服务提供商利用差异化产品快速进入市场。

英特尔® Network Builders 是一个由独立软件和操作系

统供应商、原始设备和电信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以

及通信服务提供商组成的生态系统，他们共同努力加速

探索在通信服务提供商网络中采用 NFV 和 SDI 解决方

案。该社区提供技术支持、配对及合作营销机会，促进

从发现阶段到最终试验和部署方面的协作。与此同时，

英特尔® Network Builders University 提供全面的在线

培训计划，增强组织的 NFV 和 SDI 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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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pnfv.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2/2018/06/OPNFV_SolutionBrief_VCO_TCO_Web_060818.pdf
https://www.opnfv.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2/2018/06/OPNFV_SolutionBrief_VCO_TCO_Web_060818.pdf
https://www.opnfv.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2/2018/06/OPNFV_SolutionBrief_VCO_TCO_Web_060818.pdf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US41429616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US41429616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US41429616
https://technology.ihs.com/605919/universal-cpe-a-new-market-and-new-deployment-model-for-managed-services
https://technology.ihs.com/605919/universal-cpe-a-new-market-and-new-deployment-model-for-managed-services
https://newsroom.intel.com/wp-content/uploads/sites/11/2017/07/movidius-neural-compute-stick-product-brief.pdf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grammable/fpga.html
https://builders.intel.com/docs/networkbuilders/intel-select-solutions-for-ucpe.pdf
https://builders.intel.com/docs/networkbuilders/intel-select-solutions-for-ucpe-with-advantech-white-boxes.pdf
https://networkbuilders.intel.com/social-hub/video/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insights-with-kgpco-premier
https://builders.intel.com/docs/networkbuilders/lanner-ucpe-nca-4020-solution-brief.pdf
https://builders.intel.com/docs/networkbuilders/supermicro-ucpe-solution-brief.pdf
https://networkbuilders.intel.com/
https://builders.intel.com/university/networkbui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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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低功率
指 Kapsch 
CarrierCom

英特尔凌动® 片上系统 (SoC) 处理器 C3000 系列是一种重

要的面向 uCPE 的英特尔® 技术，在网络边缘提供功耗很

低的计算。该系列可用于各种对高密度、高 I/O 集成以及

低功耗有需求的轻量型横向扩展工作负载，包括网络路

由器、交换机、存储、安全设备、动态网络服务等。

全球系统集成商、英特尔® Network Builders 成员 Kapsch 

CarrierCom 最近推出了完整的 uCPE 解决方案，该解

决方案由研华科技英特尔® 白盒 uCPE 服务器和来自供

应商社区的专用软件组成。Kapsch CarrierCom 解决方

案旨在帮助通信服务提供商降低网络成本、提高性能，

并为每个用户提供优化后的新创收服务。 

 
指管理和编排

指网络边缘
指英特尔®  
傲腾™ 技术

 
指虚拟边缘 
平台

由于有许多高级架构选项，并且缺乏较低级别的标准，

因此将 VNF 集成到管理和编排 (MANO) 框架中很复

杂。通信服务提供商的首要任务将是确保系统通过编排

来优化基础设施的使用，并且保持开放，由此满足其他 

VNF 和基础设施供应商的要求，实现业务敏捷性。通信

服务提供商可自行集成第三方 MANO 软件，或可寻求

将这一活动外包给在这一领域拥有专项技能的设备供应

商或系统集成商。 

随着部署在端局机房和边缘位置的计算越来越多，网络

边缘正在发生变化。uCPE 是英特尔称之为下一代端局

机房 (NGCO) 的核心。下一代端局机房是一个支持 SDN 

和 NFV 的位置，搭建此种架构的目的是提供灵活的有线

或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传统的端局机房无法

以可持续的成本提供必要的计算能力、敏捷性和速度来

支持沉浸式媒体和流媒体视频等服务。将这些类服务置

于更靠近最终用户的边缘，其优势在于能够提高网络弹

性、降低延迟和抖动以及减少通信服务提供商核心网络

的负载。

对于较高端的 uCPE 部署，搭载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

心级持久内存的全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为通信

服务提供商提供一个灵活的平台，可以在网络边缘的不

同位置部署云技术和存储技术。英特尔® Speed Select 

和基于优先级的频率调度等特性有助于通信服务提供商

降低运营支出，而靠近 CPU 的更大内存空间设计，方

便了本地化处理和存储，从而为最终用户降低延迟。

搭载英特尔® 至强® D-2100 处理器的戴尔 EMC 虚拟 

边缘平台* 4600 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高性能 uCPE 平台。

通过该平台，通信服务提供商能够轻松为企业用户构建 

SD-WAN 服务。采用预先验证的解决方案，连同设计、

经过测试的参考架构和命令行一起，有助于通信服务提

供商提高效率、加速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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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atom/c-series.html
https://cloudify.co/wp-content/uploads/2018/05/Cloudify-kapsch-carriercom-and-advantech-use-nfv-to-deploy-universal-cpe.pdf
https://cloudify.co/wp-content/uploads/2018/05/Cloudify-kapsch-carriercom-and-advantech-use-nfv-to-deploy-universal-cpe.pdf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network-transformation/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network-transformation/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universal-cpe-and-managed-services-video.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universal-cpe-and-managed-services-vide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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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路由
指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

除传统的网络服务之外，通过 uCPE，通信服务提供商

还可以在通用硬件上部署虚拟路由器。用户不再需要现

场物理路由器，这意味着他们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低

的成本。与此同时，通信服务提供商可在 uCPE 上追加

销售附加托管服务来创造更多收入。

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 可增强云、

网络和存储应用的安全性和压缩性能。通过将功能卸载

到专门的逻辑引擎，处理器周期得到释放，转而用于其

他工作负载。这有助于通信服务提供商在不影响 VNF 性

能的情况下通过端到端加密等手段保护分支连接。 

指 SD-WAN

指 Thin 或 
Thick

指柯尔特使用  
uCPE 的益处 指 VPN

uCPE 与 SD-WAN 的融合使通信服务提供商能够在无

需采购和部署昂贵的现场硬件的条件下提供集成防火墙

等增值服务。另外，通信服务提供商还可利用 uCPE 和 

SD-WAN 在现有物理网络上配置虚拟叠加层，向那些

目前尚无自有网络的地方提供大规模宽带接入服务，抵

消 MPLS 收入下降的影响，并向没有实物资产的市场提

供服务。同时，企业会从更具成本效益的 WAN 和由单

点而非多点管理的服务预配受益。

在部署 uCPE 时，有两种配置方案可供通信服务提供商

选择。Thin uCPE 部署模型靠将全部 VNF 和服务托管在

远程数据中心、端局机房、电缆头端或云中来降低用户

端设备的成本。Thick uCPE 部署借助在 WAN 上远程管

理的辅助性 VNF 将高度可编程的通用硬件置于客户站点

处，实现 VNF 托管。此种部署模式真正消除了多个物理

设备，相当于一台服务器。

柯尔特推出了 uCPE 平台，用于交付虚拟化服务，让其

在利用多个供应商的领先技术的同时，加快产品开发速

度、节约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使用共享 COTS 基础设

施使资本和运营费用大幅降低，而标准化则使流程和技

能组合得以优化和简化。

通信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 uCPE 将虚拟专用网 (VPN) 作

为 VNF 来运行。其益处与通过 uCPE 提供其他附加托

管服务带来的益处非常相似。通信服务提供商可以通过

经济高效地提供核心网络功能之外的网络服务来获得额

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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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quick-assist-technology-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sd-wan-enabled-services.html
https://networkbuilders.intel.com/social-hub/webcast/speed-economy-and-efficiency-advantages-of-ucpe-for-service-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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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指 WAN 优化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D-2100 产品家族是专为协助通信

服务提供商将智能服务引入网络边缘而开发的，该产品

家族降低了企业为建立下一代分支机房 uCPE/SD-WAN 

应用（应用于低功耗、省空间的 COTS 服务器）所需

的总体拥有成本。同时，最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提供高达 1.5 倍的网络功能加速⁴。从英特尔凌动®  

到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再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各种配置选项为通信服务提供商和企业提供了

可扩展可收缩的解决方案，满足各种不同需求。

正如我们所见，uCPE 通过在单个 CPE 设备上运行虚拟

化服务组合，为通信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让

他们能够经济高效地提供一系列附加托管服务。另外一

个可以从软件执行中获益良多的功能是 WAN 优化。软

件定义方法让通信服务提供商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数据

流量、加密状态和应用程序使用情况，便于他们更快、

更容易地确定 WAN 优化优先级。 

对 uCPE 的 
支持 指切勿惰怠 

综上所述，uCPE 将云的威力带给电信网络。它提供了

一个创新平台，除核心网络功能之外，还促使通信服务

提供商迅速且经济高效地提供创收服务。英特尔通过一

系列边缘优化的英特尔® 至强® 和英特尔凌动® 片上系统 

(SoC) 处理器技术以及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 

内存，为通信服务提供商推出 uCPE 提供支持；通过 

英特尔®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实现硬件加速；通

过经验证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参考设计优化网络配

置；通过英特尔® Network Builders 提供社区支持。 

实施的时机就是现在。如果你还在迟疑是否采用 uCPE，

你的竞争对手就会超越你。IHS Markit 关于 SDN 和 NFV 

的全球运营商调查显示，有 82% 的运营商目前正在位于

用户端的 uCPE 上部署或计划执行 VNF。⁵行动的时机就

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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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chnology.ihs.com/605919/universal-cpe-a-new-market-and-new-deployment-model-for-managed-services
https://technology.ihs.com/605919/universal-cpe-a-new-market-and-new-deployment-model-for-managed-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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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当前如何实现边缘网络转型的信息，请见 

英特尔白皮书 Cre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Central 

Office with Intel® Architecture CPU（利用英特尔® 架

构中央处理器创建下一代端局机房）。

或联系英特尔代表或访问  

intel.cn/networktransformation，找到适合您所在

组织的解决方案。

¹ https://www.opnfv.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2/2018/06/OPNFV_SolutionBrief_VCO_TCO_Web_060818.pdf

²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US41429616

³ https://technology.ihs.com/605919/universal-cpe-a-new-market-and-new-deployment-model-for-managed-services

4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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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intel.cn/performance。

配置：性能测试结果基于截至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 日（内存访问性能）、2018 年 7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 日（线性系统软件包）和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7 日 (DL 推
理) 的测试或预测，可能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线性系统软件包：霄龙 7601：超微 AS-2023US-TR4，带 2 个霄龙 7601（2.2千兆赫，32核）处理器，SMT 关闭，睿频开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S) 1.1a 版，2018 年 4 月 26 日，微码：0 x 8001227，16 x 32 GB DDR4-2666。  

性能结果基于配置中所示截至日期的测试，并且可能未反映所有公开的安全更新。更多详细信息见配置披露。没有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⁵ https://technology.ihs.com/605919/universal-cpe-a-new-market-and-new-deployment-model-for-managed-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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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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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凌动、傲腾和至强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

* 其他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0319/CAT/FP/PDF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network-transformation/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network-transformation/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network-transformation/next-generation-central-offic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network-transformation.html
http://www.intel.cn/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