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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平台应用逐渐成熟的背景下，将现有大量分散的网管服务器集中到云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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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平台强大的存储和计算功能实现对所有网络的统一管理是网管网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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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趋势。针对部分网络网管集中过程中的物理连接、IP 地址分配、VLAN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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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业务流向规划、QoS 机制、部署方式等进行了阐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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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loud platform application was mature gradually，it is inevitable for the existing large number of
dispersed network server to concentrate on the cloud by the cloud platform powerful computing and storage functions to
manage the all network. The physical connection，IP address allocation，VLAN partition，business flow planning，QoS mechanism and deployment mode was discussed for the centralized process of networ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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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网络管理是通信网络的大脑，它肩负着网络的配
置、管理、计费、安全、故障及性能监测等任务。

本不统一等问题，需要布置大量网管服务器及网管网
络，造成管理效率难以提升，同时也造成资源浪费，因
此，将各个专业的网管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势在必行。
集中网管不仅可以减少各专业间互相沟通、协调、

由云端、网络、终端组成的云计算架构是网络发

确认等相关环节，而将集中网管设置在云平台上，更是

展的方向，传统数据中心向云转变，实现计算资源的

可以提高网管网络的效率、安全性、扩展性，同时减少

弹性扩张，随需交付，应需而动。而如何实现网管信

服务器硬件的设置，
节约投资。

息在云中的部署，如何实现各种终端基于安全策略获
取相应的应用服务，
成为各运营商需要关注的内容。
目前国内各运营商根据业务发展都建设有核心

1 云网管概况
云网管融合架构自下向上分为 3 个层面：基础承

网、无线网、传输网、IDC、平台等多张网络，这些网络

载层、融合控制层、资源管理层。

——————————

件和软件等，它是云网管搭建的物质基础，是网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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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膀右臂。

的网管都各自为政、各司其职，且存在厂家、硬件、版

基础承载层包括网络设备、网络、云计算的存储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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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控制层包括网管网络软件、控制策略、安全认

道中划出专门网管通道将网管数据进行上传和下发，

证、健康检查等，它是网管控制的神经脉络，负责执行

其优点为投资少、部署快、带宽大、安全性高，缺点为对

资源管理层对基础承载层的控制。

现有交换机配置有一定要求，占用现有网络资源，网络

资源管理层包括运维工具、电路调配软件、控制软
件等，它是网管控制的神经中枢。能够实现面向多点
的资源批量处理，对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的统一自

动化编排，支持计算、存储、数据库、安全、DNS 等各类
资源申请、管理以及业务编排。

时延不可控。图 1 示出的是利旧现有网络建设的网管
网络结构。

方式 2 可通过 WDM、裸纤等配合交换机组网进行

网管数据的传送，其优点为网络单一，对现网业务没有

影响，网络时延可控，缺点为投资较多、部署周期较
长。图 2 示出的是新建的专门网管网络结构。

2 标准进程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 1979 年就开放系统互联

（OSI）模型对网络管理通信进行了标准化制定，其包括

方式 1 和方式 2 均能实现云网管融合，在实际操作

时应结合各本地传送网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支持管理进程和管理代理之间通信要求的 SMIS 和提

4 云网管搭建

ternet 工程任务组（IETF）为了管理快速增长的 Inter⁃

送网评测工作中，对网管数据采集时发现现有网管网

作为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各运营商网管网络

专用网管，数据采集效率不高导致业务配置周期过长，

3 网络架构的选择

通过对比云网管融合的 2 种方式，决定采用方式一基

供管理信息传输服务的应用层协议 CMIP。随后，In⁃

net，把已有的简单网关监控协议（SGMP）进行修改后
基本使用的都是 SNMP。

云网管融合有 2 种方式，方式 1 是基于现有资源进

行集中，方式 2 是新建专门网管网络进行集中。

方式 1 是在现有传送网络（包括 UTN、DCN 等）通

以某运营商本地传送网网管网络为例，在本地传
络运行速度慢，服务器老化，网络带宽不足，设置多套
需要将 WDM、UTN、SDH 等多个网络网管进行云化。
于“UTN 系统&增值业务承载网传送+云平台”进行网
管融合，由于不同系统的网管信息存在二层和三层之
分，UTN 系统在传送相应网管数据时有 2 种方案。

4.1 方案 A：
三层网管信息云网管搭建

传输云 1（主用）
云平台
（含 IPS/IDS 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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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专门网管网络结构

4.1.1 物理连接
首先将 WDM、SDH 等网络与 UTN 网络打通，由
UTN 网络传送至云平台防火墙所在局房，并与平台进
行连通。
由于云平台存放专业数据的复杂性，为保证其安
全，各专业在接入云设备前首先要经过防火墙的过
滤。同时为了保证网管网络的多样性和可扩展性（例
如某些 WDM 设备网管接口不能提供光接口），建议在
接入平台前增加交换机。
4.1.2 IP 地址分配
新建的网络在实施中存在跨域，涉及到不同 IP 地
址的互通，例如服务器 IP、网关网元 IP、互联 IP 等。在
分配 IP 地址时会存在以下 2 种情况。
a）需要网管集中的网关网元全部支持三层网络，
网管网络与增值业务承载网 IP 地址不冲突，这种情况
部署最为简便，管理最为便捷。云平台服务器和网关
网元 IP 地址可以完全统一。
例如将某 WDM 网络的网关网元管理 IP 设置为
135.29.65.2，而本网络中其他网元管理 IP 为 135.29.65.

X，实施中仅需要将这些 IP 地址段部署到云服务器即

可，从而实现全网全 IP 可达。端口 IP 地址可采用 30
位掩码。

当前期分配的 IP 地址与后期规划的 IP 地址不在

同一个 IP 段，就需要在网关网元部署相应的路由代理

转发。例如将某 WDM 网络的网关网元管理 IP 设置为

156.1.0.1/30，而本网络中其他网元管理 IP 为 132.10.1.
X，就需要在网关网元上开放某个子接口用于代理路

由，当其他网元信息通过该子接口到达网关网元后，由
网关网元代为转发至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并处理完信
息后，将计算结果反馈至网关网元，由网关网元代为转
发至其他网元（见图 3）。
普通网元

网关网元
156.1.0.1/30

132.10.1.11 agent

132.10.1.12 156.1.0.1/30
132.10.1.13

图3

防火墙

云服务器
156.1.1.98/30

156.1.0.1/30 156.1.1.98/30 156.1.0.1/30

WDM 同 IP 段网管数据传送路由

邮电设计技术/2017/11

69

系统优化 付炎红，祝 威，吴盛芬，谢 鹏
System Optimization 本地传送网云网管搭建方式浅析

此种模式放置在 UTN 网络中时，由于其本身路由

器的特性，不需要进行代理，所有网元均可直接访问云

服务器，对网关网元的处理能力要求有所降低（见图
4）。

普通网元

接入网元
（网关网元）

防火墙

云服务器

132.10.1.11 132.10.200.11 132.10.200.11 132.10.200.11 132.10.200.11
132.10.1.12 132.10.200.12 132.10.200.12 132.10.200.12 132.10.200.12
132.10.1.13 132.10.200.13 132.10.200.13 132.10.200.13 132.10.200.13

图4

UTN 同 IP 段网管数据传送路由

b）需要网管集中的网关网元全部支持三层网络，

网管网络与增值业务承载网 IP 地址冲突，这种情况需
要用增值业务承载网相应的 IP 段部署至云平台服务
器端。

云平台服务器和网关网元 IP 地址不能统一。这

种部署方式与情况 a）一致，仅需要将网关网元管理地

址按照云平台服务器端指定段落部署，并在防火墙做
好地址映射即可。

4.1.3 业务流向规划
为增加安全性，网管网络与云平台对接时需要经
过防火墙进行过滤，且南北向进行隔离。由网关网元
及网管终端上下云服务器的信息分别经过不同的防火
墙，从而做到南北向数据隔离。同时，在网管网络建成
后，后期所需要增加的网管内容均应接入网管侧交换
机或防火墙，应尽量避免直接与增值业务承载网交换

机互通（见图 5）。

4.1.4 QoS 机制
鉴于网管信息的重要性，建议将其 QoS 等级设置
为与 UTN 网管信息一致。
4.2 方案 B：
二层网管信息云网管搭建
4.2.1 物理连接
与方案 A 一致。
4.2.2 IP 地址分配
采用 VLAN 方式部署，开启 UTN 网络的二层传送
功能，按照管理需求将不同网络的网关网元纳入到不
同 VLAN 中，此种方式对现网无影响，操作简便，缺点
是不能对前期 IP 进行统一，会对后期管理造成困扰，
具体 VLAN 传送方式见图 6。
4.2.3 业务流向规划
与方案 A 一致。
4.2.4 QoS 机制
与方案 A 一致。
4.2.5 VLAN 划分
当采用二层网络进行通信和管理时，VLAN 的划
分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后期管理的可靠性和便捷性。
根据管理网元的数量对 VLAN 带宽进行预留，例如某
本地网 WDM 系统有 30 个网元，UTN 和 SDH 系统各有
3 000 个网元，按照每 10 网元需 2M 带宽计算，共需预
留 1 220M 带宽，不利于 UTN 网络的轻载，因此大型网
络管理应尽量避免采用二层 VLAN 方式。
4.3 方案比较
三层网管信息的传送是通过全 IP 方式进行点对

网管终端
网管向服务器提出业务请求数据路径
服务器反馈给网管路径
服务器向网关网元下发数据路径
网关网元向服务器上传数据路径

2#防火墙

1#防火墙

网关网元

新建交换机

新建一体化防火墙

增值业务承
载网防火墙

网管

增值业务承载网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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