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关注 王 燕，丁 海，吕东芳，徐佳琪
Monthly Focus 运营商定制家庭网关终端全网通的研究和实现

运营商定制家庭网关终端全网通的
The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研究和实现
All-mode Customized Home Gateway
王

燕 1，丁

海 2，吕东芳 1，徐佳琪 1（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3；2.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48）
Wang Yan1，Ding Hai2，Lü Dongfang1，Xu Jiaqi1（1. China Unite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Group Co.，Ltd.，Beijing 100033，China；2.
China Unicom Network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48，
China）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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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营改增策略的颁布，国内电信运营商针对移动终端的补贴日益减少，转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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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通手机”社会化销售为主。但是，三大运营商的固网家庭网关终端由于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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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配置参数和运维管理等不同导致只能分省定制，无法实现全网通用，用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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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从社会公开渠道按需购买。分析了固网家庭网关终端现状和差异化原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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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原因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并提出了全网通现网演进的实现建议，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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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家庭网关用户社会化购买和即插即用打下基础。

Abstract：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eplacing the business tax，the subsidy for mobile terminals from domestic telecom
operators is decreasing and social sales of“all-mode mobile phone”becomes the mainstream of sales method. But in China，
the fixed-line home gateway terminals of the three operators have differences in software functions，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and operational management，the differences lead to the fact that the terminals must be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province’s
requirement.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ixed-line home gateway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 are analyzed. Then different solutions
for various reas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network to realize the whole all-mode gateway which can enhance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home gateway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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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4 年中国政府颁布了营改增的税收方案，其中
对电信运营商终端补贴成本有了严格的要求，三大运
营商在移动终端领域的补贴已经大幅度缩减。2016
年工信部公布六模全网通规范正式成为行业标准，中
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力推的六模全网通终端取得重大
进展，截至 2017 年底，市场上 85%的智能手机都是全
网通，由用户自行购买，为运营商节省了巨大成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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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日常使用。
在固网终端方面，目前三大运营商每年花费数百
亿成本采购 PON 家庭网关实现固网宽带接入、固话和
IPTV 视频业务。不同运营商，甚至同一个运营商不同
省分公司的网络配置、业务功能和运维管理等规范的
不同导致运营商的 PON 家庭网关终端无法实现全网
通用，只能按照不同维护主体的要求进行定制化，无
法实现跨省、跨运营商的通用，导致运营商投入巨
大。同时，用户无法按需从电商或零售市场购买实现
即插即用，只能被动接受运营商提供的家庭网关，导
致用户体验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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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宽带用户逐渐普及，已有部分光猫厂商
开始考虑推出全网通终端，主要思路就是将多个软件
版本集成在一个终端内，用户购买的时候提供宽带提
供商、省分等信息，终端厂商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切
换到特定软件版本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这种方式，
一是终端软件复杂，成本较高，二是需要根据单个用
户信息手动切换，费时费力，因此无法满足大规模用
户群的实际需要。

2 全网通终端实现的障碍分析
针对中国联通现网主流的 4 家 FTTH 终端的软件
版本进行调研，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中国联通现网主流的 4 家 FTTH 终端的软件版本情况

厂 中国联通
家 型号数据
A

HGU：
2

B

HGU：10

C

HGU：11

D

HGU：
4

中国联通版本情况

问题

大版本 2 个

大版本上存在多个子版本

一个型号多达 6 个版本

大部分省同型号版本不同

一个型号多达 17 个版本，一 版本较多，
基本上一个型
个省一个型号多达 4 个版本 号在每个省版本都不一样
一个型号多达 3 个版本

大部分省同型号版本不同

由表 1 可以看出，中国联通现网上网关的软件版
本至少有 10 多个，严重影响了全网通和社会化销售，
具体分析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导致多种版本：
a）网络配置不一样：固网网络和移动网络不一
样，当年建设的时候不是以全网统一配置（移动网的
APN 全国统一），而是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建设。
以宽带业务、语音业务、IPTV 业务和远程管理功能为
例，目前全国所有省分的宽带管理及业务 VLAN ID、认
证方式、QoS 配置都不一致，每个省分通过制定了预配
置模版让各家的终端支持本省的特殊配置，31 个省分
的预配置文件，造成了全网 31 个不同的软件版本。
b）省分个性化功能需求不一样：固网宽带业务。
除了基础的宽带、语音、IPTV 业务外，各省根据本省网
络现状、业务平台建设、竞争对手发展和业务创新等
原因定制了很多个性化需求，如基于 IMS 发展固话三
方通话和视频通话、家庭网关主动批量测速、开放新
的 Wi-Fi SSID 等。这些个性化功能由于业务发展还
经常变更或升级，不仅导致终端的软件版本多样化，
而且同一个终端不同时期的版本也无法实现通用。
c）认证方式不同：网关上电后首先要通过 OLT 的
认证，只有通过了 OLT 的认证才能完成后续所有的工
作。现阶段，固网家庭网关接入认证主要有物理标识

认证和逻辑标识认证 2 种方式，其中物理标识是指使
用光猫上报其全球唯一物理标识（EPON 使用 12 位的
MAC，GPON 使用 12 位的 SN），运营商网络侧提前录入
光猫的物理标识，获取到光猫上报的信息后和提前配
置的信息进行比对；逻辑标识认证是指用户在申请业
务的时候，运营商产生一个逻辑账号，用户上网的时
候在光猫上输入逻辑标识，光猫上传逻辑标识和运营
商后台认证服务器进行比对，实现认证过程。
由于不同的省分采用不同的认证方式，考虑到逻
辑标识认证需要运营商生成逻辑标识、而物理标识认
证需要提前配置终端物理串码，对网关的注册认证流
程要求完全不一样，如果无法全网统一，网关的软件
版本也无法做到统一。

3 全网通实现方案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固网宽带网络配置差异、
各省分定制化功能和认证流程不一样，导致了网关在
实际应用中必须根据最终用户所处的省分和环境使
用定制化的版本，才能正常的注册认证和开通所有的
业务、功能。
为了实现全网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保
证网关在出厂销售时的版本一致，全网通用。
a）借助已有的家庭网关远程管理系统（Remote
Management System），通过 RMS 支持的功能和参数远
程配置，取代原有省分的定制化业务模版。对于每个
省分不同的参数配置，当网关首次上电后必须连接各
省的 RMS 平台，各省的 RMS 平台根据省分的业务、功
能和管理需要，灵活的远程配置相关的参数，从而让
网关动态的启用省分需要的业务。同时，对于省分层
出不穷的新业务、新功能，应该参考 Android 和 IOS 操
作系统的版本更新方式，对于部分不影响网关基础版
本的微创新，可以通过 RMS 平台远程配置实现（比如
简单的 ios 10 升级到 ios 10.1）；对于部分大的功能，可
能会影响网关基础版本变动，必须按照一个周期汇
总，定期更新基础版本，通过 RMS 平台全网统一升级
（如 ios10 升级到 ios11）
b）RMS 平台配置全网统一。RMS 平台远程配置，
消除初始版本的差异性，实现网关全网通，最基本的
条件就是网关能够按照一个标准的配置自动连接每
个省分的 RMS 平台，建立起管理通道。现阶段每个省
分的 RMS 平台的域名、VLAN ID 和连接方式都不一
样，实现管理通道的建立有 2 种方式，一种是网关记录
邮电设计技术/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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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个省分的所有信息，随机尝试，轮询找出正确的配
置；另一种是网关使用一个固定的配置，网络侧通过
OLT 和 DNS 服务器进行转换保证网关能够正确连接
RMS 平台（见表 2）。
表2

对比项目

管理通道建立的 2 种方式对比

网关轮询

网络侧改造

网关上电后顺序使用不同 网关使用一个标准配置，
OLT
基本思路 省分配置进行尝试，
直到找 进行 VLAN 转换，DNS 服务器
到正确的省分配置
完成地址转换
优点

网关改造为主，
网络侧不需 网络侧改造为主，节约时间，
要改造，见效快
用户体验好

缺点

每次尝试时间较长

网络侧改造需要时间和投资

建议

初期过渡方案

最终方案

c）全面推进认证模式统一：对于物理标识认证，
最大的障碍就是运营商要提前获取光猫的物理信息，
如果以终端社会化销售为最终目标，运营商无法准确
的获得用户从零售渠道购买的终端信息，因此，参照
手机，使用逻辑标识认证（手机号码体）取代物理标识
认证（IMEI 体系）的方式是众望所归。

4 全网通关键技术分析
从第 3 章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实现终端的全网通，
必须从网络侧改造、网管能力提升和终端软件适配多
方面进行改进。
不同方法的关键技术分析如下：
a）终端软件适配：传统模式下网关的软件是固定
不变的，在出厂销售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版本并预装到
网关中。考虑到未来要适应不同省分的多种定制化

配置和功能启用，要求网关的软件能够动态的根据省
分需要配置。因此，新的网关软件首先会以统一版本
的软件为基础，但是针对不同省分提供接口，从而允
许省分远程配置启用个性化功能和业务。全网通的
第一步就是制定网关的基础版本，统一功能节点（见
图 1）。
b）网管能力提升：现阶段，运营商已经完成了光
猫远程管理平台的建设，但基本上还是以远程监控、
按需故障诊断和突发性的升级、统计业务等功能为
主，如果要实现省分定制化业务和个性化功能下发，
RMS 系统必须支持以下能力提升：
（a）所有业务参数模型化：要将省分公司所有的
业务，如宽带上网业务、固话业务、IPTV 业务所涉及到
的所有功能要求，通过 TR098 定义模型化，这样省分
公司的预配置模板上所有的要求都能够通过 RMS 系
统远程配置。
（b）定制功能扩展化：针对每个省特定的创新功
能，需要定义专门的 API，通过省分 RMS 平台远程启
用。
（c）更高的处理能力：随着全网通的全面推行，后
续 RMS 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所有终端首次上电后都
将连接 RMS 平台，接收 RMS 平台下发的所有业务配
置，按照单个业务配置 20 次连接 session 计算，要求
RMS 平台的并发性能要有极大的提升。因此，全网通
实现的第 2 步是全面提升现网 RMS 能力。
c）网络侧改造：网络侧改造主要是针对 RMS 基础
配置和 OLT 认证流程。由于 RMS 平台已经建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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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省分选择的 VLAN ID、域名都不统一，因此后续要
全网统一；同时 OLT 的认证方式从物理认证变更为逻
辑标识认证，也会涉及到资源系统、OLT 等多个系统和
网络设备的改造工作（见表 3）。
表3

网络侧改造内容

RMS 配置统一

项目

OLT 认证模式统一

不同省分选择不同，
以联
每个省建设的 RMS 系统使用的
通为例，11 个省分使用物
背景 VLAN ID、域名/IP 地址和认证模
理标识认证，
20 个省分使
式（PPPoE、DHCP、IPoE）都不一样
用逻辑标识认证
解决
思路

制定一个统一的 VLAN ID，
通过
OLT 进行转换；
使用统一域名，省
分建设单独的 DNS 域名进行解析

修改 OLT 认证方式为逻
辑标识认证；
资源系统新
增逻辑标识生成能力

寻找一个空闲的 VLAN ID；
OLT 支
涉及
全网 OLT 修改认证模式；
持原有 VLAN 和新 VLAN 的转换；
方面
制定逻辑标识生成规则
新建省内 DNS 进行解析

对于网络侧改造，由于涉及的网元数量较多，同
时考虑到现网用户业务的连续性，对现网的改造须非
常谨慎，分步实施，因此整个过程将会非常漫长，是实
现全网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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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也会像智能手机一样，承载更多用户的使用习惯
和个性化业务，因此家庭网关的社会化是发展趋势。
要实现家庭网关的社会化，基础就是运营商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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