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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与服务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

红帽企业 Linux®

红帽咨询

硬件
华为 E9000 融和架构刀片服

务器

HPE BladeSystem c7000  
服务器

戴尔 E9000 服务器

富士通 KS3200 存储器

电信

逾 30,000 名员工

业务成功 
• 通过更好的 DevOps 协作和更

高效的工作流程，缩短软件开
发和交付时间

• 通过缩短周期，降低了研发
资源投入要求，实现显著的成
本节省

• 建立开源信息通信技术 (ICT) 
平台，在 5G 网络上部署基于
微服务的应用，满足其他行
业需求

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帮助网络运营商和企业客户应对不断变化的行
业，中兴通讯致力建立一个 IT 与 CT 融合的 ICT PaaS 平台 。中兴通讯在红帽咨询, 红帽 OpenShift 以
及深度技术合作下，实现了多网络平面技术，构建满足电信应用需求的 ICT PaaS 平台。 现在，中兴
通讯可以更好地为行业变革做好准备, 尤其是新 5G 电信标准的转型，并可利用灵活的技术和协作式 
DevOps 方法更快地构建和部署产品。

公司总部

“红帽是开源软件开拓者，具备强大的技术优势，
同时在开源社区中也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我们在电信行业的专业知识与红帽构成了完美
的合作关系。”

赵明鹤
PAAS 平台研发部首席工程师

中兴通讯

中国深圳

CUSTOMER CASE STUDY客户案例分析

中兴通讯与红帽携手准备 5G 行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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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信的不断变革衍生 IT挑战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进步，电信运营商也需要基于虚拟化技术的应用开发和部署达到更快的速度以及更灵
活的网络部署。业界正向第五代移动网络和无线系统 (5G) 转型以满足这些需求。

中兴通讯是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总部位于中国，在全球设立了 107 个分支机构，在美国、法
国、瑞士和印度等地设有 20 个研发中心，总计拥有 30,000 多名员工。在这些研发中心，中兴通讯致力
于开发创新解决方案，帮助行业解决全球通信领域不断变化的挑战，尤其是快速测试、上线服务以及现
场解决业务应用部署问题方面。

“我们需要满足需求，准备迎接 5G 时代的到来；同时还要应对电信应用独特的性能、安全和可靠性挑战，”

中兴通讯平台即服务 (PaaS) 研发部首席工程师赵明鹤如是说道。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行业并保持竞争力，中兴通讯致力为其信息通信技术 (ICT) 环境建立一个 PaaS 基础。
通过这一基础，公司可使用灵活的容器和微服务技术加快 5G 和其他应用程序的开发和部署。

开放源代码平台提供适应性强的 IT基础
作为 Linux Foundation, OpenStack, OpenShift, Kubernetes, Docker, Ceph,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CNCF) 和 CloudFoundry 等多个开源社区和项目的成员，中兴致力于使用开源技术构建新
的 PaaS 基础。要采用开源 PaaS, 中兴通讯需要兼容 Docker 容器管理和集群安排，将 Kubernetes 与英
特尔的 Data Plane Development Kit (DPDK) 集成，并对其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  
(CI/CD) 方法进行自动化管理。

赵明鹤说：“我们面临着诸多长期的挑战，包括紧跟开源持续进步的步伐，确保高效的产品创新，并在持
续扩张的过程中保持稳定性。许多解决方案缺乏服务应用管理，或网络性能较低，缺少必要的安全隔离
功能。”

为满足这些需求，中兴通讯与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进行深入技术合作，构建全新 ICT PaaS 平台，实
现 IT 与 CT 技术的融合。OpenShift 容器平台将红帽的操作系统与 Docker 格式化容器和 Kubernetes 容
器编排引擎结合，基于行业领先技术来创建一个企业容器环境。此外，红帽 OpenShift 还包括 DevOps 
功能，能对于构建高性能的可靠业务平台以集成服务功能至关重要。

中兴通讯采用红帽全球专业服务提供 OpenShift 概念验证 (POC) 服务，以在其初始部署阶段加速整合。
该公司还聘请红帽咨询专业的企业工程师提供现场问题解决方案。

“红帽提供了架构服务、产品知识和现场问题解决方案，”赵明鹤说道。“我们的咨询师与红帽技术专家共
同协作，为各种问题探讨出了最佳解决方案。本次现场支持夯实了团队的 Kubernetes 和 Docker 知识，
提高了我们独立解决未来技术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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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改进产品开发和交付
改进 DEVOPS，促进效率提升

借助红帽的企业开源解决方案，中兴通讯强化了 DevOps 方法，可帮助开发和运营团队更好地协作，更快
地解决业务挑战。

“OpenShift 能够为运营商以及政府和商业终端用户提供云解决方案，从而让我们内部运营用户获益，”赵
明鹤提到。“同时，OpenShift 提供的自动化流程大幅缩短了开发时间，同时提高了产品质量。”

通过这些功能，中兴通讯的开发人员和运营人员能够改善服务稳定性和响应能力以及平台产品的研发能
力。例如，系统开发和交付时间减少了约 10%。OpenShift 容器平台还简化了企业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环境中的 ICT PaaS 部署流程。

赵明鹤说：“5G 应用可通过使用更加灵活的微服务和基于容器的架构进行设计，从而更容易进行开发和
部署。”

减少研发成本

中兴通讯通过与红帽公司的深入技术合作，加快了 ICT PaaS 平台的研发进程，节省了研发成本。通过
缩短开发周期，中兴得以减少相关资源投资。此外，中兴通讯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增加容器使用量，无需
大幅增加相关成本。

支持 DevOps 与红帽解决方案协作改进，与企业的 VMware 虚拟化解决方案相比，也帮助中兴通讯大
幅降低了解决方案交付前的 POC 研究所需的硬件投资。

赵明鹤说：“通过我们的开发团队使用虚拟机或容器技术进行自动化和其他工作，我们可以随时发布和
分享资源，以优化其使用情况。”

这样，中兴通讯便可以帮助客户节省资金，增强性能。“通过帮助我们的客户改善技术共享，我们可以帮
助他们节省成本，”赵明鹤说。“运营商可以根据需求定制自己的网络需求，来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同时
降低运营成本。”

新开源机会

中兴通讯通过与红帽合作，获得了企业开源解决方案和专业知识。“红帽是开源软件开拓者，具备强大
的技术优势，同时在开源社区中也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赵明鹤如此评价。“我们的电信专业知识与红帽
构成了完美的合作关系。”

归功于双方的合作，中兴通讯提升了对开源社区的参与度。这种参与不仅加强了中兴团队对 DevOps 的
理解，显著加快了平台项目的交付速度，也让中兴通讯更快的融入 OpenShift 和 Kubernetes 开源社区。

“我们现在在 OpenShift 和 Ceph 社区的源代码贡献排名第二，在 Kubernetes 社区排名第八，”赵明鹤总
结说。“我们的持续贡献提高了我们在这些社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开拓了与电信行业新技术的第三
方开发者的合作机会。”

中兴通讯自研的 ICT PaaS 平台，不但支持标准的 Kubernetes 集群，还支持 OpenShift 集群管理，帮助
客户根据需要自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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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帽
红帽是世界领先的开源解决方案供应商，依托社区力量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及高性能的云技术、Linux、中间件、
存储和虚拟化产品。红帽还提供屡获殊荣的支持、培训和咨询服务。作为紧密连接全球企业、合作伙伴和开源社
区的中心，红帽致力于通过为广大客户提供实用、创新型技术产品，有效释放其宝贵资源以推动业务增长，并为
未来 IT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全新 IT基础提供满足行业需求的工具
通过采用基于容器技术和红帽平台的 IT 环境，中兴通讯已经准备好迎接 5G 标准移动通信网络转型。
此外，中兴通讯采用 DevOps 和开源后，将支持虚拟化和基于云的 ICT 电信研发方式。

关于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成立于 1985 年，已发展为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该公司的多元信息通信技术 
(M-ICT) 战略为其绘制了提供综合端到端创新服务的蓝图，旨在为全球约 160 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
运营商、企业和公共部门运营商传递卓越表现，为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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