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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涌现的压力和挑战，您的企
业依然保持创新，让人与人更加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远程手术中的虚拟现实技术，
还是能够切换交通信号灯便于救护车
安全通行的智能电网，技术的进步从
根本上改善和优化了服务体验，这在
之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数字服务提供商：

立足当下， 
 创建未来

您的服务让全球实现连通，为人们的生活和安全带来重大转变。即
使面向客户提供24/7全天候服务，您依然也在筹划着未来的发
展，借助现代自动化的云原生基础架构和流程，推动业务和运营支
持系统，并用于网络和服务交付。



技术现代化

为迎接新的挑战和可能性，电信服务提供商必
须采用现代化IT架构和运营管理方法，转变网
络和运营模式。

超大规模公有云提供商已经提高了标准，
展示出云原生基础架构和开源开发如何为
加快服务交付、部署和迭代创造机会。

采用这种方法的传统服务商能够以更高的
敏捷性、灵活性、弹性和安全性展开运

营。

转变文化

除了网络和运营方式实现现代化之外，传
统服务提供商还必须转变企业文化。若部
署更为敏捷的跨职能团队和服务交付模
式，服务商将具备以下优势：

• 加快转型管理效率。

• 更快、更安全的软件交付能力。1

灵活选择方案

开源是一项公认的基本框架，适用于
虚拟化和云原生网络功能以及现代化
运营支持系统和业务支持系统（OSS/
BSS）。

红帽公司具备深厚的专业实力，助您
使用开源技术加快创新，提供运营敏
捷性和控制力。

1 Puppet. 《2020年DevOps现状调查报告》，2020年。
2 红帽。《企业开源现状：电信行业主要发现》。红帽公司经由Illuminas的调查报告，2020年。

97%的电信服务提供商表
示，开源技术对他们的组织机
构相当重要2。

本电子书重点介绍了推动电信转
型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红帽®产
品和服务如何为电信服务提供商
提供转型方面的支持。

https://puppet.com/resources/report/2020-state-of-devops-report/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state-of-enterprise-open-source-telco-infographic


快速创新

开源社区鼓励新晋从业人员参与对话，创
建更为多元化的见解和更为可靠的解决方
案。通过集思广益和共同努力，更多更快

速的创新技术也将随之诞生。

自由选择

开源软件避免了供应商锁定的局限性。开
放标准赋予产品可移植性和兼容性，使得
数字服务提供商能够自由、敏捷和灵活地
创新。

在自信中创新

电信服务提供商越来越意识到商
业开源解决方案的价值，最为主
要的三大优势如下：3

• 安全使用开源技术的能力。

• 获取最新的创新技术。

• 专为云和云原生环境而设计。

深入探索

了解为何通信和电信服务提供商
越来越多地将开源视为业务运营
和促进创新的基本框架。

阅读TM论坛报告：
《开源加快实验范畴》。

3 红帽。《企业开源现状：电信行业主要发现》。红帽公司经
由Illuminas的调查报告，2020年。

电信行业中
扮演的角色

开源在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open-source-accelerates-experimentation-analyst-paper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state-of-enterprise-open-source-2020-telco-infographic


数字
转型
催化剂

随着5G和边缘计算等尖端技
术的推动，网络基础架构和运
营模式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本章节内容：

3.1 5G

3.2 边缘计算

3.3 混合云

3.4 OSS/BSS现代化



充分利用5G技术

鉴于5G技术有助于重塑行业模式，当年角逐
同一市场的竞争公司如今已握手言和，共同
合作开发专门适用于特定行业的服务和应用
程序。

数字服务提供商若充分利用5G技术
的优势，则能够把握时机，获取一定
的市场份额。

但是，超大规模云提供商也已准备就绪。在
这种竞争格局下，数字服务提供商必须最大
程度地降低超大规模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和速
度差距，并展开创新，以此提供差异化服
务。为此，企业需要围绕自动化、持续集
成/持续交付（CI/CD）、云原生开发等尖
端技术开创新思维。

5G技术优势： 

• 提高容量。

• 提升速度和性能。

• 降低单位比特成本。

深入探索
领先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及其技术合作伙伴
探讨自身的5G部署策略、挑战及见解。

关注Open5GCon盛事

5G

https://redhat.lookbookhq.com/c/lg_xflsjaq4?x=RfjQg6&sc_cid=7013a0000026032AAA&elqTrack=true


贴近网络边缘部署处理能力和网络功
能，有助于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
降低带宽和成本，同时创建具备差
异化和低延迟的新型服务。

确保应用程序的性能 

降低带宽和成本

提供差异化通信服务（vs. 与竞争对手相比）

提供垂直化行业服务（如救护车车载扫描、适用

于投资银行业务的高级实时分析技术）

32%
21%

19%
28%

4 Gabriel Brown，《5G边缘云基础架构和安全性》。《重读》，由红帽赞助，2020年6月。

边缘计算

图 1

将工作负荷转移至网络边缘的优势4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heavy-reading-5g-edge-cloud-analyst-paper?source=searchresultlisting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heavy-reading-5g-edge-cloud-analyst-paper?source=searchresultlisting


边缘计算还可以缩短配置
时间，提高网络扩展性和
敏捷性。 

此外，本地数据分析和管理也可以使用
相关资源。

边缘部署预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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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边缘计算将成为企业
IT的现实型未来，则这一
技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混
合云和开源。5

Paul Cormier
红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020

2023

截至2023年，预计80%的数
字服务提供商将部署100多
个边缘位置4。

4 Gabriel Brown，《5G边缘云基础架构和安全性》。《重
读》，由红帽赞助，2020年6月。
5 Paul Cormier，《边缘已开放：为何扩展计算离不开开放
式混合云》，红帽博客，2020年2月20日。

图 2

https://www.redhat.com/zh/blog/edge-open-why-scale-out-computing-doesnt-exist-without-open-hybrid-cloud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heavy-reading-5g-edge-cloud-analyst-paper?source=searchresultlisting
https://www.redhat.com/zh/blog/edge-open-why-scale-out-computing-doesnt-exist-without-open-hybrid-cloud


为何选择边缘部署？

借助传统集中式位置之外的运算技术架
构，电信公司能够：

• 无缝自动化和管理基础架构，覆盖核
心数据中心直至远程边缘站点。

• 对于整个基础架构中的固件和软件，
保证一致的配置、更新和维护。

• 实现远程管理，即使出现连接问题，
也能维持运营。

• 支持工作负荷，包括虚拟机、容器和
微服务。

• 扩展软件平台和服务

• 运行一致的部署模型，无论覆盖范围
的大小。

深入探索
了解红帽混合云解决方案如何助力数字服务
提供商成功部署边缘技术。 

阅读文章，了解为何红帽CEO认定
边缘计算事关“混合或灭亡”

阅读文章，详细了解边缘计算及红
帽如何提供协助

https://www.redhat.com/en/blog/edge-open-why-scale-out-computing-doesnt-exist-without-open-hybrid-cloud
https://www.redhat.com/en/topics/edge-computing/why-choose-red-hat-edge-computing
https://www.redhat.com/en/topics/edge-computing/why-choose-red-hat-edge-computing


混合云
红帽混合云解决方案提供集成层，便于跨公有
云、混合云和多云平台进行编排，并且具备工
作负荷可移植性和统一管理能力。

企业机构采用混合云策略来提高业务和IT敏捷
性6。

关于部署混合云策略的预测 6

您期待实现哪些业务成果？ 您期待实现哪些IT成果？

6 Dan Juengst，《混合云见解：待考虑事项》。红帽博客，2020年5月28日。

图 3

改善业务敏捷性

推动业务增长

推动产品或服务创新

改善客户体验

提高盈利能力

降低风险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改善客户关系

降低商品成本

提高IT敏捷性

提高员工生产力

提高IT服务的交付速度

提高创新速度

提高安全性

降低运营支出

提高应用程序的易用性

应用程序可移植性

降低资本支出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cloud/open-hybrid-cloud-approach
https://www.redhat.com/en/blog/insights-hybrid-cloud-heres-what-consider?source=tag&term=24251


一致性是云策略有效的关键所在。
这将有助于根据性能、安全性、合规性和成本要求，
使运营跨越多重基础架构部署和编排工作负荷。

为给定的工作负荷选择最佳的云，意味着需要考虑性
能和成本，而这些可以动态变化。 

如今

71% 12%

7 红帽。《企业开源现状：电信行业主要发现》。红帽公司经由Illuminas的调查报告，2020年。

具备混合云基础架构的数字
服务提供商7

未来2年内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state-of-enterprise-open-source-telco-infographic


混合云是一种实力，与终结状
态无关，也并非只是公有云或
私有云，以及裸机中的百分比
例。这关乎到企业根据需要而
进行转移、适应和调整的能力
与实力。8

Stefanie Chiras
红帽企业Linux业务部门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深入探索
了解精心规划的部署策略如何协助您规避
潜在陷阱，包括安全风险。

下载混合云策略清单

8 红帽。《红帽的混合云方法》，2020年9月10
日。

借助混合云，数字服务提供商可以充分利用公
有云的经济优势和服务性能。私有云可以按需
使用，以降低安全顾虑或满足本地数字法规。
提供商可以为客户提供多条路由，使客户随时
随地访问应用程序，获取一致的体验。

数字服务提供商越来越多地在边缘采用私有云
基础架构实现实时处理，同时使用集中式公有
云基础架构处理更为复杂和对时间不太敏感的
工作负荷。 

公有云有助于：

• 降低资本支出 (CapEx)。

• 缩短面市时间。

• 对于特定基础架构和一些虚拟网络功能
（VNF），降低持续性生命周期管理成本。

使用私有云和公有云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7-characteristics-successful-hybrid-cloud-strategies-checklist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7-characteristics-successful-hybrid-cloud-strategies-checklist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cloud/open-hybrid-cloud-approach


OSS/BSS 
现代化
提供商运营支持系统（OSS）和业
务支持系统（BSS）中的数据和资
源易用性是提高服务速度的关键所
在。 

IT开发和运营团队能够将OSS和
BSS平台现代化，实现云原生，
提高扩展性和灵活性，简化与
其他系统的集成。 

摆脱分散和整体式解决方案，便于平台满足创
新型5G应用和服务不断发展的需求。



深入探索

大多数电信公司CEO坚信，公司必须转变
为数字服务提供商，而且这种转型需要
OSS和BSS的云迁移和云原生方法9。

阅读TM论坛报告，了解转

型原因和方式

Sunrise Communications AG 
实现面市时间提速 75% 10

瑞士电信公司Sunrise Communications AG与
红帽合作，构建了混合云就绪平台，并营造出
敏捷的DevOps文化，以加快创新速度，缩短面
市时间。借助微服务、容器和自动化技术，该

公司的新服务面市时间缩短了75%。

阅读案例研究

9 Mark Newman，《云原生OSS和BSS》，TM论坛，2020年5月。
10 红帽客户案例研究。《瑞士服务提供商与红帽合作，采用敏捷技术将面市时间缩短75%》，2020年11月。

对现代化系统
的期望 

作为云原生基础架构的一部分，基于容器的
微服务架构能够：

• 提供弹性扩展能力、更高的可靠性和集成
功能。

• 提高服务和运营效率，包括网络和客户数
据的整合视图，以及更高级别的网络和业
务流程自动化。

• 提高部署位置和扩展资源的灵活性。例
如，鉴于人工智能（AI）的需求难以预
测，因此可以以更为低廉的成本部署在公
有云中。相对而言，OSS相关功能需要更
严苛的服务等级，因此可以部署在私有云
或电信云中。

• 支持更快速的创新，提高快速调整能力，
以满足客户需求和要求。

https://www.redhat.com/cms/managed-files/ve-cloud-native-oss-bss-tm-forum-analyst-material-f23902-202006-en.pdf
https://www.redhat.com/cms/managed-files/ve-cloud-native-oss-bss-tm-forum-analyst-material-f23902-202006-en.pdf
https://www.redhat.com/cms/managed-files/ve-cloud-native-oss-bss-tm-forum-analyst-material-f23902-202006-en.pdf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sunrise-communications-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cms/managed-files/ve-cloud-native-oss-bss-tm-forum-analyst-material-f23902-202006-en.pdf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unrise-communications-case-study


11 ACG调查。《适用于现代化电信OSS/BSS的开源》，2019年10月。

数字化转型需要现代化云原生
OSS/BSS，这对5G货币化至关
重要。

使用API包装器封装原有

系统

自动化和联合现有基础
架构

快速优化现有系统，
为新的基础架构做好
准备

新增微服务

引入用于数字服务、
体验和NFV的现代化
云原生应用程序

优化整体流程管理

简化新的基础架构和
实现合理化

协作型开发模式 (未来)

过渡到软件价值创
造的新模式

图 4

OSS/BSS基础架构的现代化历程 11

创建高效灵活的OSS/BSS的关键步骤，满足当下和未来的需求。

https://www.redhat.com/en/engage/telco-oss-bss-s-201910190436


开放优势：   
关键数字转型技术 

开放、一致的基本框架给予数字服
务提供商信心，保障所交付的服务
能够可靠运行，无论其覆盖范围。

将此基本框架建立在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和云原生基础架构上，可以
提高灵活性和敏捷性。在保持该基本
框架规模化运行中，自动化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本章节内容：

4.1 网络功能虚拟化

4.2 云原生开发

4.3 自动化

4.4 人工智能（AI）



网络功能
虚拟化

大多数数字服务提供商已经开
始采用NFV技术。

该方法优势如下：

• 使用较少（且成本更低）的硬件。

• 提高灵活性和工作负荷的移植性。

• 以最低的投入，灵活配置工作负荷。

• 便于以弹性方式扩展资源，以应对不断变
化的网络需求。

搭载红帽OpenStack® 平台且具备网

络功能虚拟化的横向电信云具备以下
优势：12

• 每项网络功能虚拟化（VNF）每
年新增收入高达$462,500美
元，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 新服务交付提速45%。

• 计划外停机时间减少79%。

12 IDC商业价值快照，由红帽赞助。《电信行业搭载红帽
OpenStack平台实现网络功能虚拟化的商业价值》，2020年
6月。

13 红帽新闻发布。《红帽通过开源技术支持日本乐天移动网络
的端到端云原生移动网络》，2019年2月27日。

NFV 使数字服务提供商能够打

破对传统、垂直集成式基础架
构的硬件依赖性，便于在单
一、横向云平台上运行多种功
能。

下一代移动网络不会受到刻板、专有型
解决方案的限定，而将频繁诞生于基
于开源驱动的云原生技术中。从5G到
增强现实，移动服务的诸多进展都将
由开放软件提供支持，而这些软件都
将建立在基于开放标准的硬件之上。13

Chris Wright
Red Hat CTO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virtualization/what-is-nfv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vnf-business-value-openstack-idc-snapshot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vnf-business-value-openstack-idc-snapshot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red-hat-supports-rakuten-mobile-networks-end-end-cloud-native-mobile-network-open-source-technologies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red-hat-supports-rakuten-mobile-networks-end-end-cloud-native-mobile-network-open-source-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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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额
高达

44%

CapEx节省

49%

OpEx节省

40%

投资收益

网络基础架构虚拟化具备显著的经济效益，其
中无线接入网（RAN）便代表着重要的转型机

遇。

据ACG调查估算（如图5所示），网络运营商
将整个RAN虚拟化后，总体拥有成本（TCO）
的节省额高达44%14。

14 ACG调查，《在移动运营商基础架构中实现RAN虚拟
化的经济优势》，2019年。

15 Jennifer Clark，《RAN虚拟化：4G/5G战略、机遇
和陷阱》，《重读》，由红帽赞助，2020年3月。

深入探索
《重读》调查显示，未来2年内，虚拟式无
线接入网（vRAN）部署将出现激增15。了解
原因及领先数字服务提供商将如何构建。

阅读调查报告

了解红帽和三星如何合作，加速5G RAN中的
下一波虚拟化进程。

阅读媒体发布信息

在4G部署中使用vRAN配置的经济优势14

图 5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virtualized-ran-heavy-reading-analyst-paper
https://www.redhat.com/en/about/press-releases/red-hat-and-samsung-collaborate-drive-5g-adoption-kubernetes-based-networking-service-providers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virtualized-ran-4g5g-strategies-opportunities-and-pitfalls
https://www.redhat.com/en/about/press-releases/red-hat-and-samsung-collaborate-drive-5g-adoption-kubernetes-based-networking-service-providers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virtualized-ran-4g5g-strategies-opportunities-and-pitfalls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virtualized-ran-4g5g-strategies-opportunities-and-pitfalls


采用云原生方法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借助
应用程序的集中式和分布式位置，提高
敏捷性、可扩展性、灵活性和可移植
性，并从中受益。

从虚拟化过渡到全面云原生设计，便于快速部
署市场和客户所需的创新、差异化产品，满足
效率和敏捷性方面的需求。

云原生方法采用容器，而不是
虚拟机（VM），这是一项重
要的区别特征。 

容器便于在整个运行时环境下（即运行所有必
需文件），打包和隔离应用程序。

这种方法可以轻松地在环境之间（开发、测
试、生产等）转移所容纳的应用程序，同时保
留全部功能。

云原生

部署
云原生计算基金会将“云原生”定义为：使
用开源软件堆栈将应用程序部署为微服务的
计算，将每个部分打包到自身容器中，并
动态编排这些容器以优化资源利用16。

16云原生计算基金会领英页面，访问时间为2020年11月。 
17红帽。《企业开源现状：电信行业主要发现》。红帽公司经由Illuminas的调查报告，2020年。

使用容器的开
发团队17

80%

预计明年增加使用量

已配置完毕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state-of-enterprise-open-source-telco-infographic


! !

容器

与虚拟机相比，容器具备如下优势：

• 需要的运行资源较少 – 容器通常以兆字节
为度量单位，而虚拟机则以千兆字节计。

• 仅打包应用程序和运行该应用所需的文
件。容器通常用于打包执行特定任务的单
个功能。

共享服务器操作系统（OS），优势如下：
结构轻巧，便于移植。

在给定的计算能力上，增加功能密集度。

简化生命周期管理。

减少占地面积。

应用 应用 应用

访客系统 访客系统 访客系统 支持文件运行时 支持文件运行时

虚 拟 机 监 控 器

应用 应用 应用 应用 应用

主机操作系统 主机操作系统

这些功能使容器尤其适宜资源受限的边缘条件。

虽然虚拟机可以在容器中运行以达到VNF和
CNF的常规编排环境，但是红帽和开源社区正在
努力使Kubernetes编排能够实现虚拟机的本机
控制。

对比

图 6

虚拟化



物理网络功能的虚拟化曾是网络运营商转型的第一
步。接下来便是将这些功能转为在容器中运行。

部分网络功能所有者开始将这些重新配置为微服
务，并且交付在容器中（非虚拟机）运行的云原生
网络功能（CNF）。

图7 显示了网络功能的演变历程，从传统的垂直集
成式方法转向由通用虚拟机编排平台管理的
VNF，再到由通用容器编排平台管理的CNF。

有关虚拟机和容器之间的详细差异介绍，请观看以
下视频：

《虚拟机和容器有何差异？》

虚拟设备

容器化微服务

常规网络设备方法

（由专有硬件提供支持）

（由独立服务供应商提供支持）
自动化、编排和远程安装

自动化和编排式，具备CI/CD功能（由独立微服务供应商提供支持）

虚拟式网络功能
（VNF）

容器化网络功能
（CNF）

PACKET 

IMS

EPC

MME

PCRF

HLR/HSS

• 高容量计算机服务器

• 高容量存储

• 高容量网络设备

云
原

生

电
信

网
络

功
能

的
转

变
历

程

传
统

式
虚

拟
式

18 IP多媒体子系统（IMS）、演进分组核心（EPC）、移动性管理实体（MME）、策略和计费规则功能
（PCRF）、归属位置寄存器/归属签约用户服务器（HLR/HSS）。

图 7

电信
网络功能 
的演变18

红帽Openstack平台

红帽Openshift容器平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lQumDZ0Zw&ab_channel=RedHat


自动化

自动化对于管理电信网络的复杂性至关
重要。

移动服务提供商若将时间分配到手动任
务上，将错失创新和最大限度提升网络
和服务潜力的良机。

自动化的优势包括能够以快
捷、可靠和经济的方式实现调
整和扩展。 

团队之间共享通用自动化平台，将有助
于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动化的优势。

自动化范畴

许多服务提供商已经完成了关键流程的
自动化，如安全和网络自动化及系统与
安全性更新。但是，进一步的自动化将
释放更大的潜力，节省额外的时间和资
源管理。

自动化内容: 

• 署服务器部和配置。

• 使用率报表。

• 流程和动态资源管理。

• 工作流程优化。

• 问题诊断和纠正。

• 核心业务功能和规则。



深入探索

领先的数字服务提供商仰赖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了解企业案

例。

NTT Docomo使用红帽Ansible® 自动化平

台，10,000多台设备实现自动化20。

了解详情 

100%受访的电信行业决策者表示，自动化
软件投资具备技术和业务效益19。

阅读Forrester Consulting研究报告

64%

62%
网络自动化

55%
系统/安全更新

据Forrester Consulting的一项研究显示，凭借
强大的自动化战略，服务提供商能够体验到更好
的系统性能，同时提高一致性和风险管理能力，
并加快创新19。

电信公司应将在一众竞争目标中优先考虑自动化
项目。72%的受访者表示自动化是所在机构的一
项首要举措19。

常见的自动化基础架构管理任务包括：

安全性

最终将体现在经济和质量上。自动化能够
降低成本，缩短产品面市时间，使企业
能够在整个生命周期管理中更快速地进
行调整，从而打破年度工程周期。这才是
企业的“圣杯”21。

Tom Waldrop
红帽电信服务部门高级总监

19 Forrester。《开源自动化推动着电信企业的创新》。
由红帽赞助，2020年7月。

20红帽新闻发布。《NTT DOCOMO Inc.引入红帽
Ansible自动化平台，ISP服务中10,000多台设备实现自
动化》，2020年7月21日。

21 Marlese Lessing，《红帽公司Tom Waldrop表示：
新冠疫情时期，“一切均可自动
化”。》，SDxCentral，由红帽赞助，2020年6月25
日。

图 8

电信公司的自动化优先项1 9

https://www.redhat.com/cms/managed-files/cm-automation-helps-telco-organizations-analyst-material-f24727-202008.pdf
https://www.redhat.com/cms/managed-files/cm-automation-helps-telco-organizations-analyst-material-f24727-202008.pdf
https://www.redhat.com/cms/managed-files/cm-automation-helps-telco-organizations-analyst-material-f24727-202008.pdf
https://www.redhat.com/en/about/press-releases/ntt-docomo-inc-introduces-red-hat-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automate-over-10000-devices-isp-services
https://www.sdxcentral.com/articles/sponsored/red-hats-tom-waldrop/2020/06/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ntt-docomo-inc-introduces-red-hat-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automate-over-10000-devices-isp-services
https://www.sdxcentral.com/articles/sponsored/red-hats-tom-waldrop/2020/06/
https://www.sdxcentral.com/articles/sponsored/red-hats-tom-waldrop/2020/06/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ntt-docomo-inc-introduces-red-hat-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automate-over-10000-devices-isp-services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press-releases/ntt-docomo-inc-introduces-red-hat-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automate-over-10000-devices-isp-services


22红帽。《 2020年红帽全球客户技术前景报告》，2020年。

深入探索

了解PerceptiLabs如何使用红帽
OpenShift简化机器学习（ML）

未来12个月内，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将是最优先的
新兴技术

工作负荷考虑因素22。

人工智能

数字服务提供商可以将人工智
能集成到操作中，以快速检测
异常，并实现自动化连接完成
闭环补救措施，从而在问题升
级之前加以解决。

人工智能的优势

人工智能能够提高运营团队的效率
和生产力，并降低运营成本。该技
术为回报增长和新服务提供途径。
此外，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高服务
易用性和可靠性，减少客户流失并
提高净促销员分数。

服务商还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基于采购亲和
力、行为和措施，创建附加服务或产品以提
高收益。	

在网络边缘，人工智能和分析服务有助于处
理传感器、监控设备和使用模式的大量数
据，并在本地管理向中央资源传达警报的决
策。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global-tech-outlook-2020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perceptilabs-makes-machine-learning-easier-partner-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perceptilabs-makes-machine-learning-easier-partner-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perceptilabs-makes-machine-learning-easier-partner-case-study


全球各地的领先数字服务提供商就开放
转型举措与红帽展开合作。25余年
来，红帽在开源软件开发中一直发挥着
引领作用23。

我们的协助方式如下：

浏览开源社区，以您的名义提出倡
议，从而使您的需求得到满足，为所
开发的解决方案提供最大的商业价值。

汇集开源代码，确保您能够轻松地使用从
开源社区所汲取的解决方案。这一完善和
成熟的流程具备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性
能，并为机构提供大规模软件管理所需的
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

处理您和您的客户所需的集成、测试和合
规流程。

1

2

3

红帽
在开源中的角色

23红帽。《借助开源创建更好的技术》，访问时间为2020年11月。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open-source


与硬件和软件合作伙伴合作，充分利用最尖
端创新技术的优势，促使行业变革人员信心
百倍地接纳新机遇。借助红帽技术，生态系
统合作伙伴仅需完成一次解决方案开发，随
后便可以随意部署，保证体验的一致性。这
种生态系统还可以提供长期支持，确保解决
方案的长期可持续性。

针对所需的行为、合作和开放实践，提供
咨询和指导，协助客户采取敏捷的 
DevOps方法，改变文化，在开放技术方
面取得成效。红帽开放创新实验室 提供
沉浸式停驻项目，展示开放式方法如何创
建持续性竞争优势。我们分享流程、工具
和专业技能，协助企业加快创新步伐。

4

5

https://www.redhat.com/en/topics/devops
https://www.redhat.com/en/services/consulting/open-innovation-labs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devops
https://www.redhat.com/zh/services/consulting/open-innovation-labs


红帽产品
和解决方案

实现网络现代化，则要求将工作负荷和服
务从核心网络（数据中心）移至网络边
缘：入网点和中央办公室周边。从此处开
始，服务将以更高效的方式交付给签约用
户，并且具备低延迟和高带宽优势。

我们的NFV解决方案基于开源和标准规
范，为创建稳定、互操作型基本框架奠定
了基础。

红帽公司是OpenStack、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数据平面开发套件
（DPDK）、Kubernetes和OpenShift Origin 
Community Distribution（OKD）项目的杰出
贡献者。

红帽是诸多核心项目的佼佼者24，协助人
们洞察社区的发展方向，便于向电信公司
提供有关未来趋势的信息。

红帽与开源代码社区合作，确保满足这些用户的需
求，此类需求超越应用程序范畴，如DPDK、单根
输入/输出虚拟化（SR-IOV）、虚拟数据路径加速
（vDPA）及硬件加速支持技术。

24 Stackalytics和Linux基金会，《公司承诺》。有关红帽软
件成果列表，另请参阅《红帽开源计划办公室》。

凭借强大的生态系统，一切
任您选择
红帽战略合作伙伴已准备就绪，将协
助您实现网络和运营的转型。 

观看简短视频，了解开放生态系统如
何为服务提供商锦上添花。 

了解有关对网络功能进行认证或指定
网络功能进行认证的信息。 

https://www.redhat.com/en/about/videos/service-provider-transformation-enabled-open-ecosystem
https://www.redhat.com/en/about/videos/service-provider-transformation-enabled-open-ecosystem
https://www.redhat.com/en/blog/cnf-and-vnf-certification-red-hat-and-intel
https://connect.redhat.com/partner-with-us/nominate-cloud-native-function
https://connect.redhat.com/partner-with-us/nominate-cloud-native-function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open-source-program-office/contributions
https://www.redhat.com/zh/about/open-source-program-office/contributions


红帽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协助

红帽企业Linux®是红帽OpenStack平台和 
OpenShift®的基本框架，因此红帽企业
Linux的安全性、可靠性、高性能、生态系
统等优势均可以覆盖整个堆栈。由此，无论
哪种形式（VNF、CNF）或哪种基础架构
（数据中心、私有云、公有云），工作负荷
都将维持同样的运行模式。 

红帽Ansible自动化平台基本框架适用于在
整个机构中创建和运行自动化流程。这一平
台涵盖实现整个企业自动化所需的所有工
具。

OpenStack广泛用于管理NFV基础架构，红
帽OpenStack平台是领先的商业
OpenStack发行版。

Kubernetes是用于管理容器环境的主宰
基础架构技术，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
是领先的商业Kubernetes平台。 

Red Hat Storage提供了基于软件定义的
存储技术，在运营商基础架构中，可以根
据需要在各种数据源之间进行扩展。

Red Hat Integration提供消息传递、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API）安全性和管理，以及
运行时解决方案，以帮助电信公司开发自
身云原生应用程序并部署更安全的自动化
CI/CD管道，以便将其投入生产。

红帽的宽泛生态系统

交付和扩展现代化核心到边缘网络解决方案，离不开合作互助。

红帽与众多全球独立软件供应商（ISV） 、系统集成商（SI）和网络设备提供商

（NEP）保持着密切合作，这些合作伙伴致力于对电信公司云平台上的网络应用
程序进行认证、验证和优化。

您是否面向数字服务提供商提供商业解决方案？

阅读本电子书，了解如何成为数字服务提供商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linux-platforms/enterprise-linux
https://www.redhat.com/en/technologies/linux-platforms/openstack-platform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linux-platforms/openstack-platform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management/ansible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linux-platforms/openstack-platform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containers/what-is-kubernetes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cloud-computing/openshift
https://www.redhat.com/en/article-why-choose-red-hat-storage
https://www.redhat.com/zh/products/integration
https://connect.redhat.com/programs/telco-ecosystem
https://www.redhat.com/en/resources/digital-service-provider-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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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redhat.com/telco，立即开始。

红帽公司凭借自身行业经验、知识和
覆盖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协助
您立足当下，构建未来，迎接变革。 

红帽公司简介

红帽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企业开源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采用社区
支持的方法提供可靠和高性能的Linux、混合云、容器和
Kubernetes技术。红帽协助客户集成新的和现有的IT应用程序、
开发云原生应用程序、在行业领先的操作系统上进行标准化以及
复杂环境的自动化、安全保障和管理。红帽所提供的支持、培训
和咨询服务曾获得多个奖项，目前公司荣任《财富》杂志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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