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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摘要 
 
移动互联网正在蓬勃发展。下一代互联网连接设备将不再局限于需要人类面对屏幕的电脑或智能

手机，物联网 (IoT) 设备之间的机器对机器通信也将囊括其中。鉴于这两大发展趋势，我们引入了 
5G 技术（第五代蜂窝网络无线通信技术）。这项技术不仅对整个互联网至关重要，对 ICANN 更
是如此。 
 
对于引入 5G 技术所带来的一些基本问题总结如下：当前的互联网模型（称为传输控制协议/互联

网协议 (TCP/IP) 协议族）在 5G 世界中是否仍然适用？对于 ICANN 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

以下两个问题：  
 
 DNS 在 5G 世界中是否仍可运行（尤其对延迟敏感的应用程序）？ 
 ICANN 帮助协调的唯一标识符集是否仍然有用？5G 是否需要使用其他标识符集？ 

 
多年来，我们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旨在重新定义“未来互联网”模型。更重要的是，任何取代 
TCP/IP 的新尝试都应考虑这个过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并且新模型所带来的任何所谓的优势要超

过此类转换的复杂性和成本。此外，ICANN 还指出，为使 IP 能够在受限环境（例如，电池供电

设备，极低功耗/极低带宽网络）下正常运行，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成立了 6lowpan（IPv6 
over Low power 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基于 IPv6 的低速无线个域网）工作组和后继 
6lo 工作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如此，IETF 还开展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QUIC 工作组

改进了传输层协议，以便提供流多路复用和低延迟连接建立等功能。 
 
对于使用 5G 的面向用户的传统应用程序，在使用新标识符系统方面似乎没有明确的需求。但对

于物联网却并非如此。开发新全球标识符，尤其开发可以更好地处理隐私的标识符，有助于物联

网的发展。这些标识符可以直接在 DNS 中实施。 
 
DNS 解析延迟和缓存是一个网络操作/优化问题，而不是一个架构问题。为此，ICANN 就 5G 网
络提出了以下建议： 
 
 对延迟敏感的 5G 应用程序，应尽可能在本地实施 DNS 缓存，并为它们配置主动预提取

功能。 
 分布式缓存系统可能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提高整个 DNS 解析系统的效率。 
 对于希望将 DNS 延迟的影响降至最低的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他们可能希望在建立

连接之前，研究如何调整其应用程序以便查询 DNS 数据。 
 
ICANN 认为，基于全球唯一标识符系统的单一互联网模型是能够将互联网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法。

但是存在这样一个风险：一些主流平台可能最后仍会使用它们自己的专有标识符系统来利用 5G 
网络切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互联网将会崩溃，并且将只有部分鲜为人知的应用程序会继续使

用互联网全球唯一标识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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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这份备忘录将从技术角度审视 5G（第五代蜂窝网络无线通信技术），并提出了以下问题：5G 对
互联网架构和协议（如 TCP/IP）是否会有影响？如果有，会有怎样的影响？ICANN 帮助协调的

唯一标识符系统，特别是域名系统 (DNS) 会受到哪些影响？ 
 

3 延迟：DNS 在 5G 低延迟环境中是否可行？ 
 

3.1 背景 
 
运营商和供应商之间经常就移动架构的框架展开相关讨论。运营商提出需求，供应商负责创造合

适的技术来满足这些需求。运营商希望引入新成员进入供应商市场作为潜在供应商，而现有的供

应商则倾向于维持（和增加）他们的市场份额。移动通信技术每更新一次，便会产生一个全新的

架构（或改变现有架构），同时带来一系列新服务和商机。这些新技术被标榜为助力新成员（供

应商、运营商或第三方）扰乱市场的通道。 
 
在 5G 中，现有的供应商将会提高无线资源的利用率，但同时仍会保留集中式架构。自 5G 概念

提出以来，新成员一直主推边缘计算架构，大力推广软件定义网络 (SDN) 和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边缘计算是一种通过将所需资源移动到离需要资源的系统更近的位置来减少带宽和延

迟的设计。）关于这一架构的使用，人们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争论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这

个架构能否降低成本，能否带来新的服务，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按需服务？这些新服务可

以为无人驾驶汽车、车联网 (V2X) 和增强现实 (AR)/虚拟现实 (VR) 应用程序提供超可靠低延迟通

信 (URLLC) 功能，即延迟时间低于 5 毫秒或低于 10 毫秒。 
 
NFV 概念诞生于 5G 技术出现之前的 2012 年，当时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 成立了 NFV 行业

规范工作组 (ISG)。自那时起，NFV 技术日益成熟。如今，一些现有企业也将其产品组合中的一

部分产品以虚拟网络功能 (VNF) 的形式提供。边缘云的概念来自于运营商社群，它有着各种不同

的定义。在标准化（如 ETSI 多接入边缘计算 (MEC)）领域和开源社群内制定了不同的边缘云计

划。例如，Linux 基金会边缘基金会 (LF Edge)1 为实现以下目标提供了支持：“为独立于硬件、

硅片、云或操作系统的边缘计算建立一个可互操作的开放式框架”。 
 
最近，部分新供应商发表了一些文章 2,3 ，提出传统的 DNS 与 5G 超低延迟应用程序（即 URLLC）

不兼容的观点。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到“区域”数据中心的往返时间增加了延迟时间，这是不可

接受的。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边缘计算平台上放置 DNS 解析器，而不是在国家或

地区数据中心集中进行 DNS 解析。 
 

  

                                                 
1 请参阅 https://www.lfedge.org 
2 请参阅 https://www.open-xchange.com/about-ox/ox-blog/article/dns-latency-in-a-5g-network/ 
3 请参阅 https://www.infoblox.com/wp-content/uploads/infoblox-solution-note-infoblox-dns-for-5g.pdf 

https://www.lfedge.org/
https://www.open-xchange.com/about-ox/ox-blog/article/dns-latency-in-a-5g-network/
https://www.infoblox.com/wp-content/uploads/infoblox-solution-note-infoblox-dns-for-5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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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讨论 
 
5G 无线链路是实现任何通信的第一站。5G 的目标之一是减少无线延迟时间，使往返时间 (RTT) 
下降到 5 毫秒或 10 毫秒以下。然后，将通信信号从无线电发射塔传输（回传）到数据中心。假

设一个区域数据中心距离边缘设施 1000 公里，两者之间通过光纤连接，对于这种情况，往返时

间将会增加 10 毫秒。因为在这个示例中，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解析器处理 DNS 查询所需的时间，

同时还需要考虑边缘解析器进行计算所需的时间。但是，如果在进行 DNS 解析后建立 TCP 或 
UDP 连接的目标主机位于边缘数据中心范围之外，则增加的 10 毫秒延迟时间（仅在连接建立时

出现一次）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如果目标主机位于边缘数据中心内（例如，VNF 间通信）或通

过 5G（例如，矿井中的无人驾驶卡车）连接到该数据中心，则需要计算延迟。在这种情况下，可

能需要在边缘数据中心托管 DNS 解析器。或者，也可以将应用程序配置为启动时预提取 DNS 数
据，从而减少连接时出现任何延迟。这个方法在工业环境中是可行的。在工业环境中，我们会提

前知道设备将要连接到的目标。对于常规的互联网连接，DNS 延迟似乎不成为问题。 
 
将通用 DNS 解析器置于更靠近边缘数据中心用户的位置会降低解析器 DNS 缓存的命中率。这种

影响可以通过安装分布式缓存系统（例如区域和国家/地区缓存层次结构）或部署某种形式的 
DNS 记录预提取 4,5.来缓解。此外，还需要考虑 5G 移动性对 DNS 缓存产生的另一方面影响。如

果移动设备正在移动，那么它可能需要不时被重定向到更靠近的其他边缘数据中心，以将时间延

迟保持在 10 毫秒以内。可以通过移动感知应用程序调用 DNS 来实现这种重定向操作。在这种情

况下，将根据移动设备的新地理位置来计算 DNS 响应时间。目前多个内容分发网络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 所实施的基于 DNS 的负载平衡之间存在差异，导致这样差异的原因在于，

移动设备已经缓存响应。这是标准的 DNS 工程实践，在这类实践中，某些 DNS 记录的存活时间 
(Time to Live, TTL) 设置为 0。 
 

3.3 ICANN 立场 
 
DNS 解析延迟和缓存是一个网络操作/优化问题，而不是一个架构问题。因此，ICANN 认为可以

在 5G 低延迟环境中运行 DNS。对此，ICANN 提出了以下建议： 
 
 对延迟敏感的 5G 应用程序，应尽可能在本地实施 DNS 缓存，并为它们配置主动预提取

功能。 
 分布式缓存系统可能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提高整个 DNS 解析系统的效率。 
 对于希望将 DNS 延迟的影响降至最低的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他们可能希望在建立

连接之前，研究如何调整其应用程序以便查询 DNS 数据。 
 

  

                                                 
4 要查看 DNS 预提取的示例，请访问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0571591_PREFETCHing_to_optimize_DNSSEC_deployment
_over_large_Resolving_Platforms 
5 已经在许多解析器实施中实施了预提取技术。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0571591_PREFETCHing_to_optimize_DNSSEC_deployment_over_large_Resolving_Platform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0571591_PREFETCHing_to_optimize_DNSSEC_deployment_over_large_Resolving_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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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切片：互联网的唯一标识符系统是否存

在碎片化风险？ 
 

4.1 背景 
 
5G 将网络切片的概念推广到抽象网络资源和网络功能。借助网络切片，运营商可以构建一个物理

网络，并将这种网络应用于多种不同用例场景：高带宽应用程序（例如，流式传输）、具有低延

迟要求的低带宽应用程序（例如，连接物联网设备）、企业外联网等。网络切片是一个基于旧概

念的新术语。从 2G 开始，移动网络便已具备所谓的“分组数据协议 (PDP) 上下文/分组数据网络 
(PDN) 连接”功能，可以根据接入点名称 (APN) 选择这些功能。企业客户现已广泛使用 APN 及
其底层 PDP/PDN 基础设施，为其内部网络提供直接连接。而 5G 的功能远不止如此，它允许运

营商设置服务质量 (QoS) 参数。运营商能够根据客户的 QoS 要求预留带宽，以便提供可在单一

物理基础设施之上运行的网络切片。目前，网络切片的主要用例之一是“工业 4.0”。“工业 4.0”
是一个术语，描述了运营商实际上可以为工厂或其他行业提供“自有网络”的场景。在这些场景

中，运营商既可以保证带宽稳定性，又可以确定时间延迟。总而言之，网络切片将允许各行各业

从专用有线基础设施转向更灵活的无线网络技术。 
 

4.2 讨论 
 
5G 技术是在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中定义的。

3GPP 服务和系统层面架构工作组 (SA2) 已经定义了网络切片实例 (NSI)，其中每个 NSI 包含几

个网络切片子网实例 (NSSI)。5G 系统技术规范的 3GPP 系统架构部分 (TS 23.501) 定义了网络

切片选择辅助信息 (NSSAI)，该信息用于在网络切片选择和服务切片类型 (SST) 中为用户设备 
(UE) 提供支持。为网络切片制定标准这项工作仍处于早期阶段。静态配置的网络切片现已比较成

熟，可投入使用，但是要在 SDN 类型方法中启用动态配置的网络切片，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 
 
对运营商来说，为特定网络提供专用带宽并非良策，因为这种方法会占用公共池的可用资源。它

基于这种理念：预留给目标客户的频谱所产生的收入将足以抵消常规客户可用频谱相应下降所损

失的收入。关于蜂窝网络运营商将如何实施网络切片以及如何对其定价，尚不得而知。我们现在

面临的一些技术和业务挑战不禁让人回想起 20 世纪 90 年代末提供的三个 ATM 网络服务：恒定

比特率 (CBR)、可用比特率 (ABR) 和可变比特率 (VBR)。当时，运营商对提供这些 QoS 服务很

感兴趣，但由于担心会超额配置网络，他们不愿意让客户动态配置这些服务。 
 
除了“工业 4.0”之外，网络切片还可以用于隔离多个“服务/应用程序”。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将专用应用程序与 5G 网络切片和传统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虚拟路由转发 (VRF) 技术相结

合，创建大型外联网，将独立于通用互联网的用户连接到 Facebook、Netflix 和 Amazon 等知名

服务。这种做法与现在的做法大相径庭。在今天，用户可以通过单一网络访问所有这些服务。而

用户应用程序则可以访问“Facebook”切片、“Netflix”切片或“Amazon”切片，以便在访问

这些服务时获得更好的服务。这可能是由当前模型演变而来的。在当前模型下，顶级参与者已经

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网络中部署了 CDN 缓存，这一点着实引人注目。以这种方式部署的网

络切片将提供设置了受限 QoS 参数的专用网络连接，而不再提供“尽力而为的”连接，这样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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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直接连接到顶级参与者的网络。换句话说，手机将不再通过互联网连接到 Facebook、Netflix 
和 Amazon，而会成为各自网络的一部分。 
 
此类部署，除了保持完全中立的特点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按应用程序划分的网络切片的倍

增将从根本上与互联网的一个关键概念背道而驰：一个网络可连接多个应用程序。在这个模型中，

每个应用程序可以连接到多个专用网络。切片可以使用 ICANN 协调的全球唯一标识符系统的域名

和地址，但这不是一个硬性技术要求。根据应用程序所有者的请求，可以使用所有者的专用标识

符集、地址空间和域名空间来部署这样的切片。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加剧互联网碎片化风险。 
 
无论在最初的 5G 推广计划还是在后续的 5G 推广计划中，这种情况都是始料未及的。另外，运

营商可以选择使用全球唯一标识符来部署网络切片。因此，目前来看，网络切片造成互联网碎片

化的概率较低。除非像 Facebook 这样的内容提供商说服 5G 运营商（Facebook 重量级客户群）

按照自己的要求创建一个网络切片，然后将该切片连接到他们的私人内容分发网络，否则不会出

现上述情况。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顶级参与者之间的总体力量

平衡。早在本世纪前十年后半段，类似情况就已存在。当时，内容提供商希望在 ISP 网络内部部

署缓存引擎。ISP 必须保留专用带宽，以便直接通过内容提供商提供缓存。但出现了几个问题：

一，谁为带宽买单？二，在内容提供商和 ISP 之中，谁能从这种博人眼球的做法中获益？由于长

途带宽成本的下降和内容提供商实力的提升，内容提供商终于如愿以偿，能够在 ISP 网络内部部

署缓存。创建专用网络切片不过是老调重弹。 
 

4.3 ICANN 立场 
 
ICANN 认为，基于全球唯一标识符系统的单一互联网模型是能够将互联网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法。

但是这存在一个风险：一些主流平台可能最后会使用它们自己的标识符系统来利用网络切片。如

果出现这种情况，互联网将会崩溃，并且将只有部分鲜为人知的应用程序会继续使用互联网全球

唯一标识符系统。 
 

5 在 5G 中，是否仍需使用电话号码？5G 是否

会引入新的标识符集？如果引入，这些标识

符是否会在 DNS 中使用？ 
 

5.1 背景 
 
首先，基础语音服务依赖于 Voice over LTE (VoLTE)，并且 WhatsApp、Telegram、Facetime 等
服务占市场主导地位，结合两者来看，电话号码或许将成为过去。 
 
其次，物联网通信还可能需要使用其他类型的标识符，尤其需要与隐私安全要求相关联的标识符，

无论这些标识符是短暂的还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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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在 5G 中，需要使用哪些新的标识符（如果有）？这些标识符是否基于 DNS？是否仍

需使用 IPv4 或 IPv6？ 
 

5.2 讨论 
 
在蜂窝网络中，E.1646 号码仅用于识别终端用户设备。在北美地区，自 2G 以来，蜂窝网络一直

使用另一个标识符 - 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 来路由通话。同样，WhatsApp 和其他类似应用

程序使用 E.164 电话号码来识别用户，但使用 IP 来移动数据和拨打电话。因此，E.164 以最终用

户身份存在。 
 
Enum7 尚未利用电话号码的可移植性进行广泛部署。 
 
各种即时消息 (IM) 系统和社交媒体平台之间没有建立通信桥梁。由于这些平台之间相互竞争，因

此，看不到互用性的价值。例如，如果 WhatsApp 用户想要与 Telegram 用户通信，那么必须至

少其中一方注册了另一方的服务并下载适当的应用程序。因此，引入一组映射到特定即时消息系

统或社交媒体平台的新标识符的通用目录系统将毫无用处。 
 
如今，物联网设备制造商通常使用他们自己的专有系统来识别和连接这些设备。制造商可以从多

种方案中进行选择：设备的序列号、IMEI8 号、MAC 地址、DOA 标识符或完全专有的内容。这些

标识符大多与硬件相关联，并且本质上可供持久使用。如果可以将持久标识符映射到设备所有者/
用户，那么这种持久性可能会引发隐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引入一组全新的与隐私

相关的临时标识符。ICANN CTO 办公室已经围绕能否使用 DNS 中托管的这些临时或持久标识符

进行了研究，并开发了相关原型。他们在 2017 年 11 月召开的 ICANN 阿布扎比会议上展示了这

些原型，以证明将 DNS 用于物联网标识符的可行性。 
 
与 4G 和之前的迭代类似，5G 大量利用了 IPv4 地址、IPv6 地址和域名。引入新标识符系统的好

处必须大于开发和部署这类新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同时这些新标识符还必须保持与现有域名/IP 
地址的互用性。 
 

5.3 ICANN 立场 
 
对于使用 5G 的面向用户的传统应用程序，在使用新标识符系统方面似乎没有明确的需求。但对

于物联网却并非如此。开发新全球标识符，尤其开发可以更好地处理隐私的标识符，有助于物联

网的发展。这些标识符可以直接在 DNS 中实施。 
 
 

                                                 
6 E.164 是 ITU-T 提出的一项建议，它定义了全球公共交换电话网 (PSTN) 的国际编号计划。 
7  Enum 是一种映射，通过  DNS 将  E.164 电话号码映射到  URI。有关  Enum 的定义，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116 和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117。 
8 IMSI（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是一个代码，蜂窝网络运营商使用这个代码来识别移动网络上的 SIM 卡。

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码）是设备本身的国际“序列号”。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116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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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TU-T Network 2030 焦点组 
 

6.1 背景 
 
ITU-T 成立了新的 Network 2030 焦点组 9.，并且已经着手开展一项新的工作，这项工作与 5G 并
无直接关系。他们设立了一个明确目标，即定义新的第 3 层网络协议（取代 IP）。2019 年，该

小组发布了一份白皮书 10和一份技术报告 11 ，声明 TCP/IP 不适合未来的应用，如全息通信和机

器对机器通信。Network 2030 焦点组强调了一个关键要素，即，开发一个访问控制机制，以便超

越“尽力而为的”服务，并确保延迟和抖动的稳定性。这个目标要求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确保应用程序在开始通信之前能够直接对网络进行编程，而不是测量网络传播特性并对其进行调

整。焦点组还强调了另一个设计要素，即，将通信流分组，以便在拥塞的情况下它们可以拥有相

同的流量。焦点组强调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允许网络层元素在拥塞的情况下“降级”一些流量。 
 
Network 2030 焦点组的目标不是创建泛在网络，而是为特定的垂直行业创建量身定制的网络。正

常情况下，一个网络设备可以连接到“多个”专用网络，而不是只是一个网络。 
 
注：Network 2030 焦点组的目标是，能够基于有线线路基础设施，使用“超越 5G/6G 架构”的

无线网络。 
 

6.2 讨论 
 
认为 TCP/IP 不适合某些类型的新兴应用程序的观点层出不穷。事实上，每当出现新的网络接入

技术，如数字用户线路 (DSL)、光纤到家 (FTTH)、3G、4G、5G 等，这类观点就会重新出现。运

营商为改进 TCP 传输控制协议进行了跟踪记录，结果表明，大多数运营商最终认识到 TCP 仍是

最佳方法。不过，这种情况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如果要与航天器、行星和其他遥远物

体进行连接，这种方法或许将不再可行。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使用 TCP 即可，不需

要使用新的传输协议；IETF 正在努力为 QUIC12 传输协议制定相关标准，该协议提供了流多路复

用和低延迟连接建立等功能。 
 
自网络出现以来，关于是否需要制定准入控制机制来保证 QoS 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人们给出的答案始终是“需要更多的带宽”，而不是像 Network 2030 焦点组提倡的那

样，回到面向连接的网络模型，如传统的电话网络。 
 
有人认为，将流合并并提供一个新 API 便可允许应用程序更好地向底层网络传达需求，而无需新

的层协议。IETF 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如何在

视频内容分发网络中使用应用层中继实施流带宽自适应？ 
 
  

                                                 
9 请参阅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net2030/Pages/default.aspx 
10 请参阅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net2030/Documents/White_Paper.pdf 
11 请参阅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net2030/Documents/Deliverable_NET2030.pdf 
12 请参阅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quic-transport/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net2030/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net2030/Documents/White_Paper.pdf
https://www.itu.int/en/ITU-T/focusgroups/net2030/Documents/Deliverable_NET2030.pdf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quic-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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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2030 焦点组文档主要谈论了机器对机器通信，这种通信要求往返时间 (RTT) 低于 10 毫
秒，或者甚至低于 1 毫秒。正如 ITU-T FG2030 发表的技术论文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要求取决于

光速，不可控。RTT 为 10 毫秒表示经过的距离大约是 1000 公里，RTT 为 1 毫秒则表示经过的

距离为 100 公里。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网络为本地（或最好是区域）网络。在这些网络中，可

以部署专门的技术和工程实践来满足特定的需求，而不会影响全球互联网的发展。 
 
将设备连接到“多个”专用互联网的想法与本文前面讨论的想法一样，存在一些相同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Network 2030 焦点组提出的要求和用例并不十分详细，也没有为创建实际所需的

新网络协议族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因此，在人们看来，这项计划还不成熟，其中提出的许多想

法都是来源于科幻小说（如全息通信），而不是基于当前和实际的网络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

应该注意一点，这个焦点组似乎并不能作为整个行业的代表。 
 
Network 2030 焦点组本应在 2019 年 11 月完成工作，但却获准延期一年。 
 
最后，还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从 IPv4 过渡到 IPv6 经历了重重困难。自从 20 多年前第一次标准

化 IPv6 以来，IPv6 的应用仍未能普及。可想而知，取代 TCP/IP 的过程必然也是前路坎坷，长路

漫漫。 
 

6.3 ICANN 立场 
 
多年来，我们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旨在重新定义“未来互联网”模型。然而，从传统上来讲，

网络和传输层协议（如 TCP/IP 协议族）的开发和标准化属于 IETF 的范畴，而不属于 ITU-T 的范

畴。更为重要的是，在尝试取代 TCP/IP 之前，我们应该考虑所需付出的时间成本。只有当带来

的好处大于过渡的复杂性和所需的一切成本时，取代才有价值。 
 

7 在 5G 的边缘领域，非 IP 解决方案是否有 
机会？ 

 

7.1 背景 
 
人们已经提出使用 5G 边缘的非 IP 解决方案来解决 IP 模型中的感知延迟或限制，从而支持诸如

电池供电设备或低能量/低带宽网络之类的受限环境，或适当地支持延迟敏感的应用程序。 
 

7.2 讨论：能否在 5G 中部署非 IP 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以下问题： 
 
连接到同一边缘的两台 5G 设备能否进行直接通信？或者能否在第 3 层协议使用非 IP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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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现在可以。3GPP 版本 1513 提出了以太网分组数据单元 (PDU) 这个定义，因此两个以这种

方式连接的设备可以通过以太网在 L2 直接相互通信，也可以实施它们选择的任何第 3 层协议（不

一定是 IP）进行相互通信。这类设备必须实施专门的协议栈。这种解决方案在垂直市场中切实可

行，例如工业 4.0 环境中的机器对机器 (M2M) 通信。 
 
连接到同一边缘的两个 5G 设备能否直接通信？或者能否使用一些新的第 2 层扩展？ 
 
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可以。3GPP 正在考虑定义一个配置文件来支持 3GPP 版本 1614 的 IEEE 
802.115 标准中提到的时间敏感网络 (TSN) 扩展 16 。如前所述，这些设备必须实施一个专门的协

议栈。这种方法在垂直市场中切实可行，例如工业 4.0 环境中的机器对机器 (M2M) 通信。 
 
5G 设备能否使用非 IP 技术与边缘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进行通信？ 
 
可以。该服务器必须实施一个专门的协议栈。 
 
请注意，上述情况仅适用于满足两个条件的设备之间的私有通信：受同类型的（或相关）管理控

制；设备之间的地理位置相对较近。如果两个端点相距很远，那么由于光速的限制，替换 IP 的所

有重要延迟优势都会消失。如果通信涉及受不同类型的管理控制的实体，则在不同实体之间建立

技术连接和适当业务关系将会非常复杂，进而加大了实现这类通信的难度。 

 
7.3 讨论：IP 能否在受限设备上工作？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一直非常积极使 IP 能够在受限网络上正常运作。6lowpan 工作组 17 及

后继 6Lo 工作组 18 已经定义了相关扩展，以在资源受限的设备（例如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或使用

极低带宽无线电的设备）上启用 IP。 
 
在支持的链路层技术中，我们会运用以下标准和功能：RFC494419 中支持的 IEEE 802.15.420 ；

RFC742821 中支持的 ITU-T G.995922 ( (Zwave)；RFC766823 中支持的低功耗蓝牙 24 (BLE)；
RFC810525 中支持的数字增强无绳通信/超低能耗 26 (DECT-ULE)；RFC816327 中支持的主从令

                                                 
13 请参阅 https://www.3gpp.org/release-15 
14 请参阅 https://www.3gpp.org/release-16 
15 请参阅 https://1.ieee802.org 
16 请参阅 https://1.ieee802.org/tsn/ 
17 请参阅 https://datatracker.ietf.org/wg/6lowpan/about/ 
18 请参阅 https://datatracker.ietf.org/wg/6lo/about/ 
19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4944 
20 请参阅 http://www.ieee802.org/15/pub/TG4.html 
21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428 
22 请参阅 https://www.itu.int/rec/T-REC-G.9959 
23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668 
24 请参阅 https://www.bluetooth.com/learn-about-bluetooth/bluetooth-technology/radio-versions/ 
25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8105 
26 请参阅 https://www.ulealliance.org 
27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8163 
 

https://ietf.org/
https://www.3gpp.org/release-15
https://www.3gpp.org/release-16
https://1.ieee802.org/
https://1.ieee802.org/tsn/
https://datatracker.ietf.org/wg/6lowpan/about/
https://datatracker.ietf.org/wg/6lo/about/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4944
http://www.ieee802.org/15/pub/TG4.html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428
https://www.itu.int/rec/T-REC-G.9959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668
https://www.bluetooth.com/learn-about-bluetooth/bluetooth-technology/radio-versions/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8105
https://www.ulealliance.org/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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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传递 28 (MS/TP)；draft-ietf-6lo-nfc29 中支持的近场通信 30 (NFC)；draft-ietf-6lo-plc31 中支持的

电力线通信 32 (PLC)。我们应用了各种技术，包括报头压缩 RFC309533, RFC628234, RFC740035, 
链路层碎片化，并通过适配层 RFC494436, 协议优化（例如，IPv6 邻居发现协议优化 RFC677537, 
受限网络中的路由协议优化 RFC655038)）进行重组。IETF 文档 draft-ietf-6lo-use-cases 中介绍了

描述在这些受限环境中使用 IP 的用例 39。 
 

7.4 讨论：如何在 TCP/IP 中考虑延迟敏感应用程序？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 正在定义 IEEE 802.140 标准的时间敏感网络 (TSN) 扩展 41 。IETF 与 
IEEE 802.1 携手合作，共同成立了确定性网络 (DETNET) 工作组。该工作组的宗旨是致力于开发

“在第 2 层桥接和第 3 层路由分段上运行的确定性数据路径，以便对延迟、丢失和数据包延迟差

异（抖动）设定限制，并提供高可靠性”。  
 
IETF 在该领域还开展了另一项工作，即，开发 QUIC42 传输协议，这个协议提供了流多路复用和

低延迟连接建立等功能。 
 

7.5 ICANN 立场 
 
使用专用 5G 网络或公共 5G 网络的网络切片的特定垂直市场只是专用网络的一个特例。在专用

网络中，人们可以自由利用特定的非基于 IP 的技术，而不会对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 
 
ICANN 指出，为使 IP 能够在受限环境（例如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极低功耗/极低带宽网络）下

正常运行，IETF 成立了 6lowpan 工作组和后继 6lo 工作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如此，IETF 
还与 IEEE 时间敏感网络小组合作，为 DETNET 工作组开发的延迟敏感应用程序提供支持。IETF 
为延迟敏感环境开展的另一项工作是开发 QUIC 传输协议，它提供了流多路复用和低延迟连接建

立等功能。 

                                                 
28 BACNET（ANSI 标准 135-2016）是一种用于构建自动化和控制网络的数据通信协议。 
29 请参阅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6lo-nfc/ 
30 请参阅 https://www.iso.org/standard/56692.html 
31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draft-ietf-6lo-plc-01 
32 请参阅 https://standards.ieee.org/standard/1901-2010.html 
33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3095 
34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282 
35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400 
36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4944 
37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775 
38 请参阅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550 
39 请参阅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6lo-use-cases/ 
40 请参阅 https://1.ieee802.org 
41 请参阅 https://1.ieee802.org/tsn/ 
42 请参阅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quic-transport/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6lo-nfc/
https://www.iso.org/standard/56692.html
https://tools.ietf.org/html/draft-ietf-6lo-plc-01
https://standards.ieee.org/standard/1901-2010.html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3095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282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400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4944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775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550
https://datatracker.ietf.org/doc/draft-ietf-6lo-use-cases/
https://1.ieee802.org/
https://1.ieee802.org/t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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