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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3G的引入所带来的移动宽带的快速发

展，电信、互联网及媒体的融合在日益加速。

在这一趋势下，通过手机访问各种互联网业

务，如网页浏览、即时通信、Skype、YouTube

和网络游戏等越来越普及。在许多国家的移动

宽带网络中，大部分流量都来自移动互联网应

用。移动终端也逐渐从普通的通信工具发展成

为综合的信息工具，并且逐渐成为个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为用户提供个性

化、丰富多彩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以及最好的使

用体验，成为了运营商面临的最大挑战。

1    业务模式的创新
社交业务（SNS）无疑是近年来最热门的

互联网业务之一。据统计，在2008年全球有

40%的互联网用户使用社交业务，而这一比例

在2012年将上升至70%。伴随着3G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用户通过手机来访问社交业务，有些

终端设备厂商也开始基于终端提供内嵌的社交

业务。

运营商意识到了移动社交业务在刺激网络

流量、提高用户忠诚度、完善用户体验等诸多

方面的优势，因此也在尝试以多种形式来涉足

社交业务。有些运营商考虑基于自身的用户群

来创建其自有的社交服务，但由于这类封闭式

应用的局限性，此类尝试均反响平平。另外有

些运营商开始尝试与互联网社交业务提供商如

MySpace等合作，为其提供基于移动网络的“聚

合”功能，例如在手机上提供访问该社交网站

的门户、同步用户数据等。这样的合作虽然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最终用户的业务体验范

围，但却将运营商的角色局限在了价值链的一

个小环节上。

爱立信的社交媒体门户（S o c i a l M e d i a 

Portal）可以帮助运营商成为整个互联网社交业

务生态系统的活跃参与者。用户利用任何手机

都可轻松便捷地与无论是电信网还是互联网上

的好友互动。该解决方案无需客户端下载，便

于使用，可以将终端用户的通讯录/联系信息

与其互联网社交网络进行相互映射，同时还提

供了一系列功能支持用户发布自创建内容，与

其他好友进行交互，并访问在各种不同网络社

区上所生成的实时内容。这些多媒体内容及用

户个人信息可通过统一的后台存储功能自动备

份，进行本地保存。

爱立信的社交媒体门户通过Pix l8r协议，

可实现不同运营商网络用户之间的社交，并集

成了现有的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站点以及一些开

放的Web 2.0网站，通过互相开放和绑定，构

成了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比任何现有社交网

络都更庞大的信息共享新“网络”。随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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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移动设备来使用

社交服务，运营商所提供的社交媒体

门户也必将在整个“网络”中占据越

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为移动运营商带

来了大量商机，运营商可以通过精细

化的用户区分及用户内容投放创造广

告收入，同时减少客户流失，提升品

牌定位。此外，该解决方案还将提高

MMS、视频呼叫等数据业务流量以及

网络门户的流量。

2    完善优化的互联网用户
体验

2.1 爱立信Web网关解决方案

随着移动网络速率的不断提升以

及终端能力的增强，通过手机访问互联

网的用户比例日趋增大。目前，国内的

移动互联网访问服务和国外领先移动运

营商的商用业务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

的差距：缺乏对快速增长的移动互联网

业务的控制；无法拓展移动互联网业务

访问收入，如广告服务；无法跟踪用户

的使用行为和提供使用纪录；只有高档

手机终端能够得到好的用户体验，中低

端手机的使用效果不佳；部分浏览器厂

商和门户网站提供移动互联网的适配服

务，使运营商仅仅成为移动互联网访问

的通道。

爱立信的Web网关方案能够帮助

运营商解决上述问题，而且该方案是

一套成熟的商用化系统，已经在全球

3G网络上部署了66套系统。这套解

决方案除了能够帮助国内运营商快速

提升用户体验外，还能够通过与移动

广告的结合来帮助运营商增加业务收

入。其所提供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部分。

⑴全面测试的手机终端数据库

移动互联网访问的核心是解决手

机终端问题，每年国内市场上都有上

千款手机在销售，如何让这些软硬件

配置千差万别的手机都能快速正常浏

览移动互联网的内容，是令所有移动

运营商头疼的问题。爱立信Web网关解

决方案已包含全球最大的、超过2 800

款手机终端访问移动互联网的实际测

试数据，并提供自测服务，允许运营

商针对网内的新增手机类型自行进行

测试添加，添加后网内所有的此款手

机用户都能得到很好的服务。

⑵全面提升用户访问感受

爱立信Web网关解决方案自动分

割和重组互联网页面，使页面能够以最

佳的形式展现给用户，并可以根据用户

的需求灵活设定展现形式。在展现时，

充分考虑了不同手机的收看效果，提供

优化加速适配服务功能，可提速2倍以

上，而实现这些服务并不需要在手机终

端上装载任何客户端程序。

⑶业务融合拓展服务领域

目前国内的移动互联网访问割裂

了互联网和运营商自身提供的服务，

用户访问WWW网站后就脱离了运营

商的控制。爱立信Web网关解决方案

提供多种工具服务，在用户访问移动

互联网的同时能引导他们使用运营商

的业务，还能通过推荐方式把好的新

闻或网站推荐给同运营商网络内的好

友，并能提供导航门户等功能，引导

用户使用多种业务。

⑷可视化管理手段方便运营

以往实现移动互联访问控制，包

括各种控制和显示页面的配置，最麻烦

的要属技术细节、协议以及旷日持久的

编写代码、测试。爱立信Web网关提供

了一套可视化编程工具，大大简化了编

程和维护人员的工作量。各种配置可以

通过图形化界面来设置，编辑完成后即

可直接上线使用，大大降低了移动互联

网访问控制的技术门槛。

⑸移动广告服务拓展营收

爱立信Web网关解决方案有一整套

对广告提供商和广告发布的管理手段，

可以根据用户偏好在浏览过程中插入个

性化广告，实现精准投放（如在体育类

信息服务中使用体育用品广告），或者

基于规则定义广告动态插入的位置、时

段、条件、频度等（如按时间段自动更

换广告内容），还可在页面浏览中动态

加入运营商标识或其他预定内容。移动

互联网广告服务已经成为运营商新的业

务收入增长点。

2.2  简便易用的移动互联网终

端——爱立信EADC终端业

务自动配置系统

移 动 数 据 业 务 包 括 移 动 互 联 网

业务，用户通常需要正确设置终端设

备，并激活网络侧业务。研究显示，

很大一部分用户不能成功使用某项业

务 的 原 因 是 终 端 配 置 错 误 。 爱 立 信

EADC终端业务自动配置系统能够实

现完全自动的终端类型识别，并通过

O T A协议等方式实现广泛的用户业

务终端自动配置功能，使得用户不需

特别的指导和设置就可以非常方便快

捷地使用移动终端访问移动互联网应

用。对于运营商而言，在业务逻辑设

置好之后，无需人工干预，大大降低

了运营成本，优化了运营收入。

爱立信EADC自动终端设置系统

支持的用户业务类型包括：GPRS连接

设置；WAP浏览设置；HTTP浏览设

置；流媒体设置；邮件设置；即时消

息、呈现、聊天等应用设置等。

目前，爱立信的EADC系统支持超

过1 500个品牌、近27 000种终端类型的

自动识别（截至2008年第二季度），这

个终端数据库还在不断扩展中，基本每

两周就会有一次数据更新。而且，爱立

信的EADC系统已经在全球超过100个

运营商的网络上进行了商用部署，覆盖

的用户数超过3.5亿（截至2008年第二季

度），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3  与3G视频应用的完美结合

        ——爱立信ViG（视频互通

网关）

视频业务不仅是互联网的主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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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一，同时也是3G的热门应

用。固定视频终端、PC视频客

户端、即时消息客户端、视频

会议系统、视频流媒体系统等

各种视频应用均需要具备与3G

视频手机集成通信的能力，但

真正完成这一对接集成离不开

高性能、高开放性的视频互通

网关。爱立信能够提供完整的

视频通话业务解决方案，将各

种增值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帮助客户部署完善和高效的视

频呼叫平台，如图1所示。

爱立信从2002年起已开始

致力于视频互通网关的开发工

作，目前已在全世界40个国家

的3G网络上部署超过100套视频

互通网关ViG，市场份额全球第

一。其主要特点包括：高扩展性

及高可靠性，支持平滑扩容；

支持H.324M/SIP/H.323/RTSP多种协

议接口，对3G核心网络及各种应用接

口提供无缝支持，同时可以平滑演进

到IMS组网；支持语音回滚，确保终端

用户的呼叫接通率；采用先进协议支

持快速呼叫建立，无需特殊终端支持

即可使呼叫建立时间缩短50%以上；默

认提供视频网页电话，个人电脑用户

无需安装客户端，仅通过PC网页软终

端即可直接进行视频呼叫；支持包括

视频修复、视频快速更新、动态防抖

等功能在内的多项音视频实时优化特

性，保证最佳用户体验；支持H.264、

H.263、MPEG-4等多种视频编码，保

证终端兼容性以及未来演进。

3    高效的业务支撑环境——
爱立信综合SDP
爱 立 信 是 业 界 最 早 进 行 业 务 网

络架构基础研究和标准化方面工作的

厂商，于1999年提出了业务网络框架

（Service Network Framework，SNF）

的系统架构体系。爱立信在第三代移

动通信标准化伙伴项目（3G P P）、

万 维 网 联 盟 （ W 3 C ） 、 开 放 移 动 联

盟（O MA）、开放系统联盟（O S A/

Par lay）和自由联盟中都起着积极的领

导作用。据国际权威信息调查机构的

数据，不论是SDP（业务管理平台）市

场份额还是厂商的持续竞争力方面，

爱立信都排名第一。在此基础上，爱

立信和多个电信和I T业界的领先厂商

共同试点和实施SDP，推进了SDP在全

球移动网络和固定网络中的发展，并

把SDP框架涉及的众多协议试验成功后

提交到相应的标准化组织，作为规范

在全球范围内发布和使用。在中国，

爱立信为多家运营商提供了商用的综

合业务管理平台，同时也根据各个运

营商的不同实际情况开发SDP平台或集

成其现有SDP平台。

爱立信的S D P系统架构是水平化

的，不但能够满足对现有数据业务的

支持，还能够对新兴的数据业务提供

支持。不同的运营商有着不同的商业

策略，爱立信SDP具有灵活的架构和

适配手段，可以与运营商的商业策略

紧密结合，支持完整的业务生命周期

管理，包括业务的建立、部署、开

通、使用、撤销、计费以及运营维护

等。因为有统一的管理平台，使得对

用户和业务的生命周期的统一管理变

为可能。爱立信SDP支持混合接入的

网络环境，支持移动和固定网络的业

务，即使是移动网络的多种制式（如

GSM/WCDMA，CDMA/cdma2000，

TD-SCDMA）也都满足需求。爱立

信SDP能够满足运营商对各种套餐灵

活性的需求，平台设计采用SOA的系

统架构，事件处理采用爱立信企业信

息总线技术，对于灵活的套餐和计费

需求能够很好地实现。  

如对本文内容有任何观点或评论，请发E-mai l至

editor@ttm.com.cn。

图1　爱立信视频互通网关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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