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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日程安排

时间 事 项 主讲人

14:00-14:10 开场介绍来宾 崔 勇

14:10-14:40 IETF 介绍 Lars Eggert (IETF 主席) 

14:40-15:10 互联网技术演进，回顾和思考 李星 (清华大学) 

15:10-15:40 Internet Area 综述 段晓东 (中国移动) 

15:40-16:10 茶歇、合影

16:10-16:40 Routing Area 综述 李振斌 (华为) 

16:40-17:10 OPS Area 综述 姚健康 (CNNIC) 

17:10-17:40 Transport Area 综述 石航 (清华大学) 

17:40-18:00 开放研讨、总结 崔 勇



Lars Eggert 介绍

• 分布式系统，网络架构与协议设计专家

• 现任：IETF主席，
NetApp Technical Director

• 曾任
• IRTF主席，IAB member（2011-2017）

• Transport Area Director（2006-2009）

• DCCP, RMCAT, QUIC 工作组主席（2005-2021）

• Nokia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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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F是一个年轻而高产的标准组织

高产的组织、已发布RFC90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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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互联网标准制定组织IETF，制定技术规范RFC，获得全球设备商、
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的广泛使用，成为全球互联网的事实标准

• 近年来每年发表的RFC数量
• 2020：209 RFC
• 2019：180 RFC
• 2018：208 RFC
• 2017：263 RFC
• 2016：310 RFC



技术主导、过程公开与大致共识
-from the TAO（道） of IETF

“我们没有会员的概念，所有人都可以参与，都
可以报名参加会议。只要加入邮件列表，你就可
以把自己看做是一个IETF成员（There is no 

membership in the IETF. Anyone may register for and 
attend any meeting. The closest thing there is to being 
an IETF member is being on the IETF or Working Group 
mailing lists）--the TAO of IETF

“我们拒绝国王、主席和投票。我们相信共识和
运行的代码（”We reject kings, presidents and voting. We believe in 
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from David Clark，the TAO of IETF

No formal membership 

只相信大致共识和可以运行的代码

"某个领域的负责人AD（area director）是选出
来协助大家思考，而不是接管整个思考过程。
（ADs are selected to think, not to just run the process.）"--the TAO of 
IETF

对某个问题自由表达意见。这个原则包含尽可能
让文件、电子邮件讨论组、参与者名单和会议记
录在互联网上公开

大部分的工作是通过邮件列表中完成的
（Most work done on mailing lists ）

IETF：制定标准，但并不硬性推广标准，更不
谋求控制互联网

No formal government role

技术主导、过程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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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领域、120+工作组

• Application protocols and architectures

• Real-time (communication) and non-real-time

Applications and Real-
Time (ART)

• Mechanisms related to data transport on 
the Internet - Includes congestion control

Transport (TSV)

• Routing and signaling protocolsRouting (RTG)

• IPv4/IPv6, DNS, DHCP, mobilityInternet (INT)

• Network management

• Operations: IPv6, DNS, security, routing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OPS)

• Security protocols and mechanismsSecurity (SEC)

• Activities focused on supporting and updating 
IETF processes

General (GEN)

IPv6

7各研究领域（Area），有122各工作组（WG）

已发布RFC所属领域分布图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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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F主要玩家

设备商 互联网ICP 网络运营商/ISP 研究机构

参会人数中，设备商思科/华为、互联网服务商谷歌参会人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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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亚三足鼎立，美国最强

近些年的参会人数：1000~1500+
会议地点：美/欧/亚轮流

中国参会人数100+

每年3次会议，分别在3月、
7月、11月，每次会议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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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IETF参会情况对比
110次会议（线上）（2021.3）

单位 CN 单位 全球
华为 37 华为 73
中兴 6 CISCO 62
思科 1 JUNIPER 33
阿里 1 google 36
腾讯 2 facebook 6

中国移动 12 apple 10
中国电信 11 阿里 2
中国联通 4 腾讯 6
CAICT 7
CNNIC 4

国内高校
清华/同济/川
大/厦大/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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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18
112

我国主要参会情况（近两次现场会议与在线会议）

设备商

互联网
服务商

电信
运营商

研究
机构

单位 CN 单位 全球
华为 36 华为 72
中兴 5 CISCO 57
H3C 10 JUNIPER 26
思科 1 中兴 10
阿里 1 google 36

中国移动 3 facebook 9
中国电信 3 apple 11
中国联通 1 阿里 2
CAICT 9 腾讯 2
CNNIC 3 ATT 4

清华大学 9 DT 7
声学所 3
无组织 32

112 1008

106次会议（新加坡）（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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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更多中国人的声音

企业 学生

Follow or lead？ 10

 满足自己的业务需求
 gQUIC影响iQUIC的设计
 开源生态的力量
 PR以及招人

 一流的技术论坛
 直接与技术大牛交流
 职业发展

研究机构

 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大牛的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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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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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感兴趣的领域，从邮件列表入手



Working Group vs. B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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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Group Bird of a Feather(BOF)

• IETF 主要工作开展的地方

• 包含Charter 和 milestones

• 围绕一个topic的讨论组

• 通常是为了组建新的WG

• 自下而上申请，AD批准召开

https://www.ietf.org/how/bofs/

https://www.ietf.org/how/bofs/


IETF 参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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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聪明，乐于讨论

不要害羞提问

着装不必太正式 紧密协作

注重技术性贡献

做好功课
参与讨论



Datatracker and Tools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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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F Datatracker

https://datatracker.ietf.org/

Tools Page

https://tools.ietf.org/

https://datatracker.ietf.org/
https://tools.ietf.org/


Open Mic: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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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目标
• IPv6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国际标准

• 领域综述
• 安全域、应用域

• 新技术研讨

• Running Code与实验演示

•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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