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自己，畅想未来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Change your outlook, choose your future



目 录
 CONTENTS

拥抱网络 /IT，实现职业梦想

思科网院成功之路

为何选择思科网院

思科网院课程介绍

思科权威认证之路

如何加入思科网院

思科网院欢迎你

万物互联（IoE）就在当下



  我们早已经走入互联网时代，然而世界

上仍有 99% 的事物尚未与之相连。而根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GI) 最新的调查报告显

示，至 2025 年，在中国，由互联网引发的

GDP 年增长将达到 6,400 亿美元至 22,600

亿美元。思科认为，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势不可挡，这势必带来前所未

有的机遇，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也将是巨大的。

作为一名在校学生，如何把握时代机遇，规

划职业生涯，为就业做好准备？思科网院将

为你提供“完美方案”。目前，思科网院在全

球 165 个国家拥有 1 万个学院，现有来自全

球的 100 万名学生同时在线学习。在此，我

谨代表思科网院全体师生，欢迎你的加入！

练沛强

思科大中华区公共事务部

企业社会责任总监



思科估计，99.4% 的物理对象至今尚未联接到互联网。这也

意味着 1.5 万亿全球事物中仅有 100 亿已经联接到互联网。从个

人层面上说，目前全球的每个人大约有 200 个联接到互联网的事

物 ¹。这些事实说明，联接未来互联事物的领域具有巨大潜力。

即便如此，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参见图1）。在人员、

流程、数据及事物的万物互联 (IoE) 影响下，互联网的下一轮显

著增长即将到来。

图 1. 联接至互联网的事物数量的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Cisco IBSG，2013 年

万物互联（IoE）就在当下

“固定式”计算
（您去设备所在之处）

移动式／自动设备
（您随身携带设备）

物联网
（设备时代）

万物互联（人员、流程
数据、事物）



万物互联（IoE）将在全球创造 14.4 万亿美元的潜在价值，

这将是 2013 年至 2022 年各个企业和行业之间可创造或将迁移

的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之和 ²。在未来 10 年中，中国的全球潜

在价值份额为 1.8 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12%³。

图 24

1.4 万亿美元
（全球 9.5 万亿美元）

来自行业特定的用例

0.4 万亿美元
（全球 4.9 万亿美元）

来自跨行业的用例

1.8 万亿美元
（全球14.4万亿美元）

思科对“万物互联”的定义是：聚合人员、流程、数据及事物，使网络联接比以往更具有相关性、

更有价值，将信息转化为行动，创造新的能力、更丰富的体验，给企业、个人和国家带来前所未

有的经济机遇。

1、2、3、4 
资料来源，Cisco IBSG，2013 年



万物互联（IoE）带来新的机会、业务、体验和服务，并为个人、

企业以及国家带来巨大机遇。因此，未来中国各个行业将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对合格的网络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也将无处不在。

根据国际知名 IT 行业市场调研公司 IDC 所做的网络技能模

型分析，目前网络技能供不应求，而且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到可以

预见的未来。

IDC 估计整个大中华区 2012 年大约缺少 226,031 网络技

术专业人员，预计到 2016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315,680。这

些数据说明到 2016 年这一技能缺口将占到 27%（按总需求的

比例计算）。

大中华区的企业普遍缺少拥有良好技能的员工。未来应对这

一挑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更多的学生和专业人员提供基本技

能和新兴技术方面的正规培训。

网络技术人才需求

拥抱网络 /IT，实现职业梦想

2012-2016 年，大中华区网络技能供求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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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 年，大中华区网络技能人才供求总体情况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2-2016
年度复合
增长率

需求 827,176 923,311 1016,872 1,100,924 1,181,898 9.3%

供应（人） 601,144 669,173 734,848 791,079 866,218 9.6%

缺口（人） 226,031 254,138 282,023 309,845 315,680 8.7%

缺口（%） 27.3% 27.5% 27.7% 28.1% 26.7%

大中华区总体网络技能缺口指数

总计 2012 2016
人数缺口 缺口（%） 人数缺口 缺口（%）

中国大陆 215,420 27.7% 301,876 27.0%

来源：2013 年 IDC

来源：2013 年 IDC

2012 年中国大陆对网络技能人才的需求达到 728,799

人。其缺口为 215,420 人，预计 2016 年这一数字会增加到

301,876。中国的经济增粘超越其技术与技能的发展速度。

数据来源均来自 IDC2013 年《大中华区网络技能缺口的发展白皮书》



汲海伦

工作快一年了，回想在校的日日夜夜，满满地都是怀念。目前，我

的工作是负责公司 40多个节点公司和核心机房的系统集成，兼顾大型

企业园区网的规划与实施。短短时间，我就能胜任这份工作，这要完全

归功于我思科网院的学习。

刚上大一时，什么是交换机、路由器，什么是TCP/IP，我根本不知。

是学校“思科网院杯”的那些奖杯吸引了我，于是我有了目标：下届比

赛，捧回奖杯的肯定有我。接下来思科课程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努

力我快乐，我的大学生活也因比赛和捧回的奖杯而更加精彩。越努力，

越幸运，我在应聘中脱颖而出，我愈来愈发现网络的世界真的好大。

“

”

思科网院成功之路

烟台职业学院思科网院毕业生
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王振中

“我是在大二的下学期加入思科网络学院的，网院丰富地教学模式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让网络技术不再枯燥乏味、抽象难懂，展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生动、活泼的网络世界，使我对网络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网院的 Packer Tracer 模拟器使我们在没有昂贵的实验设备的情

况下，可以轻松实验，磨练技术。Aspire 游戏更是让我在虚拟的世

界里扮演一位网络工程师，寓教于乐。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们团

队还参加了网院举办的 NetRider 大赛，并获得亚太区冠军，获得了

Study Trip 的机会，今年 1 月我们进行了为期 5 天的思科美国总部

之旅。2013 年夏天我即将毕业，目前我已经拿到心仪的 offer，这一

切都要感谢思科网络学院！

”

温州大学思科网络学院学生
“2012 年思科亚太区网院杯技能大赛”第一名



为何选择思科网院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全球最大的课堂” ，颠覆传统的学习方式

4 信息来自 ERS，2012 年 7 月

思科网络学院于 1998 年正式进入中国，
十余年里，我们与 800 多所学校合作，
共培养了 23 万余名网院毕业生。

思科网络学院采用灵活的 E-learning 教
学方式，教育和互联网的黄金组合超越了

时间、空间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藩篱使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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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认证体系，
助职业生涯“平步青云”

调查显示 4，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7 月，

大中华区 2, 230 名获得 CCNA4 或更高级别

认证资质的学生中：82% 获得了新工作；

88% 获得了工作的机会；97% 获得了工作

或教育的机会；98% 获得了工作、教育以及

其他机会。

2013-2014学年：

• 在上海、成都、广州组织了 6场招聘会

• 近 70家思科核心合作伙伴提供了近 80个

实习生岗位和超过 60个初级正式岗位

• 近 145名网院学生参加了面试，近 40名

同学被录取。

eXperience项目——为您提供实习机会

您还在为找不到靠谱的实习单位发愁吗？您还在为毕业在即难觅心仪的工作岗位揪心吗？您还

在为找不到稳妥的途径了解用工信息犯难吗？如果答案都是 Yes，那么，请加入我们吧 : 思

科体验之旅——学生篇项目（该项目是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携手思科各部门、思科核心合作伙

伴以及思科网院理事会在中国大陆开展的校企合作的长期公益项目。

无论是思科内部的实习 / 正式岗位，还是思科核心合作伙伴提供的机会，只要你够强我们就

愿意为你牵线搭桥：为急需人才的部门 / 合作伙伴推荐学生，为苦寻工作的学生提供用工需

求。同时，为学生打造就业平台、帮助学生做好就业准备、提升就业竞争力并积累工作经验！



思科网络学院课程设计结合学校老师们多年的教学经验与思科专业技术人

员多年的实践经验，并于教材内容上提供实战练习，对即将踏进社会就业的学

生是极佳的实战机会。

教材内容丰富活泼，以互动模式引导学生学习。教材中英文对照，仅需按

钮即可立即切换，让学生不仅学习到专业的网络技能，还能够加强英文能力。

配合最好的 Packet Tracer 仿真软件，每个课程在规划的开始即设定了

40%~50% 的实战练习，如此高比例的实战练习让学生在职场实际问题时，可

以因为在学校的实际操作而比其他人更快上手。

丰富的多媒体课程资源

思科网院课程介绍



多年来，思科认证数量一直保持着双位数的增长，无论从质量、名誉、及

灵活性等方面都被世界广泛认可。

通过对网络技术学院教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直接参加业界标准的认证考

试。思科专业认证的第一步为 CCENT认证（Cisco Certified Entry Networking 

Technician），通过进一步学习可参加 CCNA 认证（Cisco Certified Networking 

Associate) 及 CCNP 认证（Cisco Certified Networking Professional）。最高级

别的认证是 CCIE认证（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该认证为业界最

高级别的网络互联专业认证。

在这些等级中，不同的发展途径对应不同的职业需求。思科还提供了多

种专门的合格专家认证，以考察在特定的技术、解决方案或者职业角色方面

的知识。

思科权威认证之路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课程体系



      
关注 @思科网络技术

学院官方新浪微博获得关

于思科网络技术学院的最

新消息

如何加入思科网院

敬请联系

学院名称 :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网院微博 思科微信思科企业社会责任



@ 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