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售业概述
随着零售主管未来战略的出炉，对客户的竞争将会异常激

烈，新店的开设也会如火如荼地展开。全球经济衰退使得

客户信心有所动摇。零售商正在寻求各种途径开发新的客

户，同时从现有客户身上获得更多销售机会，从而达成股

东预期的业绩。

零售商需要：

•	 提供与众不同的店内购物体验。

•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收入。

•	 提高员工生产力。

•	 更好地管理风险。

•	 加速多渠道零售。

IT 在支持上述任务方面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思科提

供的无边界网络既可以满足零售商的需要，又可以满足纯 
IT 需求。Cisco® 无边界网络打破了零售网络中影响效率、

生产力和赢利能力的边界。这些边界包括：

•	 设备边界：表现在将不同设备或人员集成到零售环

境时

•	 应用边界：体现在优化语音和视频网络，帮助丰富

客户体验，同时提高员工生产力

•	 位置边界：会妨碍员工效率

•	 组织边界：会限制网络在为零售店的其他部分提供

价值方面所起的作用

消除零售领域的设备边界
任何现代商店人员众多 , 设备复杂 , 都需要需要访问网络。

网络中要求配有 IP 电话、数字媒体系统、店中店、监视

摄像头和多种其他设备。总部不仅需要连接到每个商店，

还需要连接到供应商、合作伙伴、支付卡公司和客户。大

多数商店还进行网络演示，这开拓了新的销售途径，但也

要注意额外的安全性。需要：

•	 使用整个思科无边界网络中提供的业界领先服务质

量，让销售点 (POS) 流量比管理和其他通信流优先

通过网络。

•	 实施高性能 Cisco 802.11n 无线网络，以支持实时协

作、随时随地访问带宽密集型应用程序、增强的语

音性能，以及来自任何 Wi-Fi 设备的移动工具。

•	 使用思科基于身份认证的网络服务（思科无边界

网络架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可在 Cisco 
Catalyst® 系列交换机之间使用），部署一个完整且

灵活的身份标识与身份验证系统，包括对联网设备

进行标识。

•	 采用的架构可在整个网络提供稳定的无间断服务， 
从而确保零售流量不会因网络中断而受到影响。无

间断技术包括固定 Cisco Catalyst 系列交换机上的 
Cisco StackWise® Plus 技术，以及思科模块化交换

机和路由器上的具有状态切换的思科无间断转发。

•	 通过高带宽加密链路，为远程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提

供广域网访问权限。

•	 不仅提供基于角色的保护，支持多种远程设备和终

端，营造透明用户体验，同时还允许在各个利益相

关方之间进行访问和协作。

•	 使用端到端网络虚拟化，按功能分离用户组。虚拟

化的一个绝佳使用案例是遵从支付卡行业 (PCI) 规
范。通过将 POS 设备划分到其自己的 VLAN，可以

减少 PCI 审计范围，只要审计这些 POS VLAN 即可，

而不用审计整个网络，因此可能在审计流程中为公

司节省数千美元。

消除零售领域的应用程序边界
零售店使用更多语音和视频设备来帮助丰富客户体验，同

时提高员工生产力。不论是使用数字媒体系统进行店内展

示或使用视频服务来即时访问远程专业资源，还是通过视

频点播内容为员工提供新产品培训，零售体验都越来越强

调视觉感受。

思科无边界网络减少许多在零售网络上运行视频应用程序

的边界，这些边界可能会限制对专业知识和信息的访问。

有了它，可以：

•	 通过高带宽 10GB 以太网连接，处理高分辨率视

频加载，包括最新一代 Cisco Catalyst® 2960-S、
Catalyst 3560-X 和 Catalyst 3750-X 系列交换机上的 
10-Gbps 上行链路，以及 Cisco Catalyst 4500-E 系
列交换机上的 10-Gbps 线路卡。

•	 通过 Cisco 第二代集成路由器 (ISR G2) 和 Cisco  
ASR 1000 系列聚合服务路由器上的高带宽加密链

路，优化语音和视频的广域网流量。

•	 通过嵌入式分类技术（如基于网络的应用识别 
(NBAR)），识别语音和视频流量并排定其优先级。

•	 通过广域网应用程序优化技术（如思科广域网加速

服务 (WAAS)），改进视频和图像共享。

•	 通过设备和流量感知创新，实现许多网络配置任务

的自动化。

思科无边界网络的设计始终以视频和媒体网络为出发点，

消除了可能对专业知识或信息访问产生限制的时间、距离

和带宽约束。

消除零售领域的位置边界
在对手林立的市场中，客户期望零售合伙人知识渊博，能

够提供帮助，可以作为产品信息的联系人。Cisco In-Store 
Mobility 解决方案可帮助给予店员授权，使其轻松与供应

商协作，并执行管理职能（如库存管理），同时随时准备

为客户提供帮助。物理位置是一个网络边界，通过功能完

善、可靠且安全的移动解决方案可以打破这一边界。

零售领域的思科无边界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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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无边界网络提供的部分服务可以实现移动性，其中

包括：

•	 通过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更加轻松地为所有商店提供

高速无线功能，该网络支持 IEEE 802.11n 标准，能

够为所有无线设备提供更多带宽和更高的可靠性。

•	 通过使用 Cisco Catalyst 系列交换机提供的以太网供

电，轻松且经济高效地部署 AP，即使在无法使用传

统电源连接的地方也是如此。

•	 通过 Cisco Mobility Services Engine 实施资产跟踪、

紧急服务和网络安全所需的位置服务。

•	 通过高性能、可靠、安全的路由平台（如 Cisco  
ASR 1000 系列）为任何商店位置的人员安全地提供

实时、准确、可实施的信息。

•	 使用集成服务（如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 /7600 
系列无线服务模块 (WiSM) 上提供的服务），统一并

简化商店的有线和无线网络。

思科无边界网络所实现的安全、可靠、透明的移动服务可

帮助提高员工生产力，同时还可降低成本。

简化零售领域的组织边界
和许多组织一样可能对不断攀升的能源成本感到忧心忡

忡。思科无边界网络使设施管理与网络 IT 运营之间的传统

边界变得模糊，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

管理领域。

您可以利用 Cisco EnergyWise，智能地测量、报告和减

少整个组织（总部和商店）的设备能耗，从而优化能量传输，

并降低能源成本。

最新的 Cisco EnergyWise 增强功能扩展了其控制范围，

不仅包括以太网供电设备（IP 电话、无线 AP 和 IP 监视

摄像头），还包括 PC 和笔记本电脑。Cisco EnergyWise 
的下一个阶段将会进一步扩展其影响，通过与 Cisco 
Networked Building Mediator 更紧密地集成，将设施集成

（灯光、电梯、加热、通风和空调 [HVAC]）纳入其控制范围。

利用网络的普及性和智能性，提供更加持续、经济高效的

设施，是向零售组织的其它部门展示网络 IT 业务价值的绝

佳方式。

思科无边界网络架构有哪些优点？
思科无边界网络架构为所有思科解决方案提供基础。利用

网络的强大功能提供：

•	 在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提供一致的

策略架构

•	 通过位置服务实现透明移动性，随时随地获得销售

支持并进行资产跟踪

•	 为本地网络和整个云服务上的设备提供安全性，从

而在维护 PCI 合规性的同时，提供与其他商店和供

应商的协作

•	 提供可持续性和更低的能源成本，从而实现经济高

效的商店运营

•	 提供优化的视频应用程序性能和 Web 2.0 服务，从

而帮助实现与众不同的店内购物体验 

•	 提供基于策略的访问控制和身份感知网络，从而在

保护关键业务应用程序的同时，实现访问和协作

•	 遵守当前和未来零售法规要求（如 PCI）

为什么选择思科无边界网络架构？
除了已经介绍的技术优势外，采用思科无边界网络架构还

有一些其他优势，包括：

•	 适用性：思科与领先的零售商和技术合作伙伴共同

协作，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	 运营：思科提供经过充分测试的、详细记录的解决

方案，从而减少了部署时间，并可帮助降低系统集

成的成本。

•	 专业服务和支持服务：采用架构性方法提供基于 IT 
的解决方案，促进零售领域的无边界网络创新。思

科及其合作伙伴的服务提供规划、设计和实施服务，

以及屡获殊荣的技术服务和优化，让零售网络强健

而安全，帮助在遵守行业和法规要求的同时，还支

持协作需要和持续性目标，并降低运营成本。

其他资源
思科无边界网络架构： 
http://www.cisco.com/go/borderless。

思科零售业解决方案： 
http://www.cisco.com/go/retail。

思科专业服务和支持服务： 
http://www.cisco.com/go/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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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sco.com/go/borderless
http://www.cisco.com/go/retail
http://www.cisco.com/go/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