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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科最大的北美机场客户之一，该国际机

场必须支持2800万名乘客、50家航空公司、67

个货运中心，以及100多个发货商和海关代理

机构。安全、效率和利润率是首要目标，安全、

高效的管理要求17000多名员工为乘客、航空

公司、地勤和联邦政府提供各种广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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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机场运营着82个网络，包括机场后端办

公系统、安全 /视频监视，以及支持航空公司、

零售商和其他租户的网络。这些网络支持数

据、语音和视频，包括有线和无线网络。各种

系统和网络的组合导致环境的集成、维护和升

级的价格都很昂贵，而且难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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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管理人员希望在支持众多客户的所有信息

技术（IT）需求的同时，削减网络维护和扩展

成本。他们期待着一种整合了语音、视频和数

据服务，并支持有线和无线环境的网络。最终，

他们选择了思科 IP/MPLS网络，以提供先进的

集成智能服务和不受影响的性能。思科网络使

他们得以安全、高效地为所有机场租户提供必

要的服务，并提高收入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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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网络是安全、永续的。它为机场提供了所

需的管理、可扩展性和丰富特性，它成功地将

网络变成了一个赢利中心和租户满意的来源。

机场采用了通用布线基础设施、通用服务创建

基础设施，并使所有租户共享服务。凭借多协

议标签交换（MPLS）核心网络，机场目前可为

所有租户提供VPN服务，并可为接入数据、语

音、视频或无线应用提供安全的网络。

��

即使是最忙碌的飞行员也对如何运营一个国际

机场所知有限。支持日常运营所需的数据量十

分惊人，当机场管理人员规划未来发展时，他

们必须作到高瞻远瞩。

机场管理团队必须关注全新安全策略的实施，

改进运营灵活性和创建新的收入。管理员必须

能访问信息，使其得以对周围频繁发生的变化

做出策略性的响应。在运营艰难的环境中，他

们所经常遭遇的挑战包括：

● �� !— 拥有拥挤的乘客、行李和货流量

的多租户环境

● �� !— 难以集成新的安全措施

● �� !— 航空公司财政困难，空间发展能

力有限，资源分配不够灵活

图 1 各种租户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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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机场在整个设施中都部署有多种网络，

这些网络许多都构建于传统技术上，无法提供

实时信息或支持实时通信。在此案例中，该机

场拥有82个网络，包括后端办公系统，以及用

于航空公司、地勤、货运商、特许运营商、食

品服务、燃料、入境服务、海关、零售商、货

运公司和安全保卫等租户的网络（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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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必须管理一种环境，其中网络和应用的集

成、维护和升级都很困难，而且成本昂贵，由

于缺乏租户应用环境管理能力和技术开支加

大，使得问题愈发棘手。图 2对机场分散的网

络情况进行了介绍。分散的系统使机场管理几

乎无法扩展和增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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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管理员需要一种网络，它不仅将语音、视

频和数据服务融合入一个网络，而且还可为所

有的租户提供高度安全和智能的服务。在寻找

更新换代产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可以用思

科 IP/MPLS网络取代现有的内部ATM基础设

施，它不仅可以支持其ATM服务，还可满足

他们对安全、智能、可扩展性、性能、易管理

性和降低成本的需求。根据这种管理模式，两

年后，这种新网络就可收回成本。

机场将其82个分散网络融合成一个高永续性、

高性能的网络，可传输数据、语音和视频信息。

构建于密集波分多路复用（DWDM）光核心之

上的网络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和同步光网

（SONET）服务，极大地改进了网络冗余性，机

场也向租户销售更多的创收服务。机场已为智

能网络作出战略性投资，可将所有租户及其应

用轻松地组合于一体，并为采用未来语音、无

线和增强安全技术提供了灵活性（图 3）。

图 3融合机场基础设施

图 2  用于安全、机场管理和航空公司的分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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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的园区网络构建于 8个Cisco ONS 15454

城域DWDM系统之上，每 4个 Cisco ONS

15454系统构成一个DWDM光环网。这种光骨

干网以单位波长较低的成本提供了可扩展、高

密度服务。网络管理员可按照单波长增量扩展，

并在园区网的分区城域环网架构上汇聚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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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Cisco 7600系列路由器，机场的新型网络

提供了高度的可靠性、可扩展性和丰富的基于

MPLS的服务。两台Cisco 7600 MPLS核心路

由器分别位于物理上相互隔离的场所。这些路

由器连接至Cisco ONS 15454系统，从而创建

了一种全网络化基础设施。机场拥有 4个主要

场所，每个场所装备有两台Cisco 7609分布路

由器。这些路由器构成了分布层，可提供MPLS

服务，每个连接只占用光核心的一个波长。由

于每台核心路由器的监督模块、矩阵模块和电

源是全冗余的，因此，有助于确保高可用性。机

场的核心路由器还包括 4 端口光服务模块

（OSM）和 3个开放插槽，用于未来的扩展。

为确保绝对的可靠性，可将冗余路径和电缆用

于核心路由器之间的连接，以及核心路由器与

8台Cisco 7609分布路由器的连接。每台Cisco

7609分布路由器均与核心路由器和网络边缘的

Cisco 7304路由器相连（图4）。Cisco 7304边

缘路由器也是为了实现高可用性而设计的，配

备有全冗余路由器处理器和电源。Cisco 7304

可从DS0扩展至OC-48接口，通过Cisco 7304

路由器，客户不仅可以使用一些现有接口，而

且还可以利用Cisco 7304路由器上的高性能接

口扩展边缘。

网络管理员对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

的质量和可靠性已十分熟悉和满意，而Cisco

7600系列路由器正是构建于该产品上的，因此

他们也会喜欢Cisco 7000路由器。他们之所以

选择Cisco 7600和 7300系列路由器，是因为

该产品从电源到监督引擎的冗余性，使机场得

以最大幅度地缩减网络停机时间，实现无中断

运营和租户服务所要求的永续性。另外，Cisco

7600和 7300系列提供了出色性能和可扩展

性，以及广泛的网络服务，来满足基于MPLS

的网络的管理要求。

思科能够为第3层MPLS提供一种基于以太网

的解决方案，定义类似的机箱，以及添加光服

务模块。Cisco 7600和 7300系列路由器之所

以被选定为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由于这些

路由器提供的可扩展性、灵活性和冗余性，可

满足机场当前和长期的网络需求。

图 4 Cisco 7000路由器在机场网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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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MPLS基础设施为机场提供了MPLS以太

网流量和用于高带宽数据、语音和视频服务的

MPLS VPN的汇聚功能。目前，机场正利用

Cisco Transport Manager管理其光网。借助

Cisco Transport Manager的网络配置、监视

和性能监控特性，可以更快速地推出和维护创

收服务。

为管理MPLS服务，机场采用了 Cisco VPN

Solution Center，通过自动配置服务和网络，简

化了管理。软件产品包括改进使用性、解放管

理员以从事其他工作，以及支持机场IP VPN服

务的轻松扩展和降低成本等特性。

CiscoWorks LAN 管理解决方案（LMS）用于

管理网络边缘设备。构建于常用互联网标准之

上的CiscoWorks LMS，使机场网络操作员可

以通过基于浏览器、可随时随地访问的简化界

面，更高效地管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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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IT团队之所以选择思科，是因为思科具有

创新技术解决方案、高质量的产品、可靠的服

务、低总体拥有成本，以及有益的计划，而这

些是其他网络基础设施公司所无法提供的。思

科能够帮助他们设计一个集成、融合网络，不

仅降低现有服务成本，并可为全新和不断发展

的应用和服务提供更高的总带宽量和灵活性。

由于仅需5名IT员工支持整个机场“都市”，便

于管理和维护要求较低的思科解决方案自然成

为机场理所当然的选择。新的思科网络使员工

得以实施他们希望添加的任何策略和服务，并

将电子邮件、语音、电视会议和无线接入扩展

至移动公众。机场租户也自然从中受益。通过

共享可适应、可靠的智能网络，机场的每位租

户都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需要的不仅仅是网

络硬件。作为各种租户的服务供应商，机场希

望改进其信誉，并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和有

保障的服务。机场主管选择与互联网领域的全

球领先厂商合作，加盟 Cisco Powered Net-

work计划，可充分利用唯有思科才能提供的扩

展销售资源优势。思科团队与机场管理人员密

切合作，定义服务模式，确定服务级协议

（SLA），设立价位，并确定网络的设施功能。他

们还帮助机场向预期的内部和外部客户推销解

决方案。

机场管理人员与 IT团队间的关系从未如此密

切，新型网络已经开始发挥提高机场利润率的

作用。作为一项新开发的技术，在扩展和优化

网络以充分利用全新应用和服务优势的过程中，

机场可以依靠思科团队以确保投资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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