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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会找到一家特殊的公司：它并不一定

是这颗星球上收入最高或利润最丰厚的，但它有着令人格外羡慕

的一面——它所身处的市场似乎绵延不绝永远不会放缓增长——

在 1990 年代，这家公司叫沃尔玛，在 2005 年之前，它叫 eBay，

之后则是谷歌。它们幸运的近乎奢侈：一旦公司机制搭建完整，

野蛮生长的市场本身会将它推上一条漫长的增长轨道。

说的更通俗一点，虽然这些公司的 CEO 倍受尊敬，但私下里，

人们却也不免揣测：如果坐在 CEO 位置上的是一只猴子，它会做

的更差吗？

眼下似乎符合这一标准的，是成立于 1984 年的硅谷公司思科。

某种意义上，这家全世界互联网的“水管工”没有真正的对手可

言，而且，人们对数据传输的需求似乎永远不会止息：哈勃望远

镜穷十九年时间拍摄的全部天文照片不过 120 千兆（terabyte），

而 Facebook 用户六个月上传的照片就可以达到这个数量级，这

还不算 YouTube 上的视频规模大概是其五倍，并以每周 5.7 万段

视频的速度增长，而那个试图整合人类全部信息的谷歌的服务器

每 72 分钟要处理大约十亿兆（perabyte）的数据⋯⋯似乎只要让

公司的技术发展与市场的增速相匹配，60 岁的思科公司董事长兼

CEO 约翰 · 钱伯斯就将以科技史上最成功的管理者之一的身份功

成身退。

如果以上是一只足够幸运的猴子也可以做到的，钱伯斯至少

可以在一个问题上是不可替代的：在近 15 年的时间里，他率领思

科顺利穿越市场的爆发期和低迷期，并一直停留在科技风暴的中

心地带。

现代科技业的进化史宛如一本无情的族谱：想想 DEC、升阳、

康柏、美国在线、硅图和雅虎们，它们因颠覆式创新而盛极一时，

却也同样轻易的被它们所开创的历史颠覆，最终变成进化链上的

一环。

而思科的故事与此相反：1984 年诞生时，它只是方兴未艾的

PC 产业微不足道的陪衬，市场上至少有 20 家业务近似的对手。

1990 年代原本属于操作系统、门户网站和电子商务，但思科以“淘

金潮中卖牛仔裤”的角色，反而成为一时之明星。当然，和所有

曾经站在舞台中央的公司一样，它并非没有沦为配角的可能：稍

不小心，这家为整个互联网铺设基础设施的公司很可能像真实世

界的自来水厂一样，无处不在却无足轻重——风光和利润被在网

络上兴建高档楼宇的谷歌、亚马逊和微软们夺走——深感这一幽

灵的威胁，钱伯斯早早将数百亿美元撒播于企业级应用、视频通讯、

数字家庭等未来阵地，希望最终成为企业及家庭种种服务的提供

商⋯⋯这并非容易做出的决定，毕竟在开花结果前，它已经隐约

成为微软、IBM、惠普们的对手。

但这种持续的逆流而上至少意味着两个层面的实力：一方

面反经济周期的运营，另一方面不停对未来的科技展开布局。兼

穿越风暴眼
《环球企业家》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in Global Entrepreneur: 
Going Through the Eye of the Storm

在上一波网络、电信热潮后的死寂时期，思科只用 51 天裁剪成本就重返扩

张之路；在本轮经济衰退中，它正以每两个月收购一家公司的速度挺进新大

陆——科技业最成功 CEO 之一钱伯斯超越周期的方法论。

1     06/2009 06/20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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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钱伯斯大破大立的开始了组织一场文化变革。在 2001

年以前，思科的中层员工就有权决策对外部创业公司的 1000 万

美元级别的投资，但在当时，这家公司骨子里是集权的：真正思

考公司长期方向的人只有钱伯斯等有限几人。但在那之后，钱伯

斯推进的是一个由更多决策机构——负责百亿美元机会的理事会

（council）、负责十亿美元机会的委员会（board）和负责处理特殊

问题的工作组（working group）。同时，他设定新政策，让所有人

30% 的年度分红跟团队合作挂钩。许多公司中高层同时被安排在

几个决策机构上，这也淡化了每个人画地为牢的利己姿态。

一方面，这在公司内营造出更多合作氛围，另一面，也迫使

更多人思考公司长期的问题，

而非当下的业绩。

应该说，从上一轮经

济周期末端，钱伯斯已经为

随后的衰退可能做足了准

备——至少是在精神上和心

态上——他所努力确保的并

非一劳永逸的业绩增长，而

是公司内部保持着向前看的

长远目标，以及快速执行的

文化。当然，还有更多的资

金储备：思科手握 340 亿美

元的现金，为美国科技业现

金储备最丰厚的公司。

右手：布局新市场

对于 2001 年的思科而言，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即使它

的路由器和交换机产品能够保持 60% 或更高的利润，但它们的生

命周期通常是与市场同步的，如果再次出现网络泡沫破碎这样的

行业性崩盘，它们会同时遭遇增长障碍。

思科需要对冲产品，这并非一个很难想到的问题。但正如所

有科技公司都会遭遇的扩张问题：一则，你所看重的新机会未必

能够按照你预期的速度崛起，而一些市场崛起的速度又比你预期

更快，二则，总有许多小公司做出更为创新的产品，甚至每当有

人想出一个足够好的想法，他会辞职创业。

当然，收购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正如人们

所看到的，自从 1993 年首次展开收购，到 2000 年，思科共以

690 亿美元收购了 72 家公司。其中，仅 1999 年和 2000 年就分

别收购了 18 和 24 家公司。可谓不惜血本，可除了成功进入了交

换机市场，思科真正有效的战略部署并不多。

其实，早在 2000 年以前，钱伯斯已经明确了一个基本思路：

收购的是人，而非公司。这是一个相当聪明，也足够偏执的观念：

不要试图在一次收购中同时获得好的产品、一流的技术、未来的

市场机会、一流的团队乃至丰厚的财务回报，先把你的预期设一

个底线，并努力得到它。即使如此，人们还是从其早期收购中列

举出不少失败案例，比如 Newport、Lightstream、Netspeed 等。

在 2001 年之后，思科改变了自己的收购策略。

顾此两者，就仿佛同时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绝非易事。至少在

2000 年科网泡沫破碎时，思科在这两个问题上同时栽了跟头：市

场收缩、资本市场打压，思科自身的科技产业亦走入一轮生命曲

线的末端。但到眼下这一轮被外界称为 70年未见的经济衰退期里，

钱伯斯已经熟练展示出科技业罕出其右的左右互搏之术：他在不

到十年时间里将公司业务线从两条丰富至

28 条，亦有 340 亿美元现金在手，这让

他可以逢低进军更多新鲜领域。

“幸运之处在于，我们确实为此有所

准备”，接受《环球企业家》专访时，钱

伯斯笑称，他随即话音一转：“但无论前

期准备如何，我始终是一个‘快速行动主

义’的坚定信徒。”

也就是说，即使你洞悉了他的方法论，

如果不能佐以高效的执行，仍是枉然。

左手：反周期扩张

如果以 2007 年 8 月为本轮经济危机的起点，在此之后，思

科共展开了 12 次收购。即使在去年 9 月雷曼、美林和 AIG 接连

倾覆而引发全球性恐慌后，它仍展开了四次收购。回想起来，过

去近两年时间里，成功完成上市退出的科技公司少之又少，这就

让思科的手笔更令人吃惊了。

这是“我们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机会”，钱伯斯坦率表示，仿

佛如果不在当下展开更大布局，他将有亏于自己的职务。

固然所有人都理解逢低扩张的便利，但为何思科能在绝大多

数公司窘困时相对从容？

这始于 2001 年那场痛苦的变革。在 1990 年代的最后三、四

年中，因互联网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宏大而恢弘的未来，太多资

金的涌入让人们不假思索的购买贴有思科品牌的路由器与交换机，

并将其市值推至 5000 亿美元高峰。而思科在 1998 年到 2000 年

初的两年时间里，员工数量也在两万人的规模上凭空翻了一倍。

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高歌猛进的时期，没有任何管理者会主动

要求公司放缓增长步伐。

但终于，2001 年 1 月，思科出现了钱伯斯就职 CEO 之后的

首次单季赢利未达华尔街预期。对于已经在网络泡沫破碎过程中

饱受打击的投资者们，这不啻于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互联

网光明理想的骤然幻灭，令他们将猛烈的愤怒投向钱伯斯。

事后回顾，思科的确在一些关键环节上犯下了错误。它有

一个针对经济前景的预测体系，但在钱伯斯治下，它连续 6 年以

57% 的速度实现增长，这让那个预测系

统很容易被调整为基于市场的乐观发展

而运行。这就让它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

的变化：比如2000年3月之后，无论收入、

利润如何增加，它的自由现金流却在减

少——为了维持市场的增速，思科把大

约 15 亿美元现金提供给电信运营商们用

作贷款，而后来它又冲销了价值 22 亿美

元的过剩库存。钱伯斯不可能不清楚维

持这种增长将越来越吃力，但他几乎没

有选择。

这最终导致了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2001 年 3 月 8 日，当公司的公关人员告

知钱伯斯，路透社准备对外发布思科将

裁员 5% 的新闻，钱伯斯说这是假的。但那一晚，在跑步机上一

直奔跑到凌晨四点的钱伯斯最终下定决心，裁员 18%。

在外界看来，这一决定让思科的股价进入了一个从 80 美元滑

落至 10 美元的窘困通道，但在公司内部，真正的变革就此展开。

不妨留意这样两个细节。

第一，思科只用了 51 天就完成了成本的结构的调整——包括

裁员 8500 人及终止了与 3000 多家渠道商、800 多家供应商的合

作关系——从第 52 天起，它就重新开始了重新扩大市场份额之旅。

如果回顾 2001 年前后各路科技公司的表现，你会发现，思科并非

是最早承认衰退来临的公司，但它或许是目标感最为明确的：它

在一次裁员中解决了所有问题，而非犹豫不绝地一次一次小规模

的裁员缓解问题的全面暴露。

第二，也是在这次衰退之中，钱伯斯展开了一场主动的组织

架构变革。虽然思科经历了一段长且辉煌的高速增长期，但冷静

下来，也不难发现公司内有太多人已经变得目标简单：创造业绩，

兑现期权。这直接导致了公司上下的行为越来越在意短期利益，

过于关注接下来一、两个季度的业绩，甚至会自我催眠式的对数

字保持乐观。

钱伯斯和英特尔 CEO 欧德宁（右）共同宣布思科进军虚拟服务器市场

3     06/2009 06/20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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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后天练就的精明往往不

够用。想想看，乔布斯十九

岁就光着脚闯入红杉资本的

办公室讲述单片机将如何像

苹果一样成为每个普通人触

手可及之物，拉里 · 佩奇和

谢尔盖 · 布林研究生没毕业

就用一台服务器把整个斯坦

佛大学的校园网的带宽吃下

去一半，而网景、Facebook

和火狐的发明者们在 20 岁

出头时就从美国各地仓促赶往加州开发那些改变几亿人生活的产

品⋯⋯直到 26 岁，钱伯斯还一直游荡在美国东部的几所大学里，

学习法律和 MBA，之后他又把十四年时间献给了美国东海岸的科

技公司们—准确的说，是 IBM 和王安电脑，两家在硅谷公司看来

恐龙一般古老而迟缓的存在。

等到 1991 年加盟那家被人称为“产品好到连其糟糕的创始人

也弄不死它”的思科时，钱伯斯已经 42 岁了。

如果说钱伯斯有其天才的一面，那应该是他不停重塑自己的

能力：1991 年的钱伯斯是个销售高手，那时即使思科的传奇投资

者、董事唐 · 瓦伦坦仍对他的管理能力还颇不放心。正是在其接掌

公司 CEO 前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不仅把思科早年积累的种种管理

混乱逐一理顺，更尝试着以收购方式带领公司扩张进入交换机市

场。虽然一度转型成一个兼并突击手，但显然，2001 年的灾难让

他重新学习了怎么带领一家公司变得更为伟大。同时，一向信奉“命

令与控制”风格的他，让公司上下以 Web 2.0 的方式实现信息的

平等交流。

这种持续的自我改变近乎本能。或者说，它是钱伯斯幼年经

历的一个漫长延伸。

小时候，钱伯斯患有诵读障碍症，他与常人的阅读顺序相反，

并口吃，这让他从未被人视为天才，甚至被怀疑能否高中毕业，

但用了很多年时间和漫长的努力，他逐渐克服了这个问题，甚至

成了演说大师。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以勤奋战胜了与生俱来的缺陷，

他所积累的自信是极为巨大的：从此他不害怕任何改变，没有恐惧。

变化机器

如果说，今天的思科跟 2001 年的思科已经迥异，很大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今天的钱伯斯和 2001 年时已经截然不同。在整个科

技业，你也很少能找到一个像钱伯斯一样从不畏惧变化的人了。

近乎于一种奇怪的习俗，每当记者撰述关于思科公司 CEO 约

翰 · 钱伯斯的文章，他们总喜欢从钱伯斯的谈吐讲起。

那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他操着一口柔软的美国南部口音，语

速极快，暗示着其过盛的精力。讲话时，无论一对一交谈还是在

一间数百人的大厅里演讲，他都乐于主动与人们做许多目光交流，

仿佛对方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钱伯斯是个善于在言辞中直指

人心的演说者。比如 2008 年 9 月华尔街大地震后不久，面对一大

群内心焦躁的投行分析师时，他没有急切分享公司的业绩，而是

颇富同理心的和与会者分享起自己最艰难的时光：“我们在 2001

年时也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先是不信，继而理解，最后思考如

何规划自己的未来。”而在去四川灾区时，他任由当地儿童摸自己

的鼻子和脑门。

没错，这种成熟、圆通的形象并非罕见：从克林顿到奥巴马，

人们从电视、杂志上看到过太多类似的风度翩翩。但别忘了，钱

伯斯所身处的是以技术论英雄的硅谷：这里的 CEO 们或是埃里

克 · 施密特般精于技术却性格内敛，或是像乔布斯一样是个魅力四

射但难以接近⋯⋯在这个由一群天才少年缔造的创新之谷，法学

博士出身的钱伯斯好像唯一的成年人，或说政治家。

通常而言，此种成熟在硅谷是不易成功的：这里从不缺乏天

一方面，它开始加大布局的维度。硅谷著名科技作家杰弗里 · 摩尔在其几本

著作中总结出了科技产品一生的几个阶段：最早是针对“科技早期接纳者”的尝

试期，随后是一个从细分市场朝相对广泛市场的惊险一跃（所谓“跨越鸿沟”），

运气好则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而那些在长期市场厮杀中生存下来的公司得

以享受相对漫长的成熟市场阶段，直到产品进入衰退期。

在 2001 年之前，思科的投入集中于对于自己成熟产品（路由器、交换机）

的巩固，以及为维护客户而在衰退市场保留一些业务。但在此后，它不停的寻找

新的、跟自己的核心业务高度关联的新鲜业务，也就是从跨越鸿沟之后的到成熟

市场之前的区间里挑选适合自己的公司，比如 VoIP、Wi-Fi 和网络安全。

而在此过程中，它也越来越明确自己作为收购方的优势：其客户资源、销售

力量以及品牌。像朱敏所创立的视频会议提供商 WebEx，在思科收购前已经上市，

在 2006 年时其全年收入为 3.8 亿美金。而在 2007 年底思科对其完成收购后，它

并入了思科的统一通讯部门，并在 2008 年率领这一部门获得了 8.25 亿美元的增

长。这是原本规模只有 3600 人的 WebEx 所无法想象的。

而它逐渐形成的另一个相对行之有效的收购方法，被成为“拆合”（Spin-in）：

一些富有想法的人才在创业时获得思科的资金支持，并在适当时候被收购进来。

虽然这样的确令不少思科员工不爽——那些一、两年前坐在你邻桌的人再次成为

你的邻桌时，已经身价数千万——但这的确是一种目标非常明确的低成本的、保

持创新的手段。

而在 2005 年以来，思科不仅成功买来了新的市场增长点：2002 年时，其路

由器加交换机的收入占到了产品总收入的 69.6%，到 2008 年底，则只是 53.7%。

与此同时，它也日益明确自己的技术可以如何在未来的世界里更为重要。

自 2003 年起，它先后大手笔收购了两家针对家用市场的公司 Linksys 和

Scientific Atalanta，而在今年，它又以 5.9 亿美元收购低价摄像机制造公司 Pure 

Digital，并联合英特尔、EMC 及 VMWare 几家公司的 CEO 拉开思科进军虚拟服

务器市场的序幕。

无需否认，数字家庭市场和企业服务器市场都是非常庞大的，从中随便分一

杯羹已经价值重大。不过，更显而易见的价值是，这契合思科所倡导的未来：比如，

虚拟服务器是一种让数据中心内每台设备能够共享工作的技术，通过让一个集群

的电脑像一台电脑一样分配彼此的资源，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你固然可以将它

视为传统的服务器的延伸，也可以将它看作一个内部网络，让信息在一批电脑之

间高速流动——这种传输信息的能力正是思科最擅长的。而这正是思科真正希望

达到的：让尽可能多的信息尽可能频繁的流转，无论是在整个互联网上，还是一

个公司的数据中心，甚至一个家庭各种电器设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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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华合作建立绿色实验室

作为履行其致力于推动中国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承诺的重要举

措，思科和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大学－

思科绿色科技联合实验室，并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了

揭牌仪式。该实验室由清华大学电子系和思科中国绿色研发中心

共同领导，将专注于开发基于网络的智能城市化技术和解决方案，

从而支持中国发展绿色经济、节能和减排的长期战略。

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教

授、思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约翰 · 钱伯斯、思科中国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史瑞夫、思科中

国副董事长兼总裁林正刚等出席

了合作揭牌仪式。在仪式上，思

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钱伯

斯表示：“思科在中国的创新计

划以及绿色实验室的成立，体现

了我们对中国持续不变的承诺，

也表明了我们对中国市场一如既

往地充满了信心。今天的发布进

一步诠释了思科在中国的发展战

略，即专注于‘激励创新、合作

共赢、领导力培养’三大方向，

通过密切协作，实现与中国本土

产业的共赢。”

此外，作为此前对中国承诺

的一部分，思科还宣布将与复旦

大学合作创办供应链学院，共同

设计和开发世界一流的教学项目，推动中国产业发展。作为思科

在中国的第一所供应链学院，它将为中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提

供学习和发展机会，从而提升本地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水平和思想

领导力，加强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推进实施协作型创新模式

思科一直以来都具备强大的自我研发实力和成功的并购整合

能力。在中国推出新的“协作型创新模式”，将为思科及其合作伙

伴拓展更为广阔的创新空间，从而能够更快、更敏捷地捕捉新的

市场机会，提供贴近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协作型创新模式将与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相一致，专注于三大领域：智能

城市化、针对成长型企业的新业务模式、以及包括视频和移动在

内的下一代互联网。 

智能城市化是思科新近推出的全球计划，旨在推动城市实现

以网络为平台进行城市综合管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经济

发展。思科计划与中国领先的、为楼宇和交通运输行业提供集成

化解决方案和专业服务的同方泰德一起为

中国的智能城市化建设探索并创造新的市

场和商业模式。结合同方泰德对本地市场

的洞察力，这次合作将有助于双方共同开

发本土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作为对专注于包括视频和移动在内的

下一代互联网开发的重要体现，今年 3 月

初思科投资入股上海全景数字技术有限公

司，使全景数字获得了选择思科视频技术

的许可，双方将致力于开发一个高清、互

动、开放的数字电视平台以支持新的增值

服务模式，从而推动上海全面实现有线电

视数字化的计划，并有望在今后将其模式

和经验在中国其他城市或地区得到推广。

同时，思科将与中国领先的教育服

务和教育技术提供商安博教育集团就目前

当地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展开一系列的合

作，其中包括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做好准备、

培养可复制的业务流程外包能力、以及推

进四川地震灾区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发展

等，为互联城市和互联学校寻求创新的商业模式。作为安博最早

的投资者之一，思科在 2006 年就开始投资于安博，以满足中国对

可持续的技能培训的需求。

思科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史瑞夫表示：“通过协作和伙伴

关系来推动创新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至关重要，将有助于发掘新

的机遇、帮助企业保持增长并在经历挑战后变得更加强大。思科

的创新远远不只是包括技术、产品或服务。在中国，我们与合作

伙伴和客户的密切协作与共同创新，还包括在商业模式、业务流程、

以及市场战略等多方面，这将使我们能够一起为本地乃至全球市

场创造并提供新的产品和技术。”

基于中国市场在其全球运营中的战略地位，及思科在未来

几年内对中国投入 160 亿美元的承诺，思科推出“协作型创新

模式”，通过资本、技术、流程管理、资源孵化、领导力培养

等投入，以激励本土创新。该模式将有助于思科及其合作伙伴

能够更快、更好地洞察市场需求，一起在本土和全球市场上寻

求并抓住新的机遇。

思科于 2007 年 11 月曾宣布了在未来几年内对中国投入 160

亿美元以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 160 亿美元中将有 10 亿

美元用来支持实施“协作型创新模式”。思科将通过加强与著名高

校、领先的成长型企业和本土产业合作，为当前中国经济特别关

注的领域开发技术和解决方案，包括智能城市化建设、成长型企

业发展和下一代互联网开发等。

推“协作型创新模式”
助力中国本土创新
思科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和投入 160 亿美元的承诺不变

Cisco Launches New “Cultivated Innovation Model” to 
Accelerate Local Inno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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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思科与华南市场众多领先企业的首

席信息官（CIO）和政府机构产业信息化相关

负责人在广州成功建立了沟通交流的平台——

CIO 精英成员会，旨在推动华南地区的产业信

2009 年 3 月 21 日－ 23 日，2009 中国国

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CCBN）在北京举

行。在本届广电展上，思科公司以“视界 . 新体验”

携手华南精英  
共促产业发展
思科 CIO 精英成员会在广州举行

Elite CIOs meet in Guangzhou

3

4

息化发展。该成员会的成员之间将共同探讨热点行业问题，为各界机构与企业在信息

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寻求解决之道，并分享彼此在诸多产业领域中的最佳实践经验。

CIO 精英成员会的建立，旨在汇集中国华南地区各领域信息化战略领袖和精英，

畅谈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探讨面向未来的企业 IT 战略，分享先进技术经验

与管理理念，开创一个专属于中国华南地区 CIO 精英的俱乐部。CIO 精英成员会始

终秉承“精英汇聚，谈经论道”的理念，集聚全球智慧，让成员共论企业信息化发展

之道。此外，会员均有机会参与俱乐部举办的各种形式活动，也可登陆“CIO 精英汇”

网站，与俱乐部邀请的海内外资深 CIO 和网络技术专家，研讨企业信息化建设发展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共同分享最新的前沿技术和 IT 发展趋势，并协同合作推进先进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广电展思科携创新
视频解决方案亮相
驱动旨在最优化视频和丰富媒体内

容体验的新一代 medianet

Cisco showcases medianet at 
CCBN

（Video. Experienced）为主题，向业界展示了新一代专门针对视频和丰富媒体

内容而优化的创新端到端解决方案——medianet，它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的

视频享受和全新的娱乐体验。

随着网络视频流量的激增，思科认为将网络业务运营商、企业和家庭的网络

演进为新一代专门针对视频和丰富媒体内容而优化的 medianet 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将会为他们带来新的商机。而思科则是目前惟一能够满足端到端的丰富媒体

内容传输需求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并已经将 medianet 技术集成到了 IP 下一代网

络（IP NGN）框架之中。这些技术具有媒体感知能力，从而可以帮助用户提供

更加个性化、社会化和交互式的消费者体验。同时，它们还具有强大的扩展能力，

可以满足长期发展的需要。

2009 年 2 月 26 日 -27 日，主题为“合作凝聚力

量，创新加速发展”的 2009 年思科中国统一通信合

作伙伴峰会在北京 JW 万豪酒店隆重召开。思科公司

合作凝聚力量
创新加速发展

1

2

9     06/2009 06/2009     10

坐拥高清家庭娱乐，
尽享新一代视频体验

2009 年 7 月 3 日，在上海国际高级 Hi-Fi 演示会上，思科携手东方有线

网络有限公司（OCN），以“来自美国 娱乐你家”为主题，向业界与消费者联

合发布了思科最新一代旗舰型高清机顶盒产品 Cisco8488。这款高质量的有线

高清机顶盒将会为上海有线电视用户带来与国外同步的高清数字电视业务新体

验，同时也标志着思科开始涉足国内有线数字电视终端设备领域。

思科一直致力于通过 medianet 平台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新一代的互联网视

频体验，而 Cisco 8488 的发布将会为广大家庭有线电视消费者带来包括高清

电视画面、个性化的视频录制、视频点播服务、数字视频录像以及强大的交互

功能等丰富的家庭娱乐体验，并使其成为家庭中最惬意的娱乐休闲方式之一。

思科 2009 年中国统一通信合作伙伴
峰会在京召开
Cisco UC China Partners Summit 
2009 Held in Beijing

思科携手东方有线发布旗舰型有线高
清机顶盒产品 Cisco8488
Cisco Collaboration with OCN 
issue HD set-top box product 
Cisco8488

统一通信业务领域的专家以及国内五十余家统一通信领域领先的合作伙伴厂商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并展望了统一通信的业务和技术前景。此次峰会主要面向

思科全国重要的通信合作伙伴，是自 2007 年首次在中国举办以来，第二次在

中国举行。

在会上，思科与合作伙伴们分享了其统一通信在中国的发展规划与渠道策

略。在市场方面，思科将重点关注统一通信中小企业市场，并聚焦能源、零售，

交通等垂直行业的发展，同时扩大对区域城市的市场覆盖。在解决方案方面，

将重点关注 IP 呼叫中心（IPCC）、思科网真（Cisco TelePresence）、统一通

信（UC）及第三方供应商在相关平台上的应用。在思科新的渠道策略支持下，

思科将会与中国渠道合作伙伴一起，在加强协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而实现

业务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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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 10 日，思科公布了 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VNI) Mobile Forecast for 2008-2013 的预测结果，在

移动宽带应用日益普及的大环境下，针对不同类型的互联网

协议（IP）进行了网络趋势分析，并给出了主要的分析结果。

据 Cisco VNI Mobile Forecast 预测，在 2008 到 2013 年间，

全球移动流量将增长 66 倍，同期的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

2009 年 3 月 3 日，思科推出新型的可管理、托管和复合

型托管电子邮件安全服务，从而可以为客户提供业界最全面

的电子邮件保护产品组合。Cisco IronPort 电子邮件安全服务

旨在让企业能够全方位地选择和控制在什么位置部署、管理

其电子邮件安全――在本地、异地、“云”中或者三者结合，

以满足企业不断提高的对协作机动性和灵活性的需求。

3

4

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Forecast
公布最新预测结果 

思科在电子邮件安全领域
取得新突破 

全球移动流量将在未来五年内增长 66 倍

Mobile Internet and Broadband Use 
Boosts Wireless Growth; Forecast 
Projects Global Mobile Traffic to 
Increase 66 Times in Five Years

高达131%。这些预测结果体现了第四代或4G移动互联网将推动网络转型，

4G 技术将允许最终用户观看更多的移动视频，并能提供接入种类繁多的

移动宽带服务。

Cisco VNI Mobile Forecast 的其他主要预测结果还包括：

到 2013 年，全球移动流量将超过 2 艾字节（exabytes）/ 月。

到 2013 年，近 64% 的全球移动流量将是视频流量。

2008 到 2013 年间，移动视频的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将高达 150%。

到 2013 年，速度超过 3G 的移动宽带手持设备及高速无线网卡或数

据卡将承载超过 80% 的全球移动流量。

拉丁美洲是移动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最高的地区，达 166%，

亚太地区紧随其后，为 146%。

到 2013 年，亚太地区的移动数据流量将占到全球总量的 1/3。

Cisco Breaks New Ground in E-mail 
Security 当前，很多犯罪网络都选择垃圾邮件作为攻击手段。据 2008 年度思

科安全报告调查表明，互联网上每天的垃圾邮件数量高达 2000 亿封，大

约占到了全球电子邮件总流量的 90%，而思科发布的安全产品将能帮助

企业克服这些挑战。Cisco IronPort 推出的托管电子邮件安全、复合型托

管电子邮件安全和可管理电子邮件安全服务，能够让企业选择最符合他

们独特需求的电子邮件安全解决方案。通过垃圾邮件防范、数据丢失防范、

病毒防御、电子邮件验证以及功能强大的、支持定制安全服务的报告工

具等思科独有的防御和响应技术，达到很高的电子邮件保护水平。 

2

2009 年 3 月 9 日，思科被选定作为葡萄牙政

府科技教育计划的技术合作伙伴，该计划旨在使

学生具备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能力，并在教

育系统中推广使用新的技术。思科公司的先进技

2009 年 3 月 16 日，思科宣布建立一个开

放的行业生态系统。这一系统由业界领先的合

作伙伴组成，致力于促进创新、提升服务交付

1
Cisco and the Government of 
Portugal Team Up in National 
Connected Schools Project

思科携手葡萄牙政府建设
全国学校联网项目

思科建立开放的
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术将会为葡萄牙每所中学的每个教室提供高密度的局域网接入和无线网络接入。 

经过葡萄牙教育部的公开国际招标，思科与葡萄牙电信（' 互联网在课堂 ' 项目

的主承包商）一起为 1220 所学校部署 215,000 个以太网端口和 15,000 个无线接入

点。作为葡萄牙政府科技计划的基础，葡萄牙教育部发起的“互联网在课堂”项目

通过高速光纤宽带接入技术连接每所学校，并在教室中部署固定和无线网络，让所

有教室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获得网络接入。 

科技教育计划也会在一些中学建立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通过教授关键的 ICT 知

识使学生的技能多样化。目前，有五所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正在建设当中，而未来思

科网络技术学院的数量将会在全国增加到 200 所。

推进 IT 行业向统一计算转型

Cisco Builds Open Partner 
Ecosystem to Accelerate 
Industry Transition to Unified 
Computing

效率和加快统一计算的市场普及速度。统一计算是一种革命性的数据中心架构，可

以将计算、网络、存储访问和虚拟化资源整合到一个高度集成的系统之中。

虚拟化技术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催生重要的行业转型及各类商机。思科目前正与

行业领袖合作，帮助客户通过这种转型优化虚拟化来降低数据中心的总体成本，以

及提高业务的应变能力。思科此次建立开放的、全球性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将涵盖

众多不同类型的技术合作伙伴、业务咨询和系统集成合作伙伴以及渠道合作伙伴。

随着统一计算系统的推出，思科正在从架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和服务等方面，

推动整个行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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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从而缩减了成本。

  虚拟化 -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通过提高虚拟环境的可扩展性、

性能和运营控制，充分发挥了虚拟化的全面潜能。思科安全、策

略实施和诊断特性现已扩展到动态虚拟化环境，来更好地满足不

断变化的业务和 IT 要求。

  存储访问 -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提供了对于存储局域网

（SAN）和网络连接存储（NAS）的整合访问。对统一交换的支持

意味着统一计算系统能够通过以太网、光纤通道、以太网光纤通

道（FCoE）或 iSCSI 来访问存储，为客户提供多种选择和投资保护。

此外，IT 人员能够为到存储资源的系统连接预分配存储访问策略，

从而简化了存储连接和管理，并有助于提高 IT 生产率。

  管理 - 管理功能被独特地集成到系统的所有组件之中，通

过 Cisco UCS Manager 能将整个解决方案作为单一实体来进行

管理。Cisco UCS Manager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图形化用户界面

（GUI）、一个命令行界面（CLI）和一个强大的应用编程界面（API），

来管理所有系统配置和运行。Cisco UCS Manager 有助于提高 IT

员工的工作效率，使存储、网络、计算和应用领域的 IT 经理能够

相互协作，共同为应用定义服务的简况。服务简况有助于自动配

置并提高业务灵活性，使数据中心管理员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应

用配置，而不必再花费数天的时间。  

3能效

IT 经理能够凭借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效，与

传统服务器的安装相比，它使用的组件仅为传统部署的一半，且

需要的布线和功率 / 冷却设备较少。 

4思科统一计算服务

  思科在数据中心领域拥有十多年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思

科全新的统一计算服务能够帮助客户全面受益于思科统一计算架

构的技术和业务优势。

  新服务范围从架构设计、规划和迁移，直到运营及远程管

理等，极大增强了思科及我们的合作伙伴所提供的数据中心系列。

这些服务涉及到所有数据中心资源，包括人员，流程和技术等。

  思科独特的协作服务模式结合了思科服务机构的知识产权

和最佳服务合作关系，可为客户提供一体化集成解决方案。

5开放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思科正在与行业领袖们协作，共同建立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

以帮助激励技术创新、增加服务的交付以及加速市场适应统一计

算的步伐。

6从 2009 年第二季度开始，思科将向商业
客户提供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和相关服务。

用户评价：

  “虚拟机已成为数据中心重要的新构建模块，带来了新的机遇

和挑战，有可能改变整个计算环境并提供显著优势”，思科服务器接

入和虚拟化事业部高级副总裁 Mario Mazzola 表示，“我们充分利用

这次数据中心架构的转型，开发出了一个独特的全新计算模式，将数

据中心转变为一个动态的 IT 环境，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强业务灵活

性并充分发挥虚拟化的优势，使其达到全新的水平。”

  “Savvis 很高兴能够成为第一批测试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电信

运营商之一，我们看到了这一全新架构模式将能够直接为客户提供更

高价值”，Savvis 首席技术官 Bryan Doerr 表示，“对于我们来说，为

了向我们全球客户提供出色价值，可靠、经济、大规模地运行虚拟化

云环境是极其重要的。”

  “在当今经济环境中，IT 机构必须提高生产率、削减成本，并

保证出色的 IT 运营，以便使公司获得竞争优势”，Gartner 负责企业

网络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资深副总裁 John Enck 表示，“如果创新技术

能够提高生产率，保护其现有 IT 投资，并证明其具有能够延长数据

中心使用期的优势，CIO 将会乐于投资这些创新技术。”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提供了一种应对数据中心挑战的出色方

式，它是一款统一的解决方案，具有集成管理功能，且为扩展虚拟化

提供了必要的重要支持”，IDC 负责企业基础设施、消费者和电信调

研的高级副总裁 Vernon Turner 表示，“通过提高虚拟化环境的性能

和规模，同时提高控制和管理虚拟工作负载的能力，该解决方案能够

实现数据中心虚拟化的全部优势，以提高生产率和灵活性，并降低 IT

成本。”

创新。

  提高可扩展性，且不会增加复杂度：无论系统内只有 1 个

服务器，还是拥有带数千虚拟机的 320 个服务器，都能将它们作

为单一系统来进行管理。

  提高能效：大大降低功率和冷却成本。

  通过基于行业标准的基础设施，提供互操作性和投资保护。

2面向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创新设计

思科推出的统一计算系统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采用了一种纯

粹的架构方式，将计算、网络、存储访问和虚拟化统一到一个可

扩展的模块化架构之中，将其作为单一系统进行管理。统一计算

系统是一系列新产品中的首个产品，它有效的补充了思科数据中

心系列产品。主要的统一计算系统组件包括：

  计算 - 思科设计了一个全新的计算系统系列，采用了基于

未来 Intel Nehalem 处理器系列（下一代 Intel Xeon 处理器）的全

新 Cisco UCS B 系列刀片服务器。这些思科刀片服务器提供了荣

获专利的增强内存技术，来处理拥有大型数据集的应用，大大提

高了每台服务器所支持的虚拟机数目。

  网络 -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在一个低延迟、无损耗的 10Gbps

以太网平台上支持统一交换。该网络平台整合了目前的三个独立

网络：局域网（LAN）、存储局域网（SAN）和高性能计算网络。

这减少了网络适配器、交换机、电缆的数目，并降低了功率 / 冷却

虚拟化为数据中心带来了新的机遇，而新产品的发布也让思

科借助统一计算兑现了虚拟化的承诺。统一计算采用行业的标准

技术，将数据中心内的多个孤岛集成为一个统一的架构。思科战

略的关键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它在单一的高能效系统中统一了

计算、网络、存储访问和虚拟化资源，能够降低 IT 基础设施成本

和复杂性，帮助企业扩展投资并提高业务灵活性，使其适应未来

的需求。

新产品的发布扩展了思科的数据中心产品系列，是实现思科

数据中心 3.0 战略的一个关键步骤。为帮助客户加速向统一计算

架构的迁移，思科通过一整套全新的统一计算服务为未来发展铺

平了道路。此外，思科还将与众多行业领先厂商在统一计算系统

和架构领域开展协作。

1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统一计算系统是一种新的计算模式，它以行业标准为基础，

采用集成管理，将“一次性布线”统一交换与行业标准计算平台

相结合，以优化虚拟化功能、降低数据中心总成本，并提供动态

资源配置，来提高业务的灵活性。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投资开支（CAPEX）降低 20%，运营

开支（OPEX）降低 30%。 

  提高 IT 生产率和业务灵活性：能在数分钟内配置应用，而

不必再耗费几天的时间。使客户的工作重点能够从 IT 维护转向 IT

思科业界首款 
全面释放虚拟化的强大力量 
创新的架构在单一平台上集成了计算、网络和虚拟化功能

Cisco Unleashes the Power of Virtualization with Industry’s First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统一计算系统  

2009 年 3 月 17 日，思科在全球推出一款革命性的数据中心架构，并发

布了一系列的创新服务和一个由最佳合作伙伴所组成的开放生态系统。
思科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来帮助客户开发下一代数据中心，全面释放虚拟

化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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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解决方案则成为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助推器，将移动设备、

应用、安全和各自独立的网络整合到统一的平台之上，为未来商

务移动性带来创新前景。作为创新的移动性架构，Cisco Motion

能改变企业的业务模式，并通过支持更广泛的协作来提升企业的

生产力。Cisco Motion 的重要组成部分——Cisco 3300 系列移动

服务引擎（MSE）能够提供开放的应用程序界面，从而在无线及

有线网络之上整合并提供大范围的移动网络服务，它和环境感知

软件（Context-Aware Software）、自适应无线入侵防御系统、思

科安全客户端管理系统和移动智能漫游软件一起，与思科统一无

线网络、思科统一通信和思科扩展兼容（CCX）设备集成，拓展

并提升了企业无线网络系统的价值。

业务需求的增长同样带来了无线网络技术的进步。如今，无

线网络技术已经发展到速度、安全、传输稳定性俱佳的 802.11n

标准阶段，而思科也参与了相关标准的制定。基于 802.11n 技术

的思科无线网络产品拥有更好的兼容性，其整体解决方案可以更

贴切用户的根本需求，并且通过思科系统的快速漫游切换可以实

现在任何场景下的业务连续性。

自 2007 年率先推出符合 802.11n Draft 2.0 标准的企业级

Wi-Fi 认证平台之后，思科一直不断推出能够简化部署、提高可靠

性并增强性能的全新解决方案，最新推出的 Cisco Aironet 1140 就

是业界首款兼具完整 802.11n 性能和部署简便性的无线接入点产

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在无线网络上集成高质量语音、视频和多

媒体的需求，而且其小巧的外型和出色的能效非常便于在办公室

环境中部署，能够帮助企业经济高效地支持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

的移动设备及应用，满足企业不断提升的对于移动办公和协作的

需求。

无线应用平台，提升服务运维能力

思科无线网络的便利性、连接性和经济高效性使得各种新业

务有了更广阔的平台，不仅帮助电信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提高收

入、降低用户流失率，更让用户在家中和外出途中都能享受到无

线宽带互联的乐趣，最终实现原本无法想象的应用场景。

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塑造现代化都市，“无线城市”概念已

经被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以及普通民众所接受，它能够为市民、

企业、外来访客和旅游者、政府机构提供更加快捷、广泛的无线

宽带互联网接入访问服务，成为继水、电、煤、气之后的“第五

种公共事业”。 思科公司拥有丰富的无线城市建设经验，早在几

年前就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帮助用户建设无线城市，并发展相关的

商业模式。从北美的无线硅谷、无线代顿、无线麦迪逊、无线奥

斯汀、到欧洲的无线卢森堡、无线威斯敏斯特、再到亚洲的无线

新加坡、无线耶路撒冷，到处都有思科的身影。在中国，思科同

样帮助用户规划和建设着无线城市。

在苏州“无线城市”项目建设中，思科则为苏州电信提供了

完善的无线网络解决方案，通过几千个轻量型 AP 1242 和 Mesh 

AP 1522 进行混合组网，实现了室内、室外覆盖以及无线应用的

连续性。无独有偶，被称作中华商业第一街的上海南京路也通过

部署思科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实现了让民众随时随地通过笔记本

电脑享受无线宽带上网的梦想。

无线网络不仅给城市信息化建设带来了全新思路，还大幅改

善了各行各业的服务能力和运维能力。深圳地铁通过采用思科无

线解决方案，成为国内首个成功部署、实施 Wi-Fi 技术并实现视

频上下行传输的无线地铁项目，实现了地铁 1 号线列车安防系统

项目的无线宽带传输，使得列车无论在站台位置还是高速运行中，

都可以在地面与列车之间实现清晰的数字视频流实时播放、控制

中心对车厢内的情况观察、列车火灾报警信息实时上传等功能，

为中国地铁行业利用 Wi-Fi 技术进行实时视频信息传输开创了先

河。

在举世瞩目的 2008 北京奥运会上，奥运场馆的 Wireless-

Info 系统（无线奥运信息系统）成功应用了思科的无线网络技术，

其无线覆盖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让各国媒体记者能在奥运热点区域

通过笔记本、掌上电脑等设备无线登录奥运信息系统，对相关赛

事信息进行剪辑并发送，极大提升了奥运报道的效率。

思科观点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AT 产品业务部总监倪

殿令表示：“无线网络的核心竞争力和魅力在于终端应用，让消费

者、中小企业、运营商和企业中的每一个人在任何场景里，能够

用最准确、安全的形式访问到所需要的信息并无缝漫游。而思科

已经在无线网络技术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并将先进的 802.11n

无线网络技术和产品融入行业客户的需求，并通过挖掘客户的行

业应用特点按需定制打造整体解决方案，创造了很高的无线市场

占有率，令思科在无线领域占据了主动地位。”

市场前景广阔，无线网络蔚然成风

2008 年，中国无线应用市场随着产业商业模式的发展而进入

成熟阶段，政府引导和运营商的推进使得“无线城市”发展势头

强劲，并逐渐形成“无线城市”集群区域。同时，中国信息协会

信息服务网络委员会也致力于新一代移动信息技术和无线互联网

在中国的广泛应用的推广，支持并帮助企业自主创新。

无线行业政策面的暖风不断，使得无线网络应用进入了高速

发展的轨道，也对致力于无线网络领域的思科产生了积极的推进

作用。截止 2008 年 11 月份，思科面向全球的电信运营商市场及

商业市场卖出了 600 万个企业级商用 AP，在全球无线网络市场

拥有 65% 的市场份额。

而在 2008 年的中国市场，思科荣幸地成为了一些重大无线

应用项目的技术合作伙伴：从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无线网络项目到

苏州“无线城市”建设，从北京奥运主要会场馆无线网络信号覆

盖到深圳地铁和铁道部无线实时发布系统，帮助中国的无线应用

逐步赶上全球的步伐，并有望走在世界前沿。

技术促进发展，无线网络走向纵深

对于无线网络市场，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AT

产品业务部总监倪殿令先生阐明了思科的观点，思科可以为用户

在无线覆盖范围内提供任何的媒体形式和内容形式，并且深入到

用户的应用层面，将无线网络技术真正扎根到最高层的应用中，

从而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和使用便捷性。

随着网络应用协作的加强，传统的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已

不能解决来自业务移动性的挑战。而思科企业移动架构 Cisco 

无线世界 无限机遇
思科无线网络技术引领信息化变革

Cisco’s wireless networking technology leads the 
way in ICT development

据英国著名杂志《Stuff》最新调查显示，WiFi 无线上网
被票选为近 10 年来最佳的科技发明。当前，中国无线
应用领域发展势头强劲，为了实现无线应用的进一步普
及，思科通过不断的新技术推进和业务创新，使得各种
无线新业务有了更广阔的应用平台，也为企业和政府信
息化以及无线城市等各方面建设创造出了无限机遇。

15     06/2009 06/2009     16



2
0

0
9

年
第

2
期

总
第

4
1
期

通过灵活的 UNI（Ethernet Flow Point）和电信级以太网虚电路

（Ethernet virtual circuit）技术，还支持在同一物理或逻辑接口方式

下，灵活地提供第二层和第三层城域以太网业务。此外，线卡自带

的以太网第二层交换、桥接、VPLS、EoMPLS 和第三层 IP/MPLS

路由功能的结合，使得该线卡与市场上的其它产品相比，特别是在

运营商级以太网应用中独树一帜。      

在 IP RAN（无线接入网）方面，Cisco7600 系列 ES+ 线卡支

持 SyncE 同步技术，因此能够实现与单元站点路由器自然地配合

运行，并且同时提供无缝的移动传送能力，从而避免了因提供专门

的插槽去支持额外的同步卡而带来的成本增加；此外 ES+ 线卡还

支持基于 IEEE802.1ah 标准的 MAC-in-MAC 技术，其大大增强了

移动接入网的安全性，以及网络扩展和部署的灵活性。

ES+40G 业务板卡支持的链路单通检测及避免能力，使得端口

在单向没有收到光后能够自动关闭，从硬件上解决 GE 链路的单通

问题；ES+ 40G 业务板卡还支持基于 Ethernet OAM 能力的 L2 的

性能监控（CFM+IP SLA），可以测量 Ethernet 网络的端到端二层

路径的传输延时、抖动和丢包等网络质量。灵活的业务接入能力使

其具备较高的业务扩展性，并提供了线速的 MAC 地址学习速度和

Per-LineCard-MAC-Learning 的能力。此外，ES+40 业务板卡的

VPLS 业务还提供了完善的 MAC-address Withdrawal 功能，很好

地解决了 VPLS 的流量黑洞问题。

另外，该系列的 ES+XT卡还集成了G.709 通用转发纠错技术，

可以通过 OTN 网络设备（例如 15454 MSTP）或者核心路由器（例

如 CRS-1）扩大传输距离；通过 EX+XT（背对背的 ES+XT 连接）

中的 EFEC，可以扩大 Cisco7600 之间的传输距离；在 OTN 和

WAN PHY 接口控制器模式下能够支持 OA&M 功能，以便让客户能

够深入了解链路质量和数据传输状态。

可扩展架构，提高部署灵活性

业界领先、性能出色的 Cisco 7600 系列 ES+ 以太网服务线

卡采用了创新的设计架构，不仅能够提供经济高效的高级特性，

还可以融合 ASIC 和网络处理器技术，实现最优的性能和灵活

性。Cisco7600 ES+XT 系列线卡能够在转发平面（路由、交换、

Netflow 和 ACL）和队列、整型等功能中，利用成熟的 ASIC 技

术提供分布式转发支持，因而可以为这些基本特性带来最大限度

的性能。

另外，转发平面上所包含的 4 个（对于 ES+ 40G 线卡）或者

2 个（对于 ES+ 20G 线卡）可编程网络处理器，进一步提高了板卡

处理的灵活性并拓展了其服务功能。这一理想的技术组合为客户未

来的服务部署计划提供了必要的灵活性，使得客户可以根据子集的

需要逐步扩充系统容量，充分保护客户投资。

绿色环保，降低能源消耗

如上所述，Cisco 7600 系列 ES+ 线卡具备强大的 VPLS 业务

能力。ES+ 40G 业务板卡的 EVC 功能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端口支持

非常灵活的第二层、第三层业务混跑功能，为用户提供了增强的业

务服务。此外，ES+ 40G 还支持三层的层次化 QoS 和 2R3C 及优

先级的标记，使其具备了灵活的 Qos 部署模式，这是业界其它产品

所不能提供的。同时，其支持入方向 128K 硬件队列、出方向 128K

硬件队列、每板卡 256K 硬件队列的超大的硬件调度队列，更是大

大优于市场同类产品。

ES+40 业务板卡能够在 SRD 软件下提供 PE-CE Link Local 

Convergence 功能，解决了 MPLS/VPN 网络中 PE-CE 之间的

链路故障，收敛效果非常好，10,000 条 VPN 路由收敛时间仅为

56ms，远远好于业界标准，而强大的跨业务板卡的链路捆绑能力

也使得板内和板间 Link Bundle 的收敛时间达到毫秒。

如此强大的功能设计丝毫没有带来任何能源的浪费，与传统板

卡相比较，Cisco 7600 系列 ES+ 线卡的能源消耗降低了将近 30%，

在解决能源消耗问题的同时大大降低了CO2 的排放，真正做到了绿

色环保。

作为业界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思科是电信运营值得信

赖的合作伙伴。在中国电信 2009 年第一批 IT 设备集采过程中，凭

借着功能强大、绿色环保以及高稳定性等产品特性，思科在核心路

由器方面获得了将近 70% 的市场份额，而在服务路由器方面也获

得了大约 40%的份额，这为双方未来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思科提供的 Cisco 7600 系列 ES+ 线卡，通过强大的功能和用

户感知的职能服务架构，结合思科基于视频和丰富媒体内容优化的

Medianet 技术，不仅为终端用户提供丰富的新一代视频体验，还

帮助电信运营商优化网络运营并最大限度保护网络投资，从而在拓

展电信运营商网络智能的同时，增强其业务竞争优势。

业界领先技术，打造新一代视频体验

视频是当今世界中的一支变革力量，为了应对网络视频流量激

增的不断挑战，思科利用 medianet 技术，提供了业界领先的视频

解决方案。medianet 代表了一种专门为优化视频和丰富媒体内容而

设计的先进智能的网络，因而将电信运营商、企业和家庭的网络演

进为新一代专门针对视频和丰富媒体内容而优化的 medianet 是至

关重要的。思科已经将具有媒体感知能力的 medianet 技术集成到

了 IP 下一代网络（IP NGN）框架之中，从而可以帮助用户提供更

加个性化、社会化和交互式的消费者体验。

提供新型服务不仅需要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还需要能够更

加迅速解决故障、问题和降低成本的网络管理系统。Cisco 7600 

ES+20G 和 40G 系列 线卡，能够提供多种先进的运营商级以太网

特性，其具备的端到端以太网络质量检测功能，可以测量以太网络

的端到端路径的传输延时、抖动和丢包等网络质量；在线视频监控

功能在视频数据包通过线卡时，可以在不改变其传输方向的情况下，

实现对视频质量的分析和监控；而且 ES+ 系列线卡还支持专门针

对大规模的 IPTV 和 VoD 融合而设计的线速组播功能。通过这些

业界领先的先进技术，Cisco 7600 系列 ES+ 20G 和 40G 线卡与

思科 Medianet 技术一起，帮助电信运营商为其终端用户提供了丰

富的新一代视频体验。

管理智能服务，让用户感知以太网

Cisco 7600 系列以太网服务增强型 ES+ 线卡采用了一种首创

的以太网服务架构，而且它所基于的可编程接口处理器可以保护网

络投资和降低总体拥有成本。这种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连接

选项，并通过以线速运行的可编程接口处理器提供出色的智能服务。

Cisco 7600 系列以太网服务增强型 ES+ 线卡专为提高运营商级以

太网、IP/MPLS PE 边缘和广域网 / 城域网应用的接口灵活性，以

及 IPoDWDM 的集成能力而设计，可以通过 4 个 10GE/40 个 GE

以太网接口提供最高 40Gbps 的带宽，或者通过 2 个 10GE/20 个

GE 端口提供 20Gbps 带宽。

Cisco 7600 ES+ 系列线卡支持层次化 QoS 和本地意义的

VLAN-ID，每线卡最高可支持 16000 个 VLAN ID，可以大规模

地提供丰富的基于 PPPoE/IPoE 的公众用户接入服务。这些线卡

Cisco 7600 系列 ES+ 线卡  
助阵 Medianet 增强用户体验
提供先进的运营商级以太网特性，大幅降低功耗，带来显著经济效益

Cisco 7600 Series ES Plus Line Cards can help 
medianet improve user experience

Cisco 7600 用于运营商级以太网的服务增强型 ES+20G 和 40G 线

卡系列，是思科在 7600 产品上发布的最新 ES+ 系列业务板卡。
Cisco 7600 系列 ES+ 线卡采用了可扩展设计，支持语音、视频、
数据和无线移动的服务优化，并且能够连接到局域网、广域网和

OTN PHY 接口。它们通过提供多种先进的运营商级以太网特性，
与思科基于视频和丰富媒体内容而优化的 Medianet 技术一起，大

大提升了终端用户网络应用体验，同时帮助电信运营商和企业客户

降低功耗，通过提高密度带来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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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端到端业务并监控整个网络，从而及时发现与处理突发传输故

障，保障赛事转播的高稳定性。

Cisco ONS 15600 运营商级的可维护性和操作性同样为中国

联通提供了便利。如果背板连接器发生故障，Cisco ONS 15600 

MSSP 能在运行中进行更换；当使用所提供的工具正确进行维修

时，无需将系统断电即能安全修复背板。同时，线路接口卡、通用卡、

风扇架、配电单元 (PDU) 和客户操作面板等系统组件都完全可热

插拔，能让技术维修人员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添加和拆除组件。这

些为奥运赛事转播的连续性提供了有力保障，即使设备出现故障，

同样能够在不中断传输的情况下快速修复。

安全性也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转播传输首要考虑的问题。

Cisco ONS 15600 的防火墙能够防止其他用户将流量发送到

SDCC 管理网络中，并且具备超级用户能够执行退出功能和报警

严重度设置，确保了传输网络的高安全性。

在思科强大的光网络解决方案支撑下，中国联通在 37 个奥运

竞赛场馆到 IBC 之间建立了 600 路无压缩传输通路，同时为 16

个转播机构、全球 200余家电视台提供了相关服务。在奥运会期间，

中国联通改变了以往以卫星传送为主的方式，首次采用了以海陆

光缆为主、卫星为辅的天地互备方式，通过立体化的通信保证了

在任何气象条件下电视转播传送的畅通无阻。

里程碑式创新，奉献“实时高清”奥运体验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两万多家电视转播商以及三万多

名文字、图片记者齐聚北京，通过思科与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大容

量光网络，将奥运的赛事信息第一时间发送出去，让全球数十亿观

众在第一时间欣赏到了北京奥运的精彩。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无论从高清电视信号的报道规模还是传送

时间上，都创下了比赛场外的“世界记录”。所有场馆电视信号都首

次采用了高清电视技术制作，并通过思科为中国联通打造的光网络，

首次采用长距离非压缩的方式传送高清电视信号，将原始的高清电

视信号完全没有损伤地在国际间传送，而仅有数十毫秒的时延意味

着电视观众几乎可以与现场观众同时看到比赛的场面。同时，中国

联通为奥林匹克转播公司提供了 3800 小时的直播时长，也成为奥

运会转播史上的“里程碑”。

作为思科光网络解决方案的长期用户，中国联通与思科的合作

已经超过５年。此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联通成功完成了

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实时转播的光网络传输任务，在为全世界人

们奉献了一届精彩的奥运赛事视频“盛宴”的同时，也使与思科的合

作取得了战略性的进展。未来，双方将会在更多的领域展开进一步

的合作，而思科也会致力于用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服务于客户。

应对奥运挑战，光网络平台升级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奥运会，由于具有

比赛项目多、实时转播场次频繁、转播地点分散等特点，因而对

于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网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相当高

的可靠性、互连互通性以及大容量的接入和交叉连接能力，还要

有良好的可管理性。此外，2008 年北京奥运会首次采用了高清信

号及不压缩传送，在非压缩状态下至少需要 1.485G 的带宽，相当

于标清电视信号带宽的 5 倍多，这些都对网络带宽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要求。

作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唯一固定通信合作伙伴，中国联通

的网络覆盖了中国全部 33 个省，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地也拥有

相当规模的网络平台。由于本届奥运会所有赛场上的广播电视公

共信号都需要通过统一的网络平台传送到国际广播中心，再由那

里发送到世界各地，因而为了满足北京奥运会实时转播传输网络

的高要求，中国联通仍需将其现有的上百 G 的大容量光网络传输

通道进行升级扩建，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带宽、提高传输速

率与稳定性。

领先解决方案，打造“极速”光网络通道

此前，中国联通的海外网络一直采用重要合作伙伴——思科

光网络解决方案作为骨干架构平台，并已有３年多的历史。其中

思科 ONS 15454 SDH/SONET 是中国联通覆盖洛杉矶、旧金山、

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及东京等地的国际光网络架构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了给北京奥运会的媒体报道提供更加完美的服务，中国

联通提出了“让奥运新闻信息极速传送”的概念，并决定升级其

光网络传输平台。

在该项目中，思科凭借完善的售前和售后服务体系、高可

靠的解决方案、完整的光网络产品线、良好的互通性以及灵活的

端到端网络管理平台，再次受到客户的青睐，并成功为中国联通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光网络升级项目提供了 ONS 15600 和 ONS 

15454 多业务光传输平台。其中 ONS 15600 作为大容量交叉设备

部署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东京、法兰克福及伦敦，并以此

骨干平台为基础，采用 ONS 15454 SDH 和 SONET 平台进行业

务接入。依靠该平台运营商级的可靠性和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可

扩展性、高安全性以及对整个传输网络的可监控性，全网任意节

点的交叉容量超过 320G，真正实现了覆盖全球的信息高速公路，

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在全球范围内高稳定与流畅的转播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传输保障，使得奥运会期间繁多、高流量的

赛事直播传输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平台安全稳定，保障电视转播畅通无阻

对于奥运会这样的顶级国际体育赛事的直播，传输线路与信

号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多个系统和组件级特性的结合，

Cisco ONS 15600 MSSP 能够提供高可靠性，即 99.9995% 的正

常运行时间，同时还能够端接和处理数百个 DCC 通道，进而提供

全面的网络可视性。这个固有的功能让用户能够通过管理软件配

2008 年 8 月 24 日，第 29 届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会圆满落下帷幕。这次奥运会以其精彩绝伦的表现，
给世界各地的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 2008 年 8 月 8 日李宁点燃奥运圣火的一刹那，世界为之

振奋。现场观众成为亲眼目睹开幕式盛况幸运者，而更多的人是通过电视转播共享了这场开幕式“盛

宴”。据 BOB 提供的数据显示：在 8 月 8 日这一天，全球共有 40 多亿观众在电视屏幕前观看了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

大容量光网络打造“高清奥运”
思科光网络平台助力 2008 年奥运会全球实时转播传输

High-capacity Optical Network Underpins the HD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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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呼叫中心不同于大型企业和政府呼叫中心，有快速

上线、简单易用、安全可靠、规模不大等特色。快速上线是指通

过简单快速的安装调试即可使用，短时间即可看到效果，从而避

免了大量和长期的人员投入 ；简单易用是指只需要典型客户服务

业务、营销业务、回访业务，操作简便，能够让完全不熟悉呼叫

中心的人员在短期内即可上手；安全可靠是指设备统一、系统稳定，

少量 IT 人员即可维护 ；规模不大是指提供企业服务门户，一般规

模不超过 30 座席。

思科中小型呼叫中心解决方案，汇聚了思科及行业内精英团

队，提供集成化的思科统一通信平台和专业中小企业呼叫中心平

台，提供包括呼叫中心应用、自动语音应答、办公电话等功能，

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同时又兼顾快速上线、简单易用、安全可靠

等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客户咨询、投诉建议、预约订购、电话销售、

售后回访及企业内部服务。

思科中小型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包含呼叫中心管理控制平台、

呼叫中心业务应用平台、Cisco 2821 CCME 语音平台、Cisco IP

电话 7911/7941 和呼叫中心座席耳机等设备。

该解决方案适用行业包括各类企业的产品售后服务热线 ；大

型企业的内部 IT 支持服务热线 ；汽车 4S 点的销售服务管理 ；公

用事业服务 ；商务连锁酒店、餐饮、娱乐、差旅票务的预定 ；物

流及快递 ；教育、医疗、房地产中介以及物业管理等。

思科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初期市场推广特价“10 座席

解决方案包”仅需人民币 10 万元左右，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自建呼

叫中心的难题。为了更快速全面的推广思科中小企业呼叫中心方

案，思科将与三家总代的市场计划合作推广，其中包括神州数码

的“思酬之路播音计划”（http ：//www.ciscouc.com/）、英迈的

“IM .添翼 2009 - 经济型中小企业客服 , 营销管理及便捷通信系统”

（http ：//www.imcisco.com/）等。

  案例分析—吉盛伟邦

2006 年，吉盛伟邦联合绿地集团投资 30 亿，在中国经济最

发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打造了一个主题型、休

闲型、世界级的行业中心——“吉盛伟邦国际家具村”。家具村汇

聚世界 100 多家著名家具品牌和中国家具制造企业 500 强，建立

中国和世界家具市场的总部基地，使之成为中国家具走向世界的

平台、世界著名家具品牌进入中国的窗口。

为了满足业务沟通需求，吉盛伟邦国际家具村计划建立一个

基于 IP 的座席系统及录音系统，能够提供分时服务，部署语音接

入及外拨网络，同时座席软件和 CRM 系统集成，能够实现座席界

面一体化操作。

根据吉盛伟邦国际家具村的需要，思科为其部署了中小企业

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并使其获得了极大收益。对于消费者而言，

可以方便的通过呼叫中心查询到自己关心的展会和家具促销会，

并了解到家具村的最佳路线 ；在购买家具时有任何问题，只需要

拨打呼叫中心热线就可以解决，在拨打呼叫中心热线电话时可以

通过菜单便捷找到所需的服务项目。对于家具厂家（代理商）来说，

可以在 CRM 系统中方便的查询未来将举办的展会，选择报名最适

合自己的展会，从而提升自己的销售额。

吉胜伟邦通过呼叫中心座席的来电屏幕弹出功能，自动显示

出客户的基本信息和历史服务记录，这样能够更加友好、高效、

准确的为用户提供服务。此外，通过 IP 的架构方便将座席部署到

指定的地点，同时保持系统集中，便于统一管理和维护。同时，

系统能够提供丰富的报表数据，方便进行运营管理分析。

服务是永远的信条
思科中小企业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客户服务

Cisco’s SMB Call Center Solutions help businesses with customer service

今天，从华尔街蔓延而出的金融危机已呈席卷全球之势，并进一步引发了实体经济的衰退，冲
击到了大量的企业。金融危机越是严重，越需加强对客户的服务，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呼叫中
心作为现代企业“服务现有客户，发展新客户”的重要窗口，早已深入金融、电信运营商、政
府及公共事业、制造、零售、IT 及网站、物流等各行业。但从呼叫中心获利的多是大型企业和
政府单位。中小型企业和地方行政单位虽然也非常想尝试，但苦于初期投资较高、IT 维护较复
杂等因素，只能在圈外观望。为了协助中小型企业和地方行政单位跨越这道无形的门槛，提升
自身服务形象，加强信息化建设，思科特别为其量身定做，推出了针对中小型企业呼叫中心解
决方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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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网节点的通信网络和办公流程，大大提高了办公效率。

  基于协作平台统一通信，

   提升电力核心竞争力

电力系统通信是电网实现调度自动化和管理现代

化的基础，是确保电网安全、经济调度的重要技术手

段，因此必须有高度可靠的专用通信网络及时沟通上

下各方面的实时信息，才能够保证电力系统的正常运

行并迅速处理紧急事故。

思科基于协作平台的统一通信解决方案，能够

帮助电力企业从容应对挑战，确立领航优势。思科统

一通信解决方案是一个基于服务架构的智能化应用，

它能够帮助电力企业更紧密地将其通信与业务流程相

集成，并通过最适合的媒介确保信息能快速传送至各

级员工，从而简化业务流程、加强企业内部协作并降低成本。

同时，其开放的、可扩展的网络平台也为有线和无线语音、

视频和数据通信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可扩展的基础。

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可帮助电力企业充分发挥融

合式 IP 网络基础设施的价值，加强连接能力，提供更

高质量、更加中立的协作，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消

除通信瓶颈、提高总体效率，同时降低管理独立语

音和数据基础设施的高额维护成本。

  定制移动应急通信解决方案，“天灾

   人祸”化险为夷

由于地震、飓风、洪水、冰雪等自然灾害以及

基础设施故障等因素，电力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而思科面向电力行业专门定制的移动通信解决方案则

为电力突发事件的紧急处理、事故抢修、远程指挥调度、

线路巡检等提供了快速高效的先进通信手段，更好地保

障了电网运行的安全稳定。

思科针对电力定制的移动应急通信架构是一个高度集成的

一体化架构，其核心是思科应急统一通信平台。这个平台的核心

组件是思科多业务接入路由器Cisco 3845，集成了思科 IP电话、模拟电话、

传真机、本地呼叫控制系统、本地语音信箱、支持数据和语音的

WiFi 模块以及视频采集处理系统等功能组件，实现了话音、数据、

视频、无线和有线的统一，被形象地称为网络领域的“瑞士军刀”。

此外，该平台还具备即插即用、便携轻便的特点，基于 IP 的服务

可以立即实现与后方通讯指挥系统的链接，具备极强的互操作性

和可扩展性。

针对不同事件，

思科通信架构在应急

通信回传链路上有不

同选择。在地震、冰

雪灾害、恐怖攻击、

生化事故等紧急巨大

灾难事故中，思科通

信架构主要以卫星链

路为主，通过思科应

急统一通信平台上的

Ku-band VSAT 卫星模块与 Gilat Skyedge Hub 卫星天线配套使用，

提供最多 1.5 Mbps 上行和 10 Mbps 下行速率；在诸如建变电站、电

力事故、电力抢修、大型活动等临时性事件中，则考虑使用诸如光纤、

微波、Wi-Fi 桥接、3G、综合数据网企业专网等当地基础设施。

此外，结合应急现场近距离无线覆盖模块和远程无线覆盖 WiFi mesh

技术，思科提供了集成 GIS、语音和视频的统一调度台，应急指挥车可以

结合思科无线网状网解决方案和思科无线监控摄像头解决方案，在应急区

域建立一个临时视频监控中心，为解决突发事件和大型社会活动提供灵活便

利的视频监控及视频会议解决方案。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思科协作平台

的思科网真和 PC 视频会议终端，能够为电力应急现场创造一种虚拟的面对面

交流的真实体验，大大提升了电力应急作业过程中全体作业人员的协作水平

和沟通流畅度。

思科作为业界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一直致力于通过不断创新的

网络设备及通信解决方案，加强企业内部员工以及企业与外部的协作沟通，

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增加企业收益并提升客户满意度。目前，江苏

电力、嘉兴电力、云南电力等都采用了思科提供的网络设备和解决方

案，不仅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提升了企业竞争力。未来，思

科针对电力定制的网络及通信解决方案将会继续为电力企业

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思科电力中低压配网通信架构，满足自动化需求

电力系统配网自动化是我国电力行业最近几年的重要发展方

向，未来的配网将以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人为干预所增加的故

障恢复时间、建立智能配网结构为导向，其中包括配网自动化的

进一步深化、智能视频监控以及网络化门禁系统等。同时，中低

压配网自动化系统通信目前正在从“主从方式”向 IEC61850 架

构下的 P2P 模式发展，其必须是符合 IEC61850－ 3 认证标准的

工业级设备，具备高可靠性和快速自愈能力，同时兼备组网灵活、

实时安全、扩展性强以及维护简单等特征。

思科提供的电力配网通信架构解决方案，对于站内通信平台

的部署首选工业以太网，电力配网站间互联通信网络架构则根据

通信条件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部署方式。对具备有线通信条件的站

点采用光纤以太网；对于具备 PLC 部署条件的站点采用电力载波；

而对那些不具备有线通信条件的站点，则采用运营商无线 DDN

（GPRS 或 CDMA），从而形成了基于以太网和 IP 的分层通信网络

架构。该架构底层以光纤为主，其它通信方式为辅，为电力行业

提供了支持数据、话音和视频的智能化网络平台。

思科统一电力配网架构满足了中低压配网变电站的环境需求，

提供了高标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方案采用的环形 REP 环网技术

能够保证 50ms 环保护，网络节点可达 200 个，且各节点采用双

网结构，保证了其速度快、延迟小的优点；思科工业以太网交换

IE3000 完全满足 IEC61850－ 3 规约，并且支持 IEEE5188v2，

可保证在 IEC61850 体系架构下的不同系统之间的同步。此外，

模块化设计和灵活的电源选择简化了网络的部署、管理和更换，

而思科 CWDM 技术的采用也在增加电力配网通信可靠性的同时大

大优化了带宽。

在安全方面，思科解决方案采用了 VLAN VPN 和现有 MPLS 

VPN 相对应的方式，对不同区业务实施隔离；IE3000 内置丰富的

安全技术和 QoS 保障（二层攻击防护、流量控制），在开放标准

的基础上提供了很好的网络安全；安全隔离装置和防火墙设备的

采用实现了和 III 区业务的隔离；基于网络的视频监控和门禁访问

控制等物理安全解决方案，在保障通信网络安全的基础上简化了

协作式通信架构
护航电力发展
思科定制化电力通信解决方案

Cisco’s customized communications
solution for the power industry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能源特别是电力需求的与日俱增，而电力行业改革及电力信息化

网络建设的不断推进也使得电力产业取得了生机勃勃的发展。随着电力用户应用需求、电力企业

生产能力和担负供电任务的不断升级，从业人员自身业务的日趋多样和复杂化，以及现代电力企

业的故障灾难防范，要求电力企业必须拥有快速高效的应对策略和协作手段方能从容应对挑战。
而思科电力中低压配网自动化通信架构，以及基于 Web2.0、统一通信和思科网真三个层次的协作

平台，将为电力行业带来不同以往的通信体验，帮助电力行业在商务运营中实现快速、安全、高

效的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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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连锁企业规模扩大，信息化需求迫切

医药连锁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连锁结构越来越复杂，传统

的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激烈竞争的要求，信息沟通不通

畅、采购计划不合理、大量的数据处理、连锁机构管理等等问题

都有待解决。尤其是零售门店数目不断增加，解决门店各自为政

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门店最大的问题是自采，虽然也有公司配送，

但由于没法进行适时监控，于是一些门店开始自采药品，自设小

仓库囤货，既带来质量隐患，也不利于资金统一核算，一旦门店

盘点发现药品接近或者过了保质期，再进行处理时，问题就变得

很棘手。

此外，门店在促销活动中针对的品种不统一，也对自身的价

格体系造成了冲击。随着销售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一个能够贯

彻公司的经营决策，避免门店各自为政的有效沟通平台成为迫切

需要解决的事情。毫无疑问，只有通过 IT 信息化，建立标准化的

连锁药店信息管理系统，才能解决企业信息化机制的问题。医药

连锁药店管理系统，就是为医药连锁企业与零售企业专门建立的

高效管理信息系统，解决医药连锁企业管理的问题。

  领先网络解决方案，构建安全数据交互平台

由于库房和总部的数据交互频繁且数据量较大，因此在总部

设置一台 VPN 网关，并选用 Cisco RV016，既能实现与分店和库

房的互联，多条隧道并发连接保持高传输率和高稳定性，且支持

移动用户的远程访问，适应未来的业务需要。在库房设置中高端

产品 Cisco RV082，保证与总部之间的数据交互。同时，各门店

和总部流量相对较小，中低端产品 Cisco RV042 将在实现用户需

求的基础上解决企业成本。总部、库房、门店之间进行数据交互，

如果直接通过 Internet 在公网上传输，很容易造成数据的丢失和

机密的泄露，而在各点之间建立 IPSec VPN 通道就可以很好的解

决这个问题。门店与公司总部之间采用 VPN 网关对网关的互连，

即可借助 Internet 搭建起一条虚拟隧道，建立 VPN 加密隧道连接，

极大限度的保障了数据的安全可靠。任意两点间建立 VPN 隧道

后，均可使两端犹如在同一个子网中，来共享对方允许的内部资源，

比如库存状态、销售数据、客户信息等，带来不少便利。

此方案中采用的 Cisco SLM224G2 智能交换机为店内各终端

设备（电脑、POS 机等）提供 100M 接入带宽。SLM224G2 交换

机具有 8.8Gbps 背板带宽、6.5Mpps 的全线速交换能力和丰富的

接口特性，并可在任何结构配置情况下实现全线速、无阻塞转发，

有效保证了终端用户的接入带宽，真正实现了 100M 交换到桌面。

用它的 Web 管理和配置方式能够轻松的管理 256 个 VLAN，同时

可以使用 console 口进行配置。此款交换机每端口的 4 个服务质

量队列可以让用户通过 802.1p来管理数据传输的优先等级。同时，

也提供广播风暴抑止、MAC 地址学习，包过滤和端口安全等功能。

Cisco WAP200 为思科精睿专为商业用户设计的 802.11g 

54M 无线网络访问点。它采用 1×2 MIMO ( 多输入多输出 ) 技

术极大的提高了无线网络的传输和覆盖性能。此外，它支持多

SSID、WMM 无线多媒体、QoS、802.1Q VLAN、Radius 认证、

企业级 WAP2 安全加密等多种企业应用特性，便于商业用户根

据自身需求情况进行灵活的部署。配合 WVC200，用户可以组建

Wi-Fi 视频监控系统，WAP200 的多 SSID 和 QoS 功能能够有效

保障视频应用的优先处理，并且确保其传输质量。采用先进、成

熟的网络通信技术，使网络轻松支持数据、语音、视像等多媒体

应用，通过基于交换的技术替代传统的基于路由的技术，既满足

了医药行业多种类数据的传输需求，也确保了网络技术和网络产

品几年内不落后。

  可扩展网络架构，带来高效安全沟通平台

信息系统安全的中心任务是保证信息网络的畅通，确保授权

实体经过该网络安全地获取信息，并保证该信息的完整和可靠。

网络系统提供了全面的安全策略，通过采用防火墙、应用网络优

化原理等手段，加强了网络的可靠性。网络中所有交换机都支持

802.1Q 和 VLAN 虚拟网络技术。SLM224G2 可以方便地制定基

于 MAC 地址的端口安全策略，保护了网络资源的安全。RV016、

RV082 和 RV042 可以提供安全的 IPSec VPN 连接，为总公司、

各门市和库房之间提供专用的虚拟安全通道，保证销售、库存信

息的安全传递。

本方案中的网络系统具有良好的扩展性，能够随着医药企业

规模的扩大而实现网络规模的相应扩大，并能够针对业务的开展，

进行系统的快速升级和改装，使医药企业的网络建设成为一项持

续性的系统工程项目，从长远来看，这将十分有助于用户节约成本，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建成后的网络能够帮助医药企业实现内部财务系统的主机同

本地市各门店系统之间的连接，将货品销售、库存、货品需求等

信息反馈回公司总部。SLM224G2 不仅为医院的关键应用提供了

安全保证，还可以为不同网络流量划分优先级，满足了医院迅速

传输图形文件的要求，加强了基础科学研究者与临床工作人员之

间在医学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协作。

思科领先解决方案
助医药连锁企业构建高效沟通平台
Cisco’s leading solutions help medicine chains
build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s platform

在医药行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全国共有 1700 多家医药公司和 10 多万家药店，但各自分而治之，
形不成规模。中国的医药产值增长很快，现已达到 2000 亿元的规模，且医药工业利润超过 100

亿元。为了适应医药体制改革、GSP、GMP 达标、医药企业自身发展、市场竞争、WTO 等国内、
外大环境变化，我国医药企业改制、医疗与药品分离、连锁经营等改革措施已全面启动。

行业发展早期，医药公司各批发和零售

企业各有一套信息系统，互不相联，独

自运行，宛如孤岛。所谓的“系统”不

过是个单机系统，运行一套进销存工具

软件，基本上只是出个“进、销、存”
报告。这时的“信息化”只是简单的 IT

应用，而公司的资源并没有得到整合，
并且很难进行统一管理。
在医药连锁行业，各家分店每天都需要

通过数据传输软件将货品销售、库存、
货品需求等信息反馈回公司总部，总部

不定期地会访问分部的网络，了解分部

的数据信。库房同样需要将货品库存需

求等信息反馈回公司总部，而分店与库

房之间也会不定期地进行数据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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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网和接入网已宽带化，163、CN2 都具有庞大的规模，另外中

国电信在网络优化、扁平化方面还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转型业务

对带宽的要求未来会不断提高，雄厚的网络设施为中国电信移动

宽带业务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怎么推动市场。

这其中有机遇也有挑战，无论是 189“天翼”，还是“我的 E 家”

向纵深发展，都是在将移动化融入到现有产品和服务中。

  思科助力电信转型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互联网技术提供商，思科在 IP 方面有深

入的理解和丰富的经验，并致力于创新，与运营商建立了广泛而

深入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电信接收 CDMA 的过程之中，思科

也有幸参与了其中不少工作，并一起开展研究工作。我们深刻感

受到，中国电信对于全业务，对于 IP 化，对于移动宽带技术未来

走向，有极为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电信转型过程中，关注客户需求，尤其是企业客户的

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思科不仅提供电信网设备，同样也拥有

广泛的企业网用户群，非常了解企业信息化应用的需求。尤为重

要的是，思科本身就是一家良好的企业用户，新的技术在研发出

来之后，思科非常积极、率先的使用，并乐于和运营企业进行分享。

中国电信王晓初总经理在北京研究院调研时，曾特意察看了

一款专门为商务领航定制的路由器。这正是思科与中国电信合作

的结晶，并创造性地采用了双方的联合品牌。过去电信运营商非

常擅长推广话音通信服务，而转型业务更加专注于企业信息化需

求，集中于数据和 IP 方面。思科在中小企业网 IP 应用推广上有

很多经验。我们曾与中国电信一起，进行市场调研，掌握用户需求，

然后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研发，为商务领航的客户定制出一款适

合他们使用的终端，然后联手推广，在市场、渠道等方面共同优化，

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运营商转型之后，不仅为企业提供带宽服务，更可把很多增

值应用纳入进来，包括企业网管理、运行，以及安全等，由此延

展运营商的市场空间，提高电信的价值，让企业用户更专注于其

核心业务。整个产业链应该行动起来，共同驱动转型业务的开展。

3G 时代到来后，商务领航等要融入一些移动业务。思科也在积极

与中国电信探讨，例如基于 EVDO 服务的捆绑，定制终端产品等。

一些突破和创新点出现后，双方合作便会产生新兴奋点。当然这

需要一个过程，新的环境中，市场拉动、商业模式、恰当的方案，

三个方面都非常关键。

  降低成本创造商机

时至今日，全球金融危机依然不断蔓延。国外公司的分支机

构、制造类企业的可能出现电信服务需求下滑。但中国庞大的内需，

尤其是政府拉动 3G 市场的决心，都会为中国电信业持续发展提

供动力。很明显，现在一般企业都在缩减开支。思科也在用一些

信息手段减少成本，比如网真、WebEx 和统一通信。思科内部很

多会议都用网真，我们也邀请客户用网真。协同通信现在也非常

流行。今天多数企业都在互联网上，90%的工作通过网络可以完成，

可能只有 10% 还需面对面交流。培训、产品介绍、会议，这些活

动网真、WebEx 等协同通信都可胜任。

当所有人使用 WebEx 协同通讯和思科网真时，带宽需求无

疑大大增加，这将带给运营商更多商机。企业客户因此可以大量

节省成本，整个社会降低能源消耗。这是一个多赢的格局。思科

希望扮演一个推动者的角色，通过和中国电信联手，提供领先的

技术、完善的解决方案、良性商务模式。

3G 大幕已经拉开，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

电信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改善人

们通信体验等方面拥有更广泛的天地。引入移动元素后，中国电

信的转型将会向纵深发展，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确立优势。

  3G 市场前景广阔

今天，中国电信的移动用户只有几千万，相对处于弱势，单

独拿移动业务进行竞争，显然无法在市场中取得优势。因此，中

国电信可以在固网优势宽带资源的基础上，将移动业务与宽带业

务结合起来，以全业务的形式提供差异化服务，从而实现宽带

无缝覆盖。现在已经出现了若干种推动手段，例如“C+W”，即

3G 时代再看中国电信转型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电信事业部总经理  唐志忠

Rethin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Telecom in the 3G era

CDMA 移动宽带网与 Wi-Fi 无线宽带网的融合，以及固定接入业

务与 EVDO 的结合等。用户的固网帐号、Wi-Fi 帐号、移动帐号

便可捆绑起来，实现“一号通”，这种服务的市场前景非常令人期待。

无论是中国电信转型，还是 3G，IP 在网络技术层面都扮演

着关键角色。中国电信在宽带 IP 网络建设方面一直非常积极，承

今年初，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 3G 牌照，标志着电信

业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早在数年前，以中国电信为代表的

运营商，已经开始从传统电话运营商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

商战略转型。获得 3G 牌照，不仅意味着中国电信这样的

固网运营商因为涉足移动领域，显著增强了竞争力，更因

为移动宽带元素的引入，为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
3G 诞生的出发点不是话音，如果单纯提供话音服务，2G

已经有良好表现，3G 要成功，关键是数据、宽带和视频。
中国电信在推动宽带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拥有

丰富的网络资源和市场运营模式，无论对企业用户，还是

对家庭用户和个人用户，都实现了很强渗透力。

27     06/2009 06/2009     28



2
0

0
9

年
第

2
期

总
第

4
1
期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和架构无需构建全新的网络，利

用了机场现有的数据和语音网络投资，并支持其到通用、智能化

信息基础设施的经济有效的移植。在开放标准基础之上，思科智

能机场解决方案可安全地连接机场、航空公司和其它租户，为以

下多种应用服务提供一个强大的支持平台，以满足具一致性、永

续性和响应能力的机场运营环境的需要。

  面向公众的应用服务     

  Internet 接入服务

越来越多的商务旅行者希望在旅途中保持相同的工作效率水

平，他们需要一个灵活、便捷、安全的虚拟商务环境。通过部署

思科的统一无线网络，可以有效的解决旅客的需求。思科的解决

方案使机场能部署单一无线基础设施，允许多家服务供应商在此

基础设施上提供服务，从而给予客户更多选择。此解决方案包括

多种网络技术，可部署于机场登机口及其它公共区域，如机场中

的航空公司休息室、宾馆和餐馆。这一无线局域网基础设施也可

安全地扩展，支持机场、航空公司和其它租户的移动性业务需求。

  多媒体服务

今天，公众对信息实时性的需求越来越高。通过无线网络平

台可以将多种多样的媒体信息及时的呈现给旅客。并可以依靠无

线网络平台的多业务承载特性，实现媒体信息交互、广告发布、

实时影像传送等功能。

  基于位置的应用服务

随着定位技术的日趋成熟，使我们能够准确地确定某人在无

线网络覆盖范围内的位置。同时通过丰富的增值应用如寻路服务－

可以让旅客迅速准确的找到所需物品－自动取款机，食品售卖机

或具体零售场所的位置。

  面向机场、航空公司的应用服务

面向机场、航空公司的应用服务包括机务系统、行李再确认

（BRS）系统、飞机维修维护、货运系统、员工安全接入和访问系

统数据、语音应用和传统语言系统互通、视频监控、物料和资产

追踪等。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的优势

通过思科的兼容扩展协议（CCX）能够使思科的无线接入点

与众多厂商的无线终端实现更优的互操作性，对用户数据提供更

加完善的安全保护。

借助思科支持 802.11n 标准的无线接入点，机场无线网络可

提供相比于以前的无线接入点更高的吞吐量，更稳定的传输，能

够将高品质的语音、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呈现给用户。

思科的无线定位设备是业界第一款能够直接从 WLAN 基础设

施内部跟踪数千个设备的定位解决方案。它为重要资产跟踪、IT

管理和基于位置的安全技术提供了一个经济有效、高分辨率的定

位解决方案。这种创新的设备可以通过一个功能强大的、开放的

应用编程接口（API），与多种技术和应用合作伙伴紧密集成，从

而满足多种新型的、重要的业务应用的需要。

思科无线通讯调度系统是业界唯一可以实现端到端的有线

语音和无线语音的统一服务。支持多种企业级的语音终端，提供

QoS、快速漫游等服务。实现企业内外之间无缝的移动语音通信。

总   结

思科基于统一无线网络架构设计的思科智能机场的解决方案，是专

门面向航空运输业的服务和应用。可以更好的与有线网络整合，提供先进、

稳定、可靠的承载多业务的网络平台，以获得最优的集成资源。目前在

香港国际机场、德国慕尼黑国际机场、加拿大魁北克国际机场等地已经

部署了思科的统一无线网络。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旅游业、商务旅行、会展业的

蓬勃发展以及大型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对机场的吞吐能

力、运营效率以及业务范围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

更好的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更加有效的提高机场的

综合竞争实力，为旅客提供更加丰富、便捷、安全的服务。
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正在建设和规划中的“智能化”、“商

务化”机场。无线局域网因其具有更灵活方便的接入方式，
通过与有线网络的一体化部署，能够支持更多更灵活的应

用，如语音、视频、数据等。同时无线局域网使用非常方便，
具有不用布线、施工量少和维护轻松等的特性，在构建

机场的智能化网络中必将成为主流。

化繁为简  沟通无限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助力构建智能化机场

Cisco’s unified wireless network solutions help build intelligent air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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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09 年 5 月 9 日，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会员单位之

一，思科公司成功举办了“母亲节网真献真情”活动，通过领先

的思科网真技术，连线广州与成都两地，帮助从汶川灾区的桑坪

中学来到广东碧桂园学校异地复学的学生与他们远在成都的母亲

互动交流，传递积攒已久的思念。凭借创造“面对面”真实体验

的网络桥梁，思科网真系统让桑坪中学的同学们可以在广州亲身

感受到千里之外母亲的温暖与关怀。

思科网真是一种基于网络技术、实现“面对面”真实体验的

综合系统技术及其应用，它在视频、音频和远程通信等技术上的

一系列创新和突破，得到过诸多肯定。通过网真技术，思科将“传

输真实、再现真实”的人本网络理念带入现实，让人们体验到用

网络实现真实人际沟通的力量。

在活动中，20 多名在外求学的孩子分成几组，在网真会议室

中轮流与远在家乡的妈妈亲密交流，仿佛置身于同一个屋中。孩

子们清晰看到妈妈脸上的皱纹、慈爱的眼神和眼中微微颤动的泪

花，一幅久别重逢的温情画面顿时呈现在我们面前。 

思科中国企业公民暨多元文化总监刘念宁表示：“思科深刻理

解远在广州的桑坪中学的同学们离家已久，一定很希望可以见见

他们远在成都的母亲。通过思科网真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

们见到家人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让桑坪中学的同学们可以

在广州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与关怀。”

作为全球领先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思科坚信互联网将

改善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以及娱乐的方式，并一直专注于通

过以人为本的新网络平台实现人与人之间快速、安全、高效的沟

通协作，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全新体验。

母亲节网络千里现真情
思科领先网真技术助力传递思念与温暖

A technology-enabled Mother’s Day

思科入驻苏州

进一步推动江苏信息
化建设与人才培养
Cisco Establishes Suzhou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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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帮助推动江苏省的产业信息化进程，思科于 2009 年

7 月 8 日宣布在苏州成立继南京之后江苏省内的第二个分支机构，

对本地客户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服务。此外，思科还宣布将其

行业领先的网络平台与解决方案引入地区市场，帮助企业获得更

多的潜在机会和商业价值。 

深化在华战略

思科十分看重中国在其全球运营中的战略地位，将一如既往

地在中国履行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计划，通过激励创新、合作共赢

和领导力培养，实现从思科中国到中国思科的转型。

除了自我研发和并购整合，思科还在中国推出了新的“协作

型创新模式”——通过资本、技术、流程管理、资源孵化、领导

力培养等方面的投入，以激励本土创新，主要方向包括智能城市

化建设、成长型企业发展和下一代互联网开发等。协作型创新模

式将为思科及其合作伙伴拓展更为广阔的创新空间，从而能够更

快、更敏捷地在本土和全球市场寻求并把握新的机遇。

加强当地投入 

思科一直非常关注江苏的网络信息化建设进程，并致力于提

供一个智能的沟通、协作平台，助推社会、产业及企业的价值创新，

更高效地帮助当地企业应对市场的发展与变革，提升思科对江苏

乃至华东地区市场的支持与服务力度。

思科在苏州除了销售业务与相关服务人员之外，也拥有一支

规模超过 200 人的技术团队。该团队大量招纳当地人才，主要从

事协作功能软件的研发和测试，提供软件服务、咨询、整体解决

方案及售后技术培训，其不光支持本地需求，也在亚太乃至全球

市场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行业发展 

面临全球产业转型的契机，思科致力于用“创新化、协作化、

虚拟化、全球化”的网络平台作为强有力的推动引擎来实现业务

的转型。思科将积极寻求有利机会，把统一通信、思科网真、视频、

数据中心、协作服务软件、信息安全等解决方案的领先理念、技

术优势和最佳商业实践经验引入区域市场，为用户带来新的价值。 

思科中国资深副总裁张思华表示：“苏州的经济和信息化水平

以及人才储备在华东乃至于全国范围来看都处于十分领先的地位。

这里具备了非常理想的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产业氛围和生

态环境，因此无论在团队建设还是本地投入方面，苏州对于思科

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思科将在苏州充分发挥销售、技术与服务

等各方面团队的力量，助力苏州继续保持产业经济的快速、健康

发展，同时也将努力为苏州当地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信息化人才。”

思科在2009财年Q4期间重要的区域媒体活动一览：

5 月，西安 Exchange 活动，在当地新增加 18 所“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6 月，北京 Exchange 活动，针对北京市场特别推出了具备“创新化、

协作化、安全化、虚拟化”的网络平台、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

6 月，新疆乌鲁木齐 Exchange 活动，在当地新增加 12 所“思科网

络技术学院”。

7 月，南宁 Exchange 活动，在当地新增加 23 所“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7 月 8 日，在苏州成立继南京之后江苏省内的第二个分支机构。

7 月 15 日，上海 Exchange 活动及 Office R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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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电力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

管理、建设甘肃电网，承担着为甘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可

靠优质的电力保障，促进全省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责任，是

思科在甘肃最重要的客户之一。

随着国家电网公司 SG186 工程建设的全面展开和信息化的高

速发展，企业门户系统、数据中心、数据存储与备份系统、ERP

等系统的应用，以及远程培训和视频会议等新兴多媒体业务的普

及，都对现有信息网络系统的性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结合甘肃电力的实际情况，思科以国家电网公司的规范和标

准为蓝图，率先在其下属四个地市级电力公司的网络改造中采用

了模块化、层次化的理念进行了规划和设计。在改造中，思科在

每个地市级电力公司采用了两台 Cisco Catalyst 6509-E 交换机作

为核心交换机，并配置业界领先的 VSS 虚拟交换引擎，将两台

交换机通过虚拟化技术组合为单一虚拟交换机，从而提高运营效

率、增强不间断通信，并将系统带宽容量扩展到 1.4Tbps。同时，

在每台交换机内部配置了防火墙模块，不仅可以保护网络免受未

经授权的外部接入的攻击，而且每个防火墙模块支持 5G 的性能，

日后可通过增加防火墙模块的方式进行升级，提高了系统的高可

用性和高稳定性。

为了满足服务器负载均衡需求，提高应用系统可靠性和安全

性，甘肃电力下属四个地市级电力公司还采用了基于思科新一代

ACE 应用控制引擎模块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ACE 应用控制引擎

模块能够与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无缝集成，并灵活应

用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上的高密度端口，提供四到七

层数据包的内容交换和负载均衡功能，为服务器集群提供虚拟地

址和端口。同时，该模块通过对每台服务器设置健康检查、权重

设置等实现了负载均衡的可控制性，做到了网络架构的精简。

近年来，思科一直非常重视中国电力行业市场的发展，并先

后在电力行业成功实施了一些省级以上的电力调度数据网、综合

业务数据网、广域网改造等项目，并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未来，

思科还将继续关注电力行业市场的发展，加大同中国电力行业的

合作，通过更加完备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电力行业提供更大的帮助。

提升网络性能 
满足应用需求

甘肃电力完成对下属四个地市级电力公司信息网络系统升级改造

Gansu Power completes the upgrade of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s for four subordinate power companies

思科与甘肃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电力）展开合作，对其下

属四个地市级电力公司现有信息网络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以从数

据转发能力、网络带宽、业务支持上满足现代电力系统信息网络

发展的需要。同时，此次升级还应用了思科新一代应用控制引擎

（ACE）模块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以满足服务器的负载均衡需求，
通过服务器安全和健康状态检查等功能，提高了网络应用系统的

稳定可靠性和网络安全管理水平。

思科与新华网开展合作，为其部署思科网站加速和防护网络

解决方案。该方案涵盖应用控制引擎（ACE）系列、万兆防火墙

及 DDos 防护两大类产品，能够实现立体协作的有效防护，进而

保障网站在突发访问高峰期的正常运行，并防止非法入侵盗取信

息现象的产生，以保证新华网与全球网民在线文字与视频交流的

顺畅进行。部署完成后，不仅能够使新华网的网络性能获得提升，

同时还具备很好的可扩展性，为新华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随着自身网络平台的数据流量加大，以及更好的防范网络非

法入侵和攻击，新华网对网络稳定可靠运行的需求也随之加大，

这使得构建具有更高整合性、稳定性和可扩展性的网络平台刻不

容缓。通过思科的 ACE 负载均衡器，能够加快新华网的系统响应

时间，为广大网民带来顺畅的在线文字与视频

交流；通过万兆防火墙 ASA5580 和运营商防

DDOS 攻击的 Guard 产品保障网络顺畅运行，

从而实现“分布式的应用控制引擎、立体协作

的有效防护”，以满足新华网对网络系统稳定

可靠运行的要求。

新华网该项目负责人表示：“思科的网络

加速与防护产品，非常切合我们的项目需求和

未来发展目标，不仅能让我们的网络稳定性和

可靠性获得提升，其在后期支持服务与产品生

命周期等方面的优势，也十分有利于保护我们

在信息化建设上的投资。”

思科的解决方案将为新华网带来高速、稳

定、可靠的网络信息平台，能够有效保证提供信息的永续性，防

止非法入侵和攻击现象的产生，进而提升网站的运营效率。同时，

新网络平台也能通过良好的可扩展性带来管理维护成本的降低，

为新华网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条件。

保障网站顺畅运行 
营造网络高效性能
新华网建设高速、稳定、可扩展的网络信息平台

Cisco helps Xinhuanet build high-speed, stable andextensible 
network information platform

关于新华网

新华网是由党中央直接部署、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中央重点

新闻网站之一，记者遍布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地方频道分布全

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每天同时使用 6 种语言 24 小时滚动发稿，在海

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网上舆论阵地，新华网在

国内重要新闻受权发布、国家政策法规权威解读、国内外重大突发事

件第一播报等方面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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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作为业界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思科一直是

东方有线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为其提供了一系列的网络解决方案

与产品设备。从 1997 年至今，伴随着东方有线数据和视频业务的

不断开展和壮大，思科与东方有线在视频广播网络、互联网接入、

企业专网服务及数据中心等业务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思

科为其提供了包括思科视频调制与传输、有线调制解调器前端系统

（CMTS）、内容分发系统（CDS）以及视频点播（VOD）等在内的

基于 IP 的全套视频服务，帮助东方有线用户提供全新的宽带视频

和数字电视体验，从而成为颇有竞争力的下一代体验运营商。

先进的传输平台，提升网络运营效率

东方有线的互联网接入业务主要以 CMTS/CM 接入方式为主，

而思科为其提供了从互联网出口到 CMTS 接入设备在内的所有网

络设备和解决方案。其中为东方有线部署的 uBR 10012 CMTS 系

统曾获得美国 CableLabs DOCSIS 3.0 Bronze 认证，此系统可以

为东方有线的运营网络提供业界目前最高的密度设计，从而为其

带来最大的投资保护。据相关数据显示，从 1999 年开始到现在已

经有超过 300, 000 个用户通过使用思科的 uBR 系列 CMTS 平台

接入东方有线网络。

在企业专网业务方面，东方有线采用了思科 ONS15454 

MSTP 设备和 ROADM 设备作为其 SDH 网络的光传输平台。东

方有线还是中国第一家采用 ROADM 技术的网络服务提供商。

ROADM 技术作为 IP NGN 的关键技术，可作为新一代的宽带多

业务传送平台，帮助东方有线的网络升级到 IP 网络，以便更快地

为用户提供新业务，从而改善网络运营效率和运营成本。

数字化转换，带来全新业务模式

目前，东方有线正在为上海市区作上海有线电视的数字化转

换，转换后的数字电视视频业务主要分为单向的数字电视和双向

的 VOD 点播业务。

在单向数字电视方面，思科为东方有线提供了包括编 / 解码

器、服用器、CA 条件接入以及 QAM 等在内的 DHE 系列产品。

而在视频点播业务（VOD）方面，东方有线在思科 ONS15454－

DWDM 光传输网络平台之上，通过思科 CDS 100/200/300/400 视

频服务器与思科 7609/6509/4948 VOD 专用 IP 网络设备，为用户

打造了包括视频点播、数字录像、电视节目回看等高品质的有线

电视系列服务的“互动电视”。

据了解，思科的内容分发系统 (CDS) 能同时支持传统的点播

服务和新一代的互联网服务。它独特的设计可以从一个统一的开

放传输平台，向任何地点的任何设备提供任何内容。

完善的数据中心，为服务提供安全保障

在思科的帮助之下，东方有线还在张江地区建立了 IDC（互

联网数据中心），为东方有线本身和其他企业用户提供服务。IDC

是各类管理企事业和单位海量数据信息的专业存放地，向客户提

供主机托管、机架出租、VIP 机房出租、IP 地址出租、电力出租、

专线接入等服务，以及系统集成、数据储存备份、主机代维等定

制增值服务。

东方有线的 IDC 网络架构采用思科 Catalyst 6509 作为核心

交换机、Catalyst 3750 作为汇聚层交换机。Catalyst 6500 系列从

布线室到核心，再到数据中心和广域网边缘都能够提供安全的端

到端融合网络服务，通过多种机箱配置和 LAN/WAN/MAN 接口提

供可扩展的性能和端口密度，从而帮助东方有线降低总体拥有成

本。而 Catalyst 3750 则通过其灵活性、可扩展性和高可用性来帮

助东方有线实现业务增长。

全业务运营，创造丰富视频体验

在思科整体端到端、全方位视频解决方案的支撑下，目前东

方有线已发展成为集有线电视、家庭宽带、互动电视、企业数据

等于一体的全业务运营商，并被公认为全国 4000 余家有线网络中

规模最大、业务最全、效益最好的基础网络运营商。在思科的帮

助下，东方有线在推动上海市信息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

上海家家户户创造了工作、生活及娱乐的丰富视频体验。

随着以数据为基础的通信被视频和丰富媒体通信所取代，未

来思科将通过其专门针对视频和丰富媒体内容而优化的 medianet

技术平台，与东方有线和天威视讯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帮助它们

成为颇具竞争力的下一代体验运营商，从而为家庭用户提供更加

丰富的视频娱乐体验。

创新视频科技为东方有线打造核心竞争力
领先的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为家庭用户提供丰富的视频娱乐体验

Innovative video technology helps build core competitiveness for OCN

随着自身业务的快速成长，太平洋保险集团的网络应用日益

增多，网络流量也随之加大，因而加强网络安全、提升网络稳定

性成为当务之急。为满足当前的网络应用需求，太平洋保险集团

决定建立并形成由生产数据中心、同城备份中心及异地灾备中心

共同构成的新信息中心格局。

在设计太平洋保险集团新一代数据中心网络基础架构时，思

科通过部署 Cisco Catalyst 6500/4500 系列智能多层模块化交换

机和安全解决方案，为太平洋保险集团提供安全的端到端融合网

络服务。思科的解决方案强调整体性、先进性、稳定性与前瞻性

相结合，将金融保险企业业务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建立于全新的

网络基础设施之上。

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要得益于其网络体系的不断

改善，及衍生出的基于网络的各项 IT 应用。作为太平洋保险集团

整体信息化发展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数据中心网络建设

全面考虑了业务需求和发展，从而使公司在未来业务开展过程中

能够不断植入丰富应用和服务，并快速适应行业标准和规范的变

化。

太平洋保险集团新一代数据中心网络建设涵盖三大中心——

生产数据中心、同城备份中心及异地灾备中心，所有网络的架构、

规划和管理都将建立在“一个整体”的基础之上，建成后将充分

服务于全公司的应用业务系统和用户。未来，太平洋保险集团还

将与思科就异地灾难备份项目等展开进一步合作，依托先进的网

络平台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对投资者的更大回报，为

成为面向国际的金融保险服务集团而不懈努力。

通过此次太平洋保险集团数据中心的全新部署，既保证了未

来几年行业内的领先优势，又提升了日常业务的容灾容错能力，

进一步提高了太平洋保险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凭借在网络建设方

面的丰富经验以及领先的技术和产品，思科未来还将继续致力于

为金融保险行业设计、部署网络解决方案，以提升现代金融保险

企业的应用服务能力。

太平洋保险采用思科解决方案构建新一代信息架构平台

塑造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
Pacific Insurance builds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platform using Cisco solutions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拥有 5000 余个各级

分支机构及营销服务部，约 185000 名寿险营销员，能够为个人和公司

客户提供包括人身险和财产险在内的全方位风险保障解决方案、投资理

财和资产管理服务。根据保监会 2007 年度公布的数据，太平洋保险财

产及人寿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分别为 234.74 亿元和 506.86 亿元，在中

国财产保险行业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同时，公司还曾荣获“最佳企业

公民奖”，“中国保险业杰出品牌建设奖”和“2008 年度最佳投资者关

系上市公司”等一系列重要奖项及称号。

当今，面对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保险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已不再是单纯支撑业务开展的手段，

而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信息化发展趋势和保险行业的未来规划，国内著名综合

性保险服务商——太平洋保险集团与思科展开合作，凭借思科在全球丰富的大型数据中心网络设计

经验和一整套信息化解决方案，成功部署新一代数据中心网络，从而有效保证了整个网络的可靠性、

安全性和可扩展性，不仅能够满足太平洋保险集团未来数据集中和业务发展的迫切需求，更为金融

保险行业信息化建设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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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科 此 次 选 用 了 Cisco 4400 及 2000 系 列 无 线 局 域 网 控 制 器、

Catalyst 6500 系列无线服务模块 (WiSM)、ISR 集成业务路由器 WLCM、

Catalyst 3750G 集成 WLC 交换机及无线网管系统 WCS 对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进行网络部署。目前采用的思科 802.11n 尖端无线网

络技术，不仅能够全面兼容现有的无线局域网标准——802.11a/b/g 的客

户端，且无线数据传输的速度将提升到 300Mbps。这一性能的提升至少是

802.11a/b/g（54Mbps）的五倍，同时还将增加 5 倍的净吞吐量，即使新网

络平台接入传统的 802.11a/b/g 客户端，传输效果也能获得明显改善。同时，

安装了无线控制器冗余备份，可以保证无线网络发生故障时的网络和应用

系统的无缝切换，并集成无线入侵防御、非法 AP 监测抑制等高级功能。思

科无线网络除实现高级加密、认证等安全技术外，更能够进行主动安全防御，

在提供授权用户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基础上，完全避免非法无线接入，防止非

授权人员使用医院无线网络，保证病人隐私和信息等数据的私密性和完整

性。而其中铺设的思科新一代应用控制引擎（ACE）模块，能避免某一应

用系统的高负荷给医疗应用系统带来的不良影响，满足移动医护终端动态

负载均衡等需求。此外，在医院无线覆盖区域还实现了动态实时的射频优

化管理，不仅能增强覆盖效果及提升性能，亦能更好地使用医院的无线资源。

而基于网络平台所提供的无线追踪和定位功能，不仅可以对病人进行“漫

游管理”，而且可以对贵重药品及医疗设备或移动无线终端设备进行精确定

位追踪，有力地实现了医院对病患及设施的安全管理。

近年来，各跨国公司在全球一体化经营战略下，纷纷通过设

立中国研发中心使中国市场的生产制造、研发和运营销售与全球

接轨，在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作为世

界 500 强企业的联合利华，也建立了中国研究发展中心，因地制

宜开发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以满足中国区业务持续增长的

需要。为了实现在中国的新一轮飞跃，联合利华为其在上海的中

国研究发展中心新办公研发大楼全面部署思科统一通信及无线网

络基础平台，通过这一全新的语音、数据融合的网络平台，在大

幅提升内部沟通协作效率、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将为

联合利华带来全新的工作方式。

作为世界最大的快速消费品公司之一，联合利华在中国的业

务不断深入，研发中心的内外沟通量日益增多，然而原有电话设备、

语音邮件和呼叫中心系统已远远不能满足包括语音、数据、视频

在内的多样化通信方式的需要，同时对网络平台的整体化、高性能、

安全可靠、易于管理、可扩展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大，因而建立一

个统一的融合网络通信平台对增强联合利华的自身竞争力和在全

球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至关重要。

根据联合利华中国研发中心新办公研发大楼对网络的具体需

求和现实的可执行性，思科为联合利华设计了一整套稳定而高效

的统一通信及无线网络解决方案。通过融合的数据、视频的 IP 语

音技术能够简化网络管理，并能够由此带来开支的节省，为联合

利华进一步减少运营成本。

在方案中，联合利华采用了具备留言和即时电话会议等先

进通信功能的 Cisco 7911G、7941G 和 7937G IP 电话，并采用

Cisco Call Manager 呼叫管理器进行全网呼叫的管理和控制，同

时通过思科 ATA 186 模拟电话适配器将原有电话和传真机连接至

基于 IP 的电话网络，为联合利华对内和对外通信带来了便利，也

通过网络管理的优化进一步降低了成本。部署完成后，无论任何

员工出差到全国各地任何一家分公司，只要在分公司办公室任何

一个 IP 话机上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把该 IP 电话变为自

己的分机号码，让客户或同事能够随时找到自己，以保证业务联

络的不间断。同时，通过 IP 电话还能随时召开视频电话会议，无

论与会者身在何处，都能进行无障碍的沟通交流，通过减少差旅

费用来降低运营成本。

全新的统一通信平台只有通过高交换容量、高可靠性和高带

宽的支持，才能满足各级网络通信交换的需求，为此联合利华新

办公研发大楼的网络核心采用了 2 台思科 Catalyst 6500 交换机，

在接入层采用了 Catalyst 3750 交换机，使网络运行更加稳定、

高效、可靠和安全。而在无线网络方面，联合利华采用了思科特

有的集中无线网络解决方案，通过 1242AG 无线 AP 实现高速、

安全、稳定的无线接入，以实现研发中心办公环境无线的全面覆盖，

届时大楼内的员工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PDA 或其他无线移动设

备随时随地上网。

据联合利华该项目负责人表示：”思科是我们的长期战略合

作伙伴，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我们通过思科的融合网络解决

方案，将实现高速安全的网络接入和便捷稳定的通信，为员工提

供一个全新的工作模式，这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进一步

降低运营成本，使我们在中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功。未来我们将

一如既往的支持并推动上海经济的发展，全力兑现对中国的长远

承诺。”

此次思科统一通信及无线网络基础平台的部署，联合利华在

大幅提升内部沟通协作效率、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将

为内部员工带来全新的工作方式，将满足联合利华中国区业务持

续增长的需要，同时也将为联合利华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

实的根基。通过此次项目合作，思科与联合利华建立了良好的沟

通与互信，为双方未来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思科通信网络平台为联合利华带来全新工作方式

提升沟通效率 节约运营成本
Cisco’s communications network platform provides 
a totally new way of working for Unilever

联合利华简介

联合利华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至 1923 年。

1986 年，联合利华重返中国，至今累计在华投资约 10 亿美元，并引

进了 100 多项先进专利技术。主要品牌包括：奥妙、中华、力士、旁氏、

清扬、夏士莲、立顿、家乐、和路雪。联合利华大中华区总部位于上海，

并在上海成立了其全球第六个研发中心——联合利华中国研究发展中

心。联合利华中国直接雇佣了大约 5,000 多名中国员工，间接提供了

20,000 个就业机会。

以后，上海仁济医院干部保健综合楼的医护人员再也不用担

心需要探身拉网线甚至弯腰找寻墙根的插口了，他们使用的信息

化设备可以在大楼任何地方无线联网。有了这个无线平台，医院

未来就能不断开展并移植丰富的应用，打造移动医护新体验。仁

济医院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些应用和规划，要得益于思科为其提供

的最新无线网络平台和最尖端的 802.11n 无线技术。双方此次的

成功合作，不仅帮助改善了仁济医院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模式，为

广大患者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提升了患者的就诊体验，同时也代

表了无线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满足医院利用网络信

息化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思科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部署的下一代无线

网络平台，在可靠性及可预测性上得以大幅提升，不仅覆盖效果

更好，信号也更稳定，同时在数据、语音及视频传输方面，均能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移动性接入使用体验。现今，医院医护人员可

以随时随地在无线网络中稳定地使用各种医疗应用系统，而此前

这些系统只能通过有线网络在固定的地点才能实现，从而大大提

升了工作效率。新的无线网络平台不仅能够保证医疗核心业务优

先使用网络，同时还能够满足其他访客的上网需求。思科的独有

技术能够保证这两种应用完全隔离，从而杜绝安全隐患、实现实

时医护、加快医护响应速率、提高工作精准度，更能够降低医疗

事故发生率，最终优化医护工作流程，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作为第一家采用思科最新无线网络解决方案的医院，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率先开始体验安全、可靠、便捷的移

动医护新模式，其日常运营和服务变得更加井然有序。同时，现

有的无线网络平台在今后亦可升级至综合智能终端，届时将能进

一步满足医院对信息网络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未来，思科还将继

续致力于为医疗行业设计部署合适的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分享思

科在无线网络领域的丰富经验和领先产品技术，帮助医院实现医

疗网络资源控制和优化。

下一代高性能无线网络带来移动医护新体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采用思科

领先无线网络解决方案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Renji Hospital uses Cisco’s leading wireless 
network solutions to improve health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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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魁北克市国际机场采用了思科统一通信和统一无线网络，在

整个机场中提供集成化的数据、电话和移动服务。“现在，所有

航线都能使用同一个集成化的有线、无线思科基础设施和 IP 语音

（VoIP）电话系统。这使得本机场能够让不同航线分享同一个柜

台，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效率。” 魁北克市国际机场的网络管理

员 Marc-André Bédard 表示。例如，在一个公用柜台上，航线工

作人员只需登录到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就可以借助正确的航线

电话档案，启用他们的思科无线 IP 电话。“利用思科无线 IP 电话，

业务代表能够在机场中的任何位置保持联网状态。” Bédard 指出。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包括 100 个 Cisco 802.11n 接入点、两个

6500 无线服务模块和两个无线控制系统（WCS）。利用这个无线

网络，机场工作人员可以从机场中的任何位置访问运营应用。另外，

该 Wi-Fi 网络目前可以为旅客提供来宾访问服务。“商务旅客对此

尤其感兴趣。我们提供了便捷的互联网接入服务，而旅客也可以

轻松地访问他们自己的 VPN。” Bédard 表示。

成果和收益

思科的服务和支持团队让魁北克市国际机场得以在较短的时

间内实现它的网络愿景。“与思科的合作使得我们能够快速地、方

便地部署这个集成化的网络解决方案。我们于 2007 年夏天开始

与思科讨论解决方案，到 2008 年 6 月前就彻底完成了部署工作。

这正好让我们可以迎接那些将在魁北克市 400 周年庆典活动时光

临的更多旅客。” Bélanger 表示。

集成化的思科网络帮助魁北克市国际机场提高了业务效率和

改进了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它在全球的竞争力。Bélanger 指出：

“通过帮助旅客提供一些有形和无形的便利，思科让我们实现了‘旅

客优先’的愿景。”例如，可靠的 Wi-Fi 服务就是一种看得见的便

利。“过去，经常有些旅客更乐意选择蒙特利尔机场。但是，随着

越来越多的旅客开始体验我们的新设施，再加上免费 Wi-Fi 等服

务，旅客的满意度开始提升，魁北克市国际机场的客流量也明显

增加。”他指出。

一个可以支持语音和数据的集成化思科有线和无线网络可以

透明地简化旅客服务流程。公用设施的创建不仅提高机场资源的

分配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通信、加快乘客登记速度和支持 24 小

时的航班运营。随着该机场开始部署新的 Wi-Fi 应用，思科统一

无线网络在旅客服务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思科稳固的

Wi-Fi 环境可以为航线提供不间断的连接，从而让运营变得更加

平稳。例如，跑道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准备就绪，降低了让航线工

作人员在机场内四处移动的需要。尽管旅客可能看不到这种通信

所起的作用，但是它对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极为重要。” Bélanger

表示。

未来规划

魁北克市国际机场选择部署 Cisco 802.11n 技术来确保足够

的吞吐量和可靠性，以支持它计划在将来部署的各种复杂应用。

例如，每隔五到八分钟，跑道检查车就将会把关于地面状况的数

据发送到一个安全控制中心，再由其分发给所有的飞行员。目前，

这些车辆主要通过双向无线电进行通信，这可能会占用频率，导

致信息传递的延迟。Bélanger 指出：“我们正在考虑部署思科室

外网状网接入点，将其作为统一无线网络的组成部分。这些接入

点可以在跑道检查车和飞行员之间进行更加可靠和快速的通信，

进而能够为我们的旅客带来更好的飞行体验。”

魁北克市国际机场还计划用 802.11n 网络作为卡车和除雪机

的测量和控制工具。通过让这些车辆利用无线网络发送各种信息，

包括在跑道上为防冻而倾倒的尿素量和在每个区域所用的时间，

该机场将能够优化它的资源。Bélanger 表示：“我们还可以避免

在发生雪暴时排遣过多的车辆到跑道上，从而提高了安全性。”

该机场最近设立了 14 个用于行李登记的自助服务亭，并计

划通过 Wi-Fi 网络控制它们。“通过用无线方式使用这些服务亭，

我们将可以根据需要，把它们移动到机场中的不同位置。思科网

络不仅能保持运输的稳定性，还为我们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Bélanger 指出。除此以外，该机场现在还在使用一个支持 Wi-Fi

的行李跟踪系统。“利用无线网络的定位功能，我们将能够跟踪航

站楼中的每件行李。”他表示。

最近，该机场在航站楼对面建成了一座新的管理大楼。当机

场工作人员准备搬入这座大楼时，将思科统一网络拓展到该大楼

中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Bélanger 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持续地

精简我们的流程，以改善旅客的体验。思科网络的强大功能将帮

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业务挑战

作为加拿大国有航空系统的组成部分，魁北克市 Jean 

Lesage 国际机场负责为进出魁北克市和东魁北克的乘客提供空乘

服务。该机场每周有超过 375 架次航班前往北美、南美和欧洲，

每年接待 100 多万名旅客。为了更好地支持如此庞大的客流量，

该机场需要依赖于一个强大的技术基础设施。“我们对于‘旅客优

先’的承诺意味着我们需要采用合适的技术，为我们的旅客提供

最安全、最方便和最高效的机场体验。”魁北克市国际机场总裁兼

COO Pascal Bélanger 表示。

2008 年是魁北克市建城 400 周年。在准备周年庆典的过程

中，该机场重建了它的主航站楼。Bélanger 指出：“周年庆典活

动为我们提供了开展规划已久的技术升级——例如 IP 电话和 Wi-

Fi——的绝佳机会。”在启动重建项目的多年之前，Bélanger 就

已经开始分析集成化通信平台如何帮助了其他机场改进旅客服务

和提高自动化水平。在魁北克市国际机场，每条航线都需要使用

专用设备和交换机来与总部联系。因为专用设备通常都不便于移

动，所以该机场必须为每条航线分配固定的空间。另外，很多航

线仍然使用手动系统来发放登机牌。“为了向我们的旅客提供最高

质量的服务，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统一的网络解决方案，创建公用

的服务设施。” Bélanger 表示。

解决方案

魁北克市国际机场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任务团队，来研究世界

各地机场的最佳实践。Bélanger 指出：“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思

科的非常积极的评价。”在对多个解决方案进行了广泛的评估之后，

魁北克市国际机场决定选择思科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之所

以选择这个已被多个大型机场所采用的解决方案，是因为我们需

要一个经过实践验证、测试，并能在未来保护我们的投资的端到

端网络。我们计划在将来采用很多新的机场应用。我们深信，思

科能够提供满足我们不断发展需要的可靠性、可扩展性和性能。”

他指出。

通过选择惠普公司作为系统集成商和由思科提供网络设计方

支持先进应用  
改进乘客体验

魁北克市 Jean Lesage 国际机场部署思科统一无线
网络赢得移动优势

Leading Canadian Airport Gains Mobil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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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协作平台提出差异化服务和业务。思科的协作平台特点

是公开、开放，利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电信运营商可以联合第

三方开发有针对性的业务，例如针对金融、政府、能源行业，提

供符合该行业特点的个性化的业务。

  创新网络科技 打造绿色平台

思科协作战略平台和解决方案能够完全与电信运营商 IT 支撑

系统融合，在加强运营商内部沟通与协作、促进业务发展的同时

也能带来绿色节能环保。以思科网真为例，这一营造“面对面”

真实交流体验的突破性技术已经被成功应用于遍及 40 多个国家

的 100 名客户，网真会议室的部署在为商务人士节省时间成本和

商旅开支的同时，也相应降低了交通带来的能源消耗和废气排放。

再如思科近期针对电信运营商推出的汇聚业务路由器 ASR9000，

其模块化的电源能够与系统容量同步扩展，使运营商能够分级使

用电源，与同类产品相比，每部署一台 6.4TB 容量的 Cisco ASR 

9000，每年将会为电信运营商减少相当于 88 吨煤、164 次横跨

太平洋的航班或汽车 16 次环绕地球旅行的碳排放量。

  携手耕耘中国 实现互利共赢

2008 年，思科与中国电信运营商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通过这些重大事件和项目的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并最终在中国市场实现了共赢。

在中国电信建设下一代 ChinaNet 骨干网络工程中，思科通

过部署 CRS-1 高端路由产品，使中国电信在 ChinaNet 上实现了

更高的可靠性和服务灵活性，并通过一个统一、可靠、可扩展的

网络平台为其客户提供了更稳定和多样化的服务内容。该项目的

启动标志着ChinaNet正逐步演进为以CRS-1为核心的 IP骨干网，

同时也使中国电信成为全球应用思科 CRS-1 高端网络平台数量最

多的电信运营商之一。

在中国电信北方九省移动 BSS 系统工程建设中，思科通过提

供包括高性能 Cisco ASR 1000 系列汇聚多业务路由器在内的网

络设备与解决方案，帮助中国电信完成对北方九省 10000 号系统

平台、坐席等设备、软件进行优化、扩容、改造和升级，从而帮

助中国电信大力提升了其网络质量和用户服务水平，为用户带来

全新的应用体验，并为中国电信开拓市场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思科还帮助中国移动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 13 个场

馆提供了 WLAN 全覆盖的服务。思科通过整体安全的 WLAN 架

构设计，与中国移动一起克服了“鸟巢”、“水立方”这些世界顶

级体育场馆建筑内部极其复杂的无线环境，以及奥运会期间媒体

信息发布带来的无线网络高吞吐率、高密度和高安全性要求的巨

大挑战，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贡献了一份力量。

此外，在“5.12”特大地震灾害发生以后，思科第一时间派

遣工程师队伍赶赴四川灾区，与当地电信运营商合作伙伴一起通

过通信技术和解决方案为当地通信的恢复以及灾后重建工作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成为思科在中国企业公民责任的又一体现。

  着眼未来市场 加大投资力度

为了在现有中国市场框架下，实现在电信行业，生产链价值

以及无线城市等项目的新突破，思科在中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团队。

该团队致力于制定在中国新的发展战略，使思科在未来视频、3G

等市场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电信运营商和合作伙伴一起抓

住机遇，实现共赢。

面对电信业的全业务转型，思科认为运营商向全业务转型的

重点是抓住用户，真正提高用户在网上的消费。对此思科将致力

于帮助电信运营商将宽带、语音、视频和移动等全业务的推广，

最终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用户体验，增加用户的信赖度并创造

更多的用户价值。

在无线城市方面，思科相信“无线城市”将会是一个现代化

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未来思科将致力于与政府及电信运营

商一起寻求更加合理与完善的合作方式，为中国更多的城市部署

无线网络。同时思科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与技术力量，和运营商

与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城市居民带来更加美好的无线应用体验。

未来思科将一如既往地把全球互联网应用的领先协作理

念、技术优势和最佳商业实践经验引入中国市场，帮助客户

获得更多的潜在机会和商业价值。在 2009 年里，思科在中

国投入会更多，注意力也会更专注，并期待着与中国电信运

营商一起面对未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为创造出更大的用户价

值和更丰富的用户体验而努力。

  全新协作战略 助推业务发展

在 2008 年，思科通过创新的网络架构解决方案和协作战略

平台，与中国电信运营商一起实现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的技术

和业务转型。对于中国市场上面临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地挑战，

思科认为协作是很好的切入点。由统一通信、思科网真和 WebEx 

Connect 组成的思科创新协作战略平台，一方面为电信运营商提

供了新的增值服务增长点，另一方面，新业务的应用也促使了电

信运商原有业务的增长。

协作时代带来视频的大量应用，而视频特别是高清晰度的视

频业务是需要大量的带宽来支撑的。自从大量使用网真开会以后，

思科公司自己的带宽比原来增长了 400 倍。这预示着如果在中国

市场上的企业用户大量部署和使用思科网真，企业势必需要更多

的带宽资源，这将大大提高电信运营商的宽带资源销售。

同时，电信运营商为企业用户提供的可托管业务，也将从协

作的发展获得极大的好处。根据思科的经验，可托管的网真服务

以及统一通信服务受到了企业用户的广泛好评，而电信运营商也

创新协作平台 共赢电信市场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兼电信事业部总经理 吴世楷

The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platform altogether wins the telecom market

2008 年是中国电信行业变革的一年，信息化

与工业化的融合、全业务运营格局的出现和

今年 3G 牌照的发放，都为中国电信产业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技术和应

用的双驱动以及基于 IP 网络的新应用也在不

断涌现，使得电信业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单一业务走向全业务，从个网独立走向融

合网络。而作为全球 IP 网络设施的领先者，

思科一直通过领先的协作理念和技术优势，

以及最佳商业实践经验，对中国的电信业发

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帮助中国电信运营商

获得更多的潜在机会和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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