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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2005年10月21日，一场以技术推进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为主题的高层论坛在青岛成功举办。思科、

英特尔和惠普公司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医院的医疗信息化负责人聚集一堂。

由思科、英特尔和惠普发起的本次论坛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与各大医院的技术沟通、提供针对医疗

行业信息化整体的解决方案、听取院方信息中心面临的实际问题。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余家著名医院的医

疗信息化专家与三家公司的技术专家一起，详细讨论了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中网络、系统、存储方面的

技术解决方案。在技术交流过程中除了问题解答，还针对信息中心主任在管理、规划等方面的想法进行

了交流。三家公司的技术专家还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思科公司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临床信息交互通道方案，它包括四个集成化的临床应用—护士呼叫、病

人监控、定位服务和合作医疗。该解决方案旨在通过改进诊断、监控和治疗病人的方式，帮助医疗机构

降低成本。思科的这一临床连接建立在一个支持语音、视频和数据的融合式思科医疗级网络的基础上，

可以提供实时的通信、监控、协作和资源跟踪功能。它可以与其他一些业界领先的应用和医疗设备合作

伙伴的产品结合，提供一个集成化的解决方案。

英特尔带来了最新的医疗计划。在这个统一解决方案中，未来的医生不仅将使用整合英特尔芯片的

电脑，更将从英特尔提供的无线笔记本接入技术中受益，从而让杂乱无章的医疗中心从繁琐的连线上解

脱出来。与此同时病人在家中也会使用一种小型的无线笔记本电脑，方便与医生的随时沟通，从而避免

了因为联络不畅造成延误救治。

惠普公司详细阐述了RFID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医疗行业的关键点在于如何保证病人接受可靠的医疗

服务，防止用药出错。在医药行业中，基于惠普技术的RFID识别系统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

2  3

卷首语 行业观点

12/2005 12/2005

在网络环境中虚拟地处理和解决真实世界的重要问题，这在二

十年前还被视为科学幻想，但实际上，在社会和经济的所有领域，

虚拟技术都在改变着我们开展日常活动的方式。

医疗行业可能是目前虚拟技术运用最为广泛的行业。在一个未

来的新医疗系统中，医生能诊断远程病人，甚至在家中的病人。网

络还被用来连接分散在各地的医疗资源，这样构建起来的医疗信息

网络，将能以更高的效率去应对生死攸关的挑战。在我们对抗象

SARS和高致病性禽流感这样的流行病的战斗中，医疗信息网络能够

在最前线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络化的教育是虚拟技术的另一个成功范例。信息通信技术的

采用，正在教育领域推动一场革新，改变教育者与学习者的互动模式。

利用网络的力量把更高质量的教育带给更多的受益者，这已经体现

在教育实践当中了。而影响更为深远的，也许是传统的教育体制本

身在结构、功能和文化上的转变。

当我们在谈论这些显著的转变时，也应看到，这些转变并不是

某个名叫“技术”的魔法师点化出来的。网络世界不是在互联网发

展早期受到鼓吹的技术乌托邦，相反，它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更贴近真实世界的虚拟化技术是网络世界

的自然发展。

虚拟化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工业领域，虚拟化正

在改变生产流程，它可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虚拟化还使民众通过

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并使政府得以为民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

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性竞争时，虚拟化也是国家保持经济和综合国

力强大的重要工具。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拥有强有力的基础

设施，能为其提供支持。

然而，尽管虚拟化已对我们的工作、娱乐乃至整个生活方式产

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仍处于运用该技术的初级阶段。从最近的技术

趋势看来，RFID技术，也就是无线射频识别的采用，将标志着虚拟

生产领域的一个新高度。RFID最终将取代许多产品上的条码，这将

使零售商和生产商能对产品在整个供应链中的情况进行跟踪，从而

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也许，这只是今天我们所能窥见的冰山一角。

过去十年中计算机网络领域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意义深远的变革，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不论是个人生活，

企业生产，还是国家间的竞争——将怎样因之而改变。可以肯定的是，

虚拟化这一无形之手，将在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

带来改变和冲击。

改变未来的无形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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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的北京已经入冬，解放军总医院的骨科师级干部病房里

温暖如春。范医生正在查房，他手上没有拿着以往我们熟悉的一撂撂

厚厚的病历，而是手持一款平板电脑，身后也没有三五成群的护士队

伍。他来到一位上午刚刚做完肘关节手术的病人床边，点击电脑，电

脑上立刻出现了病人所做的B超图片，范医生一边给病人讲解刚刚做

的B超情况，一边在平板电脑上写下医嘱。 

在病房旁边的护士值班室，护士小李并没有跟着范医生记下每一

位病人的医嘱，她通过PDA掌上电脑直接接收医生指令，医生前脚离

开病人，小李后脚就来到病房执行医嘱了。

这就是301医院与思科公司、英特尔公司及天健公司等联合推动

的医院临床无线医疗解决方案试点应用。范医生说，现在他们科已经

有几台这样的平板电脑和PDA，“移动查房”能使病人实时查看到所

做的各项检查，也帮助医生减少工作误差，节省时间。无线局域网技

术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网技术，其传输性能已经达到54Mbps甚至更高，

正在广泛地应用在医疗系统中。无线移动医疗解决方案利用PDA或平

板无线电脑随时随地进行生命体征数据、医护数据的查询与录入。

在此次医疗信息化高层论坛上，我们了解到，在中国，一家医院

通过为员工配备无线移动计算设备和网络，使住院病人数量提高了140%，

门诊病人数量提高了170%，员工总数仅增加了28%。医疗信息化已日

益成为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力手段。然而一

个客观事实不容忽视：我们的医疗信息化良性市场环境目前还尚未形

成，还受着技术基础薄弱、起步较晚、缺乏专业机构和技术队伍缺乏

等条件的制约。当前，投资效益、技术、标准不统一这几大问题，仍

然困扰着医院信息化。

构建医疗信息化任重道远

医院是关乎生命的地方，因此，医疗行业的信息化也受到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中国有医院6万多家，县级以上医院1.7万余所，2005年底中国医

疗产业的总体市场价值预计将达6400亿元。如果按照《全国卫生信息

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年）》规定的1_3%信息化投入比例的话，

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60亿_180亿元的大市场。

在美国不少医院中，病人来看病，只要报出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码，

就可以开始诊疗过程，医生办公桌上的笔、病历纸、化验单等被一台

台电脑所取代。甚至，在美国如果一家医院无法提供电子病例，病人

就可能拒绝在此就诊。

中国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应用阶段。根据2004年11月公布的统

计结果，目前8％的国内医院处在单机应用阶段，19.4％处在基础网

络建设阶段，43.4％处于系统建设阶段，21％处于系统整合阶段，

6.5％处于业务整合阶段，1.7％处于成熟阶段。

与会专家们认为，医院信息化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目

前我国多数医院处于第一、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阶段；第二阶段，是医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第三阶段，是

自动化阶段，例如电子病例；第四阶段，是整合阶段。

第一阶段的时间是在2002年以前，此时，我国医院的信息化建设

工作主要是集中在以管理信息系统，甚至是以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立为主。2002年之后的第二阶段里，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开始从管

理信息系统向临床信息系统转换。到目前为止，我国主要的东部地区

和中部地区的许多医院，都已经建立起了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

管理工作的计算机化。

目前国内也有10%_20%的医院在进行临床信息系统的一些探索，

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也在进行区域卫生网的积极建设，但

即使是上述地区，大多数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也还无法实现, 各自

为政、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状况依然普遍。真正完整的、分布式的，

符合国家和国际范围标准的电子医学记录的系统，远比一个医院环

境还要复杂。

融合医疗网络的威力

思科一直致力于利用网络技术促进医疗行业信息化，参与并支持

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许多研究工作。思科系统公司总裁

钱伯斯2004年9月访华时，就把医疗确定为思科在中国下一步发展的

三大目标之一。思科专门针对医疗行业用户的需求特点，提出了思科

“医疗级网络”（MGN）的规划，融合了智能化信息网络架构和多项

高新技术的优势，以满足医疗用户不断发展的需求。

三分技术，七分管理，正是思科临床交互解决方案的过人之处。

新的思科临床信息交互通道方案建立在一个支持语音、视频和数据的

融合式思科医疗级网络的基础上，囊括了四个集成化的临床应用—

护士呼叫、病人监控、定位服务和合作医疗，可以提供实时的通信、

监控、协作和资源跟踪功能，帮助医护人员更加高效、更加方便地连

接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人员和设备。这样，医院将可以提高员工效率，

在扩充临床系统的同时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并大幅度地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

例如，借助新技术，医院可以转向无纸环境，即提供足够的带宽，

以电子方式保存病人的病历、X光扫描及其它文档，并直接将服务提

供到病床边。

另外，网络技术还可以实现远程诊断和远程治疗，使专科医生能

够提供远程教学和远程诊断，将其治疗技能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同样，

利用无线技术，使医生和护士能够从大厦的任何位置立即查看病人的

医疗记录，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世界各地的许多医院都已经证实了转向IP网络技术的优势。例如，

坐落在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心脏病医院就是一家完全无胶片、

无纸办公的医院。该医院于2003年2月成立，占地21万平方英尺。它

使用思科的技术平台支持无线网络、IP电话及其它应用。仅取消公共

分支交换设备一项，就为医院节省了30万美元。医护人员花费在搜索

病历上的时间从每病人每天一小时缩短到了15分钟。不仅如此，病历

准确性、效率和方便性也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12/2005 12/2005

2
0

0
5
年

第
5
期

总
第

3
2
期

N
E

T
W

O
R

K
IN

G
 C

H
IN

A



封面故事

4  5

封面故事 行业观点 行业观点

11月中旬的北京已经入冬，解放军总医院的骨科师级干部病房里

温暖如春。范医生正在查房，他手上没有拿着以往我们熟悉的一撂撂

厚厚的病历，而是手持一款平板电脑，身后也没有三五成群的护士队

伍。他来到一位上午刚刚做完肘关节手术的病人床边，点击电脑，电

脑上立刻出现了病人所做的B超图片，范医生一边给病人讲解刚刚做

的B超情况，一边在平板电脑上写下医嘱。 

在病房旁边的护士值班室，护士小李并没有跟着范医生记下每一

位病人的医嘱，她通过PDA掌上电脑直接接收医生指令，医生前脚离

开病人，小李后脚就来到病房执行医嘱了。

这就是301医院与思科公司、英特尔公司及天健公司等联合推动

的医院临床无线医疗解决方案试点应用。范医生说，现在他们科已经

有几台这样的平板电脑和PDA，“移动查房”能使病人实时查看到所

做的各项检查，也帮助医生减少工作误差，节省时间。无线局域网技

术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网技术，其传输性能已经达到54Mbps甚至更高，

正在广泛地应用在医疗系统中。无线移动医疗解决方案利用PDA或平

板无线电脑随时随地进行生命体征数据、医护数据的查询与录入。

在此次医疗信息化高层论坛上，我们了解到，在中国，一家医院

通过为员工配备无线移动计算设备和网络，使住院病人数量提高了140%，

门诊病人数量提高了170%，员工总数仅增加了28%。医疗信息化已日

益成为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力手段。然而一

个客观事实不容忽视：我们的医疗信息化良性市场环境目前还尚未形

成，还受着技术基础薄弱、起步较晚、缺乏专业机构和技术队伍缺乏

等条件的制约。当前，投资效益、技术、标准不统一这几大问题，仍

然困扰着医院信息化。

构建医疗信息化任重道远

医院是关乎生命的地方，因此，医疗行业的信息化也受到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

中国有医院6万多家，县级以上医院1.7万余所，2005年底中国医

疗产业的总体市场价值预计将达6400亿元。如果按照《全国卫生信息

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年）》规定的1_3%信息化投入比例的话，

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60亿_180亿元的大市场。

在美国不少医院中，病人来看病，只要报出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码，

就可以开始诊疗过程，医生办公桌上的笔、病历纸、化验单等被一台

台电脑所取代。甚至，在美国如果一家医院无法提供电子病例，病人

就可能拒绝在此就诊。

中国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应用阶段。根据2004年11月公布的统

计结果，目前8％的国内医院处在单机应用阶段，19.4％处在基础网

络建设阶段，43.4％处于系统建设阶段，21％处于系统整合阶段，

6.5％处于业务整合阶段，1.7％处于成熟阶段。

与会专家们认为，医院信息化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目

前我国多数医院处于第一、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阶段；第二阶段，是医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第三阶段，是

自动化阶段，例如电子病例；第四阶段，是整合阶段。

第一阶段的时间是在2002年以前，此时，我国医院的信息化建设

工作主要是集中在以管理信息系统，甚至是以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立为主。2002年之后的第二阶段里，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开始从管

理信息系统向临床信息系统转换。到目前为止，我国主要的东部地区

和中部地区的许多医院，都已经建立起了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

管理工作的计算机化。

目前国内也有10%_20%的医院在进行临床信息系统的一些探索，

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也在进行区域卫生网的积极建设，但

即使是上述地区，大多数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也还无法实现, 各自

为政、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状况依然普遍。真正完整的、分布式的，

符合国家和国际范围标准的电子医学记录的系统，远比一个医院环

境还要复杂。

融合医疗网络的威力

思科一直致力于利用网络技术促进医疗行业信息化，参与并支持

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许多研究工作。思科系统公司总裁

钱伯斯2004年9月访华时，就把医疗确定为思科在中国下一步发展的

三大目标之一。思科专门针对医疗行业用户的需求特点，提出了思科

“医疗级网络”（MGN）的规划，融合了智能化信息网络架构和多项

高新技术的优势，以满足医疗用户不断发展的需求。

三分技术，七分管理，正是思科临床交互解决方案的过人之处。

新的思科临床信息交互通道方案建立在一个支持语音、视频和数据的

融合式思科医疗级网络的基础上，囊括了四个集成化的临床应用—

护士呼叫、病人监控、定位服务和合作医疗，可以提供实时的通信、

监控、协作和资源跟踪功能，帮助医护人员更加高效、更加方便地连

接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人员和设备。这样，医院将可以提高员工效率，

在扩充临床系统的同时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并大幅度地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

例如，借助新技术，医院可以转向无纸环境，即提供足够的带宽，

以电子方式保存病人的病历、X光扫描及其它文档，并直接将服务提

供到病床边。

另外，网络技术还可以实现远程诊断和远程治疗，使专科医生能

够提供远程教学和远程诊断，将其治疗技能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同样，

利用无线技术，使医生和护士能够从大厦的任何位置立即查看病人的

医疗记录，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世界各地的许多医院都已经证实了转向IP网络技术的优势。例如，

坐落在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心脏病医院就是一家完全无胶片、

无纸办公的医院。该医院于2003年2月成立，占地21万平方英尺。它

使用思科的技术平台支持无线网络、IP电话及其它应用。仅取消公共

分支交换设备一项，就为医院节省了30万美元。医护人员花费在搜索

病历上的时间从每病人每天一小时缩短到了15分钟。不仅如此，病历

准确性、效率和方便性也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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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策略行业观点

10/2005 10/2005

美国权威的医疗机构早在2001年就指出，“未来十年要在医疗服务质量上取得实质性的

提升，信息技术必须在医疗服务系统的重新规划中重扮演核心角色。”综合起来，信息技术

在医疗服务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HIS、PACS、RIS、LIS、EMR等系统；

医院内部通过固定网络和无线网络全面覆盖；

医院通过网络安全技术措施保障网络稳定可靠地运行，充分保护患者的隐私；

网络将兄弟医院、医保系统、临床教学单位、药物研究单位等相关医疗机构连成一体，

以便相互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

患者家属可以通过网络实现远程探视。

相比美国的情况，中国医疗行业信息化、网络化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也越来越大：

医疗服务日趋市场化；

新兴医疗机构的加入，将使人才竞争加剧；

老牌医院需要将旗下医疗、教学、研究等多项职能纳入网络化管理；

医院之间的兼并重组，使得跨地域的沟通和管理提上议事日程；

医院与社会保障系统的互联互通要求越来越迫切。

未来的医疗行业不会仅仅局限于降低成本、实现无障碍的互联互通，而是向系统化、完

善应用的领域前进，届时，医疗服务提供方、医学研究机构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关的机构，

将成为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人性化产业链条。信息网络也不会仅仅局限在某医院内部，随着

HIS（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的普及，并逐步向CIS（临床医疗信息系统管理）以及GMIS（区

域医疗信息网络）演进，在国内作为医疗行业网络应用的典型EMR、PACS等系统则将成为

基础，围绕人的需求，依托网络基础设施进一步深入以及横向拓展应用，逐步提升。

在日本，歧阜大学医院也通过建立思科10Gbps光骨干网获到了类似的收获，该骨干网为每张病床提供高达千兆的

终端，因而成为世界上首家大规模实施光纤网络的医院。歧阜大学医院共安装了约2,800个光纤端口，而且所有的大厦

都采用了无线局域网。同时，还在骨干网节点使用了思科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每个楼层则采用思科Catalyst 

4500系列交换机。医护人员可以利用网络保存和查看计算X线断层摄影术扫描、核磁共振图像等高带宽记录，仅以上

这一项就能为医院节省数千张纸。

统一标准体现效益

创新的网络技术和应用为改善医院临床治疗水平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技术的标准化则将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医

疗资源，以及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连接起来。标准化将在塑造“数字医院”的过程中带来良好的投资效益。

《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年）》提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标准统一、保证安全、

以法治业、经济实效、因地制宜。统一标准作为首要的原则提出，是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工作，也是进行信息交换

与共享的基本前提。在卫生信息化建设中，必须强调“统一规范、统一代码、统一接口”。卫生行政部门将会加强指

导，组织协调，规范卫生各领域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功能、业务流程、数据模型和数据编码等信息标准，以满足信息化

建设的需要。

统一标准带来的效益从以下的例子中可见一斑。2004年2月，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发布了一个新规范，

要求药品以及血液和血液制品等生物产品，必须在标签上采用条形码。通过规范标准的推行，采用射频识别系统的电

子标签有效地帮助了医院提升管理、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在美国，一家医院采用射频识别系统的电子标签早在

整个医院范围追踪病人动态，由于医护人员可以随时了解病人状态的变化，从而将病人住院时间缩短了10%，优化了

病床管理，接纳入院病人的能力提高了40%，并降低了账单的差错率。FDA预计，医院将投资72亿美元在条形码技术

改造方面，这一新的条码规范能够在未来20年内预防近50万起医疗事故和输血造成的事故。72亿美元，一个新规范启

动了一个大市场。

在中国，思科基于标准的IP网络同样将为承载更多的创新应用开创空间，包括IP通信、无线网络、存储网络、安

全技术等在内，融合的IP网络能够以多种方式为现代医疗机构提供帮助。IP网络良好的开放性，也将为众多投身医疗

信息化领域的IT企业揭示合作机遇。

到2010年，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起功能比较完备、标准统一规范、系统安全可靠，与卫生改革与

发展相适应的卫生信息化体系，经济发达地区卫生信息化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余地区卫生

信息化建设要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面对网络技术给医疗行业带来的前景，思科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推进医疗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医卫系统信息化

应用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创造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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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院运营更上层楼

由于医疗成本不断上升、

医护人员短缺、对服务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患者对医疗服

务的安全性要求不断提升等多

方面的因素，通过采用新技术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已经成

为一种潮流和趋势。随着HIS（医

院管理信息系统）的普及，并

逐步向CIS（临床医疗信息系

统管理）以及GMIS（区域医

疗信息网络）演进，创新网络

应用的拓展将塑造“以人为本”

的网络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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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组织协调，规范卫生各领域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功能、业务流程、数据模型和数据编码等信息标准，以满足信息化

建设的需要。

统一标准带来的效益从以下的例子中可见一斑。2004年2月，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发布了一个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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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标签有效地帮助了医院提升管理、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在美国，一家医院采用射频识别系统的电子标签早在

整个医院范围追踪病人动态，由于医护人员可以随时了解病人状态的变化，从而将病人住院时间缩短了10%，优化了

病床管理，接纳入院病人的能力提高了40%，并降低了账单的差错率。FDA预计，医院将投资72亿美元在条形码技术

改造方面，这一新的条码规范能够在未来20年内预防近50万起医疗事故和输血造成的事故。72亿美元，一个新规范启

动了一个大市场。

在中国，思科基于标准的IP网络同样将为承载更多的创新应用开创空间，包括IP通信、无线网络、存储网络、安

全技术等在内，融合的IP网络能够以多种方式为现代医疗机构提供帮助。IP网络良好的开放性，也将为众多投身医疗

信息化领域的IT企业揭示合作机遇。

到2010年，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起功能比较完备、标准统一规范、系统安全可靠，与卫生改革与

发展相适应的卫生信息化体系，经济发达地区卫生信息化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余地区卫生

信息化建设要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面对网络技术给医疗行业带来的前景，思科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推进医疗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医卫系统信息化

应用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创造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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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确保网络的高可用性，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思科提出了高

可靠的医疗级网络解决方案，如在网络核心采用双机备份，产品上也

具有多项专门设计的功能，如支持模块化IOS软件以及多项冗余性能

等，为医院各项应用的不间断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网络传输速度的考虑

对于影像科室/临床科室这些重要的部门，由于涉及医学影像的

传输，又是医疗服务的关键，适宜采用桌面千兆双机备份、主干万兆

双机备份的交换连接；对于收费、挂号等需要运行HIS/RIS/LIS的

流程管理部门，可以采用桌面千兆双机备份、主干千兆双机备份的交

换连接；对于其它二线科室，不必采用双机备份，百兆连接可以满足

需求，不过考虑到目前千兆与百兆的价格相差无几，采用千兆是较好

的选择。

网络安全—保障医院生命线

医院信息化的趋势是实现“无胶片化”。不过，当我们把病历、

处方、医嘱、计费信息等纷纷交给网络时，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事

先有所准备的，那就是网络的安全可靠运行，不能中断服务。网络的

安全问题主要有病毒破坏、黑客攻击、数据泄漏等。网络安全是一个

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但也不必被安全问题吓倒，因噎废食，在医院

信息化大潮面前裹足不前。

思科是领先的网络厂商，同时也是网络安全的领导者。思科公司

提出的自防御网络计划，重在加强网络自身的抵抗力。就和人一样，

网络对一些外来的侵蚀有一种自然的抵抗力，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

这种抵抗力还能升级和进化。这一安全计划把对网络恶意行为的防御

能力延伸到服务器和PC端点上。

无线局域网—灵活组网 经济快捷

无线局域网的运用，使医院信息网络更加灵活，而且能够经济、

快捷地实现无缝覆盖，例如，在需要频繁移动上网设备的病房，在上

网终端数不固定的会议室、电子图书馆，在不方便挖沟、打孔走线的

楼宇角落，无线网络都是理想的选择。配合移动上网的笔记本电脑或

者掌上电脑，可以实现多项适合于医院的应用。

IP电话—医院通向患者心灵的窗口

IP电话使得医院可以利用自己随时在线的互联网带宽传输语音、

视频数据，即实现打普通电话和可视电话的功能，不需额外支付费用，

从而节省电话费。应用IP电话便于移机，医护人员移动工位，不需要

向传统电话那样跳线才能移机，只需要在新的工位输入自己的用户名

和密码登录就可以了。医院如果部署了VPN虚拟专用网，医护人员

即使出差在外或在家，也可以通过电脑接打办公电话。思科还可以

提供无线IP电话，可以方便地在医院内移动使用。IP电话作为智能信

息终端，还具有使用简单、无需专门培训等优点。

在医院行业，利用IP电话以上特性，还可以实现更多创新的应用，

例如移动挂号、诊断结果报告、床边视频呼叫与监护、医生考勤、

问诊记录、病房房务管理等。在病床旁边安装IP电话，可以发挥两大

用途：一是用于医院方做医疗记录、提供检验结果、服务医护人员等；

二是住院病人提供电影、电视、电话、游戏、医疗信息查询、上网

等服务。IP电话有内置的计费系统和身份认证系统，医院可以将此作

为增值服务提供给付费的住院病人。

存储网络—消逝了的胶片库、病案室、信息库

医院信息化以后，堆积成山的胶片、病历档案没有了，代之而

起的网络数据量的急剧增长。在全面实施了PACS的上海瑞金医院，

HIS系统和PACS系统一天的数据量为4000多兆，其中HIS系统的数

据量为40兆左右，PACS系统的数据量占全院信息量的99%。医院对

于这些TB数量级的数据，需要经常进行调阅，必须拥有强大的存储

网络提供支持才行。

思科公司领先的VSAN技术，可以对网上的存储设备进行集中共

享，实现高速、高效。通过VSAN（虚拟存储区域网络）的划分，使

每个业务子系统看起来跟拥有独立的存储网络一样。对于非思科的

网络设备，思科公司使用标准的ISL（Inter SAN Link）可以将它们

接入进来，实行统一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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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胶片存储方式： 应用PACS后：

医院信息化的网络需求分析

面对这样的应用趋势，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怎样的网络，才能满足需求？让我们先从医院

的应用系统看起。纵观医疗信息化的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管理信息系统、临床信

息系统、其他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特点是以文字、简单图形信息为主，虽然数据量不大，但对于基础

架构需要比较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高，对服务质量也有一定的要求。相比之下，临床信息系

统的应用则更为丰富。除一般文本信息外，医疗应用数据包含大量图形、视频、语音信息，

要求安全、可靠、保证服务质量和高性能，需要同时支持语音、视频和数据等多种业务，又

要方便以后的扩展。在某些关键应用上，对于服务质量、高性能、高可用性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其他信息系统涉及对外连接，用户对远

程资源的访问控制以及广域网链路服务质量

是关键，因而对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较

高，需要同时支持语音、视频和数据等多种

业务。

根据医疗机构的未来需求特点，网络设

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高可用性：具有高峰处理能力，支持全

面数字化，支持语音数据视频集成，7×24

小时可靠运行

服务质量保证：保证所有各科室临床业

务分级管理

保证所有各科室临床业务分级管理：

病毒防范，入侵检测，虚拟专网和阻止病

毒传播

易于管理：图形化的网络管理界面，各

类设备统一的人机通信界面

投资保护：高性价比，满足目前需要，

通过灵活性和模块化的方式平滑升级网络功

能和扩展网络规模，满足不断增长的医院网

络需求

典型的医院网络如图1所示，门诊/急诊

楼、住院楼、手术楼、药剂科、行政楼、科

研楼全部实现联网，并通过Internet与医保/

社保及其它医疗机构相连。

确保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是医疗网络的首要关注点。早

在几年前，医疗网上就开始运行着重要的

HIS和OA等数据信息，随着医疗网络应用

越来越多地推广到临床实践当中，任何网络

中断事件都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网络的

可用性将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管理水平；未来的医疗网络还将会承

载越来越多的新应用，如部署IP电话和无线

移动医疗服务等，这些都对网络的可用性、

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快速响应能力提出很高

的要求。

� HIS管理系统� PACS影像系统� 非影像临床系统� GIS区域联网

高可用性� √� √

高性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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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 � √� √

网络安全性� √� � √� √

多业务网络� √� � √� √

网络管理� √� √� √

表 1  医疗应用系统对网络性能的要求

图1 医院网络概览示意图

图2 堆积如山的胶片库被高科技“魔盒”取代挂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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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策略技术策略

为充分确保网络的高可用性，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思科提出了高

可靠的医疗级网络解决方案，如在网络核心采用双机备份，产品上也

具有多项专门设计的功能，如支持模块化IOS软件以及多项冗余性能

等，为医院各项应用的不间断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网络传输速度的考虑

对于影像科室/临床科室这些重要的部门，由于涉及医学影像的

传输，又是医疗服务的关键，适宜采用桌面千兆双机备份、主干万兆

双机备份的交换连接；对于收费、挂号等需要运行HIS/RIS/LIS的

流程管理部门，可以采用桌面千兆双机备份、主干千兆双机备份的交

换连接；对于其它二线科室，不必采用双机备份，百兆连接可以满足

需求，不过考虑到目前千兆与百兆的价格相差无几，采用千兆是较好

的选择。

网络安全—保障医院生命线

医院信息化的趋势是实现“无胶片化”。不过，当我们把病历、

处方、医嘱、计费信息等纷纷交给网络时，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事

先有所准备的，那就是网络的安全可靠运行，不能中断服务。网络的

安全问题主要有病毒破坏、黑客攻击、数据泄漏等。网络安全是一个

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但也不必被安全问题吓倒，因噎废食，在医院

信息化大潮面前裹足不前。

思科是领先的网络厂商，同时也是网络安全的领导者。思科公司

提出的自防御网络计划，重在加强网络自身的抵抗力。就和人一样，

网络对一些外来的侵蚀有一种自然的抵抗力，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

这种抵抗力还能升级和进化。这一安全计划把对网络恶意行为的防御

能力延伸到服务器和PC端点上。

无线局域网—灵活组网 经济快捷

无线局域网的运用，使医院信息网络更加灵活，而且能够经济、

快捷地实现无缝覆盖，例如，在需要频繁移动上网设备的病房，在上

网终端数不固定的会议室、电子图书馆，在不方便挖沟、打孔走线的

楼宇角落，无线网络都是理想的选择。配合移动上网的笔记本电脑或

者掌上电脑，可以实现多项适合于医院的应用。

IP电话—医院通向患者心灵的窗口

IP电话使得医院可以利用自己随时在线的互联网带宽传输语音、

视频数据，即实现打普通电话和可视电话的功能，不需额外支付费用，

从而节省电话费。应用IP电话便于移机，医护人员移动工位，不需要

向传统电话那样跳线才能移机，只需要在新的工位输入自己的用户名

和密码登录就可以了。医院如果部署了VPN虚拟专用网，医护人员

即使出差在外或在家，也可以通过电脑接打办公电话。思科还可以

提供无线IP电话，可以方便地在医院内移动使用。IP电话作为智能信

息终端，还具有使用简单、无需专门培训等优点。

在医院行业，利用IP电话以上特性，还可以实现更多创新的应用，

例如移动挂号、诊断结果报告、床边视频呼叫与监护、医生考勤、

问诊记录、病房房务管理等。在病床旁边安装IP电话，可以发挥两大

用途：一是用于医院方做医疗记录、提供检验结果、服务医护人员等；

二是住院病人提供电影、电视、电话、游戏、医疗信息查询、上网

等服务。IP电话有内置的计费系统和身份认证系统，医院可以将此作

为增值服务提供给付费的住院病人。

存储网络—消逝了的胶片库、病案室、信息库

医院信息化以后，堆积成山的胶片、病历档案没有了，代之而

起的网络数据量的急剧增长。在全面实施了PACS的上海瑞金医院，

HIS系统和PACS系统一天的数据量为4000多兆，其中HIS系统的数

据量为40兆左右，PACS系统的数据量占全院信息量的99%。医院对

于这些TB数量级的数据，需要经常进行调阅，必须拥有强大的存储

网络提供支持才行。

思科公司领先的VSAN技术，可以对网上的存储设备进行集中共

享，实现高速、高效。通过VSAN（虚拟存储区域网络）的划分，使

每个业务子系统看起来跟拥有独立的存储网络一样。对于非思科的

网络设备，思科公司使用标准的ISL（Inter SAN Link）可以将它们

接入进来，实行统一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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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胶片存储方式： 应用PACS后：

医院信息化的网络需求分析

面对这样的应用趋势，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怎样的网络，才能满足需求？让我们先从医院

的应用系统看起。纵观医疗信息化的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管理信息系统、临床信

息系统、其他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特点是以文字、简单图形信息为主，虽然数据量不大，但对于基础

架构需要比较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高，对服务质量也有一定的要求。相比之下，临床信息系

统的应用则更为丰富。除一般文本信息外，医疗应用数据包含大量图形、视频、语音信息，

要求安全、可靠、保证服务质量和高性能，需要同时支持语音、视频和数据等多种业务，又

要方便以后的扩展。在某些关键应用上，对于服务质量、高性能、高可用性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其他信息系统涉及对外连接，用户对远

程资源的访问控制以及广域网链路服务质量

是关键，因而对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较

高，需要同时支持语音、视频和数据等多种

业务。

根据医疗机构的未来需求特点，网络设

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高可用性：具有高峰处理能力，支持全

面数字化，支持语音数据视频集成，7×24

小时可靠运行

服务质量保证：保证所有各科室临床业

务分级管理

保证所有各科室临床业务分级管理：

病毒防范，入侵检测，虚拟专网和阻止病

毒传播

易于管理：图形化的网络管理界面，各

类设备统一的人机通信界面

投资保护：高性价比，满足目前需要，

通过灵活性和模块化的方式平滑升级网络功

能和扩展网络规模，满足不断增长的医院网

络需求

典型的医院网络如图1所示，门诊/急诊

楼、住院楼、手术楼、药剂科、行政楼、科

研楼全部实现联网，并通过Internet与医保/

社保及其它医疗机构相连。

确保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是医疗网络的首要关注点。早

在几年前，医疗网上就开始运行着重要的

HIS和OA等数据信息，随着医疗网络应用

越来越多地推广到临床实践当中，任何网络

中断事件都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网络的

可用性将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管理水平；未来的医疗网络还将会承

载越来越多的新应用，如部署IP电话和无线

移动医疗服务等，这些都对网络的可用性、

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快速响应能力提出很高

的要求。

� HIS管理系统� PACS影像系统� 非影像临床系统� GIS区域联网

高可用性� √� √

高性能� � √

高可扩展性� � √� √

VPN� � � � √

服务质量� √� � √� √

网络安全性� √� � √� √

多业务网络� √� � √� √

网络管理� √� √� √

表 1  医疗应用系统对网络性能的要求

图1 医院网络概览示意图

图2 堆积如山的胶片库被高科技“魔盒”取代挂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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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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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医院建立于1956年，是一所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大型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1993年，天坛医院开始采用简单的计算机应用。1999年，

天坛医院选择了思科系统公司的网络解决方案。

2000年5月，天坛医院建成了面积达350平方米新的信息中心，由此掀

开了北京天坛医院信息化建设崭新的一页。在一年多时间内，信息中

心在医院内架设了千兆带宽的光纤网络，将门诊楼、住院楼、影像楼、

研究所、教学楼、综合楼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目前已布设500多个网

点，完成了主机房、多媒体教室的改造，实施了全院的办公自动化联

网，实现了全院的Int e rne t网络共享。启动PACS（Pic tu r 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系

统）建设也是信息中心的重要任务。

在神经内科的4个病区，天坛医院开始使用无线网络，实现床边护理

和查房的网络化管理。有6个病区完全实现电子病历， 到2004年底，

住院部所有病区实现电子病历。

如果把信息化比作医院的神经系统，那么网络就是医院的神经中枢。

天坛医院在1999年曾建立了一个百兆网络。由于PACS则需要处理

大量的影像信息，对计算机网络的速度、可靠性、可用性、扩展性、

服务质量、存储容量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北京天坛医院信息

中心主任王韬一贯的作风是务实，他认为，网络产品一定要选择有

实力的品牌，保证后续产品研发能够跟得上，能够顺利升级。

天坛医院的大型标准设备（CT、MRI、CR、DSA等）已经实现联

网，可以通过局域网络进行影像采集和传输、存储、诊断、胶片打

印的网络化管理。放射科医生、门诊及病房医生可以快捷、方便、

准确地使用计算机进行查询、图像处理、三维重建、图像测量、影

像诊断和写报告，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比如，非典期间，医

院需要每天统计发烧病人的详细情况。如果没有信息系统，每天这

项工作将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完成。通过信息系统，天坛医院可以随

时提供这样的报告，包括病人每天的体温曲线等，甚至可以自己设

定统计37.5度或38度以上的病人。又如，住院部人员每天交接班，

需要向下一班报告当天28个病区的床位使用情况，过去采用人工方

式，准确性和及时性难以保证，采用信息系统，只需要轻按鼠标即

可完成。

实施PACS系统后，医生在进行CT、MRI、CR等数字医疗设备的检

查后，不必等待洗片，可立即进行诊断和报告，大大缩短了出报告

的时间，从而减少了病人候诊时间。另外，PACS系统使远程会诊

成为可能，身处各地的专科医生能够通过网络浏览病人资料，进行

会诊。以前，医院不能给病人提供费用明细，只能提供如药费、检

查费这样的总数。现在，病人什么时候用了什么药，每种药的单价、

数量、总价，都一清二楚地提供给病人，提高了医院的服务质量。

PACS和HIS系统同步推进

封面故事

早在1998年，新奥尔良的Oschner医院在它的所有10个患者护理楼层

中安装了一个无线网络，其中包括配备了Aironet无线客户端适配器

的便携电脑。近年，该医院再次扩建其网络，将其从2Mbps系统升级

到了11Mbps的Cisco Aironet 340系列。 

这所医院非常著名。在过去四年中，《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将它

评为全国五十所顶尖的心脏病、妇科病、风湿病和泌尿疾病治疗医

院之一。

该医院主管技术的项目经理Kurt Induni指出，升级的主要原因是该

医院需要更高的带宽来为那些“密度更高”、含有大量照片的医疗应

用提供支持。他表示。“它大大加快了我们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速

度。我们的下载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解决医护人员每天

所面临的一些对延时非常敏感的问题非常重要。由于它所提供的带宽

比原来的2Mbps系统高得多，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更加强大的软件。”

该医院将90个Cisco Aironet 340系列接入点连接到有线骨干网，所

有这些接入点共同在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之间构成了一个转发器。每

台便携电脑都配备了一个Cisco Aironet 340系列客户端适配器Type 

II PC卡，它可以通过接入点与网络通信，从而让带有便携式设备的

医护人员可以一边工作场所中自由移动，一边接入网络。接入点和客

户端适配器都兼容802.11b，并且具有128位有线等效加密（WEP）

加密功能，它可以提供与有线WAN相同级别的数据安全性。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它的医护人员，该医院在移动手推车上安装了支持

无线技术的便携电脑。医生和护士可以在查房时方便地推着这些手推

车，随时通过车上的便携电脑接入各个患者的最新数据，记录笔记和

搜索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Cisco Aironet接入点都安放在一些战

略性的位置，从而确保了医护人员可以在不中断联网的情况下，在整

个护理区域中自由移动。

该医院在急救部门安装了30台便携电脑，在手术室安装了35台，在

ICU安装了20台，所有这些便携电脑都配有Aironet 340系列PC卡。

医护人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将便携电脑通过手推车送入或者送出病房。

与在医院主楼中一样，危重病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可以利用无线电脑

连接各种类型的信息系统。例如，做手术时通常需要接入手术室系统。

急救部门则是大规模患者管理系统的主要用户，而ICU需要定期接入

医院的大型机信息系统。

急救部门也会受益于这个系统的迅速的响应能力。"速度对于急救部

门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希望将一个便携电脑放在病床边，迅速地完成

所有的管理和登记工作。对于一个必须保护敏感数据的系统来说，安

全性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很快将可以使用128位的WEP，

它可以在一个便携电脑和Cisco Aironet接入点之间建立加密的连接。

这将让未经授权的用户无法从我们的电脑中窃取数据，也让那些试图

将自己的电脑带入医院并接入我们的系统的人无计可施”。

Cisco Aironet无线系统的安装非常便捷。"对于一个单一的接入点系

统来说，它绝对是即插即用的。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级系统来

说，您只需要选择好信道和接入点的安放位置，之后的一切工作就非

常简单了。"

“这个系统表现得非常出色。它大大加快了我们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

的速度。我们的下载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解决医护人员

每天所面临的一些对延时非常敏感的问题非常重要。”诊所和医院主

管技术的项目经理Kurt Induni，Oschner这样评价。

无线技术
帮助新奥尔良医院改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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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医院建立于1956年，是一所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大型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1993年，天坛医院开始采用简单的计算机应用。1999年，

天坛医院选择了思科系统公司的网络解决方案。

2000年5月，天坛医院建成了面积达350平方米新的信息中心，由此掀

开了北京天坛医院信息化建设崭新的一页。在一年多时间内，信息中

心在医院内架设了千兆带宽的光纤网络，将门诊楼、住院楼、影像楼、

研究所、教学楼、综合楼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目前已布设500多个网

点，完成了主机房、多媒体教室的改造，实施了全院的办公自动化联

网，实现了全院的Int e rne t网络共享。启动PACS（Pic tu r 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系

统）建设也是信息中心的重要任务。

在神经内科的4个病区，天坛医院开始使用无线网络，实现床边护理

和查房的网络化管理。有6个病区完全实现电子病历， 到2004年底，

住院部所有病区实现电子病历。

如果把信息化比作医院的神经系统，那么网络就是医院的神经中枢。

天坛医院在1999年曾建立了一个百兆网络。由于PACS则需要处理

大量的影像信息，对计算机网络的速度、可靠性、可用性、扩展性、

服务质量、存储容量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北京天坛医院信息

中心主任王韬一贯的作风是务实，他认为，网络产品一定要选择有

实力的品牌，保证后续产品研发能够跟得上，能够顺利升级。

天坛医院的大型标准设备（CT、MRI、CR、DSA等）已经实现联

网，可以通过局域网络进行影像采集和传输、存储、诊断、胶片打

印的网络化管理。放射科医生、门诊及病房医生可以快捷、方便、

准确地使用计算机进行查询、图像处理、三维重建、图像测量、影

像诊断和写报告，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比如，非典期间，医

院需要每天统计发烧病人的详细情况。如果没有信息系统，每天这

项工作将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完成。通过信息系统，天坛医院可以随

时提供这样的报告，包括病人每天的体温曲线等，甚至可以自己设

定统计37.5度或38度以上的病人。又如，住院部人员每天交接班，

需要向下一班报告当天28个病区的床位使用情况，过去采用人工方

式，准确性和及时性难以保证，采用信息系统，只需要轻按鼠标即

可完成。

实施PACS系统后，医生在进行CT、MRI、CR等数字医疗设备的检

查后，不必等待洗片，可立即进行诊断和报告，大大缩短了出报告

的时间，从而减少了病人候诊时间。另外，PACS系统使远程会诊

成为可能，身处各地的专科医生能够通过网络浏览病人资料，进行

会诊。以前，医院不能给病人提供费用明细，只能提供如药费、检

查费这样的总数。现在，病人什么时候用了什么药，每种药的单价、

数量、总价，都一清二楚地提供给病人，提高了医院的服务质量。

PACS和HIS系统同步推进

封面故事

早在1998年，新奥尔良的Oschner医院在它的所有10个患者护理楼层

中安装了一个无线网络，其中包括配备了Aironet无线客户端适配器

的便携电脑。近年，该医院再次扩建其网络，将其从2Mbps系统升级

到了11Mbps的Cisco Aironet 340系列。 

这所医院非常著名。在过去四年中，《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将它

评为全国五十所顶尖的心脏病、妇科病、风湿病和泌尿疾病治疗医

院之一。

该医院主管技术的项目经理Kurt Induni指出，升级的主要原因是该

医院需要更高的带宽来为那些“密度更高”、含有大量照片的医疗应

用提供支持。他表示。“它大大加快了我们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速

度。我们的下载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解决医护人员每天

所面临的一些对延时非常敏感的问题非常重要。由于它所提供的带宽

比原来的2Mbps系统高得多，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更加强大的软件。”

该医院将90个Cisco Aironet 340系列接入点连接到有线骨干网，所

有这些接入点共同在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之间构成了一个转发器。每

台便携电脑都配备了一个Cisco Aironet 340系列客户端适配器Type 

II PC卡，它可以通过接入点与网络通信，从而让带有便携式设备的

医护人员可以一边工作场所中自由移动，一边接入网络。接入点和客

户端适配器都兼容802.11b，并且具有128位有线等效加密（WEP）

加密功能，它可以提供与有线WAN相同级别的数据安全性。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它的医护人员，该医院在移动手推车上安装了支持

无线技术的便携电脑。医生和护士可以在查房时方便地推着这些手推

车，随时通过车上的便携电脑接入各个患者的最新数据，记录笔记和

搜索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Cisco Aironet接入点都安放在一些战

略性的位置，从而确保了医护人员可以在不中断联网的情况下，在整

个护理区域中自由移动。

该医院在急救部门安装了30台便携电脑，在手术室安装了35台，在

ICU安装了20台，所有这些便携电脑都配有Aironet 340系列PC卡。

医护人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将便携电脑通过手推车送入或者送出病房。

与在医院主楼中一样，危重病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可以利用无线电脑

连接各种类型的信息系统。例如，做手术时通常需要接入手术室系统。

急救部门则是大规模患者管理系统的主要用户，而ICU需要定期接入

医院的大型机信息系统。

急救部门也会受益于这个系统的迅速的响应能力。"速度对于急救部

门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希望将一个便携电脑放在病床边，迅速地完成

所有的管理和登记工作。对于一个必须保护敏感数据的系统来说，安

全性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很快将可以使用128位的WEP，

它可以在一个便携电脑和Cisco Aironet接入点之间建立加密的连接。

这将让未经授权的用户无法从我们的电脑中窃取数据，也让那些试图

将自己的电脑带入医院并接入我们的系统的人无计可施”。

Cisco Aironet无线系统的安装非常便捷。"对于一个单一的接入点系

统来说，它绝对是即插即用的。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级系统来

说，您只需要选择好信道和接入点的安放位置，之后的一切工作就非

常简单了。"

“这个系统表现得非常出色。它大大加快了我们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

的速度。我们的下载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解决医护人员

每天所面临的一些对延时非常敏感的问题非常重要。”诊所和医院主

管技术的项目经理Kurt Induni，Oschner这样评价。

无线技术
帮助新奥尔良医院改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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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领域采用ICT的程度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

素。其中有些因素由经济决定，另一些则取决于教育所处的“文化”

背景，还有一些则由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优先教育政策所决定。

然而，所有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前景是，ICT必将改变学习者

和教育者的教学体验。教育中的ICT就意味着，要为学习和教学创建

全新的、动态的和交互式的讨论空间。与其他领域的活动一样，网络

计算的威力是一种能改变和重新配置传统环境的巨大而超乎想象的力

量。教育中的ICT还可提供实现更高质量的教学体验的机会，这将实

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同时改善，并将这些机会更便利地提供给更

多的人们。

荷兰教育研究编程委员会（Programming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在其年度报告中将教育中的ICT的影响描述为：“这是一场

不大不小的革命。从长远看，教学和学习中的ICT意味着，教学-学习

过程中多种多样的角色和功能都将发生结构和文化的转变。数字化将对

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电子学习：教育的面貌在改变

互联网改进和扩大了对信息和机会的获取能力，使教师和学习者

能在教室、学校、大学或学院以外进行协作和沟通，这标志着教育机

会的重大发展。五年之后，教育机构会与今天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吗，

到2020年教育的形式会是什么样子呢？

电子学习（E-Learning）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答。这

种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是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能为学生和教育机构提供

的主要优势之一。

在其题为《学习的未来：四个虚构观点》（Four Fictional Views 

of the Future of Learning）的文章中，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与计算机

科学系教授阿尔弗雷德·博克指出：“计算机使大规模远程学习成为

可能。对于任何地方的所有年龄的人们，无论是在家里、图书馆、

购物中心、少年宫还是在其他非正式环境，现在都能实现交互式

学习。”

博克对当前很多电子学习活动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多数问

题的根源在于，今天几乎所有的电子学习都是在模仿课堂上发生的

情况，并且试图在远程教育中重新创造这种环境。然而，强有力的

证据表明，教室乃至支撑教室的教育理念已经不能满足二十一世纪

学生的需要。”

博克并不是在此预测人工智能的采用将取代教育体系的人力部分，

而是在主张，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资源，进行更智能化的应用，

创造和促进新的学习模式的发展。虚拟大学就是一种创新的学习模式。

最早推动建立虚拟教育学院的政府之一就是西班牙的半自治区

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UOC）于1997年开始虚拟教学，

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同类院校中最成功的学院之一。加泰罗尼亚项目

是最早完全围绕通信技术的使用而建立的项目。学生利用电子邮件

与导师进行沟通，而且能够在该大学虚拟校园中在网上“见面”和

互相讨论各自的课程，该大学在其自己的网站上将其描述为：虚拟

校园可以定义为一整套可在构成该大学的所有集体（学生、教职工

和管理人员）之间实现互动的功能，而根本不要求他们在时间或空

间中相遇。

在为英国电子化大学项目编写的一份报告中，普华永道公司的顾

问们为英国拟议中的电子化大学（e-U）勾勒了多样化的角色：“e-

U应被更多地视为协调者，而非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它应该

以满足各方（共同）要求的方式，使学习者能够学习、使提供者能够

提供、使授予者能够授予。但是，它还应该将使这一切能够实现的设

施的提供与确保其能够实现的动力结合起来。”从很多方面来看，未

来的电子化大学将作为协调者，使学生们能与可提供他们所希望学习

的资料和课程的最佳供应商建立联系。

ICT与教育：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远景
信息通信技术（ICT）必将改变学习者和教育者的教学

体验。教育中的ICT就意味着，要为学习和教学创建全新的、
动态的和交互式的讨论空间。

现在，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联手推动ICT在教育领域发
挥更大的作用。从长远看，教学-学习过程中多种多样的角色
和功能都将发生结构和文化的转变，数字化将对教育产生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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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领域采用ICT的程度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

素。其中有些因素由经济决定，另一些则取决于教育所处的“文化”

背景，还有一些则由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优先教育政策所决定。

然而，所有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前景是，ICT必将改变学习者

和教育者的教学体验。教育中的ICT就意味着，要为学习和教学创建

全新的、动态的和交互式的讨论空间。与其他领域的活动一样，网络

计算的威力是一种能改变和重新配置传统环境的巨大而超乎想象的力

量。教育中的ICT还可提供实现更高质量的教学体验的机会，这将实

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同时改善，并将这些机会更便利地提供给更

多的人们。

荷兰教育研究编程委员会（Programming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在其年度报告中将教育中的ICT的影响描述为：“这是一场

不大不小的革命。从长远看，教学和学习中的ICT意味着，教学-学习

过程中多种多样的角色和功能都将发生结构和文化的转变。数字化将对

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电子学习：教育的面貌在改变

互联网改进和扩大了对信息和机会的获取能力，使教师和学习者

能在教室、学校、大学或学院以外进行协作和沟通，这标志着教育机

会的重大发展。五年之后，教育机构会与今天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吗，

到2020年教育的形式会是什么样子呢？

电子学习（E-Learning）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答。这

种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是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能为学生和教育机构提供

的主要优势之一。

在其题为《学习的未来：四个虚构观点》（Four Fictional Views 

of the Future of Learning）的文章中，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与计算机

科学系教授阿尔弗雷德·博克指出：“计算机使大规模远程学习成为

可能。对于任何地方的所有年龄的人们，无论是在家里、图书馆、

购物中心、少年宫还是在其他非正式环境，现在都能实现交互式

学习。”

博克对当前很多电子学习活动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多数问

题的根源在于，今天几乎所有的电子学习都是在模仿课堂上发生的

情况，并且试图在远程教育中重新创造这种环境。然而，强有力的

证据表明，教室乃至支撑教室的教育理念已经不能满足二十一世纪

学生的需要。”

博克并不是在此预测人工智能的采用将取代教育体系的人力部分，

而是在主张，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资源，进行更智能化的应用，

创造和促进新的学习模式的发展。虚拟大学就是一种创新的学习模式。

最早推动建立虚拟教育学院的政府之一就是西班牙的半自治区

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UOC）于1997年开始虚拟教学，

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同类院校中最成功的学院之一。加泰罗尼亚项目

是最早完全围绕通信技术的使用而建立的项目。学生利用电子邮件

与导师进行沟通，而且能够在该大学虚拟校园中在网上“见面”和

互相讨论各自的课程，该大学在其自己的网站上将其描述为：虚拟

校园可以定义为一整套可在构成该大学的所有集体（学生、教职工

和管理人员）之间实现互动的功能，而根本不要求他们在时间或空

间中相遇。

在为英国电子化大学项目编写的一份报告中，普华永道公司的顾

问们为英国拟议中的电子化大学（e-U）勾勒了多样化的角色：“e-

U应被更多地视为协调者，而非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它应该

以满足各方（共同）要求的方式，使学习者能够学习、使提供者能够

提供、使授予者能够授予。但是，它还应该将使这一切能够实现的设

施的提供与确保其能够实现的动力结合起来。”从很多方面来看，未

来的电子化大学将作为协调者，使学生们能与可提供他们所希望学习

的资料和课程的最佳供应商建立联系。

ICT与教育：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远景
信息通信技术（ICT）必将改变学习者和教育者的教学

体验。教育中的ICT就意味着，要为学习和教学创建全新的、
动态的和交互式的讨论空间。

现在，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联手推动ICT在教育领域发
挥更大的作用。从长远看，教学-学习过程中多种多样的角色
和功能都将发生结构和文化的转变，数字化将对教育产生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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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IBM、诺基亚等业界著名企业联手欧洲委员会举办了一

次电子学习峰会，根据欧洲委员会所提出的电子学习行动计划，探

讨应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电子学习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扩展和普及。

前欧洲委员会文化和娱乐委员Viviane Reding表示：“教育和培训

领域中的电子学习和创新是实现新的欧洲信息化社会的关键”。

政府和企业界达成共识，提出了十项建立电子学习（E-Learning）

蓬勃发展的环境所需采取的步骤建议，并形成了一整套行动计划和

指标，其中包括：

1) 实现对任意地点的任意人和任意事件的连接；

2) 采纳并参与面向电子学习的开放标准的开发；

3) 将电子学习研究集中在教育学、电子化内容及用户友好型界

面和设备；

4) 创造能使电子学习内容开发的商业市场不断发展的条件；

5) 增加对教育者连续职业发展的投入；

6) 开发灵活的课程和考试架构，进而为每个人提供进入信息化

时代所需要的技能；

7) 扩展电子学习社区和论坛；

8) 提供物质刺激，促进对电子学习的采用；

9) 利用财政手段来支持电子学习；

10) 探索公/私合作潜力；

思科公司总裁约翰·钱伯斯倡导了几项重要的全球性计划，包括

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以及全球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约旦教育计划

（JEI）。这项计划源自于思科在其网络技术学院项目中所积累的在

线教育经验，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广E-Learning的典范。不久前，思科

因推动该项计划的杰出努力获得了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卓越企业奖”。

思科最引以为荣的教育项目—思科网络技术学院（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Program）每天都在向全球各地的学生传授各

种可以帮助他们进入信息时代和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技术。该项目是

由思科公司联合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机构、公司、政府和国际组织一起

努力推广的以网络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项目.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更

多的年轻人学习最先进的网络技术知识，帮助教育机构克服资金和技

术两大瓶颈，为互联网时代做准备。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采用了

E-Learning的教学方式，无论身处美洲、亚洲还是非洲，所有的学

生在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都能学到完全一样的、最新的网络技术。

1998年秋天，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正式进入中国，首先落户

复旦大学。在五年时间里，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已经遍布中国的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覆盖了包括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在内的所有

省份。截至2005年6月，思科已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216个网络学

院，通过教授全面的和最新的网络技术课程，帮助青年掌握网络和

互联网技术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目前，中国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在学

学生人数2万多名，毕业生人数近2万人，在全球各国排名第二。

前景展望

ICT为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要实现这一变革，就必

须满足一些基本需求。当然，这些需求中最明显的就是对计算机和

互联网的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数字表明，计算

能力的分布大致对应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例如，与东方国家的

学生相比，西欧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对互联网和计算机的访问途径。

在全球经济中对知识的获取能力可从很多方面决定一个国家的

繁荣或贫困，这种“数字鸿沟”的存在很难回避。基本电信基础设

施在全世界的普及是为教育创建更先进的应用和系统的重要前提，

而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如此，ICT在世界范围内的

使用和应用仍将在一个可预测的量度上推动教育领域的变革和改进，

为尽可能广泛的人群带来知识的收益。

思科坚信，互联网和教育是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两个核心

动力，将深刻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命运，改变国家、企业和个人

在未来时代的竞争力。人才教育成为重中之重，同时，互联网的共

享信息和信息传递消除了时间、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和种族的障碍，

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的公平性。教育和互联网的黄金组合真正超越了

时间、空间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藩篱，成为最大的平等缔造者，为处

于相对落后的个人、地区和国家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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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信息化时代的教师培训

ICT并不是要使教师成为多余的人，但必将使这一职业重新定位

其未来的角色。很多研究都表明，要想有效利用ICT，教师就必须对

技术充满信心并熟练掌握--他们必须明确使用这种技术的理由并有

把握实现其效益。

对教育重点和过程进行重大改变的需求与对教师的期望之间的

矛盾日趋紧张，特别是在ICT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使用方面。无论

这些激进的变革是在地方范围的还是在全国范围，教师都很难以足

够快的速度来适应。因此，教师在从ICT投资中收获教育回报的政策

设计和实施中处于重要位置，有效加强教师招聘、培训和职业发展

方面的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的关键问题。

欧洲委员会在其建议中指出：“全球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措施确

保其教育体系能不断得到更新，实现高质量的教学，并确保在学校

和其他教育机构中能够开发出关键的ICT技能。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

明，为教师提供有关ICT技能和相应教育方法的培训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认为，让教师做好准备是在教育界部署ICT的主要成功因素。”

眼下，很多国家都已将ICT确定为最初教师培训的优先内容。在

英国和瑞典等国家，这已通过针对基础教师培训的全国性课程进入

立法，而在其他一些国家，这是政府建议应作的工作。

政府的支持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通过ICT改进教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动。

例如，欧盟内部的很多领域都通过政策鼓励更好地采用ICT，在教育

和培训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

欧盟22个国家的教育部、欧洲自由贸易区及中东欧一些国家合

作推动了欧洲学校网（EUN）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面向学习和协作

的虚拟多语言泛欧洲校园，并建立一个在教育中的ICT基础上实现创

新和信息交换的泛欧洲网络。

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也对教育中的ICT大力投入。德意志电信

公司与联邦政府合作为所有学校都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接入服务，联

邦政府还资助用于各级学校的教育软件的研发工作。法国则已经实

施了一个全国性教育计划，作为“将法国带入信息化社会”的更广

泛项目的一部分。该计划的教育部分有三个主要方面：鼓励各学校

采用ICT，既可作为教学辅助手段也可作为学生的工具；开发一个中

央网络Educnet，将所有学校全都连接起来并提供对地方政府部门和

企业的链接；以及鼓励为教师们制作教育和学术内容。

在中东，海湾国家在ICT的使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

迪拜的互联网城市（Internet City）就堪称是在新兴和创新通信和

计算机技术的研发方面取得优秀成绩的地区性典范项目。为支持互

联网在中东地区的商业化前景的这一发展，海湾各国建立了一个雄

心勃勃的计划，要教育和培养出下一代IT人员。在阿布扎比，作为

迪拜皇冠王子Sheikh Mohammed Bin Rashed Al Maktoum所资

助的全国性IT学习项目的一部分，政府将为20多所学校提供先进的

IT基础设施。这些学校将分别配备一个IT实验室，它可使学生能使

用互联网和各种多媒体应用。所有这些实验室都通过WAN网络互相

连接，进而实现海湾各国学校之间的协作。

中国网络教育也正在蓬勃兴起。从1998年教育部批准4所高校

开展高等网络教育开始，至今网络高校已发展至67所。面向中学的

网络教育，自1996年首家网校成立，目前北京已有16所，全国约百

所以上。为了推动网络教育的发展，教育部出台多项政策。同时，

教育界学者和信息产业界专家等诸多人士，在理论上对网络教育做

了许多探讨，取得不少共识。网络教育在实践中也取得了相当大的

进展。

思科推动网络教育

作为领先的互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思科公司始终领跑网络教

育的前进步伐。在世界范围内，思科与政府开展合作，推动ICT在

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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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IBM、诺基亚等业界著名企业联手欧洲委员会举办了一

次电子学习峰会，根据欧洲委员会所提出的电子学习行动计划，探

讨应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电子学习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扩展和普及。

前欧洲委员会文化和娱乐委员Viviane Reding表示：“教育和培训

领域中的电子学习和创新是实现新的欧洲信息化社会的关键”。

政府和企业界达成共识，提出了十项建立电子学习（E-Learning）

蓬勃发展的环境所需采取的步骤建议，并形成了一整套行动计划和

指标，其中包括：

1) 实现对任意地点的任意人和任意事件的连接；

2) 采纳并参与面向电子学习的开放标准的开发；

3) 将电子学习研究集中在教育学、电子化内容及用户友好型界

面和设备；

4) 创造能使电子学习内容开发的商业市场不断发展的条件；

5) 增加对教育者连续职业发展的投入；

6) 开发灵活的课程和考试架构，进而为每个人提供进入信息化

时代所需要的技能；

7) 扩展电子学习社区和论坛；

8) 提供物质刺激，促进对电子学习的采用；

9) 利用财政手段来支持电子学习；

10) 探索公/私合作潜力；

思科公司总裁约翰·钱伯斯倡导了几项重要的全球性计划，包括

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以及全球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约旦教育计划

（JEI）。这项计划源自于思科在其网络技术学院项目中所积累的在

线教育经验，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广E-Learning的典范。不久前，思科

因推动该项计划的杰出努力获得了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卓越企业奖”。

思科最引以为荣的教育项目—思科网络技术学院（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Program）每天都在向全球各地的学生传授各

种可以帮助他们进入信息时代和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技术。该项目是

由思科公司联合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机构、公司、政府和国际组织一起

努力推广的以网络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项目.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更

多的年轻人学习最先进的网络技术知识，帮助教育机构克服资金和技

术两大瓶颈，为互联网时代做准备。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采用了

E-Learning的教学方式，无论身处美洲、亚洲还是非洲，所有的学

生在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都能学到完全一样的、最新的网络技术。

1998年秋天，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正式进入中国，首先落户

复旦大学。在五年时间里，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已经遍布中国的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覆盖了包括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在内的所有

省份。截至2005年6月，思科已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216个网络学

院，通过教授全面的和最新的网络技术课程，帮助青年掌握网络和

互联网技术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目前，中国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在学

学生人数2万多名，毕业生人数近2万人，在全球各国排名第二。

前景展望

ICT为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要实现这一变革，就必

须满足一些基本需求。当然，这些需求中最明显的就是对计算机和

互联网的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数字表明，计算

能力的分布大致对应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例如，与东方国家的

学生相比，西欧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对互联网和计算机的访问途径。

在全球经济中对知识的获取能力可从很多方面决定一个国家的

繁荣或贫困，这种“数字鸿沟”的存在很难回避。基本电信基础设

施在全世界的普及是为教育创建更先进的应用和系统的重要前提，

而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如此，ICT在世界范围内的

使用和应用仍将在一个可预测的量度上推动教育领域的变革和改进，

为尽可能广泛的人群带来知识的收益。

思科坚信，互联网和教育是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两个核心

动力，将深刻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命运，改变国家、企业和个人

在未来时代的竞争力。人才教育成为重中之重，同时，互联网的共

享信息和信息传递消除了时间、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和种族的障碍，

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的公平性。教育和互联网的黄金组合真正超越了

时间、空间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藩篱，成为最大的平等缔造者，为处

于相对落后的个人、地区和国家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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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信息化时代的教师培训

ICT并不是要使教师成为多余的人，但必将使这一职业重新定位

其未来的角色。很多研究都表明，要想有效利用ICT，教师就必须对

技术充满信心并熟练掌握--他们必须明确使用这种技术的理由并有

把握实现其效益。

对教育重点和过程进行重大改变的需求与对教师的期望之间的

矛盾日趋紧张，特别是在ICT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使用方面。无论

这些激进的变革是在地方范围的还是在全国范围，教师都很难以足

够快的速度来适应。因此，教师在从ICT投资中收获教育回报的政策

设计和实施中处于重要位置，有效加强教师招聘、培训和职业发展

方面的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的关键问题。

欧洲委员会在其建议中指出：“全球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措施确

保其教育体系能不断得到更新，实现高质量的教学，并确保在学校

和其他教育机构中能够开发出关键的ICT技能。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

明，为教师提供有关ICT技能和相应教育方法的培训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认为，让教师做好准备是在教育界部署ICT的主要成功因素。”

眼下，很多国家都已将ICT确定为最初教师培训的优先内容。在

英国和瑞典等国家，这已通过针对基础教师培训的全国性课程进入

立法，而在其他一些国家，这是政府建议应作的工作。

政府的支持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通过ICT改进教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动。

例如，欧盟内部的很多领域都通过政策鼓励更好地采用ICT，在教育

和培训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

欧盟22个国家的教育部、欧洲自由贸易区及中东欧一些国家合

作推动了欧洲学校网（EUN）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面向学习和协作

的虚拟多语言泛欧洲校园，并建立一个在教育中的ICT基础上实现创

新和信息交换的泛欧洲网络。

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也对教育中的ICT大力投入。德意志电信

公司与联邦政府合作为所有学校都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接入服务，联

邦政府还资助用于各级学校的教育软件的研发工作。法国则已经实

施了一个全国性教育计划，作为“将法国带入信息化社会”的更广

泛项目的一部分。该计划的教育部分有三个主要方面：鼓励各学校

采用ICT，既可作为教学辅助手段也可作为学生的工具；开发一个中

央网络Educnet，将所有学校全都连接起来并提供对地方政府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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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前进步伐。在世界范围内，思科与政府开展合作，推动ICT在

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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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的300名小学生终于告别了危险破旧的泥瓦教室，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快乐地开始新

的学习生活。10月25日，由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公司和安徽省电信有限公司共同捐资兴建的希望小学__安徽省

宿州市墉桥区希望小学校舍竣工，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翟良超、安徽省电信有限公司原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工会主席韩浦生参加了落成仪式。

此次，思科公司与安徽电信及其员工共捐资20万元，用于兴建希望小学。新建成的墉桥区希望小学占地面积近9

亩，两层全新的校舍共有16个宽敞的教室。思科公司和安徽电信对希望工程的热心捐助，使得更多渴求知识的孩子得

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热心的思科员工还筹集了一部分爱心资金，为师生们添置了课外书籍、体育用品等额外的

教学用具。

在落成仪式上，思科公司副总裁翟良超表示：“思科认为，互联网和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两个核心动力，将深

刻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命运，改变国家、企业和个人在未来时代的竞争力。思科不仅要发挥自身的网络技术所长推

动电子学习，也要用我们的热心、爱心去感召更多的个人、企业对偏远地区的教育发展给予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安徽电信的韩浦生表示：“希望工程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关乎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安徽电信将积极开展行动，

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当中，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儿童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据悉，这是一向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思科公司员工发起捐建的第三所希望小学。第一所思科员工希望小学于

2002年10月在河北省青龙县花厂峪村落成，第二所希望小学于2003年9月在江西九江县涌泉乡泉塘村落成。思科将一

批又一批欠发达地区的孩子送进浩瀚的知识殿堂，圆了孩子们心中的求学梦。思科的员工代表表示，他们将总结以往

捐建思科员工希望小学的经验，把捐助工作继续开展下去。据悉，还有一所思科员工希望小学即将在四川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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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引导、企业的良好意愿和新技

术的推动，正在将教育的力量伸展到世界

每一个地方，为人们提供改变生活的机会。

思科长期坚持其承诺和社会责任，致力于

在所有人当中推动教育的普及。不久前，

思科推动的一项宏大创举—约旦教育计

划（JEI）获得了美国国务院“卓越企业奖”

（ACE）。

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颁奖仪式上，美

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向思科总裁兼

CEO约翰·钱伯斯颁发了这一奖项，以表

彰思科的“杰出企业公民精神、创新和堪

称典范的国际业务实践”。赖斯高度评价

了思科在约旦通过大力支持当地的青年教育，

尤其是数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所扮演的模

范企业公民角色。她在颁奖仪式上表示：“思

科了解教育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和

繁荣的关键。”

JEI计划正在建设一个连接100所学校

的互联网骨干网络，创建一个多媒体在线

数学课程，并建立12所旨在为青年男女提

供信息技术教育的思科网络技术学院。JEI

使约旦的“发现学校”计划成为基于网络

的课程改革的典范。这场变革将会影响到

约旦的5万名学生和2300名教师。

通过与JEI合作伙伴（包括企业、政府、

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密切合作，思科

帮助JEI计划的毕业生们为公共和私营部门

的多个与网络和IT有关的职务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使他们可以在工程、计算机科学和相关

领域继续深造。该计划还有助于确保学生能够胜任职场的挑战，并致力于延续他们的教育

和学习。

“约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一个知识经济的架构，鼓励民众的创业以及投身于信

息通信技术行业的意愿。”思科总裁兼CEO约翰·钱伯斯表示。“约旦教育计划的目的是

建立一种有效的、基于互联网的学习模式。这种模式还可以应用于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

其他国家。”

最近，思科还宣布了一项“21S”长期教育计划，旨在重建受到飓风重创的美国海岸地

区的学校。21S的第一阶段是在密西西比州开展密西西比教育计划（MEI）。JEI和MEI都

源自于思科通过从1997年启动的网络技术学院计划而得到的在线教育经验。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思科始终积极承担企业公民的责任，融合网络和教育的力量，帮

助个人、地区和国家实现更好的发展。JEI计划在思科一系列回馈社会的行动中竖立起一座

新的里程碑，思科也将继续坚持其一直以来的承诺，为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事业不断提供新

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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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凝聚着太多人的目光和期许，而“数字奥运”将成为这

项盛会的亮点之一。“数字奥运” 既体现了科技与奥运日益紧

密结合的时代特征，也成为弘扬奥运人文精神的有力手段。

11月11日，在2008年北京奥运倒计时1000天之际，奥组委公布

了吉祥物“福娃”。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美好梦想，传递着友谊、

和平、积极进取的精神。北京奥运凝聚着太多人的目光和期许，而

“数字奥运”将成为这项盛会的最大亮点。“数字奥运” 既体现了

科技与奥运日益紧密结合的时代特征，也成为弘扬奥运人文精神的

有力手段。

奥运会历来都是新科技亮相的最佳舞台。1996年，亚特兰大

奥运会以首届“网络奥运”成名，重大赛事上的成功应用也推动

了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2000年在悉尼，“千年通信网络”为

奥运的成功举办立下了汗马功劳；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更多

的创新应用大显身手，网络安全系统平均每天将两万次安全威胁

防患于未然，数字电视、智能语音、无线通信技术更让观众体验

到融合网络无所不在的魅力。2008年的北京，能否再次夺取科技

奥运的桂冠与荣耀？

迎接科技奥运的挑战

无论是从应用规模、复杂程度，还是从所影响人群的广泛和多

样性来看，科技奥运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近期举行的“2008工

程数字奥运研讨会”上，曾任悉尼奥组委COO的Jim Sloman指出，

“让每个人都及时收到信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前雅典奥组委执

行总监、首席技术官Yannis Pyrgiotis也认为，科技奥运所面临的挑

战方方面面，特别在奥运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从技术选择、工

程规划、运营管理、城市运转到赛后遗留设施和资产的交付，每个

环节都需要全面的考虑。

北京奥运建设有着更为宏大的规划，也需要在每个细节上更加

深入细致。到2008年，北京将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高速、大容量的

多媒体信息网络系统，包括卫星通讯、移动通讯和光纤通讯在内的

现代化立体通讯系统，高清晰度数字化的电视转播系统，以及直接

为奥运服务的各种信息网络系统。2008北京奥运在数字化和信息化

方面的决心和大手笔，将为IT及通信行业带来巨大的机遇。

思科技术襄赞体育盛会

前雅典奥组委技术经理Dimitris Beis认为，技术对于体育比赛起

着关键推动作用，其重要性就像汽油对汽车一样。作为世界领先的互

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

思科认同这一观点，并致力于借助自己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和丰富

的支持各大体育赛事的经验， 让“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

精神闪耀2008。

2001年的广州九运会，思科公司提供了业界领先水平的核心路由器、

多层多功能交换设备和工作组交换机等系列产品，完成了"三层网络、

八个中心、九项子系统"的建设项目。和合作伙伴一起，思科帮助九运

会建立了以广州为中心，东西跨度970公里、南北跨度260公里，覆盖九

运会15个赛区的59个比赛场馆，能够承担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发布、

组织管理和指挥调度等职能的信息主干网络系统。同时思科公司特地从

北京、香港、深圳调来具有丰富网络经验的技术支持中心（TAC）工

程师，配合思科强大的全球资源储备，确保九运会信息网络系统的安全

运行。在思科系统的协助下，九运信息网络系统信息量大、覆盖范围广、

传送速度快，使九运会成为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全运会。

继为九运会建设信息网络系统后，思科的IP解决方案又在三年后雅

典奥运会的电视转播中获得了良好应用。为保障奥运节目的顺利制作与

播出，CCTV采用思科IP解决方案构建了奥运会转播多业务平台，实现

了CCTV远程节目编辑系统、奥运转播的演播控制系统、办公电话系统、

数据库应用系统、广播级视频节目的回传和电视伴音信号的回传，同时

为其他转播平台的控制信号回传提供IP回传信道。思科的解决方案突出

展现了语音、数据和广播质量视频在融合的IP网络上的传输，通过IP网

络平台的应用改造和简化了CCTV奥运转播的制作和广播流程。此次在

远程制作上的尝试和应用，使得CCTV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工

作效率，保持了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基于思科IP网络平台

的运用，实现所有赛场信号的全程、实时的前后方共享，成为世界上首

个成功案例，也为以后的大型赛事转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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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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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转播平台的控制信号回传提供IP回传信道。思科的解决方案突出

展现了语音、数据和广播质量视频在融合的IP网络上的传输，通过IP网

络平台的应用改造和简化了CCTV奥运转播的制作和广播流程。此次在

远程制作上的尝试和应用，使得CCTV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工

作效率，保持了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基于思科IP网络平台

的运用，实现所有赛场信号的全程、实时的前后方共享，成为世界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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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创新点燃“新奥运”火炬

“新北京、新奥运”是2008北京奥运的旗帜和口号。思科亚太区

网络业务解决方案部总裁Lea King指出，网络连接对于奥运会相关各

方，包括组织者、游客、运动员、媒体记者、赛事举办地的社区民众

以及供应商和广告客户都发挥着重大作用。在比赛的不同阶段，互联

网提供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体验。

Lea King介绍，思科提出了“互联体育盛会”解决方案，以“建

立一个可以成功地举办大型公共赛事而明确挑战、机遇和技术的框架。”

作为全球网络通信市场的领导者，思科始终把创新当作自己提高核心

竞争力的动力源泉，创新网络技术有望在2008年得到更为充分的运用。

以IP NGN解决方案为主导，思科正引领着信息与通信技术融合

的潮流方向。思科IP NGN在高度可用和可扩展的集成IP基础设施上

提供融合式语音、数据、视频（“三网合一”）服务，通过统一IP网

络承载不同类型通信，实现互动解决方案、视频点播（VoD）等创

新应用，这将为全球数十亿关注奥运的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

众所周知，奥运会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体育盛事。

200多个国家的万余运动员直接参与，全球数十亿观众的关注，这都

使奥运会成为信息管理量、交互量和传播量极大的组合体。因此，

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思科一直都专注于实现

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和稳定性，并提供了全新的网络安全保护思路

—思科自防御网络（SDN）。SDN是一种全新的多阶段安全计划，

它不仅让系统得到端到端的保护，而且还对各种应用进行保护，使

网络有“自愈”功能，从而形成全方位防护的安全解决方案，大大

提高了网络发现、预防和对抗安全威胁的能力。

2008年的北京奥运凝聚着太多人的目光和期许，而“数字奥运”

将成为这项盛会的亮点之一。“数字奥运” 既体现了科技与奥运日

益紧密结合的时代特征，也成为弘扬奥运人文精神的有力手段。

20  21

明星技术思科热点

软件创新
—开拓思科IOS的地平线

作为应用最为广泛的网络软件，思科IOS软件系列在全世界

一千多万个不同规模的系统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范围从小型

家庭办公网络到最庞大的电信运营商网络。思科IOS取得广泛成

功的关键在于，它的标准化设计中整合了创新网络技术、关键

业务IP服务和首屈一指的平台支持能力。让思科IOS软件能够高

踞业界领导位置的，是思科强大的研发实力，对于技术创新不

懈的追求，以及对于变化万端的客户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

在企业市场，思科在其Catalyst 6500系列高端交换产品中

内置了IOS软件模块化特性，帮助企业用户最小化宕机时间，提

升运营效率。面向正在朝IP下一代网络（IP NGN）方向积极转

型的电信运营商，思科提供了IOS XR，它能够很好地满足运营

商对于可扩展性、可用性和服务灵活性的高标准需求，从而为

运营商开拓新型电信业务、寻求未来市场空间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此外，思科还通过自动化的软件工具帮助不同类型的用户，无

论是企业市场用户还是电信运营商，简单易行地配置和监控其

网络中特定的设备和应用—思科网络管理软件把网络作为一

个整体来看待和管理，从而为用户根据其特殊业务需求管理其

网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手段。

思科将“智能化信息网络”（IIN）架构作为未来几年的技

术愿景，而IOS软件创新将是实现思科IIN战略的重要步骤。下面，

就让我们看看在不同的应用领域，思科如何将其IOS软件打造成

为网络系统中坚实、可靠的智能“神经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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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和日益加剧的商业竞争，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

都需要有真正坚实、可靠的网络平台来确保企业业务顺畅进行，更为未来发展

预留足够空间。通过卓有成效的软件创新，思科将其IOS（网络操作系统）打

造成为网络系统中坚实、可靠的智能“神经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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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络：IOS模块化崭露头角

行业研究表明，随着IP电话、网络安全、融合应用等新技术不断

涌现，网络的需求日趋复杂化，这与企业IT部门的能力之间形成了一

道“运营鸿沟”。如果网络的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造成宕机或其他

问题，就会给企业带来实际的和潜在的巨大损失。这一问题在企业的

数据中心、网络核心和接入层表现得更为紧迫。

在数据中心和企业园区网络的应用中，采用模块化IOS的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提供了良好的容错性能和更快的恢复功能，从而帮助

企业消除“运营鸿沟”的影响，树立起网络高可用性的新地标。

对于企业网络的管理者，思科Catalyst 6500系列中的IOS软件模

块化特性主要有简化软件变更、最小化计划外宕机时间和实现自动化

策略控制三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IOS模块化简化了软件变更。通常，企业IT部门部署新软

件之前都要经过验证，规划宕机时间表，最终部署。而模块化的IOS

软件大大加快了验证速度，减小了软件兼容风险，另外，通过不间断

软件升级（ISSU）子系统，可以在其他组件正常运行的同时更改代码，

从而实现零宕机时间。根据客户调查的结果，企业可以将验证和部署

新软件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这对于保障关键业务，诸如交易

平台、医疗应用、支持音频和视频的实时网络服务等业务都非常重要。

简化的软件变更还大大加强了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Catalyst 

6500系列的产品线经理Sachin Gupta指出：“升级安全补丁是企业

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措施。特别在黑客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升级越及

时，就越能防患于未然。”

其次，通过可自行恢复的独立进程，IOS模块化可以最小化计划

外宕机时间。IOS模块化将不同的进程限制在独立的受保护的存储空

间中，这项创新使系统可以单独重启某项进程，并提供不同进程的状

态检测，这样，出错的进程就可以重启并恢复到上一个已知的状态和

配置，而不必重启整个系统。重启恢复时间也从数分钟缩短到数毫秒。

“没有这些功能之前，一旦路由进程出错，转发就得中止，直到

交换机重建所有的转发路由表为止。”Gupta介绍说。现在，对于故

障进程，不论是路由、TCP、UDP还是FTP进程，都可以通过网络

管理员或策略自动管理来重启而不影响其他进程，提高了系统的容错

能力，进而实现不间断转发（NSF）。

第三，通过整合内置事件管理器（EEM）提供进程级别的自动

化策略控制。自动化策略控制将耗时的任务下放给网络，让IT部门可

以专注于更有价值的工作。这就帮助企业减小了“运营鸿沟”的不利

影响。网络管理员可以用思科命令行界面（CLI）或工具通用语言（TCL）

代码来制定策略，这些策略可用于不同方面，包括检测服务器上可用

的升级补丁，下载补丁，并在预先指定的时间安装等。另外，“如果

一个补丁安装后有不良后果，EEM还可以自动卸载它，”Gupta介绍。

采用模块化IOS的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是思科IOS技术部门

最近的一项创新，它使思科保持了在局域网交换市场的领先地位，并

能有效帮助企业IT管理者解决紧迫的运营和网络问题。思科安全、数

据中心和交换技术高级副总裁Jayshree Ullal表示：“思科模块化

IOS软件，以及Catalyst 6500系列所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投资保护，都

体现出我们推动创新的能力，并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这也将始终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IOS XR，电信网络新高度

电信运营商面临向IP NGN迁移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支

持多服务扩展、持续的系统运营和安全的虚拟化的创新网络平台，对

于从多个单一服务网络向一个多服务融合网络转型是必不可少的。思

科IOS XR软件能够满足所有这些需求，有力地推动了IP NGN的前

进步伐。

·多服务扩展

多服务扩展既涉及转发层，也涉及控制层。转发层要能支持不断

增长的带宽、良好的服务质量（QoS）和可扩展的多通道机制，与此

同时，控制层要能支持分布式处理智能，以帮助电信运营商在提升转

发性能的同时扩展服务和顾客。这种可扩展的智能将帮助运营商从基

础传输服务向电信价值链的上游转移。

思科IOS XR软件支持分布式转发架构，让系统能够很容易为多

服务应用扩展新的界面和特性。IOS XR的一个关键创新就是从一个

中心CPU控制层模式转为完全分布式的处理模式。很多进程被分配

到不同的线卡上，由于每个线卡只需要处理自己的而不是整个系统的

界面，这种架构能够支撑更大的服务和用户规模。

像路由和信号协议这样的进程，既可以运行在一个处理器上，也

可以分配给多个路由处理器，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其效果并无不同。

至于那些可以占用一整个路由处理器资源的应用，比如边界网关协议

（BGP），思科IOS XR独特的分布式架构可以防止它成为处理能力

的瓶颈。

·持续的系统运营

持续的系统运营意味着让网络中断的时间最小化，不论这种中断

是出于意外，还是因升级或部署新服务的需要。与Catalyst 6500在

企业网络中发挥的作用类似，IOS XR也要为电信运营商同时解决这

两种问题。实际上，IOS XR可以消除由于维护、升级或替换软硬件

造成的中断，从而完全避免服务的损失。意外所造成的影响也被最小

化，这主要是由于IOS XR的模块化多核架构。多核架构可以隔离发

生差错的进程和应用，不至于影响整个系统。另外，像UNIX一样，

多核架构支持分时多任务，可以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添加、中止或

升级应用和系统进程。

思科产品和技术营销部门的IOS软件营销总监John Braskamp指

出：“对电信运营商来说，采用高度模块化的IOS XR避免了网络故

障，实际也就减少了收入和生产率的损失，节约了成本。”

·安全的虚拟化

将多个网络和平台整合为一个融合网络可以为运营商缩减成本，

但也带来了挑战。运营商必须考虑怎样在一个网络上向不同的客户人

群提供服务而互不干扰。通过安全的虚拟化，可以将单一系统按照服

务和管理类别划分为不同的逻辑子系统，这就将不同的服务和客户区

隔开来，既安全可靠，又提升了运营和管理效率。

思科IOS XR软件的服务分隔架构（SSA）帮助电信运营商实现

平台融合，同时保证每一个网络和服务的独立和安全。不久前，欧洲

高级网络测试中心（EANTC）对思科XR 12416路由器进行了测试，

将其配置为四个独立的服务域路由器（SDR）。结果表明，这些SDR

之间完全没有重叠或转发，对其中一个SDR进行软硬件升级也对其他

的SDR毫无影响，CPU和内存资源也是完全独立的。

IOS XR在一年多以前首次被引入思科CRS-1运营商级路由系统。

它针对电信运营平台的需求进行了特别设计和优化，在扩展性能、分

散处理和执行分布式转发方面表现优异。思科产品和技术营销部门的

营销副总裁Rob Redford介绍说：“在CRS-1这种规模的系统中，

它的转发层和控制层的规模要求我们只能采用完全不同的手段来构建

一个操作系统。”目前，这一业界首个完全模块化、完全分布式的操

作系统已经被扩展到常用的思科12000系列路由平台上。

IOS XR的效用已经被实际应用所证明。采用IOS XR的CRS-1

路由系统推出一年多的时间内，为众多的全球一流电信运营商所青睐，

包括Sprint、英国电信、Yahoo BB、Comcast、瑞士电信和意大利

电信等世界顶级的电信运营商纷纷采用CRS-1高端路由产品来构建

自己的核心网络。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已有30多个主要客户部署了

100多台CRS-1产品来构建其IP NGN网络。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ERNET）

同时采用了思科CRS-1和XR 12000系列路由器，CERNET首席技术

官李教授表示：“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完全模块化的软件架构，让路由

协议和其他应用能够彼此独立地运行。从部署到现在，思科IOS XR

在我们网络上的运行效果始终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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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技术明星技术

企业网络：IOS模块化崭露头角

行业研究表明，随着IP电话、网络安全、融合应用等新技术不断

涌现，网络的需求日趋复杂化，这与企业IT部门的能力之间形成了一

道“运营鸿沟”。如果网络的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造成宕机或其他

问题，就会给企业带来实际的和潜在的巨大损失。这一问题在企业的

数据中心、网络核心和接入层表现得更为紧迫。

在数据中心和企业园区网络的应用中，采用模块化IOS的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提供了良好的容错性能和更快的恢复功能，从而帮助

企业消除“运营鸿沟”的影响，树立起网络高可用性的新地标。

对于企业网络的管理者，思科Catalyst 6500系列中的IOS软件模

块化特性主要有简化软件变更、最小化计划外宕机时间和实现自动化

策略控制三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IOS模块化简化了软件变更。通常，企业IT部门部署新软

件之前都要经过验证，规划宕机时间表，最终部署。而模块化的IOS

软件大大加快了验证速度，减小了软件兼容风险，另外，通过不间断

软件升级（ISSU）子系统，可以在其他组件正常运行的同时更改代码，

从而实现零宕机时间。根据客户调查的结果，企业可以将验证和部署

新软件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这对于保障关键业务，诸如交易

平台、医疗应用、支持音频和视频的实时网络服务等业务都非常重要。

简化的软件变更还大大加强了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Catalyst 

6500系列的产品线经理Sachin Gupta指出：“升级安全补丁是企业

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措施。特别在黑客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升级越及

时，就越能防患于未然。”

其次，通过可自行恢复的独立进程，IOS模块化可以最小化计划

外宕机时间。IOS模块化将不同的进程限制在独立的受保护的存储空

间中，这项创新使系统可以单独重启某项进程，并提供不同进程的状

态检测，这样，出错的进程就可以重启并恢复到上一个已知的状态和

配置，而不必重启整个系统。重启恢复时间也从数分钟缩短到数毫秒。

“没有这些功能之前，一旦路由进程出错，转发就得中止，直到

交换机重建所有的转发路由表为止。”Gupta介绍说。现在，对于故

障进程，不论是路由、TCP、UDP还是FTP进程，都可以通过网络

管理员或策略自动管理来重启而不影响其他进程，提高了系统的容错

能力，进而实现不间断转发（NSF）。

第三，通过整合内置事件管理器（EEM）提供进程级别的自动

化策略控制。自动化策略控制将耗时的任务下放给网络，让IT部门可

以专注于更有价值的工作。这就帮助企业减小了“运营鸿沟”的不利

影响。网络管理员可以用思科命令行界面（CLI）或工具通用语言（TCL）

代码来制定策略，这些策略可用于不同方面，包括检测服务器上可用

的升级补丁，下载补丁，并在预先指定的时间安装等。另外，“如果

一个补丁安装后有不良后果，EEM还可以自动卸载它，”Gupta介绍。

采用模块化IOS的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是思科IOS技术部门

最近的一项创新，它使思科保持了在局域网交换市场的领先地位，并

能有效帮助企业IT管理者解决紧迫的运营和网络问题。思科安全、数

据中心和交换技术高级副总裁Jayshree Ullal表示：“思科模块化

IOS软件，以及Catalyst 6500系列所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投资保护，都

体现出我们推动创新的能力，并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这也将始终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IOS XR，电信网络新高度

电信运营商面临向IP NGN迁移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支

持多服务扩展、持续的系统运营和安全的虚拟化的创新网络平台，对

于从多个单一服务网络向一个多服务融合网络转型是必不可少的。思

科IOS XR软件能够满足所有这些需求，有力地推动了IP NGN的前

进步伐。

·多服务扩展

多服务扩展既涉及转发层，也涉及控制层。转发层要能支持不断

增长的带宽、良好的服务质量（QoS）和可扩展的多通道机制，与此

同时，控制层要能支持分布式处理智能，以帮助电信运营商在提升转

发性能的同时扩展服务和顾客。这种可扩展的智能将帮助运营商从基

础传输服务向电信价值链的上游转移。

思科IOS XR软件支持分布式转发架构，让系统能够很容易为多

服务应用扩展新的界面和特性。IOS XR的一个关键创新就是从一个

中心CPU控制层模式转为完全分布式的处理模式。很多进程被分配

到不同的线卡上，由于每个线卡只需要处理自己的而不是整个系统的

界面，这种架构能够支撑更大的服务和用户规模。

像路由和信号协议这样的进程，既可以运行在一个处理器上，也

可以分配给多个路由处理器，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其效果并无不同。

至于那些可以占用一整个路由处理器资源的应用，比如边界网关协议

（BGP），思科IOS XR独特的分布式架构可以防止它成为处理能力

的瓶颈。

·持续的系统运营

持续的系统运营意味着让网络中断的时间最小化，不论这种中断

是出于意外，还是因升级或部署新服务的需要。与Catalyst 6500在

企业网络中发挥的作用类似，IOS XR也要为电信运营商同时解决这

两种问题。实际上，IOS XR可以消除由于维护、升级或替换软硬件

造成的中断，从而完全避免服务的损失。意外所造成的影响也被最小

化，这主要是由于IOS XR的模块化多核架构。多核架构可以隔离发

生差错的进程和应用，不至于影响整个系统。另外，像UNIX一样，

多核架构支持分时多任务，可以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添加、中止或

升级应用和系统进程。

思科产品和技术营销部门的IOS软件营销总监John Braskamp指

出：“对电信运营商来说，采用高度模块化的IOS XR避免了网络故

障，实际也就减少了收入和生产率的损失，节约了成本。”

·安全的虚拟化

将多个网络和平台整合为一个融合网络可以为运营商缩减成本，

但也带来了挑战。运营商必须考虑怎样在一个网络上向不同的客户人

群提供服务而互不干扰。通过安全的虚拟化，可以将单一系统按照服

务和管理类别划分为不同的逻辑子系统，这就将不同的服务和客户区

隔开来，既安全可靠，又提升了运营和管理效率。

思科IOS XR软件的服务分隔架构（SSA）帮助电信运营商实现

平台融合，同时保证每一个网络和服务的独立和安全。不久前，欧洲

高级网络测试中心（EANTC）对思科XR 12416路由器进行了测试，

将其配置为四个独立的服务域路由器（SDR）。结果表明，这些SDR

之间完全没有重叠或转发，对其中一个SDR进行软硬件升级也对其他

的SDR毫无影响，CPU和内存资源也是完全独立的。

IOS XR在一年多以前首次被引入思科CRS-1运营商级路由系统。

它针对电信运营平台的需求进行了特别设计和优化，在扩展性能、分

散处理和执行分布式转发方面表现优异。思科产品和技术营销部门的

营销副总裁Rob Redford介绍说：“在CRS-1这种规模的系统中，

它的转发层和控制层的规模要求我们只能采用完全不同的手段来构建

一个操作系统。”目前，这一业界首个完全模块化、完全分布式的操

作系统已经被扩展到常用的思科12000系列路由平台上。

IOS XR的效用已经被实际应用所证明。采用IOS XR的CRS-1

路由系统推出一年多的时间内，为众多的全球一流电信运营商所青睐，

包括Sprint、英国电信、Yahoo BB、Comcast、瑞士电信和意大利

电信等世界顶级的电信运营商纷纷采用CRS-1高端路由产品来构建

自己的核心网络。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已有30多个主要客户部署了

100多台CRS-1产品来构建其IP NGN网络。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ERNET）

同时采用了思科CRS-1和XR 12000系列路由器，CERNET首席技术

官李教授表示：“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完全模块化的软件架构，让路由

协议和其他应用能够彼此独立地运行。从部署到现在，思科IOS XR

在我们网络上的运行效果始终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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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前沿明星技术

实现网络全局管理

思科在IOS模块化上的创新对企业和电信网络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而对用户业务运行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健全的网络管理。

在网络管理实践中，要把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不是一堆

路由器、服务器、交换机的拼凑，或者不同的区域、从不同的公司采

购来的设备的堆砌。思科网络管理技术部门的高级副总裁Cliff 

Meltzer指出，不同的用户在网络管理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对于电

信运营商来说，“部署新服务和应用就会拖延推出服务的时间，并提

高运营和管理成本”；对企业用户，“系统的变更和配置花费过高，

增加了运营开支”；而中小企业“如果采用了复杂和耗时的网络方案，

就会给业务拖后腿，特别是当他们想和大型企业一样在融合网络上部

署视频、语音和数据时”。 

Meltzer表示：“思科的目标就是通过软件和技术研发，帮助用

户从全局角度管理网络。我们将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需求推出相应的

工具。”在提升网络管理能力方面，思科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包括

三种出色的网络管理工具，即思科配置引擎、CiscoWorks IP电话环

境监视器（ITEM）、Cisco 2700系列无线定位设备，以及在推广可

扩展标记语言（XML）方面的努力。对于网络全局管理来说，标准

化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思科在推广XML语言在企业内部网通信

中的应用方面投入了大量工作。目前，XML语言已经成为广泛应用

的电子商务语言。

·思科配置引擎

思科配置引擎是一种基于网络的管理软件，它能够实现客户端设

备（CPE）的“无接触”部署和管理。电信运营商或企业客户在应用

当中，只要将配置信息输入一个或多个模板，思科配置引擎就能自动

地把适当的模板配置信息下载到数千个提出申请的客户端设备中去。

思科配置引擎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能够安全而方便地部署、升

级、管理客户端设备。它加强了通过网络图形化设备管理大量客户端

的能力。“它充分体现了即插即用的简便性，”思科产品和技术营销

部门的网络管理营销经理Brian Junnila说：“在企业的小型分支机构，

一个职员只要打开包装盒，接上路由器，然后，一切都是自动的了。”

·IP电话环境监视器（ITEM）

如果话音质量不佳，IP语音的使用者就会很不满意。ITEM这一

软件工具能够帮助网络的管理者比用户更早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ITEM对IP语音通信的质量进行持续的监测。它通过不同的路径

发送测试用的模仿语音包，以检查出延迟、丢包、抖动等过去在IP通

信当中抱怨最多的问题。这些模仿的语音包是通过思科IOS软件中的

一项IP服务等级协议（IP SLAs）功能产生的。测试可以定期或根据

需要进行。有了ITEM工具，企业就能更好地融合语音和数据网络，

减少语音通信方面的成本。

·Cisco 2700系列无线定位设备

怎样在仓库里找到一把轮椅、一位销售经理、一名小组长、一个

货柜、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玩具？听起来，这些任务的性质很不一

样，但只要他、她或者它拥有一个基于IEEE 802.11标准的无线通信

设备（不管这个设备是笔记本、IP手机、PDA、无线路由器还是射频

识别标签），问题就迎刃而解。

思科无线定位设备能够构建起一个基于Wi-Fi无线网络的解决

方案，以帮助企业用户解决物理设备的跟踪和安全问题。思科产品

和技术营销部门的另一位网络管理营销经理Mark King表示：“这

表明网络管理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数据访问和通信，进入真实世界的

应用当中。”

·基于网络的XML通信

网络服务（Web services）这一机制已经成为各个网络应用、组

件和系统之间进行通信的标准，推动了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和电子商务

的发展。XML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数据交换标准，成为实现安全、可

靠的信息交换的基础。

随着网络在地理上和逻辑结构上发展地越来越分散，统一的交换

语言的重要性也益发增加。思科副总裁、网络管理首席技术官Nino 

Vidovic指出：“像存储和计算这样的功能存在于不同的地方，并被

通过网络联结起来，形成虚拟存储和分布式处理能力。这样，就可以

存储、处理和提供更大量的信息，运行更大的应用。但是，要让这一

切得以顺畅地运转，所有这些部分（存储、计算和网络）必须配合良

好，并得到统一的管理。”

互联网也许正在变成一个圣经中的巴别塔，而对它的构建者来

说，XML可能成为一种通用语。在网络所要解决的任务越来越庞杂、

越来越精细的今天，XML为企业网络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协

作工具。

思科卓越的IT部门管理着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领先企业环境之一—思科全球网。通过借鉴思科IT部门在实践

中积累的经验，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找到更好地满足自身IT需求的途径。

在思科的总收入中，93%的销售收入（每分钟33，000美元）都是利用思科互联网连接和内部网实现的。思科全球

的55，000多名员工和合作伙伴依赖全球WAN与世界各地的250多个站点和远程接入VPN相连。在所有思科产品中，

制造其中80%产品的合作伙伴都依赖与思科数据中心的思科外部网连接开展业务。提供支持服务时，也有大约80%的

服务请求都是由思科客户通过思科技术帮助中心（TAC）提出的，而由TAC工程师通过网络执行远程排障。对思科

而言，保持网络的高可用性和性能对于业务运营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思科公司的网络管理中，必须提取IP流量的特征，说明流量的流动方式和地点。对IP流量

的监控有助于执行更加准确的流量规划。它支持资源调整，即适当利用资源，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另外，它不但能

帮助IT部门确定在哪里应用服务质量（QoS），以便优先处理重要流量，还能在网络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思科

能够通过持续流量监控发现拒绝服务（DoS）袭击、网络传播蠕虫及其它意外网络事件。

融合网络和IP电话将不断普及，通过网络流量特征提取执行容量规划和异

常检测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迫切需要实现这些功能的企业来说，

Cisco NetFlow是一项期待已久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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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网络全局管理

思科在IOS模块化上的创新对企业和电信网络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而对用户业务运行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健全的网络管理。

在网络管理实践中，要把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不是一堆

路由器、服务器、交换机的拼凑，或者不同的区域、从不同的公司采

购来的设备的堆砌。思科网络管理技术部门的高级副总裁Cliff 

Meltzer指出，不同的用户在网络管理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对于电

信运营商来说，“部署新服务和应用就会拖延推出服务的时间，并提

高运营和管理成本”；对企业用户，“系统的变更和配置花费过高，

增加了运营开支”；而中小企业“如果采用了复杂和耗时的网络方案，

就会给业务拖后腿，特别是当他们想和大型企业一样在融合网络上部

署视频、语音和数据时”。 

Meltzer表示：“思科的目标就是通过软件和技术研发，帮助用

户从全局角度管理网络。我们将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需求推出相应的

工具。”在提升网络管理能力方面，思科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包括

三种出色的网络管理工具，即思科配置引擎、CiscoWorks IP电话环

境监视器（ITEM）、Cisco 2700系列无线定位设备，以及在推广可

扩展标记语言（XML）方面的努力。对于网络全局管理来说，标准

化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思科在推广XML语言在企业内部网通信

中的应用方面投入了大量工作。目前，XML语言已经成为广泛应用

的电子商务语言。

·思科配置引擎

思科配置引擎是一种基于网络的管理软件，它能够实现客户端设

备（CPE）的“无接触”部署和管理。电信运营商或企业客户在应用

当中，只要将配置信息输入一个或多个模板，思科配置引擎就能自动

地把适当的模板配置信息下载到数千个提出申请的客户端设备中去。

思科配置引擎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能够安全而方便地部署、升

级、管理客户端设备。它加强了通过网络图形化设备管理大量客户端

的能力。“它充分体现了即插即用的简便性，”思科产品和技术营销

部门的网络管理营销经理Brian Junnila说：“在企业的小型分支机构，

一个职员只要打开包装盒，接上路由器，然后，一切都是自动的了。”

·IP电话环境监视器（ITEM）

如果话音质量不佳，IP语音的使用者就会很不满意。ITEM这一

软件工具能够帮助网络的管理者比用户更早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ITEM对IP语音通信的质量进行持续的监测。它通过不同的路径

发送测试用的模仿语音包，以检查出延迟、丢包、抖动等过去在IP通

信当中抱怨最多的问题。这些模仿的语音包是通过思科IOS软件中的

一项IP服务等级协议（IP SLAs）功能产生的。测试可以定期或根据

需要进行。有了ITEM工具，企业就能更好地融合语音和数据网络，

减少语音通信方面的成本。

·Cisco 2700系列无线定位设备

怎样在仓库里找到一把轮椅、一位销售经理、一名小组长、一个

货柜、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玩具？听起来，这些任务的性质很不一

样，但只要他、她或者它拥有一个基于IEEE 802.11标准的无线通信

设备（不管这个设备是笔记本、IP手机、PDA、无线路由器还是射频

识别标签），问题就迎刃而解。

思科无线定位设备能够构建起一个基于Wi-Fi无线网络的解决

方案，以帮助企业用户解决物理设备的跟踪和安全问题。思科产品

和技术营销部门的另一位网络管理营销经理Mark King表示：“这

表明网络管理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数据访问和通信，进入真实世界的

应用当中。”

·基于网络的XML通信

网络服务（Web services）这一机制已经成为各个网络应用、组

件和系统之间进行通信的标准，推动了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和电子商务

的发展。XML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数据交换标准，成为实现安全、可

靠的信息交换的基础。

随着网络在地理上和逻辑结构上发展地越来越分散，统一的交换

语言的重要性也益发增加。思科副总裁、网络管理首席技术官Nino 

Vidovic指出：“像存储和计算这样的功能存在于不同的地方，并被

通过网络联结起来，形成虚拟存储和分布式处理能力。这样，就可以

存储、处理和提供更大量的信息，运行更大的应用。但是，要让这一

切得以顺畅地运转，所有这些部分（存储、计算和网络）必须配合良

好，并得到统一的管理。”

互联网也许正在变成一个圣经中的巴别塔，而对它的构建者来

说，XML可能成为一种通用语。在网络所要解决的任务越来越庞杂、

越来越精细的今天，XML为企业网络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协

作工具。

思科卓越的IT部门管理着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领先企业环境之一—思科全球网。通过借鉴思科IT部门在实践

中积累的经验，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找到更好地满足自身IT需求的途径。

在思科的总收入中，93%的销售收入（每分钟33，000美元）都是利用思科互联网连接和内部网实现的。思科全球

的55，000多名员工和合作伙伴依赖全球WAN与世界各地的250多个站点和远程接入VPN相连。在所有思科产品中，

制造其中80%产品的合作伙伴都依赖与思科数据中心的思科外部网连接开展业务。提供支持服务时，也有大约80%的

服务请求都是由思科客户通过思科技术帮助中心（TAC）提出的，而由TAC工程师通过网络执行远程排障。对思科

而言，保持网络的高可用性和性能对于业务运营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思科公司的网络管理中，必须提取IP流量的特征，说明流量的流动方式和地点。对IP流量

的监控有助于执行更加准确的流量规划。它支持资源调整，即适当利用资源，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另外，它不但能

帮助IT部门确定在哪里应用服务质量（QoS），以便优先处理重要流量，还能在网络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思科

能够通过持续流量监控发现拒绝服务（DoS）袭击、网络传播蠕虫及其它意外网络事件。

融合网络和IP电话将不断普及，通过网络流量特征提取执行容量规划和异

常检测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迫切需要实现这些功能的企业来说，

Cisco NetFlow是一项期待已久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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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Netflow不仅是防范病毒攻击的

有效屏障，对其他袭击和意外流量也是一

道坚固的防线。与其它网络公司相似，思

科也时常会接收到试图发动DoS袭击的流量。

DoS袭击的特征是向网络发送大量分组，这

些分组的大小通常不同于普通分组，一般

从不可信源地址发往同一个目的地。思科

探测和防止DoS袭击的方法是，利用Cisco 

NetFlow收集分组的源地址、目标地址、协

议号、端口号和分组大小，然后将信息发

送到Arbor Peakflow DoS执行异常检测。

Cisco NetFlow将指导公司使用微观分析技

术阻止此类袭击。

广泛应用见成效

在内部网和外部网上，Cisco Netflow

的应用还有很多实例。2001年，由于直接

DSL与ISDN接入的成本迅速提高，思科将全

球范围内的数千完名远程员工和远程办公室

员工转向了远程接入VPN。为确定是否需要

增加容量，思科使用Cisco NetFlow与各种

开放源代码工具提取现有流量的特征，然后

推断未来流量。利用这种业务智能，思科只

用了三个月就成功地将22,000名用户移植到

VPN。

通常情况下，当WAN链路上的流量增

多时，公司就会投资，执行链路升级。但很

多次，思科都避免了昂贵的链路升级。思科

的作法是：寻找造成拥塞的应用，如果需要，

修改使用策略。例如，当某办公室的流量迅

速增加时，思科IT使用Cisco NetFlow和

NetQoS ReporterAnalyzer寻找找到了使流

量增加的应用和主机，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

一个非授权的HTTP应用。当思科向员工重

申公司策略，禁止在公司网上传输非授权文

件时，这个问题就自动消失了。

在思科，Cisco NetFlow更多的应用还

包括降低高峰期WAN流量、QoS指标核实、

分析VPN流量和远程员工的行为、核实电信

服务商的服务等级、计算应用的总拥有成本等。

John Cornell说：“Cisco NetFlow能够帮

助我们提高对网络流量的洞察力，使我们不

但能抵御DoS攻击以及其它形式的意外流量，

正确应对各种网络威胁，还能收集宝贵的应

用使用数据，更好地执行容量规划。”

Cisco NetFlow不但能保证经济有效地

部署应用，还能保证全球的所有员工、客户

和合作伙伴随时都可以使用相应的服务。利

用NetFlow数据，思科IT部门不但能防止网

络受到病毒侵害或遭到袭击，还能了解当前

及未来应用对网络的影响。

未来规划：发掘网络数据价值

下一步，思科IT部门打算进一步提高收

集网络数据的价值，并将NetFlow的使用扩

展到网络的其它部分。

思科IT部门的容量规划网络工程师Keith 

Brumbaugh说：“随着收集的NetFlow历史

数据的增多，容量规划将变得越来越容易。

如果拥有足够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就

能够更容易地看到历史发展趋势。不仅如此，

我们还将能够了解公司网络的正常流动情况，

从而更快地捕获异常流量。”

一开始，思科IT部门先在小站点利用

Cisco NetFlow收集信息，收集点从互联网

网关逐步发展到WAN和外部网网关。John 

Cornell说：“我们收集的重点是从互联网到

内部网，以及从内部网到互联网的流量信息。”

Roland Dobbins补充说：“以后，我们不但

要把NetFlow的使用逐步扩展到内部网中，

还要将容量规划扩展到园区网LAN，尤其是

数据中心LAN，以及这些数据中心LAN与互

联网之间的连接点中。”

以后，思科将把Cisco NetFlow的使用

从公共网扩展到内部网。Roland Dobbins说：

“随着无线网和VPN通道的建立，网络边界

的消失，内部网的安全性成为IT安全部关注

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对内部网和桌面网

边缘的流量提取特征，就能够检测到正在产

生恶意流量或试图非法访问资源的主机。”

另外，思科还希望将用于互联网连接的容量

规划方法扩展到思科WAN上的内部网。

如同Roland Dobbins所说：“无论是企

业还是政府机构，只要是负责任的机构，就

必须通过网络的有效利用实现资源调整、容

量规划和安全性。”融合网络和IP电话将不

断普及，通过网络流量特征提取执行容量规

划和异常检测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

于迫切需要实现这些功能的企业来说，Cisco 

NetFlow是一项期待已久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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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ow应运而生

早在2000年之时，思科几乎只依赖简单

网络管理协议（SNMP）监控互联网带宽。

虽然SNMP有助于容量规划，但无法提取流

量特征，而只有了解了特征，才能保证业务

连续性，确定是否需要增加容量才能提高利

用率保证，以及评估QoS参数是否符合目标

服务水平要求等。思科IT互联网服务部网络

工程师Roland Dobbins表示：“我们需要更

加细致地了解思科带宽的利用方式。”流量

特征提取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许多新应用

每次使用的端口都不相同，它们每次都动态

选择新端口使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思科开始利用Cisco 

NetFlow技术分析和提取网络流量的特征。

利用专门开发的应用专用集成电路（ASIC）

以及Cisco IOS软件和Cisco Catalyst操作系

统软件的某些专用特性，Cisco NetFlow已

集成到多数思科交换机和路由器中。

NetFlow是思科于1996年开发的技术，

历经多年实践和不断改进，现在已经成为业

界的主要网络计费技术和异常检测技术。它

能够回答网络流量的“对象、内容、何时、

何地和何种方式”问题。2003年，Cisco 

NetFlow 9被选中参与互联网国际标准制定

组织IETF标准的开发。

利用IPFIX定义的格式，IP流量信息可

以从输出设备，例如思科路由器，传输到

分析数据的收集器应用。为输出数据，路

由器将根据源IP地址和目标IP地址、源端

口和目标端口、第三层协议类型、服务类

型和输入逻辑接口表示每种网络流量。思

科IT技术部成员John Cornell说：“我们

可以将NetFlow看成是路由器和第三层交

换机控制的遥感设备，它起的是传感器的

作用。”

如果说入侵检测系统（IDS）和分组窥

探软件是用于检查分组内容的微观分析工具，

Cisco NetFlow则是能够实时提取大量流量

的特征的宏观分析工具。为说明C i s c o  

Ne tF l ow和分组捕获程序之间的区别，

Dobbins用电话帐单做了一个比喻。他说：

“NetFlow用于说明谁与谁通的话、在何时

通的话、通话时间有多长、使用的是哪些协

议和端口以及总共交换了多少数据量。由于

NetFlow在说明谈话时并不实际收听对话的

内容，因而可以扩展到超大网络。与之相反，

分组捕获程序则有点像窃听器，能用于揭示

具体谈话的细节。”

为处理来往流量，思科在其网络中很

多位置都部署了Cisco IOS的NetFlow特

性，其服务的WAN接口总数超过1900个。

与RMON探针相比，Cisco NetFlow更适

合手机网络流量信息。虽然RMON探针也

能收集到同样的信息，但必须在需要调查

的每个站点和每条链路上都安装独立硬件

才行。思科IT项目经理Michael Chang说：

“如果利用远程监控（RMON）探针监控

这么多接口，成本上肯定不允许。”不仅

如此，由于NetFlow属于Cisco IOS的特

性，而Cisco IOS已经运行在每台服务器

上，因此，不但易于安装，还能降低硬件

成本。

企业网络安全的可靠屏障

Cisco NetFlow技术在互联网和安全方

面有很多应用实例，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它

对思科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功不可没。

2003年1月24日，SQL Slammer蠕虫，

也称为Sapphire，在三分钟之内就传遍了

全球，几乎使全世界的网络都出现了故障，

包括全部自动柜员机网络和大企业网络。

Dobbins说：“许多机构都认为，他们已经

在星期五晚上将Slammer阻挡在了互联网

边缘以外，但星期一刚上班，却发现网络

又遭到了笔记本、VPN连接及其它直连设

备的破坏。”

但是，思科却没有因SQL Slammer而

损失业务连续性。IT部门将成功归功于团

队合作、明确的通信计划、强大的网络体

系结构以及Cisco NetFlow技术的有效使用。

Dobbins说：“利用NetFlow，我们能够深

刻了解各种事件及其严重性，因而能及时

采取相应的措施。”

思科对Slammer的战斗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并向客户伸出援助之手。John Cornell

说：“在袭击之后的那个星期一，思科客户

就能够全面利用所需的思科资源收拾SQL 

Slammer袭击之后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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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Netflow不仅是防范病毒攻击的

有效屏障，对其他袭击和意外流量也是一

道坚固的防线。与其它网络公司相似，思

科也时常会接收到试图发动DoS袭击的流量。

DoS袭击的特征是向网络发送大量分组，这

些分组的大小通常不同于普通分组，一般

从不可信源地址发往同一个目的地。思科

探测和防止DoS袭击的方法是，利用Cisco 

NetFlow收集分组的源地址、目标地址、协

议号、端口号和分组大小，然后将信息发

送到Arbor Peakflow DoS执行异常检测。

Cisco NetFlow将指导公司使用微观分析技

术阻止此类袭击。

广泛应用见成效

在内部网和外部网上，Cisco Netflow

的应用还有很多实例。2001年，由于直接

DSL与ISDN接入的成本迅速提高，思科将全

球范围内的数千完名远程员工和远程办公室

员工转向了远程接入VPN。为确定是否需要

增加容量，思科使用Cisco NetFlow与各种

开放源代码工具提取现有流量的特征，然后

推断未来流量。利用这种业务智能，思科只

用了三个月就成功地将22,000名用户移植到

VPN。

通常情况下，当WAN链路上的流量增

多时，公司就会投资，执行链路升级。但很

多次，思科都避免了昂贵的链路升级。思科

的作法是：寻找造成拥塞的应用，如果需要，

修改使用策略。例如，当某办公室的流量迅

速增加时，思科IT使用Cisco NetFlow和

NetQoS ReporterAnalyzer寻找找到了使流

量增加的应用和主机，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

一个非授权的HTTP应用。当思科向员工重

申公司策略，禁止在公司网上传输非授权文

件时，这个问题就自动消失了。

在思科，Cisco NetFlow更多的应用还

包括降低高峰期WAN流量、QoS指标核实、

分析VPN流量和远程员工的行为、核实电信

服务商的服务等级、计算应用的总拥有成本等。

John Cornell说：“Cisco NetFlow能够帮

助我们提高对网络流量的洞察力，使我们不

但能抵御DoS攻击以及其它形式的意外流量，

正确应对各种网络威胁，还能收集宝贵的应

用使用数据，更好地执行容量规划。”

Cisco NetFlow不但能保证经济有效地

部署应用，还能保证全球的所有员工、客户

和合作伙伴随时都可以使用相应的服务。利

用NetFlow数据，思科IT部门不但能防止网

络受到病毒侵害或遭到袭击，还能了解当前

及未来应用对网络的影响。

未来规划：发掘网络数据价值

下一步，思科IT部门打算进一步提高收

集网络数据的价值，并将NetFlow的使用扩

展到网络的其它部分。

思科IT部门的容量规划网络工程师Keith 

Brumbaugh说：“随着收集的NetFlow历史

数据的增多，容量规划将变得越来越容易。

如果拥有足够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就

能够更容易地看到历史发展趋势。不仅如此，

我们还将能够了解公司网络的正常流动情况，

从而更快地捕获异常流量。”

一开始，思科IT部门先在小站点利用

Cisco NetFlow收集信息，收集点从互联网

网关逐步发展到WAN和外部网网关。John 

Cornell说：“我们收集的重点是从互联网到

内部网，以及从内部网到互联网的流量信息。”

Roland Dobbins补充说：“以后，我们不但

要把NetFlow的使用逐步扩展到内部网中，

还要将容量规划扩展到园区网LAN，尤其是

数据中心LAN，以及这些数据中心LAN与互

联网之间的连接点中。”

以后，思科将把Cisco NetFlow的使用

从公共网扩展到内部网。Roland Dobbins说：

“随着无线网和VPN通道的建立，网络边界

的消失，内部网的安全性成为IT安全部关注

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对内部网和桌面网

边缘的流量提取特征，就能够检测到正在产

生恶意流量或试图非法访问资源的主机。”

另外，思科还希望将用于互联网连接的容量

规划方法扩展到思科WAN上的内部网。

如同Roland Dobbins所说：“无论是企

业还是政府机构，只要是负责任的机构，就

必须通过网络的有效利用实现资源调整、容

量规划和安全性。”融合网络和IP电话将不

断普及，通过网络流量特征提取执行容量规

划和异常检测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

于迫切需要实现这些功能的企业来说，Cisco 

NetFlow是一项期待已久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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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ow应运而生

早在2000年之时，思科几乎只依赖简单

网络管理协议（SNMP）监控互联网带宽。

虽然SNMP有助于容量规划，但无法提取流

量特征，而只有了解了特征，才能保证业务

连续性，确定是否需要增加容量才能提高利

用率保证，以及评估QoS参数是否符合目标

服务水平要求等。思科IT互联网服务部网络

工程师Roland Dobbins表示：“我们需要更

加细致地了解思科带宽的利用方式。”流量

特征提取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许多新应用

每次使用的端口都不相同，它们每次都动态

选择新端口使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思科开始利用Cisco 

NetFlow技术分析和提取网络流量的特征。

利用专门开发的应用专用集成电路（ASIC）

以及Cisco IOS软件和Cisco Catalyst操作系

统软件的某些专用特性，Cisco NetFlow已

集成到多数思科交换机和路由器中。

NetFlow是思科于1996年开发的技术，

历经多年实践和不断改进，现在已经成为业

界的主要网络计费技术和异常检测技术。它

能够回答网络流量的“对象、内容、何时、

何地和何种方式”问题。2003年，Cisco 

NetFlow 9被选中参与互联网国际标准制定

组织IETF标准的开发。

利用IPFIX定义的格式，IP流量信息可

以从输出设备，例如思科路由器，传输到

分析数据的收集器应用。为输出数据，路

由器将根据源IP地址和目标IP地址、源端

口和目标端口、第三层协议类型、服务类

型和输入逻辑接口表示每种网络流量。思

科IT技术部成员John Cornell说：“我们

可以将NetFlow看成是路由器和第三层交

换机控制的遥感设备，它起的是传感器的

作用。”

如果说入侵检测系统（IDS）和分组窥

探软件是用于检查分组内容的微观分析工具，

Cisco NetFlow则是能够实时提取大量流量

的特征的宏观分析工具。为说明C i s c o  

Ne tF l ow和分组捕获程序之间的区别，

Dobbins用电话帐单做了一个比喻。他说：

“NetFlow用于说明谁与谁通的话、在何时

通的话、通话时间有多长、使用的是哪些协

议和端口以及总共交换了多少数据量。由于

NetFlow在说明谈话时并不实际收听对话的

内容，因而可以扩展到超大网络。与之相反，

分组捕获程序则有点像窃听器，能用于揭示

具体谈话的细节。”

为处理来往流量，思科在其网络中很

多位置都部署了Cisco IOS的NetFlow特

性，其服务的WAN接口总数超过1900个。

与RMON探针相比，Cisco NetFlow更适

合手机网络流量信息。虽然RMON探针也

能收集到同样的信息，但必须在需要调查

的每个站点和每条链路上都安装独立硬件

才行。思科IT项目经理Michael Chang说：

“如果利用远程监控（RMON）探针监控

这么多接口，成本上肯定不允许。”不仅

如此，由于NetFlow属于Cisco IOS的特

性，而Cisco IOS已经运行在每台服务器

上，因此，不但易于安装，还能降低硬件

成本。

企业网络安全的可靠屏障

Cisco NetFlow技术在互联网和安全方

面有很多应用实例，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它

对思科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功不可没。

2003年1月24日，SQL Slammer蠕虫，

也称为Sapphire，在三分钟之内就传遍了

全球，几乎使全世界的网络都出现了故障，

包括全部自动柜员机网络和大企业网络。

Dobbins说：“许多机构都认为，他们已经

在星期五晚上将Slammer阻挡在了互联网

边缘以外，但星期一刚上班，却发现网络

又遭到了笔记本、VPN连接及其它直连设

备的破坏。”

但是，思科却没有因SQL Slammer而

损失业务连续性。IT部门将成功归功于团

队合作、明确的通信计划、强大的网络体

系结构以及Cisco NetFlow技术的有效使用。

Dobbins说：“利用NetFlow，我们能够深

刻了解各种事件及其严重性，因而能及时

采取相应的措施。”

思科对Slammer的战斗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并向客户伸出援助之手。John Cornell

说：“在袭击之后的那个星期一，思科客户

就能够全面利用所需的思科资源收拾SQL 

Slammer袭击之后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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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还觉得Web 2.0是一个空泛而夸

夸其谈的概念游戏？一如当年“.com”面临

的争议困境与其后的大众化普及应用形成的鲜

明反差，Web 2.0作为走在最前沿的新技术、

新商业，永远最受关注和追捧，但也难免诟病

和质疑。

当Internet的创立者之一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在1963年提出“超银河网络”（Internet

的前身）时，他想的是如何让计算机和网络帮

助人们沟通和思考，如何让网络“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但在上世纪90年代

初雅虎等超级门户网站出现之后，互联网的发

展却一度远离利克·李德的初衷。

在这种情形下，Web 2.0可以说回溯到互

联网的本源。它正是一场由无数个体的需求自

发汇聚所形成和推动的运动，借助自下而上的

草根革命，一个不仅“可读”，而且“可写”

和“可交互”的互联网正逐渐浮出水面。利克·

李德30多年前的梦想正逐渐被实现。

Web 2.0的拥趸和实践者们通常是一些

网络新人类，他们会躲在“个人门户”的某

个角落里建构着个人化时代的互动家园，或

在宽带上进行类似于IPTV或者P2P的实践，

或在用RSS、Wiki、podtask、tag等工具诠

释着他们的话语世界、定制着他们的个人资

讯和服务空间，甚至可能面向其他的移动终

端开辟着某些现在还无从预估其价值增长潜

力的创新应用。他们正在由网络的少数派变

成多数派—因为没有人会赞成，无所不至

地覆盖着我们生活边际的互联网，将成为另

一种稀缺的垄断资源。

起源于网景通讯公司“Push”技术的RSS，

有望成为Web 2.0时代最早的“杀手应用”

之一。RSS为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简易供稿）的缩写，是某一站点用来和其

它站点之间共享内容的一种简易方式，也叫

聚合内容。RSS的原意是把网站内容如标题、

链接、部分内文甚至全文转换为可扩展标记

语言（XML）的格式，以向其它网站供稿。

使用者可以在不打开网站内容页面的情况下

用一般的浏览器观看，或用特殊的“阅读器”

软件来阅读。网站提供RSS输出，有利于让用

户发现网站内容的更新。在高速高质高效成

为主流呼声的互联网时代，RSS无疑推动了网

上信息的传播，提出了另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目前，RSS已经广泛用于博客和网上新闻

频道，世界多数知名新闻社网站都提供RSS订阅

支持。思科公司在采用RSS技术传播业界重大事

件上走在了业界前列。只要将这个xml文件地址

http://www.cisco.com/global/CN/about/rs

s2/cisco_trends.xml添加到RSS阅读工具，订

阅者就能第一时间获知思科的最新动态，进而

了解全球互联网和通信产业的新动向。与以往

强调用户“粘性”的新闻门户不同，RSS完全

基于从用户视角进行自主选择的内容，而解放

用户的选择权，正是Web 2.0的时代精神。

博客（blog）也是Web 2.0应用于企业营

销的最佳范例，它改变了商业社会似乎一成

不变的刻板形象。近两三年来，企业网站上

的博客链接已经不再是新奇之物，而成为企

业公众形象空间的另一“世外桃源”。这样

以企业为主体，可以随时更新、互动交流并

充分彰显人性沟通魅力的博客对于提升企业

的公众形象、尊重更多的人对于企业的话语

表达权利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

的人重视。

Web 2.0还隐藏着哪些没有被开发的新

应用？企业可以通过wiki，对自身的形象和

所处的行业进行更主动、开放的话语诠释，

从而尽可能广泛地提升公众认知。目前，“Web 

2.0+WAP”也已经致力于开辟新的移动终端

上网模式，对那些一直致力于无线营销的企

业而言，是不是也是一个新机会的开始？

作为企业，没有必要对任何一种新技术或

新商业模式抱有“旁观者”冷漠而高傲的质疑。

在可见的未来，尊重个性和个体选择将在企业

的价值观当中占据重要位置，Web 2.0将给企

业拓展商务、增进营销注入新的力量。

网络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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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还觉得Web 2.0是一个空泛而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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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eorge Briones 8年

前加盟Fred Loya保险公司时，这家位于美

国德克萨斯州艾尔帕索市的汽车保险公司只

有14个营业网点，年保费收入只有750万美元。

今天，该公司有近200个营业网点，年收入约

2亿美元。最近，该公司在《西班牙商业》

（Hispanic Business）杂志评选出的美国西

班牙语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排名第44位。

Briones现在是这一快速增长的公司的信息系

统和信息技术主管。该公司的高层一直把技

术看作推动公司发展的一个引擎。“在我们

公司的CEO眼中，技术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

市场上想生存下去所必需具有的一个竞争优势，”

Briones说。

近来，支持Fred Loya保险公司迅速扩张的是IP通信技术。Briones

与其IT部门的14名同事为公司建立了一个基于IP技术的、各个模块

有机衔接的通信基础设施，它能让公司员工彼此之间，以及与保单

持有者、保险代理人和业务伙伴之间利用语音、数据和视频的最佳

组合进行通信。

Fred Loya保险公司目前使用约1200部“思科7940”IP电话，这些电

话连接到该公司的思科网络，部署在公司的100个营业网点上，并且

每周还要将4至8个营业网点改造成使用IP电话。

“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呼叫立即应答，而不是将呼叫者转到

语音信箱中去，”Briones解释说。“由于系统中有了内置的智能呼

叫路由功能，所以，如果本地某个营业网点的保险代理人未能在5秒

内应答一个来电，那么这个来电就会被路由到我们其中的一个呼叫

中心去。”

超值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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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网络打造

在竞争激烈的保险业市场上，网络技术是生

存所必需的一个竞争优势。保险公司正在利

用创新网络技术加强与客户和代理人的通信

能力。

作者： D a v i d  B a u m

摄影： D a n  C o o g a n

AS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FRED LOYA INSURANCE,

FRED LOYA CONSIDERS TECH-

NOLOGY A COMPETITIVE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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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牌认证合作伙伴Avnet企业解决方案公司帮助Fred Loya保险

公司部署了这一网络。Briones说，他选择Avnet，是因为这家公司以

前有实施基于思科的语音和数据解决方案的经验。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优点是，一旦电话公司安装好了数据线路，我们

就可以在4到5个小时内装备完一个新的营业网点，”他说。“我们只

要将电话插进网络中并在思科CallManager应用中添加配置信息就可

以了。安装成本只有以前的一半，新设备也容易安装，而且我们还可

以通过一个软件控制台虚拟添加或删除用户。”该公司每个月增添约

4个营业网点，计划到2006年底营业网点数量超过400个。

Briones讲述的情况在保险行业的中小企业中具有典型性。过时的和

不灵活的语音和数据网络使得保险公司难以在内部共享信息，因而难

以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

有远见的公司正在对其网络进行更新，以确保它们能提供一流服务，

同时又能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

专门从事IP电话和相关技术研究的Forrester Research研究公司的分

析员Elizabeth Herrell指出：“今天的客户对服务的交付有很高的期

望值，他们不能容忍服务的延迟交付，或交付的服务不充分全面。如

果企业的联系中心还在用老掉牙的技术来支持客户，它们在交付一流

服务方面有落在竞争对手后面的危险。”

Fred Loya保险公司在德克萨斯州5个最大的城市有营业网点，由位

于艾尔帕索市的两个数据中心提供支持，大多数负责理赔和定损的员

工都在这两个中心工作。较小的营业网点散布在德克萨斯州、新墨西

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安装IP通信系统之前，打进来的电话先是通

过一个“专用分支交换”（PBX）系统、然后通过公共电话网络路由

到在营业网点工作的保险代理人那里。

Briones承认：“过去，我们在各营业网点工作的保险代理人从不知

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他们也无从跟踪或识别呼叫者。现在，利用

我们的IP通信系统，呼叫路由既快捷又有效。”为了实现这些功能，

Fred Loya保险公司在其主要站点上安装了大型思科交换机，在较小

站点上安装了较小的思科交换机和路由器。该项目是用三年多时间完

成的，它有效地省去了所有对采用模拟PBX设备的需要。

确保成功的策略

在某些情况下，一想到要处理企业中那些过时的通信设备，人们就想

采用更为灵活的网络。而对新兴公司来说，它们则可能从一开始就采

用了新技术，这样它们就可以用最经济的价格向其网络中添加新的代

理和新的网点，以此来扩大公司的规模。

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Celent的高级分析员Donald Light解释说：“后

一类公司迫切想把其所有用户都放进一个共同的通信环境中，而且，

因为它们已经在考虑应该采用什么新设备，所以IP语音（VoIP）技

术自然就会成为它们的一个选择。”

2003年12月，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人寿保险公司Beneficial 

Financial Group因其PBX设备供应商停止向该公司的基础电话系统

提供维护支持而陷入困境。

该公司的技术服务主管Brent Burgon回忆说：“当时我们面临一个

巨大的挑战和一个现实的通信问题。我们的硬件没有人支持，我们不

同类型的系统不能很好的协同工作。比如说，我们难以从一个部门向

另一个部门发语音邮件。”

在仔细分析研究了IP通信的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后，Beneficial公司在

SBC DataComm公司的帮助下选择采用一种整合的语音和数据网络。

Beneficial公司的业务主要在犹他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华盛

顿州、爱达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约有600名保险代理人，其中400人

是职业代理人，200人是独立代理人。该公司总部现在有一个语音和

数据整合网络，由思科交换机和IP通信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在对该设备在SBC公司的测试中心进行设置之后，Beneficial公司只

用了一个周末，以“宇宙大爆炸式”的切换速度完成了新系统的安装

和切换，然后利用思科的网上培训系统帮助员工学习如何使用这一新

的电话系统。Burgon在每个组中都找到一个“超级用户”，由其来

带头使用新系统，并对其他使用者进行帮助。

Burgon说：“现在要添加或删除用户方便多了。该网络更容易维护，

公司内的通信也要简单得多，因为我们不需要在两个系统之间搭桥。”

Beneficial公司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试点项目，将远方的营业网点添加

到主网络上。Burgon说：“能够从公司总部管理代理商的电话系统

使我们有了很多机会，比如说可以实现智能呼叫路由、统一信息服务、

电话电视会议等等功能。整合网络还可以减少长途电话费用，因为我

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网络上对呼叫进行路由。”

Beneficial公司的业务范围目前正在扩大，除了现有的保险和投资业

务外，还将增加一系列证券产品。除了人寿保险外，该公司还增添了

可变产品和共同基金的销售。Burgon接着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

支持这些业务线的通信系统，对网络进行扩展，使得呼叫中心代理人

的效率更高，使得我们提供新型金融服务的能力更高，对这些新型金

融服务，客户要求我们要能够24小时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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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保险代理人未能在5秒内应答一个来电，

那么这个来电就会被路由到某一个呼叫中心去。

—George Briones，Fred Loya保险公司

目标：改善保险机构的通信流程，帮助潜在客户、保单持有

者、保险代理人、经纪人、索赔者实现更顺畅和深入的沟通。

策略：为各种通信方式建立统一的网络，以降低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实现语音、数据、视频合一的通信。

效果：通过建立一个融合的网络，保险公司可以迅速部署新的通信服

务，为员工提供更丰富的讯息、更好的工具和更多向保单持有者和商

业合作伙伴提供服务的途径。

【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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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牌认证合作伙伴Avnet企业解决方案公司帮助Fred Loya保险

公司部署了这一网络。Briones说，他选择Avnet，是因为这家公司以

前有实施基于思科的语音和数据解决方案的经验。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优点是，一旦电话公司安装好了数据线路，我们

就可以在4到5个小时内装备完一个新的营业网点，”他说。“我们只

要将电话插进网络中并在思科CallManager应用中添加配置信息就可

以了。安装成本只有以前的一半，新设备也容易安装，而且我们还可

以通过一个软件控制台虚拟添加或删除用户。”该公司每个月增添约

4个营业网点，计划到2006年底营业网点数量超过400个。

Briones讲述的情况在保险行业的中小企业中具有典型性。过时的和

不灵活的语音和数据网络使得保险公司难以在内部共享信息，因而难

以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

有远见的公司正在对其网络进行更新，以确保它们能提供一流服务，

同时又能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

专门从事IP电话和相关技术研究的Forrester Research研究公司的分

析员Elizabeth Herrell指出：“今天的客户对服务的交付有很高的期

望值，他们不能容忍服务的延迟交付，或交付的服务不充分全面。如

果企业的联系中心还在用老掉牙的技术来支持客户，它们在交付一流

服务方面有落在竞争对手后面的危险。”

Fred Loya保险公司在德克萨斯州5个最大的城市有营业网点，由位

于艾尔帕索市的两个数据中心提供支持，大多数负责理赔和定损的员

工都在这两个中心工作。较小的营业网点散布在德克萨斯州、新墨西

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安装IP通信系统之前，打进来的电话先是通

过一个“专用分支交换”（PBX）系统、然后通过公共电话网络路由

到在营业网点工作的保险代理人那里。

Briones承认：“过去，我们在各营业网点工作的保险代理人从不知

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他们也无从跟踪或识别呼叫者。现在，利用

我们的IP通信系统，呼叫路由既快捷又有效。”为了实现这些功能，

Fred Loya保险公司在其主要站点上安装了大型思科交换机，在较小

站点上安装了较小的思科交换机和路由器。该项目是用三年多时间完

成的，它有效地省去了所有对采用模拟PBX设备的需要。

确保成功的策略

在某些情况下，一想到要处理企业中那些过时的通信设备，人们就想

采用更为灵活的网络。而对新兴公司来说，它们则可能从一开始就采

用了新技术，这样它们就可以用最经济的价格向其网络中添加新的代

理和新的网点，以此来扩大公司的规模。

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Celent的高级分析员Donald Light解释说：“后

一类公司迫切想把其所有用户都放进一个共同的通信环境中，而且，

因为它们已经在考虑应该采用什么新设备，所以IP语音（VoIP）技

术自然就会成为它们的一个选择。”

2003年12月，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人寿保险公司Beneficial 

Financial Group因其PBX设备供应商停止向该公司的基础电话系统

提供维护支持而陷入困境。

该公司的技术服务主管Brent Burgon回忆说：“当时我们面临一个

巨大的挑战和一个现实的通信问题。我们的硬件没有人支持，我们不

同类型的系统不能很好的协同工作。比如说，我们难以从一个部门向

另一个部门发语音邮件。”

在仔细分析研究了IP通信的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后，Beneficial公司在

SBC DataComm公司的帮助下选择采用一种整合的语音和数据网络。

Beneficial公司的业务主要在犹他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华盛

顿州、爱达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约有600名保险代理人，其中400人

是职业代理人，200人是独立代理人。该公司总部现在有一个语音和

数据整合网络，由思科交换机和IP通信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在对该设备在SBC公司的测试中心进行设置之后，Beneficial公司只

用了一个周末，以“宇宙大爆炸式”的切换速度完成了新系统的安装

和切换，然后利用思科的网上培训系统帮助员工学习如何使用这一新

的电话系统。Burgon在每个组中都找到一个“超级用户”，由其来

带头使用新系统，并对其他使用者进行帮助。

Burgon说：“现在要添加或删除用户方便多了。该网络更容易维护，

公司内的通信也要简单得多，因为我们不需要在两个系统之间搭桥。”

Beneficial公司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试点项目，将远方的营业网点添加

到主网络上。Burgon说：“能够从公司总部管理代理商的电话系统

使我们有了很多机会，比如说可以实现智能呼叫路由、统一信息服务、

电话电视会议等等功能。整合网络还可以减少长途电话费用，因为我

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网络上对呼叫进行路由。”

Beneficial公司的业务范围目前正在扩大，除了现有的保险和投资业

务外，还将增加一系列证券产品。除了人寿保险外，该公司还增添了

可变产品和共同基金的销售。Burgon接着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

支持这些业务线的通信系统，对网络进行扩展，使得呼叫中心代理人

的效率更高，使得我们提供新型金融服务的能力更高，对这些新型金

融服务，客户要求我们要能够24小时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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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保险代理人未能在5秒内应答一个来电，

那么这个来电就会被路由到某一个呼叫中心去。

—George Briones，Fred Loya保险公司

目标：改善保险机构的通信流程，帮助潜在客户、保单持有

者、保险代理人、经纪人、索赔者实现更顺畅和深入的沟通。

策略：为各种通信方式建立统一的网络，以降低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实现语音、数据、视频合一的通信。

效果：通过建立一个融合的网络，保险公司可以迅速部署新的通信服

务，为员工提供更丰富的讯息、更好的工具和更多向保单持有者和商

业合作伙伴提供服务的途径。

【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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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on说：“我们的员工特别喜欢能够从他们的email系统收发语音

邮件。”他指的是统一信息服务技术，该技术让用户只保留一个收件

箱就可以了，而且收取信息的方式也很灵活。

发挥融合的威力

灵活性和可控性只是整合式IP网络所能实现的最基本的功能。由于这

种网络能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它还能使企业改善服务和改进业务流程。

它们能够利用新型数据、语音和视频服务，如统一信息服务、多媒体

会议、协作式联系中心和互动多媒体响应系统等。

Celent公司的Light说：“开始时这个系统只是一个语音交流系统，

而现在它的功能已经扩展到让理赔人员和定损人员能够实时看到同一

评估数据和数字化照片。核保人员和保险代理人之间或保险顾问和客

户之间也能实现同样功能。”

Beneficial公司打算使用思科CallManager软件来通过呼叫者ID识别

保险代理人。该电话系统将与保险代理人数据库进行通信，即时显示

与某个代理人的呼叫相关的所有信息。Burgon说：“这正是我们公

司的高管们所需要的功能。我们也能与处理保单、定损和理赔的软件

应用建立类似的链接。”

同样，Fred Loya保险公司也打算将其保单管理应用与这种电话网络

集成起来。当客户通过一部按键电话键入保单号时，呼叫会被路由到

保险代理人处，同时，这个客户的保险记录也会通过保险代理人的电

话或PC显示出来。

Fred Loya保险公司运营着一个依靠在线表格和数字签名运作的无纸

办公室。该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使用语音识别技术，让客户通过

电话提出请求和输入保单信息，并将其直接输入数据库中。Briones说，

所有这些服务靠的都是一个快速、可靠的网络和充足的数据存储容量。

他表示将继续依靠Avnet公司在大规模安装部署方面提供帮助。

整合网络，大势所趋

Light相信，IP电话技术现在具有稳定的性能，性价比合理，部署起

来相对也是比较容易的。虽然仍然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剩余的大多

数挑战都是企业文化方面的。

他说：“这主要是一个人员的问题，因为员工需要学习一种不同的做

事方式。你需要让他们知道这种新技术如何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从而使他们具有使用这种新技术的动力。你越善于教育用户，新技术

的部署就会越成功。”

虽然很多金融服务机构在积极研究和采用这些新的IP技术，但保险行

业总的来说倾向于稍微保守一些。例如，Forrester公司所调查的金融

服务公司中55%打算在2005年投资VoIP技术，保险公司中这个比例只

有50%。

金融服务总体上有着朝整合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说专职保险代理人

在开始销售投资产品和传统的银行业产品，而银行业也在销售保险产

品。这种趋势可以刺激保险公司去评估和更新它们在信息技术方面的

总体策略。为了能够最有效地进行竞争，保险公司必须在能够帮助它

们提升速度和灵活性，以及在与保单持有者和业务伙伴之间进行有效

沟通方面建立持久竞争力的技术上进行投资。

Herrell相信，了解IP电话怎样影响现有系统和技术支持人员，这将有

助于更好地实现向IP电话网络的过渡。她认为，企业应当任命一位在

语音和数据方面都有专长的技术专家来领导这种过渡项目。她提倡对

IT人员进行交叉培训，让他们来支持IP电话。她还建议企业设立一个

服务台。她说：“用VoIP技术取代现有PBX系统涉及一些重大变化，

企业对此可能没有准备，除非它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应对IP电话可能

产生的影响。”

但在消费者和业务伙伴都期望得到快速、准确和自动化的服务的时候，

IP通信技术应当是满足这些期望值的解决方案的构成部分。

Light说：“保险是一个信息密集型的行业。在保险业的竞争中，获

得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数据和信息迅捷的发送和接收，取决于文本、

统计数字、图像和图形等多种手段所携带的更充分完整的信息，并取

决于在语音和图像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 Light相信，几

乎所有保险公司最终都将建立整合网络，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非

常适合这一信息密集型行业。他补充说：“建立这种网络早动手比晚

动手好，因为早动手有先行之利，而且尽早部署的话，在今后扩展时

就会有更大的灵活性。”

（选自iQ杂志，2005年第三季度）

【关于作者】

David Baum是独立撰稿人和顾问，经常撰写网络技术方面的稿件。

他曾在Information Week、Oracle公司的Profit杂志和《洛杉矶时

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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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的联系中心还在用老掉牙的技术来支持客户，它们就会

被竞争对手甩在后面。

—Elizabeth Herrell，Forrester Research研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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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on说：“我们的员工特别喜欢能够从他们的email系统收发语音

邮件。”他指的是统一信息服务技术，该技术让用户只保留一个收件

箱就可以了，而且收取信息的方式也很灵活。

发挥融合的威力

灵活性和可控性只是整合式IP网络所能实现的最基本的功能。由于这

种网络能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它还能使企业改善服务和改进业务流程。

它们能够利用新型数据、语音和视频服务，如统一信息服务、多媒体

会议、协作式联系中心和互动多媒体响应系统等。

Celent公司的Light说：“开始时这个系统只是一个语音交流系统，

而现在它的功能已经扩展到让理赔人员和定损人员能够实时看到同一

评估数据和数字化照片。核保人员和保险代理人之间或保险顾问和客

户之间也能实现同样功能。”

Beneficial公司打算使用思科CallManager软件来通过呼叫者ID识别

保险代理人。该电话系统将与保险代理人数据库进行通信，即时显示

与某个代理人的呼叫相关的所有信息。Burgon说：“这正是我们公

司的高管们所需要的功能。我们也能与处理保单、定损和理赔的软件

应用建立类似的链接。”

同样，Fred Loya保险公司也打算将其保单管理应用与这种电话网络

集成起来。当客户通过一部按键电话键入保单号时，呼叫会被路由到

保险代理人处，同时，这个客户的保险记录也会通过保险代理人的电

话或PC显示出来。

Fred Loya保险公司运营着一个依靠在线表格和数字签名运作的无纸

办公室。该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使用语音识别技术，让客户通过

电话提出请求和输入保单信息，并将其直接输入数据库中。Briones说，

所有这些服务靠的都是一个快速、可靠的网络和充足的数据存储容量。

他表示将继续依靠Avnet公司在大规模安装部署方面提供帮助。

整合网络，大势所趋

Light相信，IP电话技术现在具有稳定的性能，性价比合理，部署起

来相对也是比较容易的。虽然仍然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剩余的大多

数挑战都是企业文化方面的。

他说：“这主要是一个人员的问题，因为员工需要学习一种不同的做

事方式。你需要让他们知道这种新技术如何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从而使他们具有使用这种新技术的动力。你越善于教育用户，新技术

的部署就会越成功。”

虽然很多金融服务机构在积极研究和采用这些新的IP技术，但保险行

业总的来说倾向于稍微保守一些。例如，Forrester公司所调查的金融

服务公司中55%打算在2005年投资VoIP技术，保险公司中这个比例只

有50%。

金融服务总体上有着朝整合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说专职保险代理人

在开始销售投资产品和传统的银行业产品，而银行业也在销售保险产

品。这种趋势可以刺激保险公司去评估和更新它们在信息技术方面的

总体策略。为了能够最有效地进行竞争，保险公司必须在能够帮助它

们提升速度和灵活性，以及在与保单持有者和业务伙伴之间进行有效

沟通方面建立持久竞争力的技术上进行投资。

Herrell相信，了解IP电话怎样影响现有系统和技术支持人员，这将有

助于更好地实现向IP电话网络的过渡。她认为，企业应当任命一位在

语音和数据方面都有专长的技术专家来领导这种过渡项目。她提倡对

IT人员进行交叉培训，让他们来支持IP电话。她还建议企业设立一个

服务台。她说：“用VoIP技术取代现有PBX系统涉及一些重大变化，

企业对此可能没有准备，除非它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应对IP电话可能

产生的影响。”

但在消费者和业务伙伴都期望得到快速、准确和自动化的服务的时候，

IP通信技术应当是满足这些期望值的解决方案的构成部分。

Light说：“保险是一个信息密集型的行业。在保险业的竞争中，获

得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数据和信息迅捷的发送和接收，取决于文本、

统计数字、图像和图形等多种手段所携带的更充分完整的信息，并取

决于在语音和图像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 Light相信，几

乎所有保险公司最终都将建立整合网络，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非

常适合这一信息密集型行业。他补充说：“建立这种网络早动手比晚

动手好，因为早动手有先行之利，而且尽早部署的话，在今后扩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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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iQ杂志，2005年第三季度）

【关于作者】

David Baum是独立撰稿人和顾问，经常撰写网络技术方面的稿件。

他曾在Information Week、Oracle公司的Profit杂志和《洛杉矶时

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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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的联系中心还在用老掉牙的技术来支持客户，它们就会

被竞争对手甩在后面。

—Elizabeth Herrell，Forrester Research研究公司



2004年10月4日，伯特·鲁坦设计的“太空飞船一号”飞行器以超过

100公里的飞行高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太空边缘的私人开发的

载人飞船，这一纪录被载入史册。

太空探索过去是由政府支持，自上而下组织进行的，它必须依靠高度

专业的、成本昂贵的部件和系统来完成，而现在，它却成为一项私人

也可以参与的民间事业。由于政府不能够负担毫无限制的预算开支，

或者说不愿意为航天事业毫无限制地拨款，也由于新一代太空爱好者

掌握了空间技术和火箭推进的原理，因而商业市场已经越来越多地参

与到空间科学探索活动中。

电子支付系统PayPal的共同创始人之一的艾伦·马斯克创办了一个名

为SpaceX的公司，开发了一系列的发射工具，目的是降低进入太空的

成本同时提高进入太空的可靠性。SpaceX公司之前设计的两个发射工

具“猎鹰I号”和“猎鹰V号”火箭分别能够将大约670公斤和6020公

斤的载荷送进近地轨道。“猎鹰I号”的定价为每次发射590万美元，

外加付费载荷的成本和与距离相关的费用—与政府空间计划的巨大

开支相比，该运载工具已经成为性价比很高的一种太空旅行工具。

为了降低发射火箭的成本，SpaceX公司的马斯克想到了基于标准的

网络技术世界中的一个早已成熟的技术。在2003年发表在Wired 

News上的一篇文章中，马斯克说：“在发射工具中，人们一般要用

像人的胳膊那么粗的一束束串行电缆来进行通信，我们认为没有必要

这样做，所以我们安装了一个以太网系统来改进这种通信方式。”在

这一领域，作为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思科通信技术可以发挥

重要的作用。

思科与空间探索

思科早已把目光对准了空间探索的研究。在2003年9月，思科3251 

Mobile Access 路由器被发射进近地轨道，搭载在由英国“萨里卫星

技术有限公司”建造和操作的“英国灾害监测联合体”（简称“UK-

DMC”）卫星上。该卫星是一组5个近地轨道卫星之一，能够提供地

球环境的大型多光谱图像，供国际灾害监测和各种不同的民用与商用

使用。这些卫星和地面站的连接，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IP网络，延伸

进广袤的太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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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互联网送入太空轨道
探索IP网络技术在空间科学中的应用潜力

这是思科的商用硬件首次被带到并留在了太空中。“思科全球空间项

目部”主管Rick Sanford表示，该项目的最终目的是降低建造卫星的

成本，同时提高它们与地球上成熟的数据网络的通信能力，特别是那

些基于互联网进行通信的网络。Sanford说：“一般来说，建造卫星

是一个从头做起的事情。我们在努力尝试能否将建设互联网所用的开

放标准和商业化生产设备用到卫星上。”

Sanford表示，太空路由器针对的是未来的卫星宽带技术。它可以提

供无所不在的广域数据网络服务，而且比现有的卫星数据服务更加可

靠。政府和航空业也对使用现成的商用（COTS）计算和网络技术很

感兴趣。 

“NASA和国防部目前正在制定下一代的太空网络架构。这个新的架构

将利用互联网协议确保地面（包括陆地、海洋和大气层）和卫星网络

的互操作性”，NASA的Glenn研究中心的太空互联网技术项目经理

Phillip Paulsen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个位于克利夫兰的研究中心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用于太空应用的互联网技术。

Phillip还指出：“目前的开发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互相协作的，而且采

用了现成的、符合开放标准的商用网络设备，以便降低成本和确保与

未来的商用系统的兼容性。”

为了降低成本，缩小项目的时间跨度，提高硬件的灵活性和功能，新

一代卫星制造商和发射服务公司有必要采用功能更强、智能化水平更

高的开放标准。这些新的卫星中将有很多采用最先进的、刚刚问世的

商用技术和子系统，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需要，迅速地建设卫星基础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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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六号”载人航天的圆满成功，再次掀起太空探索的热潮。思科相信，对空间的研

究利用可以增进人类的共同福利。基于标准的网络技术正在走进太空，将为世界每一个

角落带来更便利的信息通信，让“一个世界，一个网络”的梦想成真。

作者：Daniel Floreani 和 Lloyd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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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六号”载人航天的圆满成功，再次掀起太空探索的热潮。思科相信，对空间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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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iel Floreani 和 Lloyd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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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信标准

基于标准的通信是扩大卫星服务市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如果把IP

作为空间通信的标准协议，用于承载卫星上的设备间通信以及卫星与

地面站之间的通信，空间通信就可以逐渐具备地面通信的各种特性。

现在，卫星服务提供商维持它们自己的服务和链路，每个链路可能只

用于一项服务，如寻呼服务、座机电话、移动电话或电视服务等。未

来，有了IP网络，就可以实现融合服务。运营商将能够用一种基于IP

的连接来承载多项服务，支持多种不同的应用。例如，一个单独基于

太空的互联网连接就有可能同时支持语音流服务、电话服务和数据服

务。这就有使得我们不再需要为卫星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话服务提

供单独的专用硬件。

一个基于IP的网络基础设施还能大大降低服务的门槛，从而扩大市场。

如今，选择一个卫星服务提供商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用户（一

般为某个大公司、某个国家的政府或某个军事机构）在选择过程中必

须考虑以下因素：

 覆盖范围：卫星服务的覆盖范围可以小到只有美国的一个州大（甚

至更小），也可以大到几乎占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一。一般来说，覆

盖范围越大，平均每个用户可分享的链路容量越小。

 服务要求：服务一般是固定的或移动的。移动服务要求有便携的或

移动的碟形天线，直径经常小于1米。固定地面站可以大一些，碟形

天线的直径从2.5米到8米不等，安装和运营经常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

在服务方面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使用的无线电频率，每个波

段有不同物理特点，如对“降雨衰减”的敏感性以及穿透云层和树叶

的能力等。

 可供使用的带宽：这一点由终端的大小和它们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决

定。真正的移动终端（尺寸小于30厘米）采用最新技术，典型情况下

可提供每秒64 Kbit的双向速度。便携式VSAT终端典型情况下可提

供高达每秒512 Kbit的速度，但出于成本考虑经常所提供的速度在每

秒64 Kbit和256 Kbit之间。放在拖车上的终端（2.5米碟形天线）能

提供每秒1Mbit－2 Mbit的速度，更大的静止碟形天线能提供8 Mbit

－60 Mbit及更高的速度。

 无线电频率和介质访问机制：如今，能够充分利用共享卫星链路的

介质访问机制和频率再使用方案基本上都是专有技术，两个供应商之

间几乎不能再使用设备，或者说来自多个供应商的设备几乎不能共享

一个卫星链路。由于卫星服务的用户越来越多地要求进行对称通信，

以处理返回的数据或视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接受非对称的广播服

务，所以，需要用于容量再使用的更尖端的分配机制来支持这些需求，

充分利用卫星链路。

设置一个卫星链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将这一过程与使用基于互联

网的连接的过程相比较。在后一个过程中，用户需要从一家本地的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ISP）那里选择一个合适的连接速度。要使卫星通

信像地面上联网那么容易，必须解决一些关键的难题。最大的障碍是，

在介质访问和频率方面没有共同的标准。各个公司必须共同努力，开

发一个基于标准的技术，能够让多个不同系统无缝协同工作。一旦实

现了这种标准化，卫星用户将不必担心链路另一端的一个地面终端在

访问机制方面是如何配置的，也不必担心其信息流将从哪里或怎样返

回地球。IP分组甚至还可以在太空中被路由到正确的目的地，就像现

在在地面上所实现的一样。

实现卫星间“互连”

卫星服务提供商已看到地面服务提供商在向基于IP的融合网络过渡，

他们开始对在太空中使用IP网络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以拥有更大

的带宽，并节约管理和运营成本。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想和有

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一样，使用成熟的网络管理工具。

传统上，通信卫星一直是一组一组转发器的支持平台，这些转发器

接收一个无线电频率的信号，将其放大或再生，然后将一个频率较

低的信号发送回地球。这便产生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弯管架构”。

例如，两艘共同行动、但来自不同国家的军舰在用电话进行联络。

但由于每艘军舰都用自己国家的专用卫星（或转发器）进行通信，

所以它们之间的连接只能在两个网关地面站之间间接实现。一个信

号不是直接在军舰和卫星之间传递，而是先从军舰到本国的专用卫星，

再从卫星到地面站，穿过一个洲际链路，通过地面站再传达到另一

个专用卫星，最后到达另一艘军舰。这一过程路径漫长、消耗大量

网络容量并容易导致延迟。同样，即使是同一卫星上不同转发器之

间的信息流也需要在地面上进行交换。

如果卫星上实现了路由和交换功能，而且卫星具备了标准化的“卫

星间链路”（ISL）接口，那么这种“IP语音”（VoIP）流就可以很

方便地从太空中的一个卫星直接传输给另一个卫星，而不会带来延

迟及其他的传输开销，还可以减少对地面设施的依赖。

目前，新型的卫星已经在制造当中，它们上面搭载有交换设备，可

以让数据帧直接从一个转发器发送给另一个转发器，而不需要返回

地面进行交换。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由Hispasat公司制造的AmerHis卫

星，该公司是欧洲和美洲空间分割容量领域一个领先供应商。

Intelsat 9系列卫星在转发器之间有一个可重新配置的交换矩阵，用

来增加总体上的灵活性。“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正在建造“宽带网络互联工程测试和演示卫星”（WINDS），该卫

星上搭载了一个单元交换机，运行速度可以达到155Mbit/s。

然而，这些交换设备仍然是由地面上的控制器控制的。当卫星上也

有了路由器时，它就可以将交换延伸到真正的第三层星载IP路由，

甚至在卫星之间进行路由。

最后，随着使用更多星载通信技术的卫星的问世，将会出现关于卫

星通信架构的新方法，它们以一群运行在地球静止轨道上的体积更小、

成本更低的卫星为基础，利用“卫星间链路”（ISL）进行通信。那

时，一群中的一个或多个“核心”卫星就有可能与另一群实现互连。

这些“核心”卫星可将各组卫星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由高速的自由

空间光链路组成的地球静止轨道“骨干”网，与地面互联网中的光纤

网络类似。

一个世界，一个网络

开发一个用在太空中的基于标准的基础设施，不仅可让用户和服务提

供商改变地面设备利用卫星进行通信的方式，而且还能使数据存储、

传输和使用的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一个基于卫星的IP通信网络可在全球范围内将服务延伸到世界上任何

地区的用户。这对将要发展卫星技术，向农村人口提供普遍的宽带互

联网服务的国家政府很重要。它会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其作用就如同为农村提供邮政和电力服务的政府计划一样。

今后，用户将会享受更便宜的、到处都能得到的太空服务。新的太空-

地面融合网络架构将会建立起来，在这种架构中，用户不需要知道或

关心他们的信息分组是如何被路由的。

展望网络的未来，每个载人或不载人的飞船或航天器都将承载着互联

网上的有效节点。“一个世界，一个网络”不再是梦想，地面和太空

通信将一起形成一个无缝的普遍服务体系。

（选自PACKET杂志2005年第三季度）

【关于作者】

Daniel Floreani是思科全球防卫、空间和安全部空间项目组的一名网

络设计师。他在南澳大利亚大学电信研究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专业为

战术包无线电联网的模拟。他的email是danielf@cisco.com。

Lloyd Wood是思科全球防卫、空间和安全部的一名空间项目经理，

负责思科第一个用在轨道上的路由器。他在英国萨里大学通信系统研

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专业为卫星群的联网。他的email是lwood@cisco.com。

12/2005 12/2005

2
0

0
5
年

第
5
期

总
第

3
2
期

N
E

T
W

O
R

K
IN

G
 C

H
IN

A



PACKET 精选 PACKET 精选

38  39

建立通信标准

基于标准的通信是扩大卫星服务市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如果把IP

作为空间通信的标准协议，用于承载卫星上的设备间通信以及卫星与

地面站之间的通信，空间通信就可以逐渐具备地面通信的各种特性。

现在，卫星服务提供商维持它们自己的服务和链路，每个链路可能只

用于一项服务，如寻呼服务、座机电话、移动电话或电视服务等。未

来，有了IP网络，就可以实现融合服务。运营商将能够用一种基于IP

的连接来承载多项服务，支持多种不同的应用。例如，一个单独基于

太空的互联网连接就有可能同时支持语音流服务、电话服务和数据服

务。这就有使得我们不再需要为卫星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话服务提

供单独的专用硬件。

一个基于IP的网络基础设施还能大大降低服务的门槛，从而扩大市场。

如今，选择一个卫星服务提供商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用户（一

般为某个大公司、某个国家的政府或某个军事机构）在选择过程中必

须考虑以下因素：

 覆盖范围：卫星服务的覆盖范围可以小到只有美国的一个州大（甚

至更小），也可以大到几乎占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一。一般来说，覆

盖范围越大，平均每个用户可分享的链路容量越小。

 服务要求：服务一般是固定的或移动的。移动服务要求有便携的或

移动的碟形天线，直径经常小于1米。固定地面站可以大一些，碟形

天线的直径从2.5米到8米不等，安装和运营经常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

在服务方面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使用的无线电频率，每个波

段有不同物理特点，如对“降雨衰减”的敏感性以及穿透云层和树叶

的能力等。

 可供使用的带宽：这一点由终端的大小和它们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决

定。真正的移动终端（尺寸小于30厘米）采用最新技术，典型情况下

可提供每秒64 Kbit的双向速度。便携式VSAT终端典型情况下可提

供高达每秒512 Kbit的速度，但出于成本考虑经常所提供的速度在每

秒64 Kbit和256 Kbit之间。放在拖车上的终端（2.5米碟形天线）能

提供每秒1Mbit－2 Mbit的速度，更大的静止碟形天线能提供8 Mbit

－60 Mbit及更高的速度。

 无线电频率和介质访问机制：如今，能够充分利用共享卫星链路的

介质访问机制和频率再使用方案基本上都是专有技术，两个供应商之

间几乎不能再使用设备，或者说来自多个供应商的设备几乎不能共享

一个卫星链路。由于卫星服务的用户越来越多地要求进行对称通信，

以处理返回的数据或视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接受非对称的广播服

务，所以，需要用于容量再使用的更尖端的分配机制来支持这些需求，

充分利用卫星链路。

设置一个卫星链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将这一过程与使用基于互联

网的连接的过程相比较。在后一个过程中，用户需要从一家本地的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ISP）那里选择一个合适的连接速度。要使卫星通

信像地面上联网那么容易，必须解决一些关键的难题。最大的障碍是，

在介质访问和频率方面没有共同的标准。各个公司必须共同努力，开

发一个基于标准的技术，能够让多个不同系统无缝协同工作。一旦实

现了这种标准化，卫星用户将不必担心链路另一端的一个地面终端在

访问机制方面是如何配置的，也不必担心其信息流将从哪里或怎样返

回地球。IP分组甚至还可以在太空中被路由到正确的目的地，就像现

在在地面上所实现的一样。

实现卫星间“互连”

卫星服务提供商已看到地面服务提供商在向基于IP的融合网络过渡，

他们开始对在太空中使用IP网络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以拥有更大

的带宽，并节约管理和运营成本。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想和有

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一样，使用成熟的网络管理工具。

传统上，通信卫星一直是一组一组转发器的支持平台，这些转发器

接收一个无线电频率的信号，将其放大或再生，然后将一个频率较

低的信号发送回地球。这便产生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弯管架构”。

例如，两艘共同行动、但来自不同国家的军舰在用电话进行联络。

但由于每艘军舰都用自己国家的专用卫星（或转发器）进行通信，

所以它们之间的连接只能在两个网关地面站之间间接实现。一个信

号不是直接在军舰和卫星之间传递，而是先从军舰到本国的专用卫星，

再从卫星到地面站，穿过一个洲际链路，通过地面站再传达到另一

个专用卫星，最后到达另一艘军舰。这一过程路径漫长、消耗大量

网络容量并容易导致延迟。同样，即使是同一卫星上不同转发器之

间的信息流也需要在地面上进行交换。

如果卫星上实现了路由和交换功能，而且卫星具备了标准化的“卫

星间链路”（ISL）接口，那么这种“IP语音”（VoIP）流就可以很

方便地从太空中的一个卫星直接传输给另一个卫星，而不会带来延

迟及其他的传输开销，还可以减少对地面设施的依赖。

目前，新型的卫星已经在制造当中，它们上面搭载有交换设备，可

以让数据帧直接从一个转发器发送给另一个转发器，而不需要返回

地面进行交换。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由Hispasat公司制造的AmerHis卫

星，该公司是欧洲和美洲空间分割容量领域一个领先供应商。

Intelsat 9系列卫星在转发器之间有一个可重新配置的交换矩阵，用

来增加总体上的灵活性。“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正在建造“宽带网络互联工程测试和演示卫星”（WINDS），该卫

星上搭载了一个单元交换机，运行速度可以达到155Mbit/s。

然而，这些交换设备仍然是由地面上的控制器控制的。当卫星上也

有了路由器时，它就可以将交换延伸到真正的第三层星载IP路由，

甚至在卫星之间进行路由。

最后，随着使用更多星载通信技术的卫星的问世，将会出现关于卫

星通信架构的新方法，它们以一群运行在地球静止轨道上的体积更小、

成本更低的卫星为基础，利用“卫星间链路”（ISL）进行通信。那

时，一群中的一个或多个“核心”卫星就有可能与另一群实现互连。

这些“核心”卫星可将各组卫星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由高速的自由

空间光链路组成的地球静止轨道“骨干”网，与地面互联网中的光纤

网络类似。

一个世界，一个网络

开发一个用在太空中的基于标准的基础设施，不仅可让用户和服务提

供商改变地面设备利用卫星进行通信的方式，而且还能使数据存储、

传输和使用的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一个基于卫星的IP通信网络可在全球范围内将服务延伸到世界上任何

地区的用户。这对将要发展卫星技术，向农村人口提供普遍的宽带互

联网服务的国家政府很重要。它会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其作用就如同为农村提供邮政和电力服务的政府计划一样。

今后，用户将会享受更便宜的、到处都能得到的太空服务。新的太空-

地面融合网络架构将会建立起来，在这种架构中，用户不需要知道或

关心他们的信息分组是如何被路由的。

展望网络的未来，每个载人或不载人的飞船或航天器都将承载着互联

网上的有效节点。“一个世界，一个网络”不再是梦想，地面和太空

通信将一起形成一个无缝的普遍服务体系。

（选自PACKET杂志2005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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