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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解决方案 

• 区域医疗解决方案  

• 远程医疗协作 

• 区域影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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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指挥调度 

• 数据交换平台 

• 医疗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 数字化医院解决方案 

• 思科数字医院云数据中心方案 

• 思科数字医院数据存储网络方案 

• 思科数字医院移动和物联网解决方案 

• 思科数字医院通信协同方案 

• 思科数字医院智能楼宇解决方案 

• 远程医疗及省级视频会议系统建设方案（多业务支持） 

• 智能互联的数字化医疗解决方案 

• ICU移动视频监护解决方案 

 

 

 

 

 

 

 

 

 

 

资源共享 
NAS服务器 

账号：cisco\Coe123 

 

 

 

 

 

\\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file://10.75.177.137/Vertical Solution/PS-HC


© 2010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isco Confidential 2 

解决方案 关注点1 关注点2 关注点3 关注点4 关注点5 

数字化医
院 

医院院区网络 
关注：整体的医院
网络升级及园区建
设项目 

新医院大楼建设 
关注：关注医院
新大楼，新园区
建设项目，推思
科整体化数字医
院解决方案 

移动和物联网 
关注：区域内医
院的移动医护和
RFID-资产，人员
管理，虚拟桌面
（VDI、VXI）的
机会点，无线网
建设的机会点 

数据中心和存储
网络 
关注：针对PACS
应用的的存储网
络机会点（万兆
接入和MDS存储
交换机），关注
医院数据中心升
级和新建项目 

远程医疗项目 
关注：关注医院级
别的远程会诊中心
建设，大医院为中
心接入合作的小医
院 

区域卫生
信息化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关注：结合应用厂
商推出思科数据交
换的机会点：符合
IHE标准的区域数
据交换平台+思科
硬件绑定 

基层卫生信息化 
关注：关注省市
或者基层区域卫
生平台建设项目 

远程医疗协作 
关注：以省或市
为单位的区域远
疗中心的建设机
会 

区域影像中心 
关注：区域影像
中心项目，可以
推思科的数据中
心，医疗云网络，
存储交换网络 

应急上报指挥 
关注：区域卫生项
目中的应急指挥调
度，绑定应用长商
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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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医改3521工程提出了要
改善人民的就医问题，解决看
病人，看病贵的核心为题是通
过远程医疗解决解决医疗资源
的再分配和病人数据的互联共
享。从目前的市场来看，以省
或市为主导的大远程医疗平台
项目逐步出现，与原有的大医
院为中心的集团医院和医疗共
同体模式并存组成了当下的远
疗市场 

• 思科关注:远程系统的构成复
杂，思科的机会点在于基础平
台（网络，数据中心，运维）
和协作平台（语音，视频，协
作） 

• 方案：远程医疗平台应支持多
医疗业务的开展，如远程会诊，
远程诊断，远程教育培训，远
程门诊，手术示教，远程监护
和移动协作推车，移动远程会
诊。思科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
针对不同的客户会群体，网络
条件和业务需求，打造了一套
完整的解决方案 



思科远程协作医疗解决方案概览 

远程协作云
平台 

云数据中心 

中心医院 

基层医院 

医生/患者家 

社区医院 

卫生机构 

远程会诊中心 

应急指挥调度中心 

远程会诊救护车 

社区远程门诊厅 

远程门诊 

远程教育培训 

VIP家庭远程会诊 

移动用户 

远程ICU监护 

手术示教 

移动会诊推车 

第三方集成式视频终端 

中国最多高端用户和远程医疗建设经验，3/4高端远疗试点项目。国外众多先进远程医疗成功案例 

最先进的视频云平台提供最大的平台兼容性及最完善的诊断级视频+协作级视频产品线。最安全的内外穿越技术:医院间和院内的无缝整合 

创新的医疗网络平台，提供强大的云平台，灵活的终端方案 

与国内知名应用厂商合作，强强联合 

专业的咨询服务能力和团队，提供专业系统的建设规划 

http://www.rj-kidney.com.cn/docpage/c781/200712/1225_781_155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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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医改3521大背景下，
区域项目如雨后春笋般迅
速兴起，以居民健康档案
为核心，打造区域平台，
实现五大业务平台下的多
种医疗业务和服务的开展。
从项目的规模和主体来看，
我们可以分为区域卫生平
台项目和基层卫生信息化
平台两类，针对不同项目
我们梳理相应解决方案。 

• 思科关注:远程系统的构成
负责，思科的机会点在于
基础平台（网络，数据中
心，运维）和协作平台
（语音，视频，协作），
数据交换平台 

• 方案：思科区域云平台解
决方案分为区域远程医疗
协作，区域云网络平台，
区域云数据中心，应急指
挥调，数据交换平台，区
域影像中心 



社区医院 

云数据中心 

Core 

Aggregation 

Access 

Server 

ACE ACE XML GW 

FW IDS/IPS 

Nexus 

Storage 

MDS 
Fabric 

UCS 

Server 

EMR HIS 
PACS HRP APP 

AD 虚拟桌面

VDI 
WCS，

Prime， 

LMS 

Web/Email  

Security Application 
MXE ISE 

CT

M 

Webex 

Server 
MCU CUP 

NCS MSE 

无线控制器 CUCM 

社区门诊 

协作工作站 

监控

视频 
EHR 

手持

终端 

医疗应用 
医疗设备 

移动用户 

虚拟桌面 

思科数字化医院及区域医疗解决方案概览 

数字化医院分院 

EMR 

手持

终端 

思科远程门诊 

监控

视频 

医疗应用 

医疗设备 

协作工作站 

数字媒体

解决方案 

最全面的医疗行业解决方案，囊括思科医疗级的网络平台，思科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思科协作平台解决方案 
拥有国内最多高端客户，丰富的行业经验及方案实施经验，保证客户最大化的投资回报 
国内知名应用厂商强强联合，打造应用与基础架构的最佳实践 
立足客户业务需求，帮助客户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更加便捷的共享和访问医疗数据 
  

区域医疗云 

思科数字化医院 

远程协作医疗 医疗设备定位 
远程监控 

移动视频会诊 

RFI

D 

临床工作站 

智能导诊

导医 

医疗协作平台 

医疗情景感知物

联网解决方案 

PACS存储网络 

手持

终端 

协作通信 
智能楼宇 

移动医疗 

数字化
医院 

私有云 

云数据中心 

居民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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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卡：建立居民健康卡，在区域内医疗卫生单位实现
“一卡通用、一卡多用”； 

 一网：充分利用现有网络基础，实现区域内所有卫生行
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高速传输； 

 一中心：建立公共卫生数据中心； 

 一平台：建立公共卫生数据共享平台； 

 三大体系：构建基础业务层、共享协作层、管理服务层
三大应用体系； 

 业务系统：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数字化改造，妇幼
保健信息系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系统、专业防治
站所信息系统，数字化医院建设和改造，区域临床检验
中心、健康“一卡通”系统、区域会诊平台、慢性病监
测和伤害防治织管理系统、双向转诊系统、药品器械供
应保障系统、决策分析系统、绩效考核系、健康服务门
户及手机应用。 

 

思科无边界网络解决方案 

思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思科协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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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医院系统是庞杂而又要求
精确的有机体系。数字化医院包
括的功能模块可以分为临床系统
电子病历（CIS）、医院管理系
统（HIS）、医学影像存储和传
输管理系统（PACS）。建设数字
化医院要求将这三大部分有机地
系统地整合，实现各类信息的共
享和管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信
息挖掘，从而进行进一步的医疗
信息利用。以电子病历（EMR）
为中心融合HIS和PACS系统的医
院信息系统建设，是实现数字化
医院趋势。  

• 思科关注:数字化医院架构复杂，
思科的机会点在于基础网络，无
线网络，私有云数据中心，院内
协作，和院内远程会诊 

• 方案：数字化医院设计到医院的
方方面面，思科的数字化医院解
决方案可以分为几个子方案，思
科数字医院云数据中心方案，思
科数字医院数据存储网络方案，
思科数字医院移动和物联网解决
方案，思科数字医院通信协同方
案，思科数字医院智能楼宇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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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利用无线及物联网系统（RFID系统、WIFI、ZIGBEE、条码）实现：智能环境控
制、医疗流程精细化管理、移动医疗、人员与设备实时定位。与资产管理系统、
移动查房系统、无线护理、智能监护 、医疗消毒跟踪系统、标本跟踪系统等应
用的集成，实现真正的智能的医院=物联化医院+互联化医院+智能化医院。 

主推产品： 
思科无线AP+无线控制器+思科网管（NCS）+思科移动服务引擎（MSE）+思
科（ISE） 

方案说明： 
思科移动和物联网解决方案囊括了
思科统一无线网解决方案，统一接
入网络解决方案，统一通信等最新
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 
• BYOD解决方案 
• 医院无线网络建设 
• 医院物联网络建设 
• 智能终端集成（PDA、MCA、

远程探视系统、移动会诊系统、 
• 条码枪） 
• 应用系统支持如移动查房系统、

RFID输液系统，RFID婴儿防
盗系统，互动协同 

• 资产人员定位 

思科技术优势: 
• 802.11n技术标准 
• 智能的波束成形 ClientLink 
• 思科CCX标准使思科无线网络和无

线终端兼容性最强 
• 符合CCX的无线终端最优切换 
• 思科BYOD解决方案应对医院复杂

的安全认证 
• 视频流就绪(VideoStream)技术 
• Cisco 无线定位 
• 集中的无线射频和网络系统管理 
• CleanAir 抗干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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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 
针对我国医院信息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近几年智能化医院的建设经验，并且随
着医院数字化应用的更广泛深入，智能化医院
将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利用统一通讯系
统，解决医院越来越多的医患沟通、业务协同
的需求，这包括建立在统一通讯系统基础上的
电话系统、探视系统、远程诊断/会诊系统、
手术示教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由于建设在
基于IP的UC上，系统更加容易扩展，相关信
息可以更加方便的共享，同时也降低了重复建
设的成本。 

方案说明： 
思科数字化医院协同医院解决方案，囊括了
思科统一通信，网真，统一接入网络，协作
应用，呼叫中心等行业领先的技术方案，结
合客户需求和业务特点整合成一套完整的数
字化院协同平台的架构方案，主要包含： 
• 医疗办公协同系统 
• 手术视教系统 
• 统一探视/监控/会议/呼叫系统 
• 远程诊断/会诊系统 
• 医疗融合通信系统配置（主推产品） 

– IP CM 
– VM/MCU视频会议系统 
– IPCC呼叫中心系统 
– DMS存储系统 
– Jabbar、Webex融合通信系统 
– 智能终端集成（IP PHONE、PDA、手机、

移动探视诊断、远程会诊终端 
– 远程会诊终端 

• 医疗统一通讯与协作系统模块 

思科数字化医院协同架构 



© 2010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isco Confidential 11 

移动办公的医生 大型医院TP 

医疗云 

电子病历 
居民健康档案 

服务器/数据中心 
思科UCS 

 社区医院移动医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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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 
智能医院的数字化医疗系统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整体系统由上
百个业务子系统组建而成，而这些系统间又有频繁的数据交换和业务联动。医院
数据中心的信息基础是运行数字化医院业务系统的基础，信息基础架构是需要在
考虑高可靠性的基础上，提供高效的共享的计算资源，并提供资源的自动化快速
部署和在线迁移。这就需要综合利用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的虚拟化技术，提供集
中统一管理的云计算中心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概述: 
思科智能医院云数据中心方案分
为两大部分： 
• 思科云计算 
• 思科云网络  

主推产品： 
思科UCS服务器+思科Nexus交
换机+负载均衡ACE 
 

 
卖点: 
• 万兆接入 
• 应用加速WAAS 
• 高可用性,，负载均衡和冗

余备份 
• 统一管理服务器，存储，网

络 
• 统一交换，FCOE 
• 分区设计，最小故障域,高

扩展性 

• 虚拟化网卡，VM-FEX，
VM-Link 

• 无状态计算 
• VDC，VP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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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 

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加快，多业务需求暴增带
来了医院网络内大数据传输和大数据量存储。特
别随着病人的增加，影像设备的更新，应用的升
级等，数据存储容量逐渐呈现跳跃性增长。应对
这样的环境需求，设备管理的方便性，安全性，
高性能，扩展能力等便成为了院方重点考虑的首
要条件。 

解决方案概述: 

思科医院存储网络采用模块化，多层架构（核心
层、汇聚层和接入层），双核心交换机，服务器
区双汇聚交换机，核心层和汇聚层均有路由功能。
环境提供负载均衡和冗余备份。分区的设计思想，
按照功能和 区域将整个基础架构进行分区，各
区可独立扩展和维护，保证更小的故障域。采用
万兆、千兆和百兆相结合，保护用户投入 

 

 
方案优势: 

• 高性能的存储网络架构，WAAS 

• 高可用性 

• 负载均衡和冗余备份 

• 统一管理和快速维护 

• 分区设计，最小故障域 

• 高扩展性 

主推产品: 

思科MDS存储交换机+Nexus交换机
+UCS+网络加速（W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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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智能医院楼宇架构 
思科方案说明： 
由于采用了多网融合的医疗级网络架构，楼宇安全
监控、能耗管理、智能广播等系统与业务的整合变
得非常方便与高效，思科也得以在医院构建世界一
流的智能楼宇与节能控制技术。 
• 楼宇安全监控——通过部署数字化的IP高清摄

像头，医院可以实现对里里外外各个重要位置
发生的情况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随时发
现病人跌倒等意外事件并提供帮助；系统还能
自动保存所有监控录像，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
行事后追溯。此外，通过门禁系统与业务系统
的联动，还可以实现更智能的访问控制。 

• 楼宇节能——通过安装感知日照、温度、降水
等外部环境条件的设备，并通过与业务系统集
成，楼宇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时间、天气、业务
计划等各种不同条件，对空调、照明等各类设
备的运行参数进行针对性的设置，从而大大的
降低能源消耗。 

• 智能广播——通过将智能广播系统、数字媒体
系统与业务系统、楼宇控制系统等进行整合，
在特定条件或发生特定事件时，可以及时、自
动的进行分区域的通知、报警、疏散广播等。 

解决方案卖点： 
• 医疗级的园区网络设计 
• 绿色环保，节约能源 
• 智能监控，最大化确保人员资产安全 
• 多系统联动，及时响应及时处理 

 
 

主推产品： 
• 思科IP摄像头 
• 思科无边界网络产品（无线+catalyst交换

机） 
• 思科语音和统一通信产品（呼叫中心，无

线对讲机，IP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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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所面临的挑战 
• 原有的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由于带宽、安全等问题导致很多医

疗应用无法部署 

• 客户需要远程医疗网络和医院内网打通，同时需要考虑安全
问题 

• 原有的远程医疗系统基本就是一个基于软件的视频会议系统
，病人和远程医生之间虽然有语音和视频的沟通，但缺乏真
实的感受。 

• 部署了思科的网真系统，极大地增强了病人和远程医生之间
的面对面的真实沟通效果，但医生仍然无法实时 了解病人的
医疗信息 

• 急需解决远程医生能够实时了解病人的体征、病理、病况等
信息，使得远程医疗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 

 

 

思科解决方案 
 

应对策略： 

• 先期部署思科网真系统、思科高清视频系统解决用户远程
医疗的视频沟通问题。 

• 采用沉浸式网真体验的解决方案提高远程会诊的用户体验
，整合医院现有的远程会诊流程及设备，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远程会诊 

• 采用VCS Express方案，实现了视频的内网络间的互联互
通 

 

思科团队及主要工作: 

• Account Team：采用思科网真、协作、思科医疗网真整
体解决方案，通过技术方案交流和案例提供使用户接受思
科全系列方案 

• BN团队：强大的后援，技术及商务支持 

成果及客户获益 
• 实现“3521”对口医院的远程支持以及下属多家医疗共同体之间远程病例

讨论 

• 利用思科的医疗级别网真技术，帮助实现了网真技术和医疗业务的整合，
使得网真不仅仅是用于视频会议，也可以辅助医疗的手段 

项目信息 

• 客户关键联系人：刘主任 

• Account Team成员：Shangnan/张铮 
•合作伙伴关键销售：威发、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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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所面临的挑战 
• 原有的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由于带宽、安全等问题导致很多医

疗应用无法部署。 

• 原有的远程医疗系统基本就是一个基于软件的视频会议系统
，病人和远程医生之间虽然有语音和视频的沟通，但缺乏真
实的感受。 

• 部署了思科的网真系统，极大地增强了病人和远程医生之间
的面对面的真实沟通效果，但医生仍然无法实时 了解病人的
医疗信息 

• 急需解决远程医生能够实时了解病人的体征、病理、病况等
信息，使得远程医疗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 

 

思科解决方案 
 

应对策略： 

• 先期部署思科网真系统、思科高清视频系统解决用户远程
医疗的视频沟通问题。 

• 思科医疗网真（Cisco HealthPresence，简称CHP）解
决方案为患者接受远程诊疗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协作的平台
。 

• 通过结合硬件、软件和服务，这个平台可以将专业的医疗
卫生服务有效地提供给偏远地区的患者，并允许患者在临
床环境中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获得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治
疗。同时，由于整个系统构建于思科提供的网络上，平台
扩展简单，互操作性也得到了保障。 

 

思科团队及主要工作: 

• Account Team：采用思科网真、协作、思科医疗网真整
体解决方案，通过技术方案交流和案例提供使用户接受思
科全系列方案 

• BN团队：强大的后援，技术及商务支持 

成果及客户获益 
• 思科医疗网真作为远程会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

术解决了如何在新疆开展远程电子门诊的问题。 

• 思科医疗网真系统的建成，标志着新疆远程会诊平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 

• 首期在四家医院试点部署，其它多家医院正在积极准备实施。 

项目信息 

• 合同金额：网真系统600K，CHP 产品
$100K 

• 客户关键联系人：钱主任 

• Account Team成员：李峰/尹立群 

• 合作伙伴关键销售： 华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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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医院名称 使用设备 

1 北京  中日友好医院  会诊：三屏网真T3, 示教室：C60 

2  北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会诊：三屏网真CTS3010, 录播服务器：IPVCR, 软件终端：
Movi 

3  山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会诊：三屏网真CTS3010, 录播服务器:IPVCR 

4  上海  上海中山医院  会诊：EX90  

5  四川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会诊：三屏网真CTS3010  

6  湖北  武汉协和医院  会诊：三屏网真CTS3010，科室会诊：EX90  

7  吉林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会诊：Profile 52双屏，科室会诊：EX90  

8  上海  上海华山医院  会诊：三屏网真CTS3010，科室会诊：EX90  

9 北京 北医三院 替换了原有华为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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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所面临的挑战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近期
目标为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
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
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
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 

•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 

• 目前各医疗卫生业务部门都各自建立了相应的业务管理系统
，重复采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而且造成
了个人基本信息的不一致。 

 

思科解决方案 
应对策略： 

• UCS 实现数据中心虚拟化;N7K的VDC技术实现内网各部
分的逻辑区分 

• 便捷统一的云计算资源管理 – 创新无状态漂移+快速部署
+中文云计算管理软件，从跨越刀片服务器机箱的整体，
到同一界面网卡虚机的细节，提供对云计算平台资源的统
一管理；无需考虑未来为扩容支付昂贵的管理许可费用； 

• 引领数据中心存储网络融合发展趋势，搭建完善基础构架 
- SAN/LAN整合，FCoE全万兆构架，提高性能，节省成
本，简化布线； 

思科团队及主要工作: 

• Account Team：采用思科DC、BN整体解决方案，通过
技术方案交流和案例提供使用户接受思科全系列方案 

• DC团队：强大的后援，技术及商务支持 

成果及客户获益 
客户获益： 

• 1 思科和万达的强强联合解决方案确保了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2 思科先进的云时代技术和方案，使得医疗卫生信息化管理有了创新的模式
。通过对过往信息孤岛的互联互通，使得公共卫生机构人员能够全面掌控
人群健康信息，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使得居民和流动人员能够掌握和
获取自己完整的健康资料，参与自我健康管理，享受持续的，跨机构的医
疗卫生服务，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思科成果：全国医疗行业第一个区域医疗项目,涵盖网络到数据中心整体解决
方案。 

项目信息 

• 金额： 产品$400K Net to Cisco 

• Account Team成员：王传将/孔雷 

• 合作伙伴关键销售： 万达信息，威发 

• 竞争对手：HP, IBM, Dell，H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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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所面临的挑战 

 
• 四川省卫生厅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拟对全

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分析。 

• 对于虚拟化在服务器上的大规模部署实施存在疑虑 

• 缺乏数据中心建设的统一规划 

• 服务器性能成为评估的重要因素 

 

 

 

 

 

 

 

 

 

 

思科解决方案 
1.经过验证的高性能平台 
• 项目的难点在于多种应用系统在同一平台下运行，对性能

的考量； 
• 在反复沟通中，用户对UCS服务器的各项性能测试结果表

现高度认可，打消了顾虑； 
2.优异的虚拟化环境支持 
• 由于软件选型因素，客户最初并未确定虚拟化软件商； 
• 通过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客户确信思科UCS对于各种虚

拟化软件的兼容性，以及对部分软件的优化特性； 
3.独特的功能特性和性价比 
• 同同档次友商设备比较，可获得的诸多功能特性，给客户

留下了深刻印象； 
• 例如C460自带万兆端口设计，P81卡的CNA以及虚拟化

优化特性等； 
4.未来扩容和管理 
• 根据卫生部建设指导方针，未来将对各级平台进行扩容，

建设当地更大规模的统一卫生信息数据中心； 
• 客户对于UCS管理体系的整合管理功能非常认可（刀片和

机架的集成管理）等； 
  

成果及客户获益 

客户获益： 
• 通过思科UCS服务器建设了遍布全省地市和省中心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相关信息数据平台 
• 部署虚拟化应用和软件 
• 高性能应用优化 
 

项目信息 

• 合同金额： 产品$1.3M 

• 客户关键联系人：juyou 

• Account Team成员：Juyou,lintang 

• 合作伙伴关键销售：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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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所面临的挑战 
• 随着山西省计生委在计划生育工作方向的转型，人口数据挖

掘工作越发突出其重要性。客户需要全面、多维度的对所掌
握的人口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剖析，并将这些数据应用到
其他职能部门中，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投入。 

• 一方面，中心核心交换机以及核心路由器已运行近10年，需
要消除老旧设备带来的风险隐患，并保证千兆向万兆网络的
平滑过渡，以及广域网由E1扩容升级为MSTP线路； 

• 另一方面，综合人口数据挖掘系统上线，需要采用高性能服
务器群，并易于扩展； 

 

 

思科解决方案 
 

应对策略： 

• 通过整合BN和DC，提供单一品牌的整体方案，有利于代
理商整体把握商务成本；采用了最高端的Nexus 7K和
ASR 9K，同时推高了竞争对手的成本。 

• 重点向客户讲解UCS的好处，包括统一管理、简化的网络
、易于扩展、无状态计算等，并提供了UCS B200在
VMware® VMmarkTM 2.1测试中性能优异表现的白皮
书，彻底打消了客户疑虑。 

• 针对数据挖掘系统对可扩展性的需求，充分利用UCS无状
态计算的特征，使得用户可以灵活、弹性的对系统进行横
向扩展，最终获得用户青睐。 

 

思科团队及主要工作: 

• Account Team：反复多次的和用户做技术交流和引导，
打消客户疑虑，从而选择Cisco； 

• BN和DC团队：强大的后援，技术及商务支持 

成果及客户获益 
客户获益： 

• 1 全新的核心，用以支撑未来5-10年的信息化发展和建设； 

• 2 支撑人口综合数据挖掘系统上线，满足高可扩展性的要求； 

• 思科成果：为山西省计生委提供完整的BN+DC的完整信息系统支撑平台，
并为后续人口综治系统、金人工程等打下基础。 

项目信息 

• 合同金额： 产品$150K 

• 客户关键联系人：付涛 

• Account Team成员：孔燕/饶维波 

• 合作伙伴关键销售： 同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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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客户信息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需求描述 
（用户或者项目

的需求） 

• 搭建基于IP网络覆盖全院的视频监控系统 
• 搭建基于IP网络的手术示教系统 
• 东、西院区的整体无线覆盖，实现移动医护 
• 在全院范围内部署数字媒体系统，实现可视内部的导诊及视频点播 
•实现“3521”对口医院的远程支持以及下属多家医疗共同体之间远程
病例讨论 

竞争对手 • Huawei, H3C, Aruba，Polycom 

合作伙伴 • 威发、赛文 

*相关信息 
（有关项目的较为
重要的客户信息或

背景） 

• 北大人民医院是思科的Install base客户，在网络核心和重要模块均采
用的是高可靠的双核心结构 
• 北大人民医院对思科公司和产品的认可度比较高，能够接受思科的技
术理念 

销售团队 
• 中区PS AM ─ shangnan 
• 中区 SE ─ ZhangZheng 
• team PM ─ LiangKai、XieQing、JinGe、jerr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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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不利因素 
（有关项目售前遇

到的挑战） 

• 客户是现有多套视频监控系统，均是专业做视频监控的厂商部署，思
科的视频监控系统在市场上没有认知度 
• 思科的IPVS及DMS系统在国内医疗行业还没有客户案例 
• 客户院内已有多套不同厂商免费赠送的媒体播放终端。 
•医院已有软件的远程会诊平台，使用多年且价格便宜 

*销售策略 
（销售团队的竞争

策略） 

• 突出思科视频监控系统及数字媒体系统与同领域厂商解决 方案的不同
点 
• 结合用户现有网络基础，提供同一厂商整体基于IP的解决方案 
• 与客户现有的医疗系统做接口，将应用与方案紧密结合 

*技术方案 
（对技术方案的简

要描述） 

• 视频监控系统：在医院内部部署思科的IP监控解决方案，实现院内的
安防监控及基于IP监控视频的医疗应用 
• 数字媒体系统：将思科的DMP作为媒体播放终端，部署在医院的各个
科室用作医院宣传，同时部署在候诊区用作导诊叫号 
• 无线系统：构建一套覆盖东、西院区的无线医疗网络，使医生、护士
在院内可以使用智能终端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医疗系统，以实现移动医
护 
•远程会诊系统：采用沉浸式网真体验的解决方案提高远程会诊的用户
体验，整合医院现有的远程会诊流程及设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远程
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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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优势卖点 
(思科方案方面

、功能或技术层

面的优势卖点） 

• 整体解决方案 
•  802.11n技术对用户高密度接入区的无线服务有明显改善 

• 集思科DMS、IPVS、IPICS、TP为一体的融合解决方案，各系
统间可实现联动 
• 数字媒体系统可以实现单一后台节点对多个播放终端的统一
控制，并可以对处于不同物理位置的播放终端进行分组播放。 
• 数字监控系统基于全IP，可在现有监控系统上进行二次开放，
实现门诊人数统计、重点区域监控及划线告警等多种功能 
 

配置产品 

•视频监控系统：MSP服务器*4、2500监控摄像头*47、2520V
监控摄像头*39、2421监控摄像头*39 
• 数字媒体系统：DMP-4400G*36 
• 无线系统：AP1142N*325、5508-500控制器*2、MSE无线定
位器*1、ACS认证服务器*1、3560G接入交换机*19 
•远程会诊系统：CTS3010*1、VCS、TPS7000、Movi*100、
TMS、VCS-expres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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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 

思科价值 

•品牌价值 

•技术带来的稳定性和先进性 

•一站式解决方案及服务 

•未来数据中心、语音、视频的的扩展 

•医疗行业的深厚基础，众多的医疗行业客户 

 

业务影响 

•强壮的平台，可快速部署应用 

•安全，可管理等方面的大幅提升 

•内外共用一套无线，满足多种无线应用 

经验总结 

•Total solution取胜 

•与应用相结合 

•成功案例的引导 

•良好的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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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客户信息 •上海市同济医院医疗云计算项目 

需求描述 

•客户要求数据中心的整体解决方案 

•核心交换机不能满足医疗日益增加的业务员需求 

•医院HIS,RIS 数据库需要高性能，高可靠性，需要增加系统的
灾备功能 

•放射科网络（PACS）无法满足大带宽，低延迟的业务需求 

竞争对手 • H3C/HP、IBM、Dell 

合作伙伴 •上海亚太蓝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 

•同济医院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和2011年年度计划，拟建设一套基
于云技术的统一计算存储平台 

•为医院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部署虚拟桌面：通过将整合多
个物理服务器整合到一个物理服务器，大幅降低软硬件成本，
减少管理点数量，大大简化管理难度 

销售团队 

•东区PS AM ─ 王传将 

•东区SE ─ 孔雷，卢德升 

• DC Team ─ Starry WU, Steve Yang, Adam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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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问题挑战 

•客户是竞争对手的Install base。原有网络是Foundry的设备
，包括从核心到汇聚，客户已经使用了8年 

•客户请了8家厂家，国内4家，国外4家，我们既面临国外厂商
技术的竞争压力，又面临国内厂商价格的竞争压力 

•客户的资金并不非常充裕，用省了8年的经费来建设这一期项
目 

制胜策略 
 

•引导客户以整个数据中心为目标，思科是唯一真正实现端到端
虚拟化的厂商:双活数据中心,涵盖网络、服务器、安全、虚拟
化、应用优化等 

•与VMWare，EMC的配合形成了VCE架构下的VDI全面解决方案 

技术方案 

•全套数据中心产品：核心汇聚网络（N7K，N5K），刀片服务器
（双机备份UCS-B刀片），PACS系统应用负载均衡（ACE）； 

• VDI部署在UCS刀片服务器上，当其中一台刀片损坏，自动切换
到其他的刀片服务器上 

•虚拟桌面的操作系统镜像存储在SAN存储上，实现SAN Boot.用
户数据存储在NAS上 

•后台的存储设备实现SAN 和 NAS 存储的数据镜像和异地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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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竞争优势 

1) 突出思科数据中心整体优势：如Nexus的统一交换平台，
VPC/VDC，为满足客户今后应用级灾备的设计需求，能够支持
二层多路径（L2MP），跨数据中心互联的解决方案（OTV）。 

2) 思科UCS优势：全面统一的虚机配置与管理，真正的服务器虚
拟化（和Vmware的联盟优势）：对虚拟网络的识别、流量控制、
安全访问、动态调整等，很多厂家就无法实现了 

3) 网卡虚拟化：Palo卡1虚56个（抬高对手价格和便于控
标）,VN-Link和VM Direct Path技术 

4) 结合用户应用：同济HIS系统采用Oracle RAC 集群技术，正中
思科UCS下怀 

5) 多机箱的策略：从客户需求出发，要求刀片机箱冗余（HP/IBM
都采用内置交换机模式，所以增加一个机箱就意味着增加很多
的交换机，抬高对手成本） 

6) 突出思科在应用优化方面的优势：采用ACE实现医院PACS系统
web应用的负载均衡等（其他服务器厂商不具备）； 

配置产品 
• Nexus 7010*2，5548*2，VDI服务器（刀箱*3；刀片*12；6120

矩阵*6），ACE 4710*2，4507R*1, 2960s*6, 5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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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 

思科价值 

•同济医院是目前思科DC解决方案在医疗行业部署最全面的
成功案例 

•该项目是国内医疗行业DC解决方案部署最全面的成功案例 

•提高思科的数据中心产品（Nexus+UCS+ACE）在医疗行业的
认知度 

业务影响 
•该项目在东区以及全国医疗行业市场开拓意义重大：目前
上海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在参考同济医院的成功部署模式 

经验总结 

•AM和SE直接与业务应用和系统部门交流，充分了解业务对
系统的需求和项目的关键信息，一改以往网络部门交流的
模式。 

•思科销售和技术团队在合作伙伴的配合下经过三个月的现
场测试，完成了医院核心业务系统HIS/LIS/RIS/PACS以及
OA等应用系统在Cisco DC3.0 技术架构下的成功迁移，赢
得客户的信任 



汶川县人民医院 – 智能数字化医院 

•门诊排队 

• 门诊叫号 

• 健康教育 

• 医院与专家简介 

• 技术：数字媒体与HIS、
公共广播系统等集成 

•智能护士站 

• 病床分布与状态显示 

• 工作任务单、日程表、
工作提示等 

• 病人概况 

• 病人定位跟踪与安全监
控 

• 应急视频呼叫 

• 技术：数字媒体系统、
统一通信、RFID、无线
网络、视频监控，并与
HIS集成 

•智能手术室 

• 手术排班表及工作提示 

• 医护人员签到及手术状
态更新 

• 手术示教（实时视频） 

• 技术：数字媒体系统、
统一通信、RFID、无线
网络、视频监控，并与
HIS集成 

•智能楼宇和协作 

• 电梯、照明、供水、供
电 （声光水电） 

• 空调控制+CO2检测 

• 安防（IP监控、门禁） 

• IP电话/可视电话 

• 设备识别和分布图 

• 远程医疗车 

•智能病房 

• 床边信息提示+医护人
员身份确认，避免错误 

• 一键式应急视频呼叫 

• 点餐 

• 健康教育 

• 娱乐 

• 技术：数字媒体系统、
统一通信、RFID、无线
网络，并与HIS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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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思科解决方案 业务成果 

 病患不断增加与医疗资源利用率
不足, 医院运营成本不断增加 
 

 移动医护应用对无缝移动的需求 
 

 急需完善以病人为中心，以医护
人员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 

 采用思科媒体就绪的下一代无边
界一体化无线网络 
• 1160 台 802.11n 无线接入

点 
• 一体化无线网络管理 WCS 
• 4台 WiSM 无线控制器 
• 50台 PoE 交换机 
 

 增强视频应用的体验：医学示教
，会诊和监控 
 

 全园区范围的移动医护应用部署,
医疗设施和人员的实时定位和追
踪服务 
 

 一体化访客移动互联网服务 

 提供高质量、高性能、可扩展
的移动医疗体验  
 

 更好的将医疗实践与教学结合 
 

 提高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的灵活性 
 

 增加医院在医疗领域的竞争力 
 

 改善病患的就医体验和满意度 

无边界网络服务西京医院移动医疗应用 
中国最大的 802.11n 移动医疗案例- 基于思科媒体就绪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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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思科解决方案 业务成果 

 病患不断增加与医疗资源利用率
不足, 医院运营成本不断增加 
 

 移动医护应用对无缝移动的需求 
 

 下一代IP化手术示教系统，解决
远程示教需求，采用高清IP化系
统提供医院内部及远程医护人员
的完美示教用途 

 采用思科有线无线一体化的无边
界网络解决方案 
• 2*6500, 

22*4500,120*2960G,80*2
918 

• 800+ 台 802.11n 无线接入
点 

• 一体化无线网络管理 WCS 
• 5508 无线控制器 
 

 手术示教系统 
• 50+ Cisco IP Camera 
• UC 
• UCS 
 

 提供高质量、高性能、可扩展
的下一代医疗网络  
 

 更好的将医疗实践与教学结合 
 

 提高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的灵活性 
 

 增加医院在医疗领域的竞争力 
 

 改善病患的就医体验和满意度 

无边界网络服务南京鼓楼医院移动医疗应用 
802.11n及BN综合解决方案医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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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思科解决方案 业务成果 

 病患不断增加与医疗资源利用率
不足, 医院运营成本不断增加 
 

 移动医护应用对无缝移动的需求 
 

 急需完善以病人为中心，以医护
人员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 

 采用思科媒体就绪的下一代无边
界一体化无线网络 
• 600 台 802.11abg和

802.11n 无线接入点 
• 一体化无线网络管理 WCS 
• 2台 5508 和 2台4400 无线

控制器 
• 思科以太网交换机 
• 思科数字视频监控和数字标牌 
 

 增强视频应用的体验：医学示教
，会诊和监控 
 

 全园区范围的移动医护应用部署,
医疗设施和人员的实时定位和追
踪服务 
 

 一体化访客移动互联网服务 

 提供高质量、高性能、可扩展
的移动医疗体验  
 

 更好的将医疗实践与教学结合 
 

 提高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的灵活性 
 

 增加医院在医疗领域的竞争力 
 

 改善病患的就医体验和满意度 

无边界网络服务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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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思科解决方案 业务成果 

 床位4300张，全世界单点规模最
大的医院，2008年门诊超过250
万人次 
 

 病患不断增加与医疗资源利用率
不足, 医院运营成本不断增加 
 

 移动医护应用对无缝移动的需求 
 

 急需完善以病人为中心，以医护
人员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 

 采用思科媒体就绪的下一代无边
界一体化无线网络 
• 700 台 802.11abg和

802.11n 无线接入点 
• 4 台 WiSM 无线控制器 
• Cat6500＋Cat3000/2000 

交换机 
 

 全园区范围的移动医护应用部署,
医疗设施和人员的实时定位和追
踪服务 
 

 一体化访客移动互联网服务 

 提供高质量、高性能、可扩展
的移动医疗体验  
 

 更好的将医疗实践与教学结合 
 

 提高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的灵活性 
 

 增加医院在医疗领域的竞争力 
 

 改善病患的就医体验和满意度 

无边界网络服务 
华西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