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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协同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 数据集中成为趋势 

• 平台整合升级，系统迎来升级换代 

• “体验消费”带动商业智能以及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的深化 

• 服务外包蓬勃兴起有助于零售业IT市场的繁荣 

来自： IDC 《中国零售行业IT解决方案2011–2015预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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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POS技术 
‒ 移动POS有利于提升店面运营效率以及顾客满意度，将带动IT系统快速增长 

‒ IDC预计未来五年中移动POS会得到广泛的应用 

• RFID技术 
‒ 零售商有可能会加大对RFID以及物流设备的相关投入，但受成本限制，相关

投入会受制于RFID等设备的价格 

• 自助终端技术 
‒ 零售商会高度关注自助终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尤其是购物中心业态的需求

会迅速增长，这将促进相关IT投入的快速增加 

• 互联网接入 
‒ 零售商明显加大在互联网接入设备方面的投入，相关IT投入增长在未来几年

内将会持续上升。 

来自： IDC 《中国零售行业IT解决方案2011–2015预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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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连锁卖场客户需求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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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专卖 大型连锁卖场 商业零售 

门店部署的
业务需求 

 
1. POS系统终端 
2. 无线wifi服务 
3. 内部OA终端 
4. 内部语音终端 

 
1. POS系统终端和

POS后台服务器 
2. 无线wifi服务 
3. 内部OA系统 
4. 内部语音系统 

 
1. 整体POS系统 
2. 无线wifi服务 
3. 内部OA系统 
4. 内部语音系统 
5. 单门店数据中心 

门店部署的
业务特点 

1. 和企业数据中心紧
密联系,提供实时
门店库存和销售信
息 

2. 提供货品条码扫描
服务 

3. 连锁企业内部运行
和通讯服务 

1. 和企业数据中心紧
密联系,提供实时门
店库存和销售信息 

2. 提供货品条码扫描
服务 

3. 连锁企业内部运行
和通讯服务 

1. 为入驻商户提供
POS服务 

2. 为入驻商户无线
POS服务,和客户
wifi服务 

3. 单店内部运行和
通讯服务 

4. 所有系统以单店
运行为主 

目标用户群 所有内部员工 所有内部员工 所有用户和入驻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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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食品零售公司为了对应众多食品连锁店通常面临的缺货与过多库存现象，
在其所有连锁店的收款台上使用条形码扫描系统，依靠该系统能确切地知
道各连锁店现有每种商品的数量，生成精确的订单，使每个商店能保持固
定的存货量。所有连锁店产生的订单由集中控制系统合并后交给供应商
（食品加工厂）， C 公司设立了几家分销中心，食品加工厂不再使用从
前装了半车的小货车向每个连锁店送货，而是用大货车向分销中心送货。
每晚再由另外的大货车将分销中心的货品混载分送至各连锁店。如此订货
配送系统的实施，大大降低了 C 公司的货物平均储备量；提高了供应商
送货准时性与数量准确性。 

• 精益作为思想通常被人们总结为“一个核心，五个原则”。核心是彻底去
除浪费（由丰田公司总结出，等待的浪费；搬运的浪费；动作的浪费；不
良品的浪费；加工的浪费；库存的浪费；制造过多过早的浪费），五个原
则为确定产品价值；识别价值流；使价值连续流动；拉动；改善无止境。 
C 食品零售公司的订货配送系统正是将拉动原则运用于订货系统；将流动
原则运用于配货系统，通过彻底削减等待与库存的浪费使之迈进了精益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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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IT资源应该投向哪个方向？ 

云 数据中心 门店 

客户满意度 成本 安全可靠性 

哪些是考虑因素？如何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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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 数据中心 云 

反方 

 较高的运行维护扩展费
用的 

 依赖于服务器 

反方 

 新业务模型和第三方关
系 

• 安全性 

反方 

 WAN 可靠性和响应时
间 

正方 

 减低运行和维护支出 

 较低的资本支出 

 方便部署和扩展 

 最紧密的安全性 

正方 

 靠近客户 

 不用考验WAN可靠性 

正方 

 依靠 私有的数据中心 

 低成本 

 按性能需要付费 

 灵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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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呼叫和集成的 

呼叫中心 

移动用户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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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数据 ，邮件 

智能销售工具 

非传统方式接入应
用数据 

消费者设备集成(cell 

phones, PDAs) 

E-learning 

店内广告 

商业应用能力 
4 – 8 月 12 - 16 月 20 – 24月 0 24+月 

交换和路由
网络 

设备级别的安全性– 
CSA/CCS 

IP 电话系统 
LAN / WAN 

防火墙 
存储 

In-store NAS 

 应用感知(AON) 

基础构件 

自动库存管理：
RFID 

基本的网络安全– 
ACL’s 

 VPN/Teleworker 
VPN- Site to Site (VMI) 

安全的无线 
 

视频和内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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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考虑 技术考虑点 门店联网软件解决方案 门店联网硬件解决方案 

技术实现简介 
所有的门店电脑安装ipsec VPN客户端，各自通过各种家用级别
路由设备上internet并和数据中心建立VPN隧道 

所有门店电脑无需安装任何软件，专业的Ipsec VPN网关设备接
入Internet并和数据中心建立VPN隧道 

商业成本 实施时间和成本 
一个门店，4台电脑左右，不同配置不同OS，都需要安装Ipsec 

VPN软件，5000个门店需要安装20000台电脑，实施复杂而且
人工实施成本高 

安装人员只需要在门店设定一下硬件网关接入internet，省下的
就可以由总部网络中心管理员统一配置，实施简单而且实施成
本低 

商业成本 
条码扫描枪接入和
其他wifi应用 

条码扫描枪不能通过wifi的连接方式连接数据中心，只能通过其
他方式，成本高，复杂。由于门店没有wifi，很多wifi设备不能
应用，或者需要另外部署wifi 

扫描枪方便地可以接入由硬件网关提供的覆盖店内和店外区域
的wifi网络，直接和数据中心传输数据，简单，容易管理。统一
配置并集中管理的wifi网络为门店各种wifi应用提供网络支持 

商业成本 
门店监控摄像头部
署 

门店监控摄像头不支持软件的VPN客户端，无法象门店电脑一
样联入数据中心，监控图像也无法通过VPN上传到总部，需要
另外的安全方案上传。总部无法实时访问门店监控摄像头，以
查看门店现状。如果可以，监控摄像头和门店电脑一样连接在
门店的各种类型的路由器上，可能导致门店监控实时视频的外
泄。 

门店监控摄像头和门店电脑一样连接在专业的VPN硬件网关上，
通过安全的VPN隧道连接到总部数据中心，总部可以实时访问
门店监控摄像头，以查看门店现状。门店监控摄像头的图像数
据可以直接上传到总部数据中心，也可以先存储在门店电脑，
在非工作时间上传到总部数据中心。 

商业成本 电子广告屏等业务 
电子广告屏等业务需要另外建设一套硬件VPN网络以保证视频
数据的安全下传和统一管理和配置 

电子广告屏等和门店电脑一样通过VPN硬件网关接入数据中心，
总部可以统一管理配置这些电子广告屏在非工作时间视频数据
下传和工作时间的按需播放 

商业成本 
数据中心VPN设备
投资 

以每门店4台电脑计算，日后发展到5000家门店，将有20000台
电脑通过ipsec软件建立隧道连接到数据中心VPN设备，数据中
心VPN设备投资将以20000个隧道来考虑，并且考虑一定的冗
余性，投资不小 

每个门店只需要通过VPN硬件网关和数据中心建立一条隧道，
那么对应5000个门店，数据中心VPN设备投资将以5000个隧道
来考虑，投资减小 

安全和管理 设备集中管理 

用于门店电脑连接Internet的各种类型的路由设备不能集中管理，
总部网管人员无法及时发现和诊断问题，并且远程解决问题。
另外根本无法提供日常运行报告，使总部对门店网络接入情况
一无所知。门店电脑的VPN软件的情况也由于数量众多，无法
管理。 

专业的VPN硬件网关通过总部的网管统一配置管理，并进行日
常监控，同时提供日常运行报告，包括Internet接入情况和VPN

连接的情况，使总部对门店网络接入情况了如指掌。 

安全和管理 网络安全性 

用于门店电脑连接Internet的各种类型的路由设备一般都是家用
级别的设备，安全性能比较差，设备密码又是分散管理，掌握
在安装人员手中，无法由总部网管定时更新，设备很容易受到
入侵。 

专业的VPN硬件网关通过总部网管统一配置管理，设备密码不
掌握在安装人员手中，并可以定时更改，内置的防火墙功能，
有效地避免网络设备受到入侵。 

安全和管理 门店电脑安全性 
门店的电脑通过门店各种类型的路由设备以NAT方式连接
Internet，门店电脑基本上暴露在Internet的木马，僵尸网络，
蠕虫病毒中，从而导致业务数据的危险 

硬件网关通过Internet直接和数据中心建立安全的VPN隧道，并
设置intner访问白名单，有效地避免了门店电脑直连internet，减
轻木马，僵尸网络，蠕虫病毒的危险，保护业务数据 

安全和管理 
网络备份保证业务
不中断 

门店的电脑通过门店各种类型的路由设备连接Internet，当运营
商提供的ADSL等链路中断时，无备用方案保证门店电脑正常连
接数据中心，门店业务将中断 

VPN硬件网关支持USB 3G网卡链路备份，当运营商提供的
ADSL等链路中断时，可以保证门店电脑正常连接数据中心。 

安全和管理 设备统一 目前门店接入Internet的路由设备各种各样，日常管理无从谈起 
统一的VPN网关设备负责Internet接入，VPN建立和局域网设备
的接入，设备统一，管理维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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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MDS 存储虚拟化 

Cisco ACE 服务器负载均衡 

 

UCS Express 

With 

UCS Express 

WAN 

Cisco Nexus 

Router 
Cisco ISR 

Router 

数据中心 门店 

U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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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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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应用软件清单 

 

抓取中间件信息 

确认哪些应用更适合用思
科应用优化工具– WAAS, 

ACE, AVS, AXP 

 

集中商业逻辑,大部分应用集
中在数据中心 

优化应用软件， 

确保安全及可视化网络QOS 

对应用软件的可用性和
商业连续性，创建并测

量SLAs 

调整QoS， 

并做广域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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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标: 
• 减少本地服务器，存储硬盘，磁带备份 

• 通过类似LAN性能的广域网来服务商业应用 

• 集成服务路由器来运行安全，语音，AXP，广域网加速 

• 利用无线 3G , 卫星 或DSL做可靠高速的广域网备份 

当前的零售门店 Network 

Virtualization 

Between 

Intelligent 

Router, Switch 

and WLAN and 

Centralized 

Business Logic  

Wide Area  Application Services 

Application eXtension Plaform 

App/File/Print 

Servers 

Local 

Storage 

Backup 

Clients 

Switch 

Router 

Clients 

精益零售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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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应用服务器和RDBMS链
接到服务器接入层  

• 服务集中层链接广域网加速
和应用加速到服务器和核心
交换机 

• 广域网集成包括ASA防火墙, 
VPN, 入侵检测，安全接入
控制 

• 门店包括小型，中型，大型
样本门店设计，包含了广域
网加速，移动客户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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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快速 
稳健增长 

 
大用户量订货会/仓库 

 
大规模门店部署 

 

    
整合OA/零售业务/电商数据 

 
客服中心/OA通讯/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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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虚拟化 

服务器集中和负载均衡 

数据中心 

总部 呼叫中心 
集成语音视频数据 

 IP Soft  

Phone 

基于IP电话的应
用 

数字标牌 

Mobile 

Internet 

Wireless 

Mobile 

Concierge 

员工服务 

Lean POS 移动POS 

信息亭 

远程视频 

能源管理 

IP 监控 

门禁 

门店 

http://www.touchpc.com/kestre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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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数
据
中
心
的
依
存
度 

门店应用复杂度 
高 

高 

连锁专卖小店面店 
来伊份/美特斯·邦
威/宝岛眼镜/德邦 

零售类商业地产 
万达商业广场/红

星美凯龙 

大型连锁卖场 
沃尔玛/家乐福/乐
购/麦德龙/欧尚/
联华大润发/苏宁/

国美 

连锁专卖大店面 
麦当劳/Nike/Gap/

屈臣氏 
 

小型便利店 
全家便利/百姓大

药房 

松散商业连锁 
上岛咖啡/顺风 

类型2－中级版 

类型1－高级版 

类型3－商业地产 

类型4－培育型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24 

思科大型连锁卖场门店 VPN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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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Ipsec 
VPN 

Ez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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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VPN 

DMV
PN 

GET 
VPN 

基础网络 
公共互联
网 

公共互联
网 

公共互联
网 

公共互
联网 

专用网 

网络类型 

Hub-
Spoke/小
规模Mesh 
 

Hub-
Spoke 
 

Hub-
Spoke  

Hub-
Spoke 
Spoke-
to-
Spoke 

Any-to-
Any 
Site-to-
Site 

冗余设计/
路由 

中心节点
的状态切
换/不支持 

中心节点
的状态切
换/不支
持 

路由分发/
支持 

路由分
发/支持 

路由分发
或者状态
切换/支
持 

加密种类 
点对点保
护 

点对点保
护 

点对点保
护 

点对点
保护 

组防护 

IP组播 不支持 不支持 
中心节点
组播复制 

中心节
点组播
复制 

广域网组
播复制 

Cisco提供全面多样的VPN解决方案，应对不同的场景。选择哪个VPN方式呢？ 

数据中心 

主VPN设备 

备份VPN设备 

零售门店 

IP 
VPN 

零售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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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应用业务通过数据中心逻辑上统
一集中管理 

 主备广域网链路保证商业应用和IT服
务的可用性 

 2台 Cisco ISR 支持安全和语音服务 

 WAAS在ISR中作为一个模块或者独
立的设备或者门店电脑里的一个应用
存 

 有线无线接入都需要,无线网可以通过
数据中心控制器以7500控制器以
Flexconnect方式控制门店内的30－
50个无线AP来完成 

 

 
 典型客户：沃尔玛（IP 

Phone）  /家乐福/乐
购/苏宁/等 

 数据中心－7xxx，
ASR 

 店铺接入－ISR系列 

 组网技术：MPLS 
VPN，专线，Get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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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模板 
The ability to standardize 
device configuration 
components for consistent, 
repeatable, and error free 
deployment 

• 配置存档和回滚 
Maintaining a history of 
device configurations over 
time and the ability to rollback 
to an earlier configuration 

• 配置改变预览和审批流程 
• 设备安全漏洞报告 
• 软件管理 
•  审计跟踪 

Tracking who did what and 
when 

• 设备生命周期管理 
• 拓扑发现和显示 
• 分析设备配置是否符合配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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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专卖 大型连锁卖场 商业零售 

仓储无线接入 
大多采用第三
方大型物流中
心 

物流配送中心
（Distribution 
Center) 

大型物流中心 
 

目的 
提升仓储准确
性，加快物流
效率 

提升仓储准确性，
加快物流效率 

提升仓储准确
性，加快物流
效率 

目标用户群 仓储管理人员 仓储管理人员 仓储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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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配送中心（Distribution Center)基本都有无线应用，
有些是全物流中心提供无线覆盖服务，有些是在重要的
区域（如收货区，发货区等）提供无线覆盖服务 

 
全物流中心无线覆盖服务大部分采用集中管理的控制器瘦AP模式，
提供优良的无线覆盖及无线漫游服务。为仓库移动终端提供无线
接入 

 

区域无线覆盖的大部分采用胖AP的模式提供无线服务，没有好的
漫游服务，只在重点区域（如收货，理货区）为仓库移动终端提
供无线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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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门店 供应商 零售业仓储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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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储物流中心体现了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集成，各个作业环节通
过信息流联系在一起。 
 

• 仓储物流中心资源的调度和配置都是通过信息的及时传递来实现的，
各作业环节的相互衔接也是通过信息予以沟通的。 
 

• 仓储物流中心以信息化为基础，即从订单到备货，再到供应商送货及
车辆配载等物流作业均应实现信息化管理，以便对整个作业系统的运
行状况进行实时控制和优化调度，以减少信息传递不及时而造成的失
误和损失。 
 

• 仓储物流中心提升信息交流的效率，大量采用移动终端及时，准确更
新数据，对承载信息交流的仓储物流中心无线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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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储物流中心是一个交换中心，不只是静态储存中心，从原来简

单的保管储存业务发展成了集保管、储存、加工、包装、分拣、

配货，运输等多功能的一个整体 

• 仓储中心面积大，单个仓库达4万平方米（100米×400米） 

• 仓储品种多，达上万种 

• 加快流通速度，提高周转率，降低库存，提升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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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管理报表 

上架 

库存信息发布平台 

货物管理（属性管理） 

收 
货 

质
检 

配货 拣货 

发
货 

库存控制 

储位管理（分类与储位指导） 

盘点 货物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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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排收货计划 

打印标签 

采用无线移动设备收货 

LPN （License Plate Pallets） 

中转直发（Crossdock） 

复核First Time SKU – Checking 

Vendor Compliance 

Appointment Compliance 

收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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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移库 

货品上货架（Putaway） 

盘点 

可视化 

增值服务 

库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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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计划 

取货 

补充分拣Replenishments 

发货 

http://www.raymondcorp.com/trucks/truckDetail.cfm?Truck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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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velocity while optimizing resources & profits  

Supply Chain 

Logistics 

运输 
计划 

内部 
物流 

iLoad 
Tendering 

增值 
服务 

外部 
物流 

供应链协作/ 
EDI 

退回 
物流 

Track & 
Trace 

• Integrated Solution 

订单管理 

供应链库存管理 

仓库管理 

运输计划 

互联网运输执行 

移动应用 

互联网贸易物流(伙伴)  

• Internet Load Tendering 

• 分销结构 

• 高级增值 

• 服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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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pre-Packs LPN 

(License Plate Number)  

based on ASN ( Advance 

Ship Notice with multi-level 

nesting) 出货 

发运 

ASN with Container  

Information Sent? 

Pack Container (with 

multi-level nesting) 

Receive 

by Container or ASN # 

Inventory

Warehouse 

Inspect 

Container 

Directed delivery 

 to Inventory  

locations 

Receive 

Items by PO 

or A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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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移动应用支持有互联网标准的移动系统 :  

TCP/IP and 

Telnet client, HTML or WML browser 

Portable or lift truck mounted Radio Frequency (RF) devices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Easily customized for company or industry specific requirements. 

Real-time inventory and improve information accuracy 

using mobile RF applications 

Apps / 
Database 

RF Base 
Station 

SQL Net Telnet Over TCP/IP RF Device 

Built-in RF Middleware Mobile Transaction Server 

LAN or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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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中心非常大，通常是 400米 × 100米，一般移动终端通过无线接入到服务器，为了
安全，移动终端登入密码由管理员掌握，移动终端通常是用Telnet模式的（如Oracle 
WMS系统），是TCP应用session timeout，如果仓库无线覆盖有缺陷，或移动终端漫
游不成功，将导致移动终端溢时退出（俗称跳枪），需要管理员来重新登录，这样如果
在仓库的一端发生跳枪，仓库工作人员需要到200米的管理中心来重新登录，在到200
米外的工作区域，一来一回将大大减低物流中心的效率，又增加了工作人员的体力消耗
（仓库一般是没有空调的，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就更加了)。 

• 仓库通常是没有空调的，在夏天，安装的AP的仓库顶部的温度可达50度，无线AP需要
有优异的耐高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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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仓储物流中心业务要求 无线要求 

零售业仓储物流中心一般设在城市的郊区，通常没有专业IT人员，只有
非常初级的技术支持。而且最繁忙的时间是晚上，凌晨时间段 

无线网络接入有高可靠，高安全，
高稳定性 

物流中心非常大，通常是 400米*100米，一般移动终端通过无线接入
到服务器，为了安全，移动终端登入密码由管理员掌握，移动终端通常
是用Telnet模式的（如Oracle WMS系统），是TCP应用session 
timeout，如果仓库无线覆盖有缺陷，或移动终端漫游不成功，将导致
移动终端溢时退出（俗称跳枪），需要管理员来重新登录，这样如果在
仓库的一端发生跳枪，仓库工作人员需要到200米的管理中心来重新登
录，在到200米外的工作区域，一来一回将大大减低物流中心的效率，
又增加了工作人员的体力消耗（仓库一般是没有空调的，如果在炎热的
夏天就更加了)。 

无线接入要稳定，不能有空白区 

仓库通常是没有空调的，在夏天，安装的AP的仓库顶部的温度可达50
度，无线AP需要有优异的耐高温能力 

耐热，耐寒高可靠无线设备 

仓库会采用各种移动设备（车载，手持等），需要都能稳定接入 开放，兼容性好的无线接入平台 

智能移动终端在仓储中运用，新业务，新应用要求支持视频音频多媒体 无线对视频，音频多媒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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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中心需要无线网络的优良覆盖，稳定安全可靠 
 

• 高抗干扰能力的无线网络，无线覆盖整个仓储物流中心，

有优异的容错能力保障仓储业务高可靠，高稳定运营 

• 高兼容性的无线网络，支持丰富的无线终端，支持快速

切换的高容量无线网络 

• 集中管理易于维护的无线网络，智能的数据转发，适合

仓库部署（仓库都在郊区，无专业的IT支持） 

• 技术先进的无线网络，可以同时承载数据、语音和视频，

满足Wifi电话、视频广告发布、视频监控、无线定位以

及未来应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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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AP优异的环境温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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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ironet 3600i 

● Nonoperating (storage) temperature: –22 to 158°F (– 30 to 70°C) 

● Nonoperating (storage) Altitude Test –25°C, 15,000 ft. 

● Operating temperature: 32 to 104°F (0 to 40°C) 

● Operating humidity: 10 to 90% percent (noncondensing) 

● Operating Altitude Test –40°C, 9843 ft. 

 

Cisco Aironet 3600e 

● Nonoperating (storage) temperature: –22 to 158°F (– 30 to 70°C) 

● Nonoperating (storage) Altitude Test – 25°C, 15,000 ft. 

● Operating temperature: –4 to 131°F (–20 to 55°C) 

● Operating humidity: 10 to 90 percent (noncondensing) 

● Operating Altitude Test –40°C, 9843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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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ironet 2600i 

● Nonoperating (storage) temperature: -22 to 158°F (-3 0 to 70°C) 

● Nonoperating (storage) Altitude Test 25°C, 15,000 ft. 

● Operating temperature: 32 to 104°F (0 to 40°C) 

● Operating humidity: 10 to 90% percent (noncondensing) 

● Operating Altitude Test: 40°C, 9843 ft. 

Cisco Aironet 2600e 

● Nonoperating (storage) temperature: -22 to 158°F (-3 0 to 70°C) 

● Nonoperating (storage) Altitude Test: 25°C, 15,000 ft. 

● Operating temperature: -4 to 131°F (-20 to 55°C) 

● Operating humidity: 10 to 90 % (noncondensing) 

● Operating Altitude Test: 40°C, 9843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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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ironet 1600i 

● Nonoperating (storage) temperature: -22 to 158°F (-3 0 to 70°C) 

● Nonoperating (storage) Altitude Test -25°C, 15,000 ft . 

● Operating temperature: 32 to 104°F (0 to 40°C) 

● Operating humidity: 10 to 90% percent (noncondensing) 

● Operating Altitude Test -40°C, 9843 ft. 

Cisco Aironet 1600e 

● Nonoperating (storage) temperature: -22 to 158°F (-3 0 to 70°C) 

● Nonoperating (storage) Altitude Test - 25°C, 15,000 f t. 

● Operating temperature: -4 to 122°F (-20 to 50°C) 

● Operating humidity: 10 to 90 percent (noncondensing) 

● Operating Altitude Test -40°C, 9843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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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抗干扰能力的无线网络，高
性能无线覆盖整个仓储物流中
心，有优异的容错能力保障仓
储业务高可靠，高稳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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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线摄像头就可以让客户端的无线
网络连接中断,导致无线业务中断 

AIR QUALITY PERFORMANCE 

挑战#1: 有没有无线干扰? 
挑战#2: 干扰有多严重? 
挑战#3: 怎么自动消除干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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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频谱分析仪 
使用频谱分析仪分析空口频谱。由于wlan因为我们通常不知道象
蓝牙、微波炉的实际的频谱图形，因此使用频谱分析仪来找干扰
通常需要有专业的频谱分析技能。使用频谱分析仪需要到现场，
因为体积和电源的原因十分不方便。 

方法2:无线频谱分析卡 
通过在笔记本的PC卡里无线频谱分析卡携带方便，通过频谱分析
软件里内置各种无线干扰的特征，可以直观地识别出各种各样的
干扰，比如蓝牙、摄像头。频谱分析卡需要使用者到现场，频谱
分析仪无法定位干扰。 

方法3:Clean Air 
Cisco将无线频谱分析卡做到一块专门的ASIC芯片上，然后把这
块芯片放在AP 3500里，频谱芯片和Cisco的射频算法、定位等功
能结合起来，这个就是Clean Air技术。 
Clean Air可以准确地侦测各种无线网络干扰，有四个优点，第一
不用到现场,降低运维成本；第二能定位到干扰源的位置；第三能
够自动消除干扰带来的影响。这个是原来通过频谱分析仪或者频
谱分析卡无法做到的。第四频谱分析通过专门的ASIC芯片来进行，
对接入无线用户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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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测和分类 

100 

63 

35 

97 

90 

20 

Goo
d 

Bad 

芯片级频谱分析 
频谱分析精度为152K Hz，
可以在30秒内快速准确
识别干扰源，同时识别
跟踪多个干扰源。Cisco
在Clean Air技术拥有25
项专利。  

评估干扰影响 
监视无线空口质量，对
于每个AP都有一个非常
直观的空口质量的显示。
直观评估干扰对无线网
络性能的影响。 

思科 
CleanAir 

高分辨率的干扰检测和分类的逻辑电路内置到思科的802.11n 频谱

分析芯片设计中，30秒以内快速准确识别并定位干扰源，在有多达

10个干扰同时存在时，同样可以快速准确识别。无需AP的CPU参

与，对接入无线用户的性能没有任何影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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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无线空口质量 

GOOD POOR 

CH 
1 

CH 
11 

定位 

WCS, MSE 

可视化和故障排查 

消除干扰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干扰定位 
无线接入点完成干扰分类后
实时发送到无线控制器，
WCS 和 MSE 存储数据并
提供干扰源的定位以及影响
的范围，历史信息。 

消除干扰 
无线控制根据干扰影响的信
道以及影响的范围，迅速调
整受影响的AP的工作信道 

思科 
CleanAir 

思科 CleanAir 技术能够在有无线干扰情况自动实现
网络自愈, 消除干扰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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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的无线覆盖 

仓库因为金属货架密集，需要根据货架高度和长度进行无

线覆盖设计，可以采取吊顶安装或挂壁安装。下面两图为

仓库俯视图。 

信道
11 

信道
1 

信道
6 

信道
11 

信道
1 

信道
6 

信道
11 

信道
1 

AP/天线吊顶安装 

货架 

AP/天线挂壁安装 

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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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 

AP2 

AP3 

垂直安装棒状全向天线的覆盖效果 

由于棒状全向天线的全向分布只有在水平面上，而在垂直地面方向

并不是一致的，在天线下方的无线信号强度是最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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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顶安装如果用棒状的全向天线 

在AP正下方的无线终端实际上关联到了旁边的AP。下面图为仓库侧视图。 

房顶 

地面 

AP1 AP2 

关联到
AP2 

关联到
AP1 

AP3 
A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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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顶安装如果用内置天线或者板状天线 

在AP正下方的无线终端实际上关联到了上方的AP。下面图为仓库侧视图 

房顶 

地面 

AP1 AP2 

关联到
AP1 关联到

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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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思科client link技术 
 

没有思科client link技术 

 

Beam Forming 802.11a/g 

802.11n 

802.11a/g 

802.11n 

Beam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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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兼容性的无线网络，支持丰
富的无线终端，支持快速切换
的高容量无线网络 

1.802.11n：思科/Intel实际环境下的联合测试确保802.11n无线网络的高性能 

2.思科CCX认证：保证无线网络和移动终端的兼容性,实现移动终端的无缝切换 

3.5G优先：确保充分发挥双频AP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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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90% 的无线客户端设备和思科兼容 
特点 
确定与市场上 400+ 设备兼容 

基于标准 

增强的安全性, 移动性, 和高性能 

支持众多移动性服务, 
i.e. location, voice 

无线客户端 

获益 
不断创新 

支持差异化的企业级应用 

确保多厂商的互操作性 

简化移动客户端的部署 

http://www.cisco.com/go/ciscocompatible/wireless 

Compatible 

http://www.sony.com/VAIOBX
http://cn.ute.com/products_info.php?pc1=44&pc2=62&rbu=1&pid=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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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思科CCX认证的无线终端包括： 

 Motorola 

 Intermec 

 Honeywell 

 LXE 

 Unitech 

 

 CCX certified 

Motorola MC9090 

Mobile Intelligent 

Roaming 

CCX certified 

Intermec CK3 

CCX certified CCX certified 
CCX certified 

Honeywell 9000 LXE MX7 Unitech PA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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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Xservices devices or www.cisco.com/go/ccx 

http://www.cisco.com/go/c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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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统一无线网络发送一系列相邻AP的信息包括发射和接收功率和切
换门限信息给移动终端来加速切换过程. 无线网络向移动终端建议切换
的信息. 

符合CCX 的移动终端通过接收的信息来触发最优的快速切换 (< 125 
ms) 

移动终端决定什么时
候和在哪里进行切换 
 
无线网络能够帮助
无线终端优化切换
的决定吗 ? 

Mobile Intelligent 
Ro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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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获益: 

 思科及英特尔协作，重点
测试针对企业级应用漫游
行为的优化 

 即使在漫游时吞吐量仍然
保中持一致，构建一个稳
定的平台为企业级应用服
务 

 客户采用思科的基础设施
与英特尔的客户端配合，
可以提供业界最佳的吞吐
量和漫游行为 

挑战性的客户环境 

 移动终端在仓库中快速
移动，应用需要一致的、
可预测的网络性能，即
使客户端正在漫游 

 没有 “标准” 规定客
户端漫游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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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ion 1 

Iteration 2 

Iteration 3 

Iteration 4 

Iteration 5 

重复测试取得不一致的漫游结果。对于关键业务支持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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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ion 1 

Iteration 2 

Iteration 3 

Iteration 4 

Iteration 5 

重复测试取得一致的漫游结果。对于支持关键业务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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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客户端包括无线笔记本和手持终端
都能在多个AP之间实现连续的无缝快
速切换. 

 Intel的无线网卡通过了思科CCX认证 

 Intel的无线网卡对思科无线网络做了
快速切换方面做了优化和严格的测试 

Mobile Intelligent 

Ro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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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4 

通过将双频段客户端从拥挤的2.4 GHz频段导向
到5 GHz频段来优化射频频谱利用率 

802.11n 

支持 2.4/5GHz  
双频段客户端 

发送 Probes 
查找无线接入点 

回应 

解决方案 

5G优先将客户端导向 5 GHz 频段来优化射频频谱的
利用 

 更好的利用高容量的 5GHz 频段 

 为只支持 2.4 GHz 频段的客户端保留空间 

挑战 

双频段客户端一直连接 2.4 GHz 频段 

• 2.4GHz 频段存在大量 802.11b/g 客户端，造成拥
塞 

• 2.4GHz 频段容易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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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测的稳定无线信号覆盖 

支持更多视频应用 

支持更高密度的用户接入 

高达 9 倍的速度提升 

1260/1600 

Series 

3500/36

00/2600 

Series 

M-DRIVE 

Wi-Fi 联盟测
试基床 

和英特尔的互操
作性认证  

无缝集成到现有
的网络 

提供标准PoE实现 
11n高性能 

外形设计适合任
何环境部署  

部署最广泛 

 #1 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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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仿真测试场所进行企业
级WLAN测试 

英特尔和思科工程师紧密合作 

测试机器人提供 24*7 的测试， 

精确可重现的测试结果 

应用测试 vs. 遵守标准  可预测性。可靠，可重复的环
境 

测试视频和白皮书: 
http://www.cisco.com/web/CN/products/products_netsol/wireless/cisco_inter_802.html 

http://www.cisco.com/web/CN/products/products_netsol/wireless/cisco_inter_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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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n 提供优良的吞吐量和覆盖范围 

挑战性的客户环境: 

 稳定和可预测的WLAN性能是企
业级应用有效运作的基础 

 应用需要增加总体带宽 

 

用户获益:  

 比较 802.11a/g，802.11n 提供 
5－9倍 的应用层性能提升 

测试方法: 

 应用层TCP流量测试 

 在真实场景的多个位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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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覆盖范围内 6 个挑战性的位置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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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n 提供优良的吞吐量和覆盖范围 

802.11n 比较 
802.11a平均 9 
吞吐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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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n 提供优良的吞吐量和覆盖范围 

802.11n 比较 
802.11g 平均  
5 倍的吞吐量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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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管理易于维护的无线网络，
智能的数据转发，适合仓库部
署（仓库都在郊区，无专业的
IT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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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AN controller 

For wireless end-user devices, the controller is a 802.1Q bridge that takes traffic of the air and puts it on a 
V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P, the controller is an LWAPP or CAPWAP tunnel end-point with an IP add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twork, it’s a layer-2 device connected via one or more 802.1Q trunk 
interfaces  

• The AP connects to an access port—no concept of VLAN’s at  the AP necessary. 

Data VLAN 

Voice VLAN 

Management 

VLAN 

CAPWAP 

Tunnel 



Access Point Failure 

Coverage Hole Detected and Filled 

What It 

 Does 

• No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 Automated network failover decreases support  
and downtime costs 

• Wireless network reliability approaches wired 

 

Norma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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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的射频“指纹”识别定位技术, 提供精确的资产/病人定位 

 支持阻塞点 

o 在Wi-Fi无线标签进入、离开、通过阻塞点时提供高精确度的实时位置通知 

 丰富的位置信息可以通过API提供给第三方应用程序 

思科 WCS基于浏
览器的远程控制台 
 

第三方集成应用: 
资产追踪, 人员
管理, 工作流程
自动化… SOAP/XML 

思科无线控制器 
汇聚RSSI定位信息 

无线接入点 
从802.11设
备与标签中收
集获取RSSI 
 

API 

思科WCS 
显示定位信息，
射频容量管理、
基于位置的安
全，设备可视
化 

思科移动业务引擎 
MSE 
定位信息被送往定位
设备加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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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攻击 
DENIAL OF 
 SERVICE 

 Service disruption 

蜜罐攻击 
HACKER’S AP 

Connection to malicious AP 

扫描 

Seeking network vulnerabilities 

HACKER 

破解工具 

Sniffing and eavesdropping 

HACKER 

在有线网络攻击 无线空口攻击 

Ad-hoc 无线网桥 

Client-to-client backdoor access 

HACKER 

非法AP 

Backdoor network access 

H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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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测 分类 消除 
告警 
Log 

报告  
归档 

威胁管理过程 

What Is the Threat? 

How Severe Is It? 

Alert Staff, Raise System  
Alarm, or Just Log? 

What Action Must  
Be Taken? 

End-to-End Record of  
Event and Actions 

AP 监控无线威胁 

T
h

re
a
ts

 

Rogue AP/Clients Ad Hoc Connections 

Cracking 
Recon 

DoS 

Over-the-Air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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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链路 
冗余链路 

Guest VLAN –  10.10.60.x /24 
Management – 10.10.80.3 

Wireless 
VLANs 

内网 

EtherIP 
“Guest 
Tunnel” 
 

EtherIP 
“Guest 
Tunnel” 
 

LWAPP LWAPP 

Internet 

SiSi

SiSi SiSi内网 内网 

互联网 内网 互联网 内网 

F1 

A2 
Mgmt- 
10.10.76.2 

A1 
Mgmt -
10.10.75.2 

• 互联网独立VLAN 

• 互联网独立无线控制器 

• 互联网通信终结在非军事化区 

• Tunnel链路冗余备份 

• Lobby管理员可以登陆到无
线控制器上，建立用户，并生
成用户的密码，用户的有效期。
界面简单、功能明确，非常适
合访客使用。 

Guest User Login Page 
 Acceptable Us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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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实时看到无线网络的覆盖情
况吗? 

我能够检测到无线网络中的各种
干扰（微波炉、无绳电话…）吗? 

我怎样保证无线网络上支撑的应
用的性能? 

我能够找到非法无线接入点吗? 

我怎样定期生成无线网络工作状
态的报表? 

我怎样管理和评估无线网络的安
全状态? 

无线网络信号热图 智能频谱分析 
应用规划工具 

无线网络入侵防护 
丰富的报表 

网络安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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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湿度要求高的产品选择外置天线
3600E/2600E/3500E/3500P/1260/1240/1600  
工作温度 -20 to +55°C 

温度湿度要求低的产品选择内置天线 
3600I/2600I/3502I/1140/1040/1600I 
工作温度 0°C to +40°C 
 

• 双5508控制器冗余备份 

• 控制器集中管理所有AP 

• 无线网管Prime infrastructure提供图形化界面，一目了然 

• MSE对无线设备进行位置跟踪与管理 

5508 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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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WAN Backbone  

骨干路由器 

WAN加速设备 

交换汇聚核心 
Catalyst 4500 

仓储 接入 

服务器群 接入交换机 

WMS 前置服务器 
无线控制器 

5508 

HQ 数据中心 
仓储管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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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先进的无线网络，可以同
时承载数据、语音和视频，满
足WiFi电话、视频广告发布、
视频监控、无线定位以及未来
应用的需求 

1.思科视频流优先级: 同时传递多路视频时候,保证关键视频应用优先传递 

2.思科资源预留控制: 多个无线用户在观看无线视频时候,防止无线网络过载 

3.思科可靠组播: 在提高视频传输效率同时保证传输的可靠性 

4.思科无线定位: 提供精准的资产的无线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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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resence高清视频协同 
Webex语音，视频，Web协同 
 

门店 

总部 

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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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应用 

模式 

流向/类型 

视频应用 
Qos需求 

Streaming流媒体 Interactive交互式 VoD视频点播 

源>客户端 
(组播) 

视频监控 直播流式视频
IPTV 

多对少 少对多 

源 > 存储 
源 >客户端 
(组播或单播) 

IP融合开放的
使用和应用 
 
 
高质量的视频
需求驱动更高
的应用 
 
（每个高清摄
像头需要3－
4M bps) 

对更高质量的
视频流的需求
使得每个流的
带宽都在增加 
 
(标清: 1–8 
Mbps ，全动
态高清/DVD: 
7–20 Mbps) 

视频会议： 
桌面协作 

视频会议： 
网真协作 

多对多 多对多 

客户端 <> 客户
端 
MCU <>  客户
端 
(单播) 

客户端 <> 客户
端 
MCU <> 客户
端 
(单播) 

每个地点的高
清视频4–12 
Mbps  

跨越地理位置
协作 

点对点模式的
增长推动着高
带宽需求 
 
(1 Mbps以下) 

视频点播 

少对多 

存储 <> 客户端 
(单播) 

应用程序的不断增
加导致更多的视频
流 

(标清: 1–4 Mbps; 高
清 6–10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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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交付可扩展的组播视频 
视频使网络过载并降低其它应用的性能 

AP AP AP AP 

低性能 低性能 

无线控制器 有线交换机 

传输的时延和抖动导致视频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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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视频流就绪技术是思科统一无线网络一组新的系统级的特性，它可提供
稳定而一致的视频体验质量 

可靠组播 

AP 

组播流 

视频流
优先级 

WLC 

COMPANY ALL HANDS 

Training Program 

AP 

Live Sporting Event 

资源预留控制 

AP 

视频 
不可用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90 

准入控制 

视频 
不可用 

解决了射频方面和有线/无线相互集成的挑战 
将有线网络里的视频质量带到无线网络中 

极大改善视频质量和扩展性: 

临临界级别: 

高 

高性能 高性能 高性能 

AP AP AP AP 

无线控制器 有线交换机 

视频流优先机制保护包含重要内容的视频流 

可靠组播 

视频流优先级 

资源
预留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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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递指数Media Delivery Index (MDI): 

 用来衡量网络提供给无线终端用户视频的能力 

 结合延迟因子Delay Factor (DF)和Media Loss Rate媒体丢包率来衡量视频传输能力 

延迟因子 (DF): 衡量端到端的时延和抖动 

优化前 

优化后 

50ms 

低于 2ms 

媒体丢包率Media Loss Rate (MLR)，丢
包数以及乱序的包数 

优化前 

优化后 

标清 31% 高清 82%  

没有丢包 

78 

76 

2 

0

20

40

60

80

8854 

8975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优化前 优化后 

DF (msec) 

MLR (Pkts/min) 

5x SD  
Streams 

5x HD  
Streams 

5x SD  
Streams 

5x HD  
Streams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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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的领导者 

• 部署了1000+万以上的接入点-10倍于我们最近的竞争对手 

• 60%的全球市场份额- 5倍于我们最近的竞争对手 

• 140+多个WLAN相关的专利;还有270+WLAN相关的专利正在申请中 

• 650+个WLAN研发工程师 

• 93%的Fortune 500选择思科的WLAN 

• 77%的Fortune 500选择思科的WLAN  802.11n 

• 对802.11标准开发上具有广泛持续的投入： 思科是CAPWAP, 

    802.11n, 802.11k, 802.11r, 802.11u 802.11v, 802.11w, 802.11s等标准的主要贡
献者 

技术的创新者 

• 思科美国总部目前专著于无线局域网方面的技术专家/研发人员，总数超过1000名； 

• 思科的无线局域网技术专家目前是WiFi Alliance 主席（7人）、IEEE 802.11技术工
作小组中的主要领导者(12人），在各个新标准的制定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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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s Diverse Experience Spans all Verticals 
Cisco’s Vertical Penetration 

74%—Manufacturing  

82%—Education  

73%—Energy/Utilities  

59%—Retail  

79%—Healthcare  

65%—Transportation  

59%—Financial/Insurance 

76%—Hospitality 

US Manufacturers 
10 of Top 10 

US Hospitals 
9 of 14 Top US 

Global Retailers 
14 of Top 20 

US Universities 
51 of Top 52 

思科在全球零售行业无线网络
系统中占据59％的份额，全球
最大的20家零售企业中有14
家采用了思科的无线网络产品
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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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在零售业无线数据网络方面的客户 
 沃尔玛WalMart 

 乐购Tesco 

 家乐福Carrefour  

 宜家IKEA 

 Home Depot 

 Apple苹果 

 上海百联超市配送中心 

 家世界超市 

 百安居 B&Q 

 Best Buy 

 麦德龙Metro 

 屈臣氏（ WATSON） 

 麦当劳 

 中国烟草专卖仓库 

 山東家家悦超市有限公司 

 百佳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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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是无线网络的领导者，具有很强生命力，可以为零售行业用户提供
持续不断的技术支持、技术升级和售后服务。 

• 思科高质量、高稳定、技术先进的网络设备和解决方案，保障关键业务
高可靠地运行，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 

• 思科具有大量的零售行业用户成功案例和丰富的网络建设经验。 

• 思科拥有全面的解决方案，满足零售行业现在和未来信息化建设发展的
需求。 

• 思科非常重视零售行业用户的投资保护，使零售行业用户具有较低的网
络总体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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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连锁卖场门店 
客户无线接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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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专卖 大型连锁卖场 商业零售 

无线接入 逐渐成为普遍需求 
目前正在考察期，
寻求较好的解决方
案 

很多企业已经在计
划实施 

流量监控 
82号令 

国际连锁企业有较
明确需求 
本地连锁企业目前
还没有明确需求 

有要求，但不明确 有要求，但不明确 

VIP用户无线接入
的目的 

增加用户在门店的
逗留时间和销售机
会 

客户体验，增加新
业务机会，比如广
告推送 

客户体验，增加新
业务机会，比如广
告推送 

目标用户群 所有用户 VIP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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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连锁店已经有无线接入 

Costa --- 国内第一家做，但不合规，被罚款，目前已停止此业务 

星巴克 --- 全国都有此业务，与3个运营商合作，但与CMCC的82号令的
理解不同，目前还有尾款没有处理 

麦当劳 --- 已经在做，布了800个点，与香港的公司合作，但不合规（包
括上海公安、公安部），目前项目已经停止，但合规问题公
安系统还在扯皮中。 

YUM --- 介于前面几家的经验，肯德基等目前不打算做。 

• 国内 

很多国内的餐饮等企业都没有做正规的用户认证，仅采用静态密钥的方
式，比如一茶一坐、两岸咖啡、避风塘 

大型卖场、商城正在做的过程中，目前还没有碰到合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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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方式 

1. 企业与运营商合作 

2. 企业与公安合作 --- 200元费用一个小门店 

3. 企业自建 --- Cisco希望企业自建 

• 公安部82号令，要求网络服务提高者，必须对用户的上网进行相应的
记录 

• 但内容不清晰 

• 需要与当地公安协商实现82号令的记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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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已经2005年11月23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
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 第八条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单位除落实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互联网安
全保护技术措施外，还应当落实具有以下功能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一）记录并留存用户注册信息； 

（二）使用内部网络地址与互联网网络地址转换方式为用户提供接入服务的，能够记录并
留存用户使用的互联网网络地址和内部网络地址对应关系； 

（三）记录、跟踪网络运行状态，监测、记录网络安全事件等安全审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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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卖场无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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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对原有无线系统添加新的SSID方式实现VIP用户的接入 ---- 添
加新设备的可能不大 

• 原有无线网络给无线扫描枪提供无线接入 

• 通过短信网管，提供用户短信认证 

• 给用户提供各种促销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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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精准，促销信息推送、优惠券都是根据思科MSE提
供的用户在商场的实时物理位置，对目标客户进行发送 

促销信息炫目直接，采用思科BillBoard广告牌技术，推
送到智能终端最醒目位置，并可根据需要灵活更新 

有效提升用户的购物体验，为大型商场提供室内WIFI室
内 GPS服务，帮助客户快速找到需要的商品信息 

用户使用方便，对用户使用的移动终端没有硬件和软件
要求，使用浏览器方式进行页面推送 

提升商场品牌形象，大型零售企业也可选择在苹果或者
Android上安装移动应用APP，思科提供定位API SDK 

 
通过思科SmartThink数据挖掘技术，对用户历史位置
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提高客户体验以及优化商业布置，
为零售企业创造更多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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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发
现零售商能
提供服务的

方式 

 
思科定位

引擎 

应用层智能 • 基于用户位置促销信息推送 

• 基于用户位置购物券信息 

• WIFI室内GPS服务 

移动门户Mobile Concierge 定位以及数据挖掘 

• 实时的定位信息 

• 基于情景的信息触发 

• 根据定位信息的分析，进
行商业布局调整 
 

移动门户开发SDK 

为开发者提供APIs  

预集成的Cisco Apps 

• 定位信息 

• 楼层信息 

• 个性化广告促销信息 

Cisco Mobility Services Engine 

Virtual Appliance Carrier-Certified 

设备层 
802.11u /MSAP 基于终端移动应用APP 基于浏览器* 

* 需要WLC 8.0版本 

http://fernbank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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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用户 

零售企业通过用户位置进行数据挖掘，进一步提高客户体验以及优化商业布
置，包括商铺位置调整以及商品摆放位置调整，以及对应的促销信息推送 

典型流量路径图 

区域停留时间图 

定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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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大型连锁卖场 
数据中心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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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专卖 大型连锁卖场 商业零售 

数据中心 跨国企业的连锁
专卖，对IDC要求
不高 
本土连锁企业依
赖数据中心建设 

对数据中心有较
高要求 

对数据中心有非
常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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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S：零售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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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S：纵向营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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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联机 

分析OLAP 

数据挖掘 

数据 

展现 数据仓库 

商业智能系统 

管理决策 

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 

ERP 

市场信息 

…… 

信息系统层 

          数据中心（data center 简称DC），从商业智能的角度理解数据中心，是信息化建设发展到一

定程度，具有一定的数据积累，并以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ing）、联机分析处理（OLAP）、

数据挖掘（Data Mining）等技术为基础，以数据集中、查询、分析、知识发现为手段，采用的一系

列方法、技术和软件的总和 。 

数据 数据统计、挖掘、智能 信息与知识 

E  抽取 

T  转换 

C  清洗 

L  装载 

数据存放层 数据分析层 知识分析层 

战略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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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总部

结算中心 运营中心采购中心 物流中心

隶属总部

隶属区域

隶属分店

区域中心B

区域采购
区域结算

区域营运管理
区域中心A

区域运营
中心

区域结算
中心

区域采购
中心

区域运营
中心

区域结算
中心

区域采购
中心

分店A 分店C 分店D分店B

店群_1 店群_2

分店A 分店C 分店D分店B

店群_1 店群_2

企业战略
计划预算
集中管控
绩效考核

统一结算
统一核算
费用管理
资金管理

营运督导
营销管理

营运统筹

供应商管理
品类管理

商品管理
统一采购

合同管理

仓库管理

物流配送

区域采购
区域结算

区域营运管理

销售执行、门店管理、会员管理、顾客关系、库存管理、订货管理、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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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与联营模式下扩充专柜模式，支持受托代销、委
托代销 

全面的门店库存管理：支持门店向配送自动补货、退
货，店间调拨，零售库存控制 

丰富灵活、的促销管理：支持时段特价、促销组合
（套餐）动态买赠设置 

全面的会员应用：会员网上资料管理、会员级别自动升
降、会员积分规则、积分兑付与兑现、会员短信促销 

区域管控模式全生命期的卡券管理：卡券类型、下
发、销售派发、自动打印、使用、回收、全集团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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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伸缩架构支持 

• 单店-连锁 

• 区部-多级区部-店群 

• 单DC-多DC-多级DC 

• 自营、联营、租赁加盟
多连锁模式支持 

 

 

扩张增长阶段 
Expansion 

1 
– 业务重组与流程优化 

– 一体化整合提升管理效
率 

• 采购、营运、BI、 

• 核算、结算、资金、 

– 品类管理OA、HR等系
统 

– 盈利效率最大化 

• 品类定编、品类陈列 

• 品类价格、品类库存 

追求效率阶段 
Efficiency 

2 – 多业态支持 

• 多细分业态超市 

• 多细分业态百货 

– 多特色业务支持 

• 生鲜熟食核算 

• 服装花色尺码 

• 家电样品管理 

• 城市配送 

• 招商管理 

• 餐饮管理 

• 物业管理 

• 广告位管理 

• 促销位管理 

差异化经营阶段 
Differentiation 

3 – 强大的会员行为分析 

• RFM会员评价体系 

– 细致周密的会员服务 

• 会员促销 

• 会员关联消费分析 

• 会员积分 

• 会员关怀 

• 创新服务 

• 会员商城 

• 会员精准营销 

• 积分馈赠及抽奖 

-业务所有业务操作由系
统进行流程化 

-知识转化及企业复制 

 

客户关系管理阶段 
CRM 

4  不同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关注重点 

 不同的管理技巧 

 不同的软件功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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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店与数据中心的业务系统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交互 

但如果出现网络中断，数据可以在本地Cache，网络恢复后再上传 

• 在发展到CRM阶段后，对数据中心、网络的可靠性要求最高，要求必须
实时交互 

不同等级的会员享受不同等级的价格，门店必须从数据中心获得用户会员等级 

• 目前零售行业的数据中心建设都基于虚拟化的方向为主 

• 对数据中心要求业务的快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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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零售大型连锁卖场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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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备中心 
数据中心核心 

Internet 

生产中心 灾备中心 

广域网 
接入区 

WAN 2 

WAN 

门店 

第三方 
连接区 

分部 

WAN 2 

Internet 
区 

Internet 
Internet
区 

Internet 

第三方 
连接区 

WAN 1 

广域网
接入区 

WAN 1 

生产中心 
数据中心核心 

Internet 

业务 
服务器 

用户 
接入区 

视频 
监控区 

业务 
服务器 

核心 
主机区 

用户 
接入区 

数
据
中
心 
互
联 

数
据
中
心 
互
联 

Internet 

配送中心 

生产中心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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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描述： 

动态资源调配 
 

物
理

资
源

池
 

虚
拟

服
务

组
合

 

网络资源池 计算资源池 存储资源池 

虚拟局
域网 

网络虚拟
服务 

虚拟计算机 

虚拟存
储网 

虚拟逻
辑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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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和应用虚拟化 
单独的硬件盒子集成到核心设备中去，如防火墙、IDS/IPS、
VPN、应用加速、L4交换机、流量管理、网络流量分析 

 

• I/O 网络系统虚拟化 
DCE (Nexus)整合I/O，简化布线 

VSS，n：1，提供更好的可用性 

VDC，1：n提供更好的网络扩展能力 

MPLS/VPN，VLAN 

 

• 存储交换虚拟化 
VSAN降低存储端口需求，灵活存储资源调度 

 

• 存储虚拟化 
 

• 数据中心虚拟化 
OTV 在整个企业甚至跨越企业边界提供各种数据中心服务，让
不同地域的用户感觉数据中心就在其局域网上一样 

Virtual Servers / Machines 

Virtual LANs 

Virtual SANS 

Virtual Network Services 

Virtual Storage 

VLAN 1 VLAN 2 VLAN 3 

VSAN 1 VSAN 3 VSAN 2 

Virtual  
Firewall  
Context  
1 

Virtual  
SLB 
Context  
2 

Virtual  
SSL 
Context  
3 

Application 1 Applic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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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化 

   集成化和整合 

   大量的刀片 

   自动化 

   绿色 

   
高带宽，高密
度 

多套系统整合 

I/O整合（DCE） 

网络虚拟化 

计算虚拟化 

存储虚拟化 

安全和应用虚拟化 

万兆 

40G 

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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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10000 

X 10 Rack 1 RACK 

56KW 4KW 

￥315000 ￥9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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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人力资源部门的用户在“自服务门户”中从标准的业务门类中选
择要求开通新的SharePoint服务器。 

人力资源部门需要一个新的
SharePoint文件共享服务器，并

且能纳入到现有环境中。 

CMDB 

Server 
Control  

Server Manager 

1- 云管理系统收到请求并发起业务部署指令 

Disk Array SAN 

Service 
Orchestrator 

Firewall Load 
Balancer 

2- 云管理系统呼叫服务器
控制子系统部署物理服务

器资源 

3- 服务器控制子系统利用服务器管理API对物理
资源进行调度和部署 

4- 服务器控制自动安
装操作系统和

SharePoint应用 
5- 云管理系统更新防火墙规

则适应新的业务部署请求 
6- 云管理系统更新负载均衡
设备适应新的业务部署请求 

7- 云管理系统更新配置管理数
据库，反应环境变化 

8-人力资源部门得到邮件通知得知资源准备就
绪，以及一些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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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 计算存储 数据与信息 应用与软件 
IT软硬资产 

IP平台融合 

整合虚拟化 

售后服务 销售 公司运营 生产 供应链 

服务水平保障 
(SLA) 

信息服务3 信息服务2 服务1 

功能 
(Utility) 

保障 
(Warranty) 

人力资源 销售团队 客户服务 仓储 财务部门 分支办公室 

云计算的核心理念是需要信息部
门完成运营管理模式的转变，将
各类软件和硬件资源转变成服务
推送给业务单位，创造真正的
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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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业务部署场景 

需要实现一组功能
或一些日常操作 

访问一组
在线数据 

需要一组
应用程序 

选择一个
操作系统 

配置正确
的存储 

配置正确的
网络策略 

选择适当的计算能
力(CPU/内存) 

... ... ... ... ... ... 

标准化的租户行为 

按需提供服务的实现方法是将
一系列标准化的行为，按一定
的策略组合成一个个工作流程 

池化的基础设施资源 

软件与硬件的关系实现松耦合 
围绕计算+存储+网络实现以虚

拟机或物理机为单位的“封
装” 

将基础设施资源进行以大规模
“池化”为目标的合并 

将网络作为连接资源池的纽带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松耦合 
计算资源 

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存储资源 

网络纽带 

CONSOLIDATION 
(位置自由) 

VIRTUALIZATION 
(硬件自由) 

AUTOMATION 
(部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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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 Control 

Unified 
Fabric 

Primary  
Networ

k 

Secondary 
Network 

SAN FC 
（不丢包） 

HPC（低时延） 

LAN GE 

Unified Fabric/FCoE 

多套物理网络 虚拟系统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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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服务器 

刀片服务器 

多达320个刀片的计算资源池 
云计算平台 

6100控制器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129 

服务器 

虚拟化 

存储 

虚拟化 

•刀片服务器本地不配置硬盘
，系统直接从SAN启动 

•刀片直接转化为裸的CPU和
内存的计算单元 

 

优势： 
•节约硬盘，统一共享存储 
•提高I/O读取速度。 
•实现高级别的容灾和数据安全 
 
 

网络 

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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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虚拟化为核心的、网络、计算、存储、管理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最大容量：2.24T 吞吐量+320刀片+640CPU(2560Core)+3.072T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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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机架 传统刀片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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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t Server Mgmt Server • 内嵌式管理系统 

• 采用统一交换网络 

• 提升服务器虚拟化特性 

• 去除不必要的 

以太网交换机, 

SAN交换机 

网卡, 

管理模块 

• 减少1/3-1/2的支撑设施完成相同的工
作 

• 使用现有的集中式存储替代直连存储
(DAS);  

• 为高性能环境提供10Gbps速度  

• 减少物理的服务器，电力和布线 

• 不需要以前购买硬件的内部流程 

Mgmt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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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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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A0:98:00:00 

10:00:A0:98:00:03 

10:00:A0:98:00:03 

WWN 

01:23:45:67:89:a3 

01:23:45:67:89:a2 

01:23:45:67:89:a1 

MAC 

思科UCSM统一管理平台 
01:23:45:67:89:a1 

01:23:45:67:89:a1 

可用的 
WWNs 

可用的 
MACS 

模板 安全策略 建立的准则 

  UCS DB 

UCS 硬件模板 

• 提取所有服务器的唯一特性，并将之抽象化，
结果就是所有刀片成为无状态设备，插在哪个
刀片机箱没有实质区别 

• 由UCSM统一管理，规模扩大不会导致设备数
量的大幅增加，也不会增加管理复杂性 

• 需要用到某个服务器时，由UCSM赋予它唯一
性的参数，即可投入使用 

• 全局性管理，不再是某个刀片机箱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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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UCSM统一管理平台 

BladeLogic DB 

UCS Hardware 
Template 

10:00:A0:98:00:03 

01:23:45:67:89:a1 

UCS Hardware 
Template 

UCS Hardware 
Template 

UCS Hardware 
Template 

UCS Hardware 
Template 

创建新模板 
•UCSM创建和管理MAC 和 WWN
的资源池. 

•UCSM创建服务器硬件的模板  

创建新服务器
“特性” •UCSM将资源与可用硬件相关联.  

•UCSM确保MAC, WWN, UUID, 等
参数的全局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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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Gb of BW shared 
across 8 blades 

20Gb of BW shared 
across 8 blades 

40Gb of BW shared 
across 8 blades 

A 

B 

大容量和低时延的I/O 
•提供数量更多的类似cluster
，HA，RAC的应用 

•方便虚拟化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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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预先验证的同类最佳标准基础
架构构建块 

• 一个平台可以灵活扩展，以适应各
种环境和混合工作负载 

• 简化管理，可重复部署 

• 设计和容量评估手册丰富 

• 系统实施的风险降低 

• 加快部署针对各种不同环境数据中
心 

VMware 、
Microsoft etc. 

Cisco® UCS  B/C 
and UCS 
Manager 

Cisco Nexus® 

Family Switches 

NetApp® FAS 

Hy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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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加速 

数周或数月 

服务请求 

采购 细化设计 部署 测试 

服务就绪 

传统方式 

使用FlexPod 
 可参照的设备清单 
 验证过的设计 
 精确的部署 
 标准化的测试 

 

  采购   部署 测试 

预提供的FlexPod 
 应用快速部署 
 满足大多数需求的共享资源池 

服务就绪 

X X 

  采购   部署 测试 

服务就绪 

优势 
 灵活的服务提供 
 更高的生产效率 
 更快速的部署 
 更高的质量 
 更简单的规划 

数据中心
准备 

设计和容
量评估 

数据中心
准备 

数据中心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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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Aggregation Aggregation/Core 

Nexus 5010 

Nexus 7009 

Nexus 5020 

Nexus 2248 

Nexus 7018 

Nexus 1000V 

  

Nexus 3000 

Nexus 2232 

NX-OS 

Nexus 1010 

Compute 

Nexus 5548 

Nexus 2224 

Nexus 7010 

Nexus 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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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2 Protocols Layer-3 Protocols 

VLAN mgr 

STP 

OSPF 

BGP 

EIGRP 

GLBP 

HSRP 

VRRP 

UDLD 

CDP 

802.1X IGMP snoop 

LACP PIM CTS SNMP 

… … 

Protocol Stack (IPv4 / IPv6 / L2) 

RIB RIB 1 RIB n … … 

Layer-2 Protocols Layer-3 Protocols 

VLAN mgr 

STP 

OSPF 

BGP 

EIGRP 

GLBP 

HSRP 

VRRP 

UDLD 

CDP 

802.1X IGMP snoop 

LACP PIM CTS SNMP 

… … 

Protocol Stack (IPv4 / IPv6 / L2) 

RIB RIB 1 RIB n … … 

Layer-2 Protocols Layer-3 Protocols 

VLAN mgr 

STP 

OSPF 

BGP 

EIGRP 

GLBP 

HSRP 

VRRP 

UDLD 

CDP 

802.1X IGMP snoop 

LACP PIM CTS SNMP 

… … 

Protocol Stack (IPv4 / IPv6 / L2) 

RIB RIB 1 RIB n … … 

Layer-2 Protocols Layer-3 Protocols 

VLAN mgr 

STP 

OSPF 

BGP 

EIGRP 

GLBP 

HSRP 

VRRP 

UDLD 

CDP 

802.1X IGMP snoop 

LACP PIM CTS SNMP 

… … 

Protocol Stack (IPv4 / IPv6 / L2) 

RIB RIB 1 RIB n … … 

核心生产VDC 办公VDC 

开发VDC 测试VDC 

• 灵活的划分硬件资源和部署不同
的软件配置策略 
 

• 数据平面和控制平面完全分离 
 

• 完全的故障隔离 
 

• 单独的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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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机箱多链路捆绑 

避免以太网环路 

增加上行带宽 

双活的工作机制 

快速故障收敛 

网络更简单 
传统设计 

VPC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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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设计 VPC 设计 逻辑示意 

减少了二层的生成树范围 
端口、线路、带宽、供电效率提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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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ping now! Turn your network into a Fabric 

• Connect a group of switches using an arbitrary topology 

• With a simple CLI, aggregate them into a Fabric: 

N7K(config)# interface ethernet 1/1 

N7K(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fabricpath 

FabricPath 

• An open protocol based on L3 technology provides Fabric-
wide intelligence and ties the element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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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生产中心 
SAN 

异地灾备中心 

SAN 

同城备份中心 

IP骨干网 

OTV在同城 OTV在异地 

V-Motion 

Clusters 

V-Motion V-Motion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147 

CSR 1000V 

• WAN gateway 

• Routing and 
VPN 

vWAAS 

• WAN 
optimization 

• Application traffic 

ASA 1000V 

• Edge firewall 

• WAN-to-LAN 
traffic 

VSG 

• Inter-VM firewall 

• Intra-LAN traffic 

Nexus 1000V 

• Distributed 
switch 

• LAN connectivity 

Nexus 1000V, CSR 1000V, ASA 1000V, VSG, and vWAAS Deployment 

Hypervisor 

WAN 

Router 
Switches 

Servers 

Tenant A 

ASA 

1000V CSR 

1000V 

Department B Department A 

Nexus 1000V 

vPath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Virtual Infrastructure 

Cloud Provider  
Data Center 

vWAAS 

AppNav 

VSG 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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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VM 

Logical Nework Spanning 

Across Layer 3 

Utilize All Links in 

Port Channel w/ UDP 

Add More Pods to Scale 

VM VM VM VM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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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ata 
Center Networking 

Unified Fabric and  
Data Center 
Networking 
 

Providing Network 
and Services 
Virtualization 

Unified 
Computing and 
Integrated 
Systems 

 

Providing Server 
and Application 
Virtualization 

Compute NAS SAN 

WAN 

Access 

Services 

Network 

Fabric 

Networking Fabric 

V
M

D
C

 

Cloud Service 

Management 

Business 

Support 

Provisioning 

Configuration 

Portability/ 

Interoperability 
Storage 

Compute 

Unified Computing 

Multi-Site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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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连锁卖场视频会议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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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专卖 大型连锁卖场 商业零售 

视频会议 有需求 有需求 有需求 

目的 日常会议沟通，
以快速决策应对
快速变化的市场 

日常会议沟通，
以快速决策应对
快速变化的市场 

日常会议沟通，
以快速决策应对
快速变化的市场 

目标用户 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管理人员 

视频的网络保障 通过视频的网络
保障，保证视频
的质量 

通过视频的网络
保障，保证视频
的质量 

通过视频的网络
保障，保证视频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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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现状 

视频会议  ---  零售行业因为其自身特点，广泛使用，特别是一些大型连锁
企业 

 大量使用CISCO 视频产品，TP较少 

• 网络需求 

零售行业企业互联网带宽较窄 

视频会议系统需要有较好的网络设计，帮助实现视频画面的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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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现状 

视频会议  --- 乐购、家乐福、红星美凯龙、五星、来伊份、沃尔玛 

• 网络需求 

视频会议采用实时流媒体进行传输，对网络需要较数据传输要求更加严格 

网络带宽与视频分辨率相关，传输720P时媒体所占带宽约为768K，推荐租用
900K带宽，传输1080P时媒体所占带宽约为1536K，推荐租用1800K带宽 

同时，整个网络质量需要提供QOS保障，网络丢包小于1%，抖动小于50ms，
延迟小于1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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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大型连锁卖场视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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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自成体系的网络相互独立 

Back office 
Servers & LAN 

Back office 
Servers & LAN 无线局域网 电话交换机 

Back Office 
controller 

移动终端设备 
（客户） 

在每一个业务功能和应用上都存在着信息孤岛的问题 

POS 

视频广告 

楼宇自动化 

移动终端设备 
（员工） 
 

Satellite 
Dish 

安全控制 

ATMs 和第三方设备
连接到私有网络上 

呼叫中心 

触摸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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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呼叫中心 

单一的网络架构、集中化的管理、集中化的安全控制 

集成化的信息跨越

不同的应用系统和

渠道 

Intelligent Retail Network 智能零售网络 

安全, 可靠, 可扩展, 灵活性, 可管理性 

门店 
自动化 

门店  
移动性 

统一通信 门店媒体 

ATMs 和第三
方设备 

Back office 
Servers & LAN 

安全控制 

视频广告 移动终端设备 
（客户） 

移动终端设备 
（员工） 

POS 

楼宇自动化 

触摸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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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通信的产品和应用 

门店 
自动化 

门店  
 移动性 

零售行业 
统一通信 

门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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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工作效率的提升、协同办公、产品信息的
快速查询 

客户 产品信息的及时获取、服务的快速响应 

公司  信息无法准确、及时地传递到每个员工，
各部门、各门店间的通信效率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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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调取任意门店的监控画面 

双向的视频通讯 

门店间货物调配 

客服中心协助 

客户视频自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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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规则符合CISCO统一音视频协议传输规则。 
音视频融合传输，分离应用。 
Cisco通讯终端和Server都可以处理数据及转发规则。 
全IP通讯完美还原数据。 
 

 
 

信息采集
点A 

CISCO统一
通讯server 

Cisco 统一
通讯终端 

信息采集
点B 

原生音视频数据 

音
视
频
数
据 

原生数据统一编码上传至CISCO 通讯服务器  TCP/IP 
 

TCP/IP 

TCP/IP 

Cisco统
一通讯终

端 

TCP/IP 

TCP/IP 

TCP/IP 

Cisco统
一通讯终

端 

信
息
接
受
点 

Cisco统

一通讯终
端 

Cisco统
一通讯终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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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式集中控制界面。 
 
可在大型触摸屏、各平
台触摸移动终端上操
作。 
 
界面可按需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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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式及体感式控
制。 
 

加速度及重力感应控制。 
 

扫描式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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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定位 

视频通讯 

对讲机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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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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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90 / EX60 高清桌面 

一体化桌面集成系统 

车辆定位 

即时发起高清视频 

对讲机互通 

电话功能 

实物投影 

即时发起多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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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某个人，而不是设备. 
拨打一个地址，呼叫即可连接到相应设备，随时保持沟通. 

 

对讲机 

门店 

手机 

物流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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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语音、视频、在线状态、及
时通讯功能 

• 在平板电脑上提供完整的协作功
能 

• 高质量视频体验 

• 可实现与视频会议终端的互联互
通 

• 灵活的部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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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View FieldView Rugged FieldView Ex 

 Mobile video 
design that is ideal 
for enclosed or 
light industrial 
settings. 

Rugged design with 
IP54 enclosure 
rating,  makes the 
FieldView Rugged 
ideal for harsher 
work environments. 

Also rugged, the 
FieldView Ex is Ex-
certified for use in 
potentially 
hazardous 
atmospheres. 

Hospitals, Retail, Office  Manufacturing, Utilities  Oil & Gas,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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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大型连锁卖场视频网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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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带宽较小 

一般为两根链路 

两根MPLS/VPN链路，或MPLS/VPN+专线链路 

• 视频会议流量的网络保障 

视频会议一般为企业领导参加 

当有视频会议时，要求网络保障，推荐使用固定带宽，QOS，TOS保障， 

保障方式主要以一根链路全部跑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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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0 VC终端 

vlan 10 VC终端 vlan 20  

vlan 20 服务器 

路由器 

路由器 

L2交换机 

核心点 

分支机构 

2M 2M 

R1 R2 

R3 R4 

L2交换机 

vlan 30 服务器 

vlan 30  

PC1 PC2 PC3 PC4 

OSPF 
Area 

0 

没有视频会议流
时，两条链路负
载均衡 
有视频会议时，
一条链路专门跑
视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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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EM方式 

当监测到视频会议终端开启 

通过EEM+PBR的方式： 

普通流量导向一根链路，视频流量导向另外一根链路 

2. EEM+MediaNet方式 

通过MediaNet发现视频会议终端是否有流量 

如果有流量，采用EEM+PBR方式： 

普通流量导向一根链路，视频流量导向另外一根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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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数据vlan用GLBP负载均衡和相互备份；视频
vlan用HSRP并设R3为高优先级，R4作为备份。配
置GLBP和VRRP对上联端口的track。 

vlan 10 VC终端 vlan 20  

路由器 R3 R4 

L2交换机 

PC1 PC2 

F1/
0 

F1/
0 

F0/
0 

F0/
0 

平时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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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前提：会议终端平时关机，开会前才开
机。 

 

 

方案要点：会议终端开机并召开视频会议时，
R1-R3间的2M线路专线专用，原该线路上数据
流量均全部自动切换至R2-R4链路。 

 

 

实现方式：R3通过ip sla -- icmp来ping视频会议终

端，发现终端上线（表示要开视频会议）则通过
EEM在R3上写入针对数据vlan流量的PBR，进行流
量的重定向。 

vlan 10 VC终端 vlan 20  

R3 R4 

IP SLA 

PC1 PC2 

F1/0 F1/0 

F0/0 F0/0 

R1 R2 

PBR 

？？？ 

会时专线专用
会后自动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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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d-to-end IP architecture 

that enables pervasive rich 

media experiences  

Shared 
Media 

Services 

Smarter 
Network 

Adaptation 

Integration 

Automation 

Smarter 
Endpoints 

Medianet technology 

embedded into 

endpoints 

Medianet technology 

embedded into 
routers and switches 

Shared 

networke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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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用户流量的分
析报告(packet 
loss, delay, 
jitter, etc.) 

 可以分类设置告
警阈值 

逐跳收集特定多媒
体流的关键信息 

仿真视频流对网络
进行模拟压力测试 

IOS Performance 
Monitor 

IOS Mediatrace IOS IPSLA 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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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抱怨“视频很糟糕，网络很差劲” 

 

Performance-monitor发现一些问题 

故障很快被定位并修复 

 

我今天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议，我能够放心吗？ 

 

让我们使用IPSLA VO来验证一下网络状态 

 

目前看起来很好，同时，我通过mediatrace查看到视频使用了正确的路径进行传
输。 

 

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定期运行IPSLA VO和mediatrace来检查，直到您开始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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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能够基于hop by hop发现和收集RTP, TCP 和 IP-CBR流量。  

• Silverlight, Flash/RTMP, WebEx等都是基于TCP/HTTP 。 

• 基于菜单的metric选项,可应用于管理员所选择的特定流量，提供故障
隔离的参考依据。预定义的flow records：default-rtp 、 default-
tcp 

 Metrics可以与预定义阀值比较，发送Threshold Crossing 
Alerts(TCAs)并触发actions。 

多级Alarm Raise/Clear, SNMP Traps, Syslog, embedded scripts, automatic 
mediatrace, path adaptation (PfR) 

• 基于Flexible NetFlow的metrics可以输出到外置的exporter。 

• 以下已经过测试:  
Cisco EX90, MXP1700, Polycom, Cisco TelePresence (1xxx, 3xxx), CUVA, CP-9971, CP-
7985, CP-7960 (audio only),  

Cisco Video Surveillance Cameras, WebEx (HTTPS), IPTV (VLC) 

Just plain web transactions (w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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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trace 沿着Flow所经过的path来discovers and queries L2 
and L3 nodes  

• 收集系统资源、接口和flow specific (perf-mon) stats 

• 将信息汇总到一个单一的界面进行显示 

• 可以非常方便地查看到设备的行为 

哪个接口在丢包？DSCP在哪里被reset？…… 

• 可以由远程设备来发起请求 

• 可以基于阀值并通过EEM来自动执行 

Let mediatrace do the walking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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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S收到一个从endpoint发来的报警 

High packet loss 
impairing 
quality!!!! 

 NMS查看这个flow的源在哪里，并在靠近源最近的节点上发起mediatrace 

 NMS从mediatrace获取结果并图形化呈现出来，提示它所发现的问题并对
问题进行定位。 

Dropping 
packets! 

DSCP not set! 
Packet loss 
detected! 

Router A 

Router B 
Router C 

Initiate a mediatrace here: 
router closest to source of 
the flow with high packet 
loss. 

DSCP not set on router B! 
Packet loss detected on route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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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查看 Session-Level 的详细
信息 

• 查看所有进行中、完成或准备

进行的session； 

• 快速判断问题是发生在网络侧

还是终端侧； 

• 查看详细的终端和会话统计信

息– latency, jitter, packet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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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网络进行流量压力测试 

 

 IPSLA VO 提供 

 模拟视频流量(RTP)  

    Packet sizes, burstiness, traffic 
rate, etc. 

 预定义的profiles: 

 IPTV, Video Surv, CTS 

 Extensible via data file  

 从客户网络上采集的流量。 

 

 流量为RTP: 可以使用mediatrace 和
performance-monitor来进行故障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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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可以通过Medianet收集的参数作为视频会议开始和结束的判断标准，并自
动执行预定义操作，例如路由切换。 
 
实现方式： 
路由器可以通过Performance Monitor对视频会议RTP stream的各项参数
进行采集，以rtp-jitter-average是否超过阀值作为视频会议开始和结束的
判断标准，并通过预先定义的action发送Syslog或SNMP消息，从而触发
EEM自动进行相关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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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sh performance monitor status | i ssrc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 
11001,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 11000, transport rtp ssrc = 0, ip protocol = 6,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 
2326,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 2326, transport rtp ssrc = 1499501040, ip protocol = 17,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 
2328,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 2328, transport rtp ssrc = 1849973061, ip protocol = 17,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 
2333,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 2333, transport rtp ssrc = 0, ip protocol = 17,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 
2327,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 2327, transport rtp ssrc = 0, ip protocol = 17,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 
2329,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 2329, transport rtp ssrc = 0, ip protocol = 17, 

react ID {media-stop | mrv | rtp-jitter-average | transport-packets-lost-
rate} 
 
action {syslog | snmp } 

为什么选择 “rtp-jitter-average” 作为判断依据？ 
 
如何与EEM结合？ 

Threshold Crossing Alerts(T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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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 2326,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 2326, transport rtp ssrc 

= 1499501040, ip protocol = 17, 

 Policy: PerfMon-Baseline, Class: Interactive-Video 

  

 routing forwarding-status                  : Forward 

 transport packets lost counter             : 0 

 transport packets lost rate          ( % ) : 0.00 

 transport event packet-loss counter        : 0 

 transport rtp jitter mean           (usec) : 44 

 transport rtp jitter minimum        (usec) : 1 

 transport rtp jitter maximum        (usec) : 282 

 transport rtp payload type            :103 

 interface input                            : Gi0/0 

 interface output                           : Gi0/1 

 counter bytes                              : 103160 

 counter packets                            : 499 

 counter bytes rate                         : 10316 

 application media bytes counter            : 89188 

 application media bytes rate               : 8918 

 application media packets counter          : 499 

 application media packets rate             : 49 

 application media event                    : Normal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 2328,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 2328, 

transport rtp ssrc = 1849973061, ip protocol = 17, 

 Policy: PerfMon-Baseline, Class: Interactive-Video 

  

 routing forwarding-status                  : Forward 

 transport packets lost counter             : 0 

 transport packets lost rate          ( % ) : 0.00 

 transport event packet-loss counter        : 0 

 transport rtp jitter mean           (usec) : 240 

 transport rtp jitter minimum        (usec) : 1 

 transport rtp jitter maximum        (usec) : 10912 

 transport rtp payload type            :104 

 interface input                            : Gi0/0 

 interface output                           : Gi0/1 

 counter bytes                              : 218448 

 counter packets                            : 266 

 counter bytes rate                         : 21844 

 application media bytes counter            : 211000 

 application media bytes rate               : 21100 

 application media packets counter          : 266 

 application media packets rate             : 26 

 application media event                    : Normal 

R1#sh performance monitor status | beg 1499501040 

R1(config-pmap-c-react)#threshold value gt ? 

  <1-4294967295>  rtp jitter max threshold (micro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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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Latency Jitter Loss (VoD) Loss (Live) 

Streaming Video < 1000 ms < 100 ms < 0.1%  < 0.05% 

Video Conferencing < 150 ms < 30 ms NA < 0.10% 

TelePresence < 150 ms < 10 ms NA < 0.05% 

Digital Signage < 1000 ms < 100 ms < 0.1% 0% 

IPTV < 1000 ms < 100 ms < 0.1% 0% 

Video Surveillance < 1000 ms < 100 ms < 0.1%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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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步骤： 
 
配置视频流量的class-map 
access-list 101 permit ip host 172.16.10.100 any 
class-map match-all Interactive-Video 
  match access-group 101    //如配置了QoS，也可以匹配DSCP值。 
   
 
创建PerfMon flow monitor 
flow monitor type performance-monitor PerfMon-All-RTP 
  record default-rtp    //使用缺省的采样模版，也可自定义flow record； 
 
配置PerfMon policy map和reactions 
policy-map type performance-monitor PerfMon-Baseline 
 class Interactive-Video 
   flow monitor PerfMon-All-RTP 
   monitor parameters 
    interval duration 10    //每隔10秒采样一次（最小间隔） 
    timeout 2 
    history 1 
   react 10 rtp-jitter-average 
    description check for media up 
    threshold value gt 1    //rtp-jitter-average > 1则产生TCA 
    alarm severity critical 
    action syslog    //发送Syslog 
 
应用policy map到interface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service-policy type performance-monitor input PerfMon-Baseline 
  service-policy type performance-monitor output PerfMon-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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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M 
event manager applet PBR-Up 
 event syslog pattern “Threshold value crossed“    //取自Syslog 
 action 1.1 cli command "en" 
 action 2.1 cli command "conf t" 
 action 3.1 cli command "ip route 20.20.20.0 255.255.255.0 192.168.10.100“  //Add PBR 
 action 4.1 cli command "end“ 
 
event manager applet PBR-Down 
 event syslog pattern "Flow is removed“     //取自Syslog 
 action 1.1 cli command "en" 
 action 2.1 cli command "conf t" 
 action 3.1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20.20.20.0 255.255.255.0 192.168.10.100“  //Remove PBR 
 action 4.1 cli comma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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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激活视频会议终端并呼叫对端，10秒后…… 
 

R1#                                    

*May 21 15:40:00.119: %PERF_TRAFFIC_REACT-2-CRITSET: TCA RAISE.  

Detailed info: Threshold value crossed - current value 45 

Flow info: ipv4 source address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2326,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2326, transport rtp ssrc 1499501040, ip protocol 17,  

Policy info: Policy-map PerfMon-Baseline, Class Interactive-Video 

React info: id 10, criteria rtp-jitter-average, severity critical, alarm type discrete, threshold range (1, 4294967295] 

  

*May 21 15:40:00.119: %PERF_TRAFFIC_REACT-2-CRITSET: TCA RAISE.  

Detailed info: Threshold value crossed - current value 2802 

Flow info: ipv4 source address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2328,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2328, transport rtp ssrc 1849973061, ip protocol 17,  

Policy info: Policy-map PerfMon-Baseline, Class Interactive-Video 

React info: id 10, criteria rtp-jitter-average, severity critical, alarm type discrete, threshold range (1, 4294967295] 

  

*May 21 15:40:00.183: %SYS-5-CONFIG_I: Configured from console by  on vty0 (EEM:PBR-Up) 

*May 21 15:40:00.283: %SYS-5-CONFIG_I: Configured from console by  on vty1 (EEM:PBR-Up) 

 

 

R1#sh run | i ip route                    

ip route 20.20.20.0 255.255.255.0 192.168.10.100 

 action 4.1 cli command "ip route 20.20.20.0 255.255.255.0 192.168.10.100" 

 action 4.1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20.20.20.0 255.255.255.0 192.168.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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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会议，30秒后…… 

  
*May 21 15:44:00.115: %PERF_TRAFFIC_REACT-2-CRITCLEAR: TCA CLEAR.  

Detailed info: Flow is removed 

Flow info: ipv4 source address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2422,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2326, transport rtp ssrc 1499501040, ip protocol 17,  

Policy info: Policy-map PerfMon-Baseline, Class Interactive-Video 

React info: id 10, criteria rtp-jitter-average, severity critical, alarm type discrete, threshold range (1, 4294967295] 

  

*May 21 15:44:00.115: %PERF_TRAFFIC_REACT-2-CRITCLEAR: TCA CLEAR.  

Detailed info: Flow is removed 

Flow info: ipv4 source address 172.16.10.100,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192.168.10.100, transport source-port 2424,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2328, transport rtp ssrc 1849973061, ip protocol 17,  

Policy info: Policy-map PerfMon-Baseline, Class Interactive-Video 

React info: id 10, criteria rtp-jitter-average, severity critical, alarm type discrete, threshold range (1, 4294967295] 

  

*May 21 15:44:00.165: %SYS-5-CONFIG_I: Configured from console by  on vty0 (EEM:PBR-Down) 

*May 21 15:44:00.265: %SYS-5-CONFIG_I: Configured from console by  on vty1 (EEM:PBR-Down) 

 

 

 

R1#sh run | in ip route                   

 action 4.1 cli command "ip route 20.20.20.0 255.255.255.0 192.168.10.100" 

 action 4.1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20.20.20.0 255.255.255.0 192.168.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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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由器上启用Medianet，实现自动切换。 
 
 
你还可以做得更多。。。。 
 
模拟丢包 
policy-map p1 
   class video-class 
      police cir 350000 bc 150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service-policy output p1 

 
EEM。。。 

vlan 10 VC终端 vlan 
20  

R3 R4 
PerfMon 

PC1 PC2 

R1 R2 

PBR 

PerfMon 

会时专线专用
会后自动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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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连锁卖场呼叫中心 
客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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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专卖 大型连锁卖场 商业零售 

呼叫中心 1. IT服务支持,员工服务 
2. 供应商服务 
3. 售后服务和客户投诉 
4. 电商类, 和电子商务

平台网站紧密整合 

1. IT服务支持,员工服务 
2. 供应商服务 
3. 售后服务和客户投诉 
4. 电商类, 和电子商务

平台网站紧密整合 

1. 客户投诉 
2. 为入驻商户提

供标准化服务 
3. KIOSK导购 
 
 

呼叫中心建设
目的 

1. 提高内部工作效率, ,
维护企业内部IT系统, 

2. 紧密供应商联系, 
3. 提高用户满意度 
4. 促进电子商务平台的

销售 

1. 提高内部工作效率, ,
维护企业内部IT系统, 

2. 紧密供应商联系, 
3. 提高用户满意度 
4. 促进电子商务平台的

销售 

1. 提高用户和入
驻商户的满意
度 

2. 促进店面销售
业绩 

目标用户群 所有用户, 内部员工,供应
商 

所有用户, 内部员工,供应
商 

所有用户和入驻
商户 

思科方案 UCCE/IM·添翼 UCCE/IM·添翼 UCCE/IM·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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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行业中,具有电子商务业务的零售行业客户,是呼叫中心的最大客户群, 
目前都已经建设了呼叫中心,以Avaya和Genesys为主 

 

• 很大部分零售行业客户,IPT系统采用的是思科的解决方案.但其呼叫中心也是
采用Avaya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只有一小部分客户采用了思科UCCX的解决方
案,座席数量比较少,一般在100个以下 

• 大部分中小零售行业企业采用外包的呼叫中心服务 

 

•  在零售行业客户对呼叫中心的认知上,认为Avaya是这个行业的排头兵.除非
呼叫中心规模比较小,或者同时有IPT项目,或者客户关系特别强, 才可能考虑
思科的解决方案 

 

• 由于目前大型呼叫中心,零售电商类客户一般由自己软件开发团队进行软件开
发,而思科在这方面的厂商支持几乎没有(现有的AS服务难以支持这需求)另外
呼叫中心的partner也比较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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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商营销型 

   Vancl凡客（A，2200席），alibaba阿里巴巴（A，G，>1万席），YUM
百胜集团KFC，Pizza hut（A，1400席） 

• 电商服务型 

   360buy京东（G，5000席），xiaomi小米（A，500席） 

零售企业 

   Walmart沃尔玛（A，IPT5000线，10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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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商营销型CC的建设目标是利润中心，主要任务是受理电话订单和订单相
关服务 

• 电商服务型CC主要为客户和供应商提供订单服务 

• 发展速度快，基本每年都有较大数量的扩容计划 

• 座席数量大，主要是人工服务为主，自助语音服务为辅。 

• 现场运营管理要求较高，需要灵活准确的报表系统和丰富的监控功能 

• 非常看重成本，基本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A公司在做Vancl项目一期
500座席时，包含原厂服务在内总价是200万RMB左右。京东项目，G公司
标的每座席3000RMB左右，A公司的平均折扣在95％off左右。 

• 对服务要求较高，项目基本没有第三方应用开发商，一般都由电商自己的
开发团队进行相关软件开发，需要厂商直接为他们的软件开放提供开发支
持。思科需求由AS提供相应的服务(是否可以提供??) 

• 中小企业大多采用外包呼叫中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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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小时服务，完备的HA方案。 

• 支持语音，传真，邮件，Chat等多媒体处理 

• 支持多点，多中心，统一接入，统一路由，统一监控，统一报表 

• 灵活，丰富的IVR自助服务，支持集中和分布式部署 

• 支持多点，多中心的统一路由策略定制和技能组，技能级别，客户类别，服务水
平，数据库记录等多种路由功能 

• 提供软电话功能，并与CRM，ERP，物流等系统集成 

• 提供座席，班组，技能组，楼层分布等多种视图多种维度的实时监控和报表系统。 

• 提供可定制模板的历史报表，提供接口可以与绩效，财务等相关系统整合。 

• 提供包括放弃呼叫回呼，预览式回呼，多媒体外呼等外拨功能 

• 提供全程录音，并与订单和工单绑定。 

• 提供座席人力资源和预测排班系统 

• 个别客户有视频，Web呼叫，，IM，微博等多媒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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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管理： 基本信息，物流信息，客户级别，信用评级等。 

• 商品管理： 分类管理，热销商品，打折促销，快速检索 

• 订单管理： 咨询，生成，修改，合并，查询，打印，缺货登记，发货
单，知识库 

• 物流管理： 物流方式，物流跟踪，退换货处理，订单提醒 

• 投诉建议： 投诉受理与回复 

• 绩效管理： 话务量统计，订单统计，绩效统计，销售排名 

• 统计分析： 销售统计，订单统计，销售排行，订单走势，销售额走势，
配送方式，支付方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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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案例主要是以IPT为主，不同Vender产品的组网融合，零售分店，柜
台的VPN Phone需求较大 

• 自建的呼叫中心一般规模都不大，200座席左右，主要针对企业内部和供
应链合作伙伴服务，一般不直接对客户提供服务 

• 对外服务一般采用店面热线或外包方式提供 

 

• IT服务支持，软件，硬件故障报修 

• 供应商服务，订单跟踪，货款结算，发票打印 

• 员工服务：财务信息，工作福利，心理咨询 

• 客户投诉 

 

 

 

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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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行业中电商业务的呼叫中心需求很大,牵涉到OTT行业,这次
解决方案中不涉及 

• 零售行业中电商业务的呼叫中心项目需要AS服务支持,和公司服
务部门的策略有关 

• 零售行业中非电商的呼叫中心,基本上在100-200座席左右,规模
比较小,以外包为主,自建为辅 

• 零售行业的呼叫中心外包服务以Host解决方案为主,推广多租户
解决方案,这次不涉及 

• 自建的呼叫中心以UCCE/ UCCX解决方案为基础,大力推广成熟的
合作伙伴套件(IM·添翼 2009),配合Partner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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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 语音网关 

IVR软件 
交互式语音应答 CTI服务器 报表系统 ACD 

呼叫应用系统 

座席监控 座席耳麦 

电话终端 
79xx 

7942 

7962 79xx 7937 

7985 

IP 
Communicator 

Video 
Telephony 

基
本
项 

可
选
项 

Cisco CCME 

CTI：电脑电话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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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R自动语音应
答引导功能  ACD/路由排队

功能 

 座席操作及报表
功能 

IVR:交换式语音应答 
 
ACD:自动话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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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席平台 
1. 座席功能，如登录/登出 2. 电话功能 3. 系统功能，如密码修改 4. 报表统计功能，查看座

席的电话量 
 

提供班长监控座席操作平台
，配置管理（包括座席，技
能组，原因代码等） 

班长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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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席状态实时报表 
 实时显示当前座席的状态，字段包括座席工号，分机号，座席的状态，技能组号 

• 座席状态历史报表 
 每一小时的座席状态统计，字段包括座席工号，分机号，接听时间，休息时间，

话后处理时间，就绪时间 
• 技能组历史报表 

 每一小时按技能组分类的报表，包括技能组号，接听电话数，接听时间 
• 技能组实时报表 

 实时显示技能组状态，包括技能组号，座席总数，登录座席数，座席就绪数，座

席休息数 
• 座席历史报表 

 每小时座席电话的统计，包括座席号，接听电话个数 
• 座席明细通话记录 

 每个电话的详细记录统计，包括座席号，分机号，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主叫号

，被叫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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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户 

用图标来识别客户的态度 
 

    很好 一般 注意 警告  

【说明】 
 表示客户的态度，并记  
 录描述每位客户的态度 

收集、注册、查询、更新 
•  将原来零散的客户资料收集到统一平台，统一管理  
•  对于新客户的来电进行注册，录入至数据库中 
•  输入客户信息关键字后，可迅速查询到相关的客户信息 
•  客户信息可一一进行更新，以便客服人员及时掌握客户的最新资料 

客户满意度 
•  用不同的图标来表示客户的满意度并对每位客户的态度进行记录，让客服人员一目了然地掌握 
   客户的心理，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全面的分析客户服务满意度 

【说明】 
 新建客户信息录入数据库 

来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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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咨询服务、投诉管理全跟踪 
•  客服人员受理客户来电咨询、投诉时，详细记录与客户交流的事项，并进行管理。对于每件 
   投诉记录系统会进行追踪管理和及时提醒直至处理完毕，最终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明】 
 详细记录客户的来电咨询、投诉等 
 内容，并为客户解决一切需求，当 
 无法解决客户的问题时，可借助知 
 识库帮您一同解答 

客 户 来电中 客户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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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专业知识库帮您解决一切问题 
•  提供了专门的产品知识库，既可以对现有的产品知识进行培训和学习，又可以在日常的工作中 
   不断累积和增加新经验和知识点，使这些得到及时的推广，提高企业的客户服务效率和能力  
•  纯搜索引擎，让客服人员更高效精准的处理客户来电咨询、投诉等请求 

【说明】 
 输入关键字后，在搜索结果一览表 
 中选择相关知识，解答客户需求 

客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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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回访管理 
•  系统可设置回访时间，并生成与客户有关的回访信息，当到了预定的回访时间时，系统会自动弹 
   出提醒信息，及时通知客服人员与客户取得 联系，以防客服人员遗漏，提高客户满意度 

【说明】 
 输入相应的回访信息,到了预定 
 的回访时间,系统会自动发出提 
 示信息，通知客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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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拨功能 
•  客服人员以联络客户、市场营销、扩大销售等为目的。利用产品发布、会员优惠等，主动与客户 
   电话联系，唤醒沉睡的客户确保与客户保持长期友好关系 
•  可统一导入对话脚本(专业术语)。当您与客户对话时，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采取统一、标准化  
   的营销术语，帮助客服人员更快、更有效的完成市场营销活动 

通话中 客 户 

【说明】 
 ①批量导入市场营销活动的对象客户 
 ②系统事先自动分配给客服人员需要  
 市场营销的客户对象列表 
 ③与客户对象取得联系 
 ④详细记录与对象客户的外拨活动 

【说明】 
 客服人员可参考导入的统一、标准化的 
 营销术语，指引客服人员更快、更有效 
 的完成营销活动，成为”营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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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统计 
•  支持对呼叫中心各种数据的统计、以及呼叫中心使用时业务的效率和对企业的市场分析，提供 
   各式强大的统计功能，通过数据和图表，掌握呼叫中心的运营状况，来改善和提高生产效率并 
   对风险进行管理 

•  数据分析，能体现出客户对产品、对品牌、对企业的满意程度  

统计项目 输出统计项目 输出形式 

呼叫中心运营状况统计 

(对联络中心使用情况的相关数
据进行的统计)  

 对应状态统计 CSV  图表 

 一次对应完成率比较统计 图表 

 一次对应完成率推移统计 图表 

客户对应履历统计 

(对联络中心客户的对应内容相
关信息的统计)  

 商品咨询类型件数统计 CSV 

 全选择类型数据(事件) CSV 

 全选择类型数据(对应) CSV 

用户设定  用户信息CSV导出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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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大型连锁卖场呼叫中心的
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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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虚拟化安装,支持B系列,C系列UCS服
务器,支持 VMWare ESXi 4.0  

• 方便管理 

• 减少服务器 

• 更加完备的备份/恢复机制 

• 设备搬迁简单化 

* M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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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平台采用Cisco  UCC Enterprise解决方案 

   PBX：Cisco Communication Manager（callmanager） 

   CTI/ACD：Cisco UCCE 

   IVR：Cisco CVP 

   Voice Gateway：Cisco 3925E Voice Bundle 

    IP Phone： Cisco UC Phone 6921 & IP 
Communicator 

业务系统采用维音呼叫中心专用软件   

    录音系统：VisionLog 

    质检系统：VisionQA 

    大屏监控系统：VisionView 

    软电话：VisionSoft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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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 C210 1# 
Cisco Call Manager A 

Cisco UCCE A 
Cisco CVP A 

维音VisionONE A 

数据专线 

语音网关 

座席*100 

3925E 

E1 

PSTN 

XX呼叫中心 

UCS C210 2# 
Cisco Call Manager B 

Cisco UCCE B 
Cisco CVP B 

维音VisionON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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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要怎样的系统？ 

• 至少8-10台的服务器（单点） 

•  每台服务器600w功率 

•  1-2个机柜 

• 凌乱的布线 

• 占据大量的网口、插座和
KVM资源 

• 重启时要按照既定顺序 

• 系统崩溃时要重新安装 

 

  服务器虚拟化 

• 每台服务器600w功率 

• 6-8U 

• 3-5路网线 

• 3个电源插座 

• 自动派讯 

• 系统崩溃时，用原始文
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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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座席实施接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 快速部署、远程部署、家庭部署 

• 降低IT工作强度，却提供比传统更好的服务 

• 端对端的虚拟化,支持呼叫中心专业应用 

 

 

 
  

CallManager 
Cluster 

CVP 
UCCE 

Cluster 

VisionCRM/ 
DB Server 

  

VisionQA/ 
VisionLog 

总部 

    

总部 

  

UCS Server 
虚拟化 

SIP 
Di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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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E呼叫中心整体系统构架 

• 语音接入平台 

• 软交换平台 --- Call Manager 

• 自助服务平台--- CVP 

• 呼叫中心平台--- UCCE 

• 监控及管理 

• 录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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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办公 

客服中心 

分支机构 

自助服务 
,排队等待, 
语音播报 

多渠道管理 
呼叫路由 
统一排队 
外呼管理 

 
系统管理 
报表呈现 

Communications 
Manager 提供  
IPT功能  

E-mai管理提供 
自动邮件回复, 
座席邮件处理 

Web协同提供在线聊天,
协同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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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Manager 集群 

 UCCE 服务器: 
•第三方服务器 

E1 

总中心： 

座席 座席 

CVP服务器 

班长席 

第三方 

IP录音 

Private 

WAN 

 

ISR3825*2 

班长席 

座席 

座席 

备份中心（整合）： 

E1 

本地录音 

ISR2851 

CRM系统 
UCCE管理终端 

Call Manager 

服务器 

 

座席 

座席 座席 班长席 座席 
中心座席区： 

UCCEEnterprise 

分中心 

座席 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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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模拟中继接入 
 

现在---ISDN(E1) 
 

未来---SIP中继 

EHWIC  
 
 
Supports HWIC,  
WIC, VWIC, VIC 

SM 
 
 
Supports NM, NME, EVM  
– requires adapter card 

ISM  
 
 

 

PVDM3 
 
Supports PVDM2 in onboard slots 
– requires adapte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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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P 

Call Control 

Cisco IOS  

VoiceXML 

Browser 

CVP 

VXML 

Server 

Callers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Agents 

 VoiceXML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J2EE runtime for serving 
VoiceXML 

 Voice Gateway 

 Calls are treated here 

 Interprets VoiceXML 

 DTMF and Speech 

 Telephony switching 
and on-net queuing 

TDM or IP 

CVP 

Optional  

Speech Server 

 Provides ASR/TTS 

CVP 



思科机密 © 2012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231 



思科机密 © 2012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232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233 

第三方ACD集成 

与CVP的协调工作 

虚拟化 

.NET 2.0, 3.0 CTI  
Toolkit Support 

多渠道功能管理 

CCMP管理软件 

Windows Vista, 
MSSQL2005, AD2008  

报表 

CCM协调工作 

SNMP监控接口 

外拨 

CTI级联 

可扩展性 

系统安全性CSA 

CTI集成 

专家座席 

移动座席 

ICMICM

ICMICM

ICMICM

CCCC

CCCC

CCCC

ICM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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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排队策略管理 

Enterpri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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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应用的路由和报表 

• 逐个呼叫路由 

• 基于等待时间的呼叫重路由 

• 条件路由 

• 数据库呼叫处理 

• 负载均衡 

• 前向排队 

• 网络内溢出 

• 优先级排队 

• 基于技能的路由 

• 无应答重路由 (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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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席桌面集成 

Enterpri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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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式 
 Cisco Agent Desktop(CAD) 

无需开发,也无法再次开发 

一般情况下,只是产品的堆叠 

不能实现真正的集成 

 
 基于CTIOS 

真正的客户化CTI集成 
在国内的客户群中,比例最高 
 

 预集成的CRM 

与主流CRM厂商的战略性集成 

前提是客户选用了相应的CRM 
 

 

目的 

通过开发软电话,并将其嵌入到应用系统的客户端中(B/S or C/S),使得座席能够在PC上操控电话,语音系
统与业务应用系统间实现数据通信. 

•面向对象的 SDK 

•支持 Java 和 

ActiveX 

•提供应用实例的源
代码 

•完整的座席和管理
席功能 

•多媒体座席状态信
息  

•简化CTI集成的客户
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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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控制部分 座席状态控制 聊天帮助和目录 

当前呼叫信息 

业务数据和呼叫历史数据 

当前呼叫中心技能组、队列及其它座席状态信息 

自动外拨活动管理 

签出原因 呼叫后处理代码 聊天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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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对象的 SDK 

• 支持 Java 和 ActiveX 

• 提供应用实例的源代码 

• 完整的座席和管理席功能 

• 多媒体座席状态信息  

• 简化CTI集成的客户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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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区 公告栏区 

来电信息区 任务导航区 

受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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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bel 6 and 7 driver available now from Cisco 
 

 
ICM driver available from SAP 
Supports voice, Web via ICM WebOption 

 

 
ICM driver available from PeopleSoft 

 
 

ICM driver available from E.piphany 
 
 
ICM driver available from Oracle 

 
 
Pegasystems driver available from Pega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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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Agent Desktop 

Standards Compliant 

Cisco Phone  

Controls 

Fully Web Based 

Open Social  

Gadget Support 

Supervisor Desktop  

Controls 

Integrate WFO 

Widgets 

Embed External  

Applications 

Create Your Own  

Applications 

Enterprise Data 

Mash-ups 

Embed CUIC, 

CCP, MMC 

Gadgets 
Pull Through QUAD  

Gadgets 

3
rd

 Party 

UC Integrations 

A Common Cisco Container Customized ‘Gadgets’ 

无缝的和所有产品集成 

统一的界面,减少客户投资 

革新,区别与其他竞争对手 

快速,灵活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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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监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实时报告 

大屏幕的实时界面 

历史报告– 预先封装和定制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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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声像记录系统 01126795X 

IP化声音记录装置 011268611 

数字化截屏装置  011268603 

查找和重放装置  0112685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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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QA— 服务质量保证应用软件，提供全套专业的质量评估流程、评估
规范以及强大的评估工具。 

专业的评估人员是优质客户服务的保证，评估通过使用VisionQA和
VisionLog对客服人员的工作情况作出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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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悬浮 

• 可嵌入 

• 可定制 

• 支持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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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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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le CTI 

• Single Desktop 

• Single Trunk to PSTN 

• Single Administration 

• Single Reporting 

• Single Call Control & 
Processing  
Infrastructure  

IP
 D

IA
L
E

R
 

Caller phone 

Blended agents 

(Desktop & IP phones) 

Campaign 

Manager 

Web View 

Reporting Client 

CCE/CCH 

Central Controller 

Logger DB 

Outbound Database 

CallManager PG/ 

CTI Server 
V 

Voice 

gateway 

Cisco 

CallManager 

IP
 D

IA
L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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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管理,导入,导出和报表统计 

多任务外拨设置,可以设置时间,市区 

支持预测式功能,用DSP做呼叫分析 

回呼 

Do-not-Call列表 

呼叫策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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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外拨组件支持
1500路同时呼出 

• 每一个外拨组件支持
1000+外呼座席 

• 外拨组件支持热备份 

• 不增加CUCM的压力 

• 支持分布式呼叫管理 

• 部署简单,在UCCE平台
上扩展即可 

IP WAN 

PSTN 

UCCE PG 
SIP Di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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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公司外拨管理软件 

• 图形化管理 

• 完备的外拨管理策略 

     --号码导入及策略 

     --拨号策略管理 

     --项目管理 

     --报表统计 

     --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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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模式 
- BIB厂家主动IP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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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Recorder 

1. 厂商提供的主动式录音方式 

2. 充分利用IP硬话机的优势,用
话机DSP资源,不对系统产生
任何压力 

3. 基于SIP的模式,具有先进性 

4. 在分布式部署模式或基于复
杂网络环境下,简单可靠,有限
的录音方式 

5. 众多国内外录音厂商都已经
完全支持该录音模式 

6. 免费的方式 

CTI (TAPI or JTAPI) 

CTI (TAPI or JT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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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打进电话 

• 电话录音到某个分机并接听 

• ＣＭ自动发送２个ｃａｌｌ建
立的消息给到座席话机 

1st call is Agent stream 

2nd call is Customer stream  

• ＣＭ通过ＳＩＰ 
TrunkINVITES Recorder 

• 录音接受请求并从座席话机收
到RTP流 

Customer

2answer
1dial

Agent 

Customer Agent 

CUCM 

Recorder 

3 setup

4 setup

5 invite

6 inv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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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陈年和雷军创办，
2011年销售额近35亿，每年增
幅超过100% 

• 2008年采用Genesys SIP呼叫中
心，500座席 

• 2010采用Avaya整体方案替换
Genesys 

• 2011扩容到1100座席 

• 2012年在重庆新建第二中心，
座席扩容到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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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胜宅急送负责必胜客外卖，肯德基宅急送
负责肯德基外卖。2008年用Avaya整体解决
方案统一了外卖平台 

• 设立上海，北京和西安三个中心，服务全国
近百个大中城市 

• 座席规模1400 

• 呼叫中心和外卖人员全部由YUM自建和管理 

• 麦当劳麦乐送，呼叫中心外包给PCCW电讯
盈科,外送服务外包给硕宁，安宇两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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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 & ERP 

CRM ERP 

360Buy 
WAN 

二中心 

IVR 

APP 
Server 

SIP Server 

TTS 

智能路由平台 

SIP 中继接入 

本地座席区 

Desktop app and SIP phone 

远程商户座席 

Desktop app and SIP phone 

Internet  
VPN 

Web 

Internet 

Webcall Customer 

Flash GW 

中国联通 一中心 

录音系统 

IVR 

报表管理系统 

APP 
Server 

SIP Server 

TTS 

智能路由平台 

DB 

外拨模块 

报表管理系统 

录音系统 
外拨模块 

DB 

IPT,电话会议系统，语音信
箱，邮件归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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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sip agents+ 1750 gvp ports 

• Genesys sip+gvp， audiocodes g/w，genband sbc, verint, 捷通tts，

yealink tp-22/26 sip话机 

• PSTN接g/w和sbc进入系统，接入设备话务负载均衡 

• 目前genband sbc在话务高峰时有问题（re-invite 参数会混乱），京东正考

虑是否使用acme或audiocodes的sbc产品 

• 系统2012年3月上线，部署2000seats；[May，2012]目前同时在线座席

700-800,日均话务量约7w/天 

• 系统在宿迁本地双中心Multi-site,灾备双活Business Continuty（目前只实

施了1个中心） 

• 远程商户使用Yealink tp-26 sip phone 支持openvpn和genesys status 按

键操作（ready，notready，acw）[这些功能yealink还在开发中 ]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266 

• 中国区总部和亚太区采购中心设在深圳，系统
主要是以IPT建设为主，2010年采购了Avaya 
2000门IPT，并采用从北电收购过来的ACE产
品，整合了原有思科的2000门IPT和1000个微
软OCS用户，实现统一拨号方案和互联互通。 

• 同年用Avaya整体方案，改造了原有100座席
的呼叫中心，主要对内和供应商服务 

• IT服务支持 

• 供应商订单，货款，发票服务 

• 内部员工卡服务 

• 员工财务，人力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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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专卖 大型连锁卖场 商业零售 

数字媒体 逐渐成为普遍需
求 

国际连锁企业有
各自的集团标准 

目前正在考察期，
寻求较好的解决
方案 

很多企业已经在
计划实施 

目的 提升客户体验，
播放广告，吸引
顾客，增加顾客
在门店的逗留时
间和销售机会 

提升客户体验，
播放广告，吸引
顾客，增加顾客
在门店的逗留时
间和销售机会 

提升客户体验，
为商场商户提供
更好服务，增加
新业务机会，比
如广告推送 

目标用户群 所有用户 所有用户 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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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连锁卖场 
有部分是用广告商的（如分众传媒） 

电器大型连锁会用电视墙，数字标牌 

大部分还在用传统的电视机+播放机（DVD、硬盘播放机） 

• 连锁专卖 
大部分没有，只有部分开始部署如 H&M，达芬妮 等 

来一份  --计划用联想一体机 + screen 

麦当劳现用灯箱，计划用LCD Screen 

• 商业零售 
在人流集中的区域有数字标牌，如久光百货（用工控机播放） 

大部份是TV独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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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牌在零售业是由市场部来管理的，市场部由于不了解数字媒体向网络化发
展的现状，仍然按老的习惯采用独立的电视墙或TV加播放机模式，很少采用网络
化的数字媒体 

 

尽管数字媒体有统一管理，信息丰富，更换灵活等好处，但由于初期建设需要有
一次性的项目投入（设备，网络等），而市场部的费用往往是一年一用的，并且
对传统媒体供应商的依赖，采用数字媒体的动力不足，但乐于做小规模的尝试。 

 

由于思科现在只提供媒体播放设备（DMP，云翼300）及英文的媒体管理系统，
整个数字媒体系统还需要媒体呈现设备（如电视屏），中文化的后台的媒体管理
平台（配套数字媒体采集设备，数字媒体播放内容排程，数字媒体上传，管理
等），具有这些能力的思科合作伙伴屈指可数 

 

建议思科销售，工程师与有数字媒体集成能力合作伙伴一起，鉴于数字媒体与员
工多媒体培训系统在硬件系统及软件管理平台上基本一致，可以在数字媒体系统
上同时提供对零售店员工提供多媒体培训内容（如新产品推广培训视频，入职基
本业务技能培训等），这样提升了员工的销售能力，增加了企业的收益，同时提
高了数字媒体系统的投资回报（ ROI ）。但也要注意不能扩大到建立企业培训管
理系统，以免拖长项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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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店的冲击 

• 习惯人机自服务的新一

代顾客 

• 要求更多培训的员工 

• 多环节协作的管理方式 

• 海量产品信息的投放 

• 店门外的顾客照料 多文化，全球化 

完全互联—随时随地 

视频一代 

实时的交流沟通者 社交网络用户，协同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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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区，实
时性 

新的正在发
生变化的规
章条例 

业务持续性 

Working 

Moments 

安全和监视 
移动性和体
验的一致性 

“千禧一代” 

(Millenials)  

Web 2.0 

http://www.housingma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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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s Centre  购物中心位于埃及
Heliopolis的 City Centre 
 

• 挑战: 

需要简单灵活的方式吸引顾客 

需要新的模式从广告中获取收入 

• 解决方案采用先进的数字媒体系统: 

在购物中心采用了500个数字媒体屏，吸引顾客 

数字媒体屏可以灵活播放各类信息，从商品，商场
促销广告，电影视频，信息网页，图片，Flash等 

• 商业价值: 

增加了顾客满意度，同时吸引了大量公众 

提升了销售基于吸引了大量的顾客 

增加了购物中心收入销售更多广告 

投资收益ROI: 经保守分析投资将与二年内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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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展会中的数字媒体，多媒体演示吸引参观者 

• 在办公楼的前台的数字媒体，为等待的访客提供娱乐及
企业形象视频 

• 在办公区的数字媒体，向员工提供更好的企业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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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发布、市场活动、促销计划 

 VIP客户、货品标识、关联信息推送 

 用户触摸互动 

 移动终端的联动 

 远程专家产品及服务支持 

 客户体验数字展板的模拟试衣 

 员工视频培训与多方会议 

 安防监控与智能图像分析 

 综合运维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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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内容分发与交互 
  

Media Content  

DMP 

数据中心 集团/中心控制 

分支机构/专卖/精
品店 

用户体验 

分布式部署    ，集中统一管理 
按需视频推送，有效利用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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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营业额 
播放其它相关的产品广告，让顾客联想 

 其它产品 

及时告知促销销售额 

指导顾客，影响顾客，提高销售 

 

• 为营收提供新途径 
生产商广告 

销售广告 

顾客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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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服饰零售公司 

- 商店Stores   1,000 

- 橱窗 / 商店                 2 

- 更新频率                     4 周 

- 人时 / 橱窗                                                4 

- 人工费用 / 小时                           ￥15 

           全年人工费              ￥156万 

      平均每日费用                              ￥4300 

用视频显示器和内容网络更换一些橱窗可以： 

• 增加顾客兴趣 & 流量 

• 确保一致性 & 质量 

• 提供更频繁的更新 

• 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 

多少销售由于更新频率太低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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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天线 

IP摄像头 

RFID检测区域 

数字展板具备条码和RFID 
识别：可识别VIP卡，有针
对性投放广告以及欢迎词；
帮助员工和客户迅速利用
标签得到商品 

* 拓展功能，需要客户身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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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82 2014/3/12 adidas 零售门店无线及应用解决方案 

库存尺码 

库存颜色 

顾客评论 

数字展板可以帮助顾客
和员工查询产品在系统
中的库存尺码、颜色、
其他顾客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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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功能，需要触摸屏硬件支持 

客户可以通过触摸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
息。没有客户触摸显示屏幕时，显示屏可
以展示预定义好的视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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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商店营收 
减少商店费用 

方便顾客  

提高员工生产率 

增加销售额 

 

• 提高实时自助服务能力 
多渠道顾客服务的网站 

顾客指南的顾客自助服务   

自助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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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菜单 

Touch Trigger 

多种手持终端 

客户自助交互查询 
员工按需控制播放 
图文并茂产品宣传，并带走下载内容 

* 数字展板可内置无线AP模块，一站提供门店的无线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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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讲解 

高清滚动新闻 

结合IPVS+DSM，针对重要客户提供语
音及高清晰的视频协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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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通过数字展板的模
拟试衣，体验更多的商
品，提升购买欲望，获
得专业指导，帮助门店
员工维护统一水准的品
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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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店可以通过展示屏对员工进行培训，讲
师可以在总部或者是Internet其它地方。 

• 门店还可以利用展示屏加视频摄像头的方
式，开展视频通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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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告警 

多种终端 

服务督查 

办公/营业专卖场所 
控制中心 

DSM 

统一管理视频监控：按需视频调看/统
一存储/门店品牌督查 

门店顾客进门人数的统计，可做门店
消费习惯和服务水平的调查 

 

Security 
Dashboard 

欢迎，您是今天第5005名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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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 种植用料 电子产品 

结合IPVS+影像分析，可以计算出
热门产品并且在人流频密的出入口
播放相关广告 

+53人 +73人 +25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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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应 

向手持终端推送告警 

向监控大屏幕推送告警画面 

无
响
应 

资产 店员 

向话机推送告警提醒 

高清数字展板 切换告警区域视频推送到监控大屏 

• IPVS 

• IPICS 
• UC 
• RFID 
• Video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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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中触发
的火警 

自动呼叫火灾管理部
门，将火警信息和发
生区域等通知操作员 

数字广告板向用户
报警，并显示最近
的疏散通道 

IP电话弹出火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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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协作 安保/监控 企业信息 

培训/电子学习 企业内部通信 广告 客户关怀 

数字媒体
应用 

安
全

 

管
理

平
台

 
M

E
D

I
A

N
E

T
 

数字媒体基础 
MCUs TelePresence Server MXE 3500 MXE 5600 Gateways 

数字媒体管理 CTMS CUCM TCS 

数字媒体
呈现终端 

数字媒体
服务 

Recording/Playback Multipoint Scheduling 

Analytics 

Directory 

Video Routing Optimization 

Media Transformation 多媒体内容分发 

Auto Discovery  
and  Configuration 

网络基础架构(MediaNet) 

Focal Point 

Media Asset Mgmt 

Conferencing 

ECDS 

http://www.google.com/aclk?sa=l&ai=C_ruVGPR3TOibLZ2yoQTx_sT7A_6Pz8EBjrDnjRaIkdEkCAAQASCTrPsFUNnklrEDYMmuzobIo6AZoAHK7dTvA8gBAaoEHE_QXKvD0oR40raA7D-MTrcUYYQzMPrlVv1kuJs&sig=AGiWqtykMOcCwP_ZBjcwauaVZQ8eGgP7zQ&adurl=http://bigdeal.com/on/category/ipad?bd_sourcetype=paid&bd_source=google&bd_medium=textad&bd_term=iPad&bd_content=&bd_campaign=ISA+Electronics+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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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门店远程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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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专卖 大型连锁卖场 商业零售 

员工培训系统 由于零售行业门店
员工流动性比较大,
员工培训系统是零
售行业门店中必须
的子系统, 

由于连锁卖场的员
工流动性比较大,
员工培训系统是连
锁卖场中必须的子
系统中 

基本不需要 

员工培训系统建
设目的 

连锁专卖行业需要
对零售门店的员工
进行标准化培训 
 

连锁专卖行业需要
对连锁卖场的员工
进行标准化培训 
 

目标用户群 企业门店员工 企业门店员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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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行业员工培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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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行业客户在员工培训方面基本上归HR部门,或者由专门的培训部门来
负责.员工培训在零售餐饮行业是一个企业成功的重点  

 

• 零售行业员工培训,以集中培训和专用培训视频课件二种方式为主,比如麦
当劳和Yum二种方式并重,来伊份以现场集中培训为主 

• 专用培训视频课件的系统以门店PC+员工培训客户端软件为主,以录像视频
或者培训课件的形式来部署 

• IT部门在门店和数据中心,只需要提供硬件PC和网络端口,整个系统软件的
选择还是归HR部门或者培训部门来决定. 

 举例,麦当劳和Yum 

• 对于思科的销售来说,由于思科的系统可以同时完成数字媒体发布和员工培
训2大块,如果客户正在考虑数字媒体发布系统,可以推荐可以在同一平台上
同时实现数字媒体发布和员工培训2个功能块,硬件和软件平台都是一体的,
以达到最佳的商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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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门店信息屏按云服务架构设计，终端从云服务中心取得实时内容，本地仅留
存网络中断时预存的滚动播放内容；内容通过云架构实现分级管理、内容分布式
更新 

• 信息屏内容除了可以继续发布传统网点信息屏内容如商品广告，促销信息以外，
可以增加远程教育模板、视频会议直播、专家讲座、VIP 客户欢迎、网点服务查
询、紧急通告 

• 信息屏可以与其它如访客排队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员工教育网络等
互通 

• 信息屏内容发布按场景、内容以模板方式区分，模板可实时切换、画面布局可自
定义，模板自定义仅要求人员会使用电脑和浏览器，内容交互可以用遥控器、或
者触摸屏 

• 信息屏可同时带动 LED 点阵字幕，以及LED点阵大屏，省去了以上系统的PC主
机和相应维护，信息屏主机为云终端，平时几乎不需任何现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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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本地放服务器，管理本网点多个信息屏 
分区域或者不同用户设分支管理服务器，管理多个网点信息屏 
核心管理服务器，管理本区域内所有信息屏 

网点局域网 

园区内网点互联 

跨园区互联网 

分支管理服务器 

核心管理服务器 

分支管理服务器 

LED 点阵字幕、大屏 

可选的无线覆盖 

信息屏 高清摄像头 

云终端 EDGE 300 

云计算服务器 

云计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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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布式管理  
• 群组管理 

– 按地理位置或其它标准将播放器指派到群组 
– 播放器可以分成多个群组，以便于指定播放器的时间计划、设置

或其它属性 

• 分级分域管理 
– 播放器可以划分到用户组，各个用户组的管理员可以管理组内的

播放器设备和播放计划 

• 远程管理 
– 播放器的运行情况和状态可以远程监控和管理，以便于日常运维

管理，有效地减少运维压力，降低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 支持远程操作播放设备，定时启动/关闭播放设备，根据播放计划

启动/关闭设备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304 

2. 内容的管理  
 
• 媒体库的管理 

– 上传和组织多媒体文件 
– 支持批量上传媒体文件，减少耗时的重复性操作 

– 多种媒体格式：HTML、URL、图像、音频、视频、Flash、PPT 

• 媒体库的访问控制 
– 媒体可设置为共享使用，也可以只允许组内使用。  

• 媒体的播放方式 
‒ 本地播放 
‒ 流媒体Stream播放 
‒ Stream Server播放，定时调度传输，任务状态监控，分发到达媒体服

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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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Server 

Multicast WAN 

Cisco DSM 

Cisco edge 

Network 
Media 

IPVS Enterprise 
TV 

视频源管理 

播放计划 媒体管理 

高清 高清 高清 

媒体发送 
组播 / 单播 / 广播 

管理和控制 

接收流媒体 

1 

2 

3 4 6 

8 

7 

Server 2 Server 3 Server 4 

5 

2. 内容的管理  

• 支持Windows MediaServer、Flash 
MediaServer、RealMedia流媒体服务
器。 

• 支持HTTP、MMS、RTP/RTSP、
RTP/RTSP Multicast等多种传输协议。 

• 远程管理与控制：服务器起停、事件检
查、属性管理、带宽分配、监控告警等。 

Local  Media 

Server 1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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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定义模板  

• 自定义版面布局 

• 自定义视频、网页、图片、Flash 位置和大小 

• 自定义跑马屏文字和艺术效果 

• 自定义分辨率、方向、媒体内容 

• 自定义播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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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放计划管理 

• 播放计划管理 

播放计划（Schedule  Scene） 
–实时播放和定时播放 

–随机播放和循环播放 

–单DMP点播和多DMP组播 

–预览播放 

• 播放计划管理 
–支持实时播放动态字幕 

–支持插播媒体 

–支持实时更新播放计划 

 

 

• 灾难备份计划管理 
–默认模板 

–本地媒体播放 

–核心监控告警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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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省播放  当前没有
播放任务时，Client
自动播放本地预存播
放内容”(可配置) 短网处理 断网时，

Client自动播放本
地媒体(根据情况可
分别配置) 

 Client 1 

 Client 2  Client 3 

 Client 4 

异常处理  当DSM 
Server出现故障，
Client自动应急处理。 

续播 掉电重启，或
网络恢复，Client
自动获取播放任务 

Client 1 ：当前没有播放任务 

Client 2 ：失去联系，请检查！ 

Client 3 ：失去联系，请检查！ CISCO管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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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管理服务器 

WAAS WAAS 

分支网点 分行 

Edge and 
Enterprise TV 

Cisco Video Portal 

TelePresence 
       CTS 500 

MXE-
3000 

5.  实况直播 

• 视频输入和视频编码 
–摄像机摄录和编码，     － IP视频摄像机视频流输入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312 

6. 视频会议直播  

• 针对POLYCOM/Tandberg 

等标准视频终端 

–提供音视频实时直播 

TP  

信息屏管理服务器 

CODEC  

DMP with 
screen 

TP/DSM 
integration 

Multicast Group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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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双机热备 
云服务器 

Internet 
Intranet 

HA模块 HA模块 

数据库/文件同步 

应用监控 

Virtual Server 

Web Application 
Media Server 

HTTP/HTTPs 
FTP 

Virtual DSM A 

edge 

edge 

Web Application 
Media Server 

VirtualDSM B 

• Web应用与媒体服务采用浮动IP 

• 数据库与文件同步采用实际IP 

• HA模块负责Web应用服务监控与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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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LED展屏 

单色、双基色展屏 液晶、显像管展板 

接入网页嵌入 

•   与Wafer ACP结合 

•   需要第三方厂商接口支持 

360度展屏 

8. 多种发布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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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中触发的火警 

自动呼叫火灾管理部
门，将火警信息和发
生区域等通知操作员 

数字广告板向用户
报警，并显示最近
的疏散通道 

电话告警 

9.安防监控、话机告警与数字展板联动  

监控图像上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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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 欢迎和针对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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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300 

CE300 

普通IP摄像头 分门店端1 

腾博网真专用摄像头  

分门店2 

Intranet/ 
Internet 

耳麦 

City Ethernet 

员工端3 

• Edge管理 
• 会议系统 

总部 

员工端 4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bjvtc.com/Upload/www.bjvtc.com/Image/%E6%95%99%E5%AD%A6%E5%9F%BA%E6%9C%AC%E5%8A%9F1.jpg&imgrefurl=http://www.bjvtc.com/ChannelTempletPage.aspx?CID=63a61b8c-57ca-4672-a0af-14ba62c3f9c7&usg=__jqqfKnGfgsiGDGjRtPFPYS47CPs=&h=337&w=450&sz=122&hl=zh-CN&start=3&zoom=1&tbnid=G0_zipfhIVBfdM:&tbnh=95&tbnw=127&ei=7uVSUJS_EoqziQeXqYH4Ag&prev=/search?q=%E6%95%99%E5%AD%A6&num=1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biw=1131&bih=633&site=imghp&tbm=isch&itbs=1


© 2007 Cisco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isco Confidential 318 

CE300 

CE300 

IP Camera 门店端1 

Tandberg VC  

Tandberg VC  
门店现场4 

员工端2 

Intranet/ 
Internet 

IP Camera和耳麦 

MCU City Ethernet 

员工端3 

• Edge管理 
• 编码器 
• 高清会议管理 

TMS 

总部端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bjvtc.com/Upload/www.bjvtc.com/Image/%E6%95%99%E5%AD%A6%E5%9F%BA%E6%9C%AC%E5%8A%9F1.jpg&imgrefurl=http://www.bjvtc.com/ChannelTempletPage.aspx?CID=63a61b8c-57ca-4672-a0af-14ba62c3f9c7&usg=__jqqfKnGfgsiGDGjRtPFPYS47CPs=&h=337&w=450&sz=122&hl=zh-CN&start=3&zoom=1&tbnid=G0_zipfhIVBfdM:&tbnh=95&tbnw=127&ei=7uVSUJS_EoqziQeXqYH4Ag&prev=/search?q=%E6%95%99%E5%AD%A6&num=1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biw=1131&bih=633&site=imghp&tbm=isch&itbs=1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bjvtc.com/Upload/www.bjvtc.com/Image/%E6%95%99%E5%AD%A6%E5%9F%BA%E6%9C%AC%E5%8A%9F1.jpg&imgrefurl=http://www.bjvtc.com/ChannelTempletPage.aspx?CID=63a61b8c-57ca-4672-a0af-14ba62c3f9c7&usg=__jqqfKnGfgsiGDGjRtPFPYS47CPs=&h=337&w=450&sz=122&hl=zh-CN&start=3&zoom=1&tbnid=G0_zipfhIVBfdM:&tbnh=95&tbnw=127&ei=7uVSUJS_EoqziQeXqYH4Ag&prev=/search?q=%E6%95%99%E5%AD%A6&num=1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biw=1131&bih=633&site=imghp&tbm=isch&itbs=1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bjvtc.com/Upload/www.bjvtc.com/Image/%E6%95%99%E5%AD%A6%E5%9F%BA%E6%9C%AC%E5%8A%9F1.jpg&imgrefurl=http://www.bjvtc.com/ChannelTempletPage.aspx?CID=63a61b8c-57ca-4672-a0af-14ba62c3f9c7&usg=__jqqfKnGfgsiGDGjRtPFPYS47CPs=&h=337&w=450&sz=122&hl=zh-CN&start=3&zoom=1&tbnid=G0_zipfhIVBfdM:&tbnh=95&tbnw=127&ei=7uVSUJS_EoqziQeXqYH4Ag&prev=/search?q=%E6%95%99%E5%AD%A6&num=1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biw=1131&bih=633&site=imghp&tbm=isch&it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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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300 

CE300 

带云台摄像头 分门店1 

思科一体化网真系统 

Tandberg VC  
会诊现场 

分门店2 

Intranet/ 
Internet 

IP电话 

无线耳麦 

主席电视墙 

MCU City Ethernet 

员工端3 

• CE300管理 
• VOD录播 
• 编码器 
• 录播服务器TCS 

 

TMS 

总部端 

电视墙
客户端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bjvtc.com/Upload/www.bjvtc.com/Image/%E6%95%99%E5%AD%A6%E5%9F%BA%E6%9C%AC%E5%8A%9F1.jpg&imgrefurl=http://www.bjvtc.com/ChannelTempletPage.aspx?CID=63a61b8c-57ca-4672-a0af-14ba62c3f9c7&usg=__jqqfKnGfgsiGDGjRtPFPYS47CPs=&h=337&w=450&sz=122&hl=zh-CN&start=3&zoom=1&tbnid=G0_zipfhIVBfdM:&tbnh=95&tbnw=127&ei=7uVSUJS_EoqziQeXqYH4Ag&prev=/search?q=%E6%95%99%E5%AD%A6&num=1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biw=1131&bih=633&site=imghp&tbm=isch&itbs=1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bjvtc.com/Upload/www.bjvtc.com/Image/%E6%95%99%E5%AD%A6%E5%9F%BA%E6%9C%AC%E5%8A%9F1.jpg&imgrefurl=http://www.bjvtc.com/ChannelTempletPage.aspx?CID=63a61b8c-57ca-4672-a0af-14ba62c3f9c7&usg=__jqqfKnGfgsiGDGjRtPFPYS47CPs=&h=337&w=450&sz=122&hl=zh-CN&start=3&zoom=1&tbnid=G0_zipfhIVBfdM:&tbnh=95&tbnw=127&ei=7uVSUJS_EoqziQeXqYH4Ag&prev=/search?q=%E6%95%99%E5%AD%A6&num=1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biw=1131&bih=633&site=imghp&tbm=isch&it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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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发展趋势和热点分析 

思科大型连锁卖场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与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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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所面临的挑战 

 
用户业务挑战或应用场景： 

• 大卖场商场区，收货区，门店仓库 

• 大卖场各种移动终端 

• 大卖场环境：收货区，仓库夏天高温，冬天低温 

 

技术挑战: 

• 无线网络提供稳妥可靠漫游接入 

• 无线网络统一安全接入认证管理 

• 支持各种移动终端 

 

竞争对手方案： 
 

思科解决方案 
 

应对策略： 

• 思科无线统一接入解决方案，ACS统一接入安全认证管理 

• 思科CCX提供对各种终端的支持与漫游 

• 思科先进的无线技术，CleanAir，ClientLink，
VideoReady为客户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及升级空间 

• 思科无线AP工作温度可达摄氏-22到55度 
 

思科团队及主要工作: 

• Account Team：以思科无边界网络整体解决方案切入，
引导用户将无线网络、广域网了，有线网络整合考虑，以
思科整体实力及先进的无线技术打动用户 

• 产品团队：强大的后援，技术及商务支持 

成果及客户获益 
客户获益： 

• 1 ACS管理统一的无线接入认证 

• 2 支持各种移动终端，安全稳定的无线接入及漫游 

• 思科成果：Catalyst3750，无线AP1242，ACS Appliance 

项目信息 

• 合同金额： 在中国47个城市拥有108家乐
购大卖场，每个大卖场20-30台无线AP 

• 客户关键联系人：Account Team成员：
王长征/章智勇 

• 合作伙伴关键销售：欧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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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数据中心（IDC机房） 备数据中心 （ZB） 

100Mbps 

大卖场 

MSTP专线网络 ISDN或3G备份 

大卖场 大卖场 

Cisco7609 
Cisco3845 

Cisco1921 Cisco2911 Cisco2821 Cisco1841 

Cisco3845 

Tesco乐购超市 

 

• 目前在中国47个城
市拥有108家超级大卖
场 

 

• 零售面积达
480,000多平方米 

 



© 2013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323 

客户所面临的挑战 

 
用户业务挑战或应用场景： 

• 物流中心配送各种货品到门店 

• 物流中心各种移动终端 

• 物流仓库环境：夏天高温，冬天低温 

 

技术挑战: 

• 无线网络提供稳妥可靠漫游接入 

• 无线网络与有线网络无缝连接 

• 支持各种移动终端 

 

竞争对手方案： 
 

思科解决方案 
 

应对策略： 

• 思科无线统一接入解决方案 

• 思科CCX提供对各种终端的支持与漫游 

• 思科先进的无线技术，CleanAir，ClientLink，
VideoReady为客户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及升级空间 

• 思科无线AP工作温度可达摄氏-22到55度 
 

思科团队及主要工作: 

• Account Team：以思科无边界网络整体解决方案切入，
引导用户将无线网络、广域网了，有线网络整合考虑，以
思科整体实力及先进的无线技术打动用户 

• 产品团队：强大的后援，技术及商务支持 

成果及客户获益 
客户获益： 

• 1 控制器管理统一的无线网络管理 

• 2 支持各种移动终端，安全稳定的无线接入及漫游 

• 思科成果：Catalyst4506E，控制器4402，AP1242 

项目信息 

• 合同金额： 产品$200K 

• 客户关键联系人：Account Team成员：
王长征/章智勇 

• 合作伙伴关键销售：欧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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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网真优势 

Reduction in 
Travel 

Cisco 网真视频方案提供 

 降低差旅费用，提升效率 

 提升国内各大区间的会议效率 

 网真视频CTS3000在上海总部，CTS1300在
北京，广州 

 EX90网真在各总监办公室 

 VC3500与已有的H.323标清视频互联保护in已
有的投资 

 Movi PC视频客户端提供灵活，高性价比高清
视频 

 TESCO的IT及财务部已大量采用网真视频开
虚拟会议，提升工作效率 

Tesco’s 业务需求 

Tesco 通过思科网真将全球各地部门联接，大大降低了差旅费用 

Tesco’s Advantage 

TESCO IT及国际业务发展部差旅费降
低45%  

网真系统80%–90% 使用率 

45%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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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所面临的挑战 
用户业务挑战或应用场景： 

• 员工可通过无线扫描枪，更加快捷地进行库存盘点等工作
。 

• 顾客通过智能移动终端可以随时访问互联网，并且能够做
到可追溯。 

• 商场能根据顾客位置信息，将产品促销信息和商店信息发
送给顾客智能移动终端。 

• 通过增加移动POS收银点，可缓解节假日少量固定收银柜
台所带来的压力。 

 

技术挑战: 

• 无线网络提供稳定可靠漫游接入 

• 无线网络为不同的终端用户提供不同的接入认证； 

• 当某个卖场或仓库与总部线路中断时，不会造成业务中断 

• 支持各种移动终端 

 

竞争对手方案： 
• Motorola、Aruba 

思科解决方案 
应对策略： 

• 思科Flex Connect架构能够提供智能的数据转发，控制
流量和到数据中心的流量经过广域网，用户上网流量在本
地转发，以节省广域网带宽流量。 

• 整体无线网络建设采用在总部集中部署两台Flex7500控
制器方式，为各门店和仓库AP提供集中的管控，而无需
在每个分店配置独立控制器。当广域网链路故障或控制器
down掉的情况下，分支机构AP能够正常工作，以满足移
动POS、扫描枪等关键业务零丢包持续运行。 

• 为了满足商场内顾客上网需求，整个无线网络架构支持外
置portal认证功能，并且页面可以进行自定义。 

• 思科无线统一接入解决方案 
 

思科团队及主要工作: 

• Account Team：以思科Flex Connect架构优势为切入，
以思科先进的无线技术和众多大型案例打动用户 

• 产品团队：强大的后援，技术及商务支持 

成果及客户获益 
客户获益： 

• 1 控制器管理统一的无线网络管理 

• 2 支持各种移动终端，安全稳定的无线接入及漫游 

• 思科成果：AIR-CT751*2，LAP1041 

项目信息 

• 合同金额：  

• 客户关键联系人：Account Team成员：
Simon Xie/ Guo yong Peng 

• 合作伙伴关键销售：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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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Value 

Technical 
Differentiation 

Improved Service 

Efficiency 
 

Enhanced Safety and 

Security 

Improved Citizen 

Experience 

 

Reduced Costs 

Continuity of 

Government 

Real-time Voice and  

Video Leadership 

Context: Presence, 

Session Management, 

Tagging 

Integrated  

Experience 

Inter-organization  

Trusted Cloud 

Openness and 

Interoper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