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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  

因为电信运营商需要不断扩展其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带宽使用需求，他们必须简化运营并提高

每个用户的收入。宽带汇聚灵活地将用户与运营商必须提供的关键创收服务捆绑在一起。思科通

过一套全面的路由器和软件来提供宽带汇聚功能，能满足各种网络需求—从 WiFi 热点到运营商

级汇聚，能服务于数百万数字用户线(DSL)和有线用户。这些产品使电信运营商能经济有效地利

用多种接入技术，包括电缆、DSL、以太网、WiFi 和移动网络等，部署宽带服务。Cisco IOS 软

件解决方案提供了与接入方式无关的多种服务选择，以及宽带网络上广泛部署的用户和服务管理

功能。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宽带网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549/products_ios_technology_home.html  
 

高可用性  

思科为高可用性网络（HAN）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确保了对于关键应用的无中断接入。思

科 HAN 采用了网络级方式，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结合了强化的网络基础设施、切合实际的设计、

重新调整的运营、实时管理以及全面支持。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高可用性网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550/products_ios_technology_home.html  
 

IPv6  

• 互联网协议版本 6 (IPv6)得到 20 多种平台的支持，提供了业界最为广泛的产品线  
• 集成到 Cisco IOS 之中 
• 具有众多创新、先进的 IPv6 特性，包括共置技术（隧道，6PE，NAT-PT）、安全（AAA，

IPSec，IOS Firewall）、服务质量和组播  
• 在大量平台上的软件(CEFv6/dCEFv6)和硬件辅助转发中支持 IPv6 性能，其已安装数量世界

排名第一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IPv6 网站：http://www.cisco.com/go/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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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移动  

自 IOS 版本 12.0(1)T 开始，Cisco IOS 软件一直支持移动 IP。主要的移动 IP 组件包括内部代理、

外部代理、移动节点和移动网络。移动 IP 作为一个 IETF 标准(RFC 2002)，使得某一主机设备的

物理连接点从一个网络移动到另一网络时，也能通过单一 IP 地址识别。  
 
移动工作人员需要随时随地与客户、合作伙伴和同事通信，并访问相关业务应用和工具，以便高

效处理业务。企业移动性就是要为移动用户提供无所不在的连接，而无论他们采用何种设备及接

入技术。利用移动 IP，即使在不同网络间移动，也能在无需用户干预的情况下，无缝地实现随

处连接，从有线网络向无线网络或广域网的漫游也能轻松完成。移动 IP 是 IPv4 和 IPv6 标准的

一部分。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IP 移动网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551/products_ios_technology_home.html  
 

IP 组播  

组播是一种节约带宽的技术，它通过同时向数千个企业接收端和家庭发送同一个信息流而降低流

量。能够利用组播技术的应用包括视频会议、企业通信、远程学习，以及软件、股票行情和新闻

的发布。  
 
关键特性  
• 在互联网上高效地部署和扩展分布式小组应用 
• 创建遍布企业的内容分发模式 
• 解决流量拥塞问题 
• 电信运营商可部署并能充分利用其现有基础设施的增值流传输服务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IP 组播网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552/products_ios_technology_home.html  
 

IP 路由  

Cisco IOS 软件提供了业界最广泛的企业和电信运营商级 IP 路由协议。  
• 集成协议和协议间的相互集成，为数据、语音和视频融合网络提供了支持 
• 路由技术的自适应行为，为客户网络随着用户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充提供了支持。这对于可

扩展性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允许网络扩展规模和功能，而且保护了硬件和网络投资 
• 其先进特性有助于简化运营和降低拥有成本，包括优化边缘路由（OER）、按需路由（ODR）、

RIP、IGRP、OSPF、IP 组播、集成化 IS-IS、EIGRP 和 BGP  



第九章  IOS®软件和网络管理 

Cisco IOS®技术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IP 路由网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599/products_ios_protocol_group_home.html  
 

管理指令 

Cisco IOS 软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组来高效管理各种规模的网络，同时充分利用智能化信息网络

(IIN)战略。内嵌管理指令功能的优势包括：降低运营和维护成本，快速采用新型网络服务和设

备，将网络作为一个集成系统加以管理，借助自适应故障管理缩短停机时间，以及提供可测量、

可计费的个性化服务。  
 
关键特性  
• NetFlow-有效地为 IP 应用提供关键服务，包括网络流量记帐、基于使用率的网络计费、网络

规划、安全、拒绝服务监控以及网络监控  
•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一个应用层协议，为监控和管理网络中的设备提供一个标准化框

架和一种通用语言  
• IP 服务水平协议(SLA)-使客户能确保全新关键业务型 IP 应用的性能，包括 IP 网络中利用数

据、语音和视频的 IP 服务。用户能通过验证网络性能和主动识别网络问题，来获得服务保

证和提高网络可靠性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管理指令网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555/products_ios_technology_home.html  
 

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  

Cisco IOS MPLS 是大型企业和电信运营商在下一代智能网络上使用的协议，通过单一基础设施

提供多种先进的增值的服务。这一经济的解决方案能无缝地集成在任意现有基础设施之上，例如

IP、帧中继、ATM 或以太网等。MPLS 能高效利用现有网络来满足扩展要求，以及迅速修复链

路和节点的故障。该技术也能帮助互联网供应商和用户简化配置、管理和供应，并提供高度可扩

展的个性化端到端 IP 服务。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MPLS 网站：http://www.cisco.com/go/mpls  
 

服务质量(QoS)  

QoS 是一套管理网络资源的技术。通过管理网络上的延迟、延迟变化（抖动）、带宽和分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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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来实现所需 QoS，是成功的端到端业务解决方案的关键。  
 
关键特性  
• 个性化服务——根据 IP 优先级和 QoS 组设置执行分组分类，通过各种限速特性管理带宽 
• 集成化服务——RSVP 逐个信息流地执行数据分组的准入控制、分类、监管和排程，并为每

个流保留信息数据库 
• 基于网络的应用识别——智能分类引擎，带基于类别的特性；协议发现和分析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QOS 网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558/products_ios_technology_home.html  
 

安全  

Cisco IOS 软件提供了一套先进的安全功能，为您的网络基础设施提供了全面的层次化安全模式。  
 
关键特性  
• 入侵防御系统(IPS) ——一个基于深层分组检测的内部解决方案，能够实时、准确地识别、

分类并终止恶意流量或破坏性流量，有助于防御多种内部或外部网络攻击  
• 防火墙——提供基于状态的过滤和基于应用的过滤；每用户动态验证和授权；防御网络攻击；

Java 阻拦；以及实时报警  
• IPSec VPN——提供 IP 数据包级别的网络数据加密，是一个功能强大、基于标准的安全解决

方案  
• SSL VPN——Cisco IOS WebVPN 仅利用一个 Web 浏览器及其本机 SSL 加密，使公司能为任

意支持互联网的地点提供对于公司资源的远程接入，即可在任意支持互联网的地点提供 SSL 
VPN 远程连接  

• 访问控制列表(ACL) ——通过根据源和目的地地址、上层协议或其他第三层和第四层信息来

划分流量，拒绝或许可用户接入网络  
• 信任和身份识别——包括保证网络流量安全的核心技术：验证、授权和记帐(AAA)，PKI，

SSH，SSL 以及 802.1x。  
• URL 过滤——根据已定义策略来防止用户访问网站。它可以是包括许可访问站点或禁止访

问站点的静态配置列表，也可以采用第三方过滤服务器。  
 
详情垂询  
请访问 Cisco IOS 安全网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586/products_ios_technology_home.html  
 

语音  

Cisco IOS 软件提供了广泛的、基于 IP 的硬件和解决方案，使 VoIP 应用安全、可靠、便于扩展

和管理，且经济有效。这些服务通过扩展，能满足企业园区、分支机构、小型机构或其他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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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关键特性  
• 特性支持网关功能使传统语音系统能连接到 IP 语音环境  
• 压缩/解压算法-将语音流量压缩到基于线路的传统语音系统所用的空间中  
• 呼叫管理——为电话系统提供丰富的功能  
• 编程接口使应用能与语音服务基础设施通信  
• 此外，还为控制点提供了关守功能，用于与 IP 网络相连的语音和视频组件，包括 IP 语音设

备、IP PSTN 网关和 H.323 视频会议终端  
 带格式的: 英语(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