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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系统公司提供规划、设计、实施、运作和优化（PDIOO）等多种服务。思

科已经在数据联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存储局域网解决方案供

应商之一。“思科客户支持”（Cisco Customer Advocacy）提供的服务是思科

合作伙伴和经销商的补充，包括帮助客户评估和设计能够利用思科智能和多协

议功能的高度可用的大型网络。如果采用了思科的设计建议，网络将能够根据

应用的发展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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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系统公司是IT业内著名的领先技术认证供应商之一。对于存储联网，思科

为设计、支持和销售专家提供的认证是 Cisco Qualified Specialist。利用这些

技能，可以在一间办公室、远程站点或整个企业内构建统一的体系结构，并在

此基础上部署高度可用、安全可靠的分布式多服务解决方案。欲知详情，请访

问 www.cisco.com，或者与本页列出的思科联系人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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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OS 1.x

虚拟SAN（VSAN），多协议功能（FC、iSCSI、FCIP、

FICON），不间断升级，状态化切换，硬件分区，

FSPF，PortChannel， FCIP，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VRRP），能够与外部 B端口互操作的E端口，光

纤通道拥塞控制（FCC），基于 RADIUS的 AAA，

RBAC，SNMPv3，SSHv2，网络管理器（识别、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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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O��提高存储管理员的生产率，加快解决问题的进程，通过集成存储管理和网络诊断而降低服务成本，并

通过提高可用性、性能和整体安全性而更加充分地利用存储局域网（SAN）。

�� !�多种导向器和网络交换机具有相同的体系架构和使用相同的共用模块，从而能够顺利扩展并统一备件。多协议支持将

光纤通道、IBM光纤连接（FICON）、IP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iSCSI）和 IP光纤通道（FCIP）集成在一个系统中，以满足当前

及未来的存储联网要求。导向器提供 1.44Tbps 的内部系统带宽，来迎接未来的 4Gbps 和 10Gbps集成。

�� !"#$�平台利用 API 和标准协议，为托管式第三方应用建立开放式平台，并实现混合存储环境中的互操作性。

�� !"#$%&'()�不但能将 FCIP 和粗波分多路复用（CWDM）等特性集成在一起，还能使用密集波分多路复用

（DWDM）解决方案，这充分说明，思科是能够为客户提供多种业务连续性解决方案的惟一厂商。将这些特性以及一套高级服务

集成到一个平台之后，客户将能够计划和部署高性能应用。例如，还可以为远程连接FCIP提供虚拟存储局域网（VSAN）、VSAN

间路由（IVR）、硬件辅助 FCIP 压缩和加密、FCIP写加速和 FCIP 磁带加速等特性。

�� !"#�VSAN等新特性能够提高存储网络的使用效率，因为它能够在一个物理 SAN网络或交换机中创建基于硬件的独

立环境。如果与业界第一个光纤通道路由功能—— IVR 配合使用，不但能降低部署复杂性，还能提高安全性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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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OS 2.x

��1.x�� !"#

基于硬件的FCIP压缩，基

于硬件的加密，用于FCIP

和 iSCSI 的 IPSec，用于

SNMPv3和 SSH的AES，

基于WWN的VSAN，基

于分区的QoS策略，Port-

Channel协议，扩展信用，

分区增强（GS-4、SW-3），

统一的SNMP和CLI用户

名、密码和角色，磁带加

速，S A N 扩展调试器，

iSNS服务，思科网络服务

协议，分布式设备别名服

务，PortTracking，基于

Web的网络运行图以及用

于性能管理的阈值监控。

扑管理、陷阱、监控、分

区合并分析），LUN分区，

只读分区，端口安全性，

用于管理的IP ACL，基于

VSAN的访问控制，能够

与Brocade交换机互操作

的原有交换机，RSPAN、

SMI-S、FDMI，网络管理

服务器（FMS），iSNS 客

户机，FCIP压缩，FCIP写

加速，主机 /交换机验证，

网络绑定，TACACS+，带

CUP的FICON，VSAN间

路由（IVR），QoS，联机

诊断，Veritas VSFN（卷

管理）和IBM SVC（卷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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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产品编号

说明

最大端口数

目标组

支持的模块

Cisco MDS 9120/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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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9120-K9，

DS-C9140-K9

固定配置网络交换机，

1RU，FC

20/40

SAN 边缘或 SMB

N/A

Cisco MDS 9216/92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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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9216-K9

半模块化，多层，多协议，包含 16 个 FC 端

口的一个固定插槽和一个开放插槽，支持

FC、iSCSI、FCIP、FICON

48

部门 SAN 或远程分支机构

16端口和32端口光纤通道交换，14/2端口多

协议服务，4端口和8端口 IP存储服务，高级

服务和高速缓存服务模块

Cisco MDS 921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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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9216i-K9

半模块化，多层，多协议，包含 14个 FC端口＋2

个GE端口的一个固定插槽和一个开放插槽，3RU，

集成支持 FC、iSCSI、FCIP、FICON

48

部门 SAN 或远程分支机构，适合 SAN 扩展

16端口和32端口光纤通道交换，14/2端口多协议

服务，4端口和8端口 IP存储服务，高级服务和高

速缓存服务模块

Cisco MDS 9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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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9506，

DS-C9509

模块化，多层，多协议，高度可用，双交换管理引

擎模块，MDS 9506（7RU）和MDS 9509（14RU）

分别配备 4个和 7个模块插槽，支持 FC、iSCSI、

FCIP、FICON

128/124

SAN 核心或大企业

16端口和32端口光纤通道交换，14/2端口多协议

服务，4端口和8端口 IP存储服务，高级服务和高

速缓存服务模块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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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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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MDS 9000 系列企业

软件包中包括为企业 SAN

开发的高级流量规划和高级

安全特性

包括高级管理管理（VSAN

间路由、QoS、扩展信用）和

安全特性（交换机—交换机

验证和主机—交换机验证，

LUN分区、只读分区、端口

安全性、基于VSAN的访问

控制、用于 iSCSI和FCIP的

IPsec）

IP SAN ��

Cisco MDS 9000 系列 IP

SAN 扩展软件包利用现有

IP基础设施提供安全可靠、

经济有效的集成式业务连

续性解决方案

FCIP协议支持、FCIP压缩、

用于 FCIP 的 VSAN 间路

由、FCIP写加速、FCIP磁

带加速、SAN 扩展调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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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软件包提供大型机环境需要的

所有特性。FICON 是大型机和

I/O设备之间的高速连接体系结

构，只由 1.3（4a）或更高软件

版本支持

用于 F I C O N 和 F C P 混合的

VSAN、FICON 控制单元协议

（CUP）、网络绑定、交换机级联、

IBM TotalStorage虚拟磁带服务

器、IBM TotalStorage扩展远程

复制（XRC）、FICON本地模式

和本地模式通道到通道操作、永

久性 FICON FCID 分配、主机

通道电缆连接器的端口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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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网络管理器服务器（FMS）

软件包是思科网络管理器的扩

展，为网络流量热点分析、中央

管理服务和高级应用集成提供历

史性能监控。思科网络管理器的

所有标准特性和功能都与思科

FMS功能完全集成

光纤通道状态监控、报告和绘

图、智能设置、性能数据库、管

理服务器、多网络管理、连续状

态和事件监控、统一识别、漫游

用户概况、思科流量分析器集成

2005� 3�� �� !"#$%&http://www.cisco.com/global/CN/products/snp/mds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