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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解答

Cisco IOS 软件主要版本 12.3

Cisco IOS 软件主要版本 12.3

Q. Cisco IOS 软件主要版本 12.3 是什么？

A. Cisco IOS®软件主要版本 12.3 体现了 

Cisco 软件是如何通过创新和集成来提供各

种益处的。这是个合并版本，旨在用于企

业、接入和 Cisco 渠道合作伙伴。版本 12.3 

提供创新的、经过优化的功能，使您可以轻

松访问 IP 语音、安全和服务质量 (QoS) ，

它还具有在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2T 中

首次推出的尖端功能和平台支持。 

Cisco 将一如既往地将软件质量改进作为持

续进行的测试和质量改进活动的一部分集

成到主要版本 12.3 中。这些维护版本只包

含质量改进，并为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2T 系列提供维护。

Q.版本 12.3 提供哪些功能和平台支持？

A.主要版本 12.3 提供一套广泛的创新技

术和高级智能网络服务。 

版本 12.3 的显著优点包括：支持 

Survivable Remote Site Telephony（SRST，

远端电话再生）、Cisco AutoQoS、Cisco 

AutoSecure、Cisco 3700 系列接入路由器

和 Cisco IOS Packaging。 

有关版本 12.3 中高级功能和平台的详细说

明，请参阅 Cisco IOS 软件主要版本 12.3 

产品公告。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732/

releases/123/docs/pb.pdf

Q.最新的 12.3 维护版本是什么？

A.主要版本 12.3(1) 是主要版本 12.3 的第

一个维护版本。版本 12.3(1) 包含一组可选

的新功能、质量改进，并为版本 12.2T 提供

持续进行的维护。版本 12.3 的所有未来维

护版本都仅提供维护和质量改进。

部署建议

Q.哪些客户应该升级到版本 12.3？

A.正如所有新软件版本一样，成熟性和稳

定性是通过不断的测试和实地使用达到的。

一般说来，以下客户可能会从升级到主要

版本 12.3 中受益 :

• 目前部署有 12.2T 的客户。主要版本 

12.3 在“程序开发结束”阶段后可提供 

12.2T 版本的维护。  

• 需要版本 12.2T 高级网络功能或新硬件

平台支持的客户，这些均包含在版本 

12.3 中。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说明，请

参阅 Cisco IOS 软件主要版本 12.3 产品

公告。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732/

releases/123/docs/pb.pdf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732/releases/123/docs/pb.pdf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732/releases/123/docs/p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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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以下特殊版本的用户，这些版本均包含在主要版本 12.3 中 :

Q.我为什么要升级到版本 12.3？

A.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3 提供 Voice over IP (VoIP)、安全、QoS 和主要平台支持等方面的高级功能（最初在版

本 12.2T 和版本 12.2 特殊版本中引入 )。 

Q.版本 12.3 提供哪些新功能和平台支持？

A. Cisco 3700 系列接入路由器 － 功能强大的全服务分支路由器

Cisco 3700 系列是接入路由组合中功能最强大的系列。Cisco IOS 软件主要版本 12.3 和 Cisco 3700 系列路由器

使这些关键技术更进一步应用于分支机构。 

增强的语音可用性 :

Cisco 远端电话再生（SRST）随着企业将 IP 电话服务以及高附加值应用的部署从中心位置扩展到远程分支机

构，部署时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在远程分支机构提供有效的备份冗余功能。Cisco 远端

电话再生 (SRST) 在本行业内居领先地位，可以较低的成本为 IP 电话服务提供有效的远程站点冗余。它可在分

支机构中提供功能丰富的备份电话服务，例如，它可以使客户能够在 WAN 链路失效时保持分支机构中的语音

连接。 

Cisco AutoQoS － 简单、经济、快速的端到端 QoS 部署

Cisco AutoQoS 是 Cisco IOS 软件中的功能，它可简化网络管理，减少总拥有成本 (TCO)；从而使 QoS 的部署

更经济、更快速、更安全。Cisco AutoQoS 的应用包括 VoIP、AVVID、服务级别协议 (SLAs) 以及需要在成百上

千个设备上部署 QoS 的任务。 

Cisco AutoQoS 中融入了增值智能，可提供并管理大规模的 QoS 部署。它以极易理解的形式提供了 Cisco 通过

多年实践积累到的知识，并使之可为时间、资源或技术人力不足的公司所用。与手动方法相比，Cisco AutoQoS 

可使部署成本和时间减少三分之二。

表 1  

12.2(2)XA 12.2(2)XB 12.2(2)XG

12.2(2)XH 12.2(2)XI 12.2(2)XJ

12.2(2)XK 12.2(2)XL 12.2(2)XM

12.2(2)XN 12.2(2)XQ 12.2(2)XR

12.2(2)XS 12.2(2)XT 12.2(2)XU

12.2(2)XV 12.2(2)XW 12.2(2)XZ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732/releases/123/docs/p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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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utoSecure － 轻轻一触，设备锁住

当今的网络使员工、合作伙伴和客户可以在传统企业界限之外远程访问重要信息。通过集成“轻轻一触，设备

锁住”进程，Cisco AutoSecure 可快速部署安全策略和过程来确保网络服务的安全。这极大地简化了安全处理过

程，并减少了部署关键安全功能的障碍。 

Cisco IOS 新软件包 － 简化、整合、一致

Cisco IOS 软件包通过整合跨平台的数个软件包并使用一致的软件包名称从而简化了映像选择过程。它将软件

包数量从 44 个减少到 8 个，使 Cisco 大大提高了客户经验。这种新型、精简的程序包模型可减少混乱，并能简

化关键功能的部署。通过重新组织，新软件包不仅提供跨平台的类似功能和逻辑奇偶校验功能，而且仍能满足

每个平台的独特需求。 

Q.我是应现在升级到版本 12.3，还是要等待一个更新的版本？

A.版本 12.3 适合于那些已经部署了版本 12.2T 系列中任一版本或版本 12.2 特殊版本的客户。这样可确保客户能

继续获得通过进一步的测试而得到的维护、缺陷修复和改进。

注意，主要版本 12.3 会继续通过定期的维护版本来集成重要的改进。

常见 Cisco IOS 软件问题

Q.我应在哪里下载 Cisco IOS 软件？

A.访问 Cisco.com 上的软件中心来下载任一已发行的产品 :

http://www.cisco.com/kobayashi/sw-center/sw-ios.shtml

要下载版本 12.3，请访问 :

http://www.cisco.com/kobayashi/library/12.3/index.shtml 

此网站还提供了有用的 Cisco IOS 软件信息，包括硬件 /软件兼容性，产品公告和定购过程。

Q.什么是主要版本？

A.主要版本集成了先前技术版本中引入的功能。主要版本强调稳定性和可靠性。首次商业发行 (FCS) 后没有再添

加特性或功能。主要版本随着维护版本逐渐成熟，它主要用于作为关键业务应用基础的网络。

有关 Cisco IOS 软件版本生命周期的信息，请参阅产品公告第 367 号，Cisco IOS 软件发行日期和阶段 :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cc/pd/iosw/iore/prodlit/367_pb.htm

Q.什么是发行说明？

A.发行说明描述内存需求、硬件支持、软件映像延迟、缺陷、微代码或调制解调器代码的更改以及相关信息。强烈

建议客户在部署新的 Cisco IOS 软件版本之前先阅读发行说明。

发行说明包括软件映像延迟列表，即那些由于现有软件或硬件问题而不能提供给客户的 Cisco IOS 软件映像。 

版本 12.3 的发行说明可在以下位置找到 :

http://www.cisco.com/univercd/cc/td/doc/product/software/ios123/123relnt/index.htm

http://www.cisco.com/kobayashi/sw-center/sw-ios.shtml
http://www.cisco.com/kobayashi/library/12.3/index.shtml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cc/pd/iosw/iore/prodlit/367_pb.htm
http://www.cisco.com/univercd/cc/td/doc/product/software/ios123/123reln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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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什么是缺陷说明？

A.缺陷说明描述一些 Cisco IOS 软件版本中出现的意外行为（例

如：软件缺陷）。发行说明包括最新维护版本中已解决的缺陷列表，

以及待解决的缺陷和所有现有解决方法的列表。

版本 12.3 的缺陷说明可在以下位置找到 :

http://www.cisco.com/univercd/cc/td/doc/product/software/ios123/

123cavs/index.htm

参考

Q.我可以在何处或通过与谁联系能够得到更多信息？

A. Cisco IOS 软件版本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732/releases/

• 一般 Cisco IOS 软件版本信息 :

ios-release-pm@cisco.com

http://www.cisco.com/univercd/cc/td/doc/product/software/ios123/123relnt/index.htm
http://www.cisco.com/univercd/cc/td/doc/product/software/ios123/123cavs/index.htm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732/re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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