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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Routing System-1 (CRS-1)是业界第一款能提供持续系统运行、无与伦比的服务灵活性和

系统寿命的电信级路由器产品。Cisco CRS-1采用了Cisco IOS XR，这是一个独特的自恢复分布

式操作系统，可实现在不中断运行的情况下扩展系统容量，最大达到 92Tbps。这一创新性的系统

架构将思科硅分组处理器、业内第一个可编程的40Gbps ASIC与思科服务分离架构结合在一起，实

现了前所未有的服务灵活性和服务走上市场的速度。Cisco CRS-1的出现标志着电信IP通信新时代

的来临，它不仅为当今的网络和服务融合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未来几十年的运营提供了投资保护。

本文提供了Cisco CRS-1模块化服务卡的详细产品规格。如需进一步了解Cisco CRS-1或Cisco

CRS-1可用的其它接口，请访问：www.cisco.com/go/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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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兼容性 ●  与Cisco CRS-1 16插槽线卡机箱兼容
●  永远与一个接口模块 (IM) 搭配使用

软件兼容性 ●  Cisco IOS�XR 软件 2.0版

特性 ●  IP 特性

— IPv4 单播服务 — IPv6 单播服务

— IPv4/IPv6 ECMP

— IPv4/IPv6 负载均衡
●  转发特性

—访问控制列表 (ACLs/xACLs)

—服务质量 /服务级别 (QoS/CoS) 使用模块化QoS CLI (MQC)

— IP分组分类 /标记

—队列（Queuing） (入口和出口)

—监管（Policing） (入口和出口)

—诊断和网络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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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组播特性

—组播倒转路径转发 (RPF)

—组播不间断转发(NSF)

—组播转发信息库 (MFIB)
●  MPLS特性

—MPLS转发

—MPLS负载均衡

—UNI

— LMP
●  安全特性

—控制分组监管（Policing）

—动态控制面板保护

—GTSM RFC 3682 (以前的 BTSH)

内存 ●  可配置 2GB 的路由表内存
●  每侧 1GB分组缓冲内存 (每个线卡共 2GB [入口与出口])

性能 ●  40Gbps线速性能

可靠性与可用性     ●  线卡在线插拔(OIR) 支持
●  资源耗尽管理
●  进程重启功能
●  MPLS 快速重路由 (FRR)

MIBs ●  CISCO-MEMORY-POOL-MIB
●  Cisco Process MIB
●  CISCO-CDP-MIB
●  IF-MIB (RFC 2233/RFC 2863)

网络管理 ●   增强式命令行界面 (CLI)
●  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界面
●  XML方案
●  Craft Works界面 (CWI)
●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和MIB支持

编程界面 ●   XML方案支持

物理规格 ●  在CRS-16-LCC上占用 1个第 3层插槽
●  重量: 18.7 lb (8.38 kg)
●  高度: 20.6 in. (52.2 cm)
●  深度: 18.62 in. (47.25 cm)
●  宽度: 1.8 in. (4.49 cm)

电源 ●  350W

环境条件 ●  存储温度: -40°C到 70°C (-40°到 158°F)
●  运行温度:

—常规: 5°C到 40°C (41°F到 104°F)

—短期: -5°C到 50°C (23°F 到 122°F) 短期
●  相对湿度:

—常规: 5%到 85%

—短期: 5%到 90%，但是不超过 0.024 kg水 /kg干燥空气

短期指的是前后不超过96个小时的一时间段并且一年中累计不能超过15天。

（换句话说就是一年之中最多360个小时，而且一年中发生的次数不能超过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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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订购产品，请访问：思科订购主页（Cisco Ordering Hom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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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下载Cisco IOS XR软件，请访问：思科软件中心（Cisco Softwa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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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CRS-1模块化服务卡 CRS-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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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准 ●  UL/CSA/IEC/EN 60950-1 ●  IEC/EN 60825镭射安全性
●  ACATS001 ●  AS/NZS 60950
●  FDA—联邦镭射安全规范

EMI ●  FCC Class A ●  ICES 003 Class A
●  AS/NZS 3548 Class A ●  CISPR 22 (EN55022) Class A
●  VCCI Class A ●  BSMI Class A
●  IEC/EN 61000-3-2: 电源谐波
●  IEC/EN 61000-3-3: 电压浮动与抖动

抗扰性 ●  IEC/EN-61000-4-2: 静电放电耐受性 (8kV Contact, 15kV Air)

（基本标准） ●  IEC/EN-61000-4-3: 放射抗扰性 (10V/m)
●  IEC/EN-61000-4-4: 电快速瞬态抗扰性 (2kV Power, 1kV Signal)
●  IEC/EN-61000-4-5: 电涌AC端口(4kV CM, 2kV DM)
●  IEC/EN-61000-4-5: 信号端口(1kV)
●  IEC/EN-61000-4-5: 电涌 DC端口(1kV)
●  IEC/EN-61000-4-6: 传导干扰抗扰性(10Vrms)
●  IEC/EN-61000-4-8: 工频磁场抗扰性 (30A/m)
●  IEC/EN-61000-4-11: 电压DIPS, 短暂中断和电压变化

ETSI 与 EN ●  EN300 386: 电信网络设备 (EMC)
●  EN55022: 信息技术设备 (辐射)
●  EN55024: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性)
●  EN50082-1/EN-61000-6-1: 一般抗扰性标准

网络设备 ●  本产品可满足以下要求（资格获取正在进行中）：

构建系统 (NEBS) ●  SR-3580: NEBS 标准等级 (3级)
●  GR-1089-CORE: NEBS EMC和安全
●  GR-63-CORE: NEBS物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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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客户快速取得成功，思科提供了种类广泛的创新服务。这些服务是通过一组独特的专业

人员、流程、工具和合作伙伴提供的，因而达到了很高的客户满意度水平。思科服务能够帮助您

保护网络投资、优化网络运作、使网络支持新的应用，以增强网络智能和您的企业的实力。如需

更多关于思科服务的信息，请访问：

思科支持服务（Cisco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s）

思科高级服务（Cisco Advanc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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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进一步了解Cisco CRS-1模块化服务卡，请访问www.cisco.com/go/crs或联系您的本地客户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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