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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概述 

当今的业务模式不但改变着通信格局，还加快了融合与集成的速度。例如，无所不在的手机不再

只是一部电话，它已经逐渐演变成了集成式 MP3 播放器、照相机、便携式摄像机、Web 浏览器、

短信机、电子邮件收发机、步话机、存储介质、身份验证设备——其功能不胜枚举。同样，计算

机也不再只是一种快速计算设备，而变成了能够作为 DVD 播放机/刻录机、VoIP 电话、音频播

放机、游戏机、电视以及工作系统的真正的多媒体终端。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下面的趋势都是明

显的——由于集成多业务和应用能够在更小的设备中提供，因而能帮助最终用户提高生产率和效

率。 

 

近年来，在将这种创新概念应用到关键业务领域——分支机构路由器的方面，思科®已经取得了

行业领先地位。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ISR）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售出了

200 多万台。这份白皮书将介绍应用于分支机构路由器的集成多业务的概念，以及为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和提供托管服务的电信运营商创建释放潜能的分支机构的方法。 

 

2.0 释放潜能的分支机构 

昨天的梦想已经变成了今天的现实，并不断改变着网络设计和运行的方式。随着 IP 融合的进行，

以及统一应用的快速实现，通信格局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由于企业、中小企业（SMB）和

电信运营商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趋势，因而对体验质量（QoE）越来越重视。 

 

图 1 加快分支机构基础设施升级速度的业务因素和网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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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的分支机构逐渐演变成主要业务活动中心，IT部门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目前，70%

以上的公司资源都位于分支机构内1，三分之一以上的员工都在远程站点工作2。随着分支机构逐

渐变成“迷你总部”，决策活动正在向分支机构转移。为了在这种业务模式下提高生产率，无论分

支机构设在哪里，公司的规模有多大，分支机构的员工都需要一致的应用和最终用户体验。另外，

分支机构的员工还希望所获服务能与总部服务保持和谐性和一致性。但是，只有建立了可靠的网

络基础设施，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1互联网研究小组（美国商务部），2005 年 9 月。 
2 Gartner Group，2006 年。 

 

因此，当今的分支机构面临着两个挑战：（1）积极采用先进技术，提供协作应用；（2）实现第一

个目标，同时注重成本核算，例如投资回报（ROI）和总拥有成本（TCO）。“释放潜能的分支机

构”概念是思科提出的一项计划，目的是阐明，各机构可以将集成多业务应用到网络中，以此实

现上述两个目标。这样，思科客户就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顺利地运行支持“四重奏”——统一语

音、视频、数据和移动应用的安全协作应用。 

 

3.0 分支机构路由器中集成多业务的概念 

首先，我们将分析一下典型分支机构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在转变过程中，即在分支机构提高生

产率和业务有效性的过程中，CPE 基础设施（尤其是 CPE 路由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Yankee

最近进行的针对分支机构的调查表明，60%以上的被访者都欢迎路由器集成多业务。被访者最希

望集成到路由器平台中的特性如下： 

 

图 2 最受欢迎的路由器集成多业务及其主要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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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的这种选择很容易理解。服务融合能够帮助各公司保护、优化和发展业务。事实上，被访

者表示，他们最注重的是可管理性，其次为易于支持性、性能更佳、降低运营成本以及图 2 所示

的其它因素。 

这些结果与思科从客户身上得到的反馈相同，目前已经融入到了思科产品的设计中。基于上述考

虑，以及思科自身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作为集成多业务提供，还是作为独

立功能提供，各公司都将需要以下功能： 

 路由 

 交换 

 安全连接——灵活的 VPN 

 高级安全服务——状态化防火墙、入侵检测/防御服务（IDS/IPS）、防欺诈、防御分布式拒

绝服务（DDoS）攻击、病毒防护、网络地址转换（NAT）、网络准入控制（NAC）、URL 过

滤等。 

 协作应用——IP 电话、语音—视频集成、视频会议。 

 带宽和应用优化——服务质量（QoS）、带宽和广域网优化。 

 移动性——无线应用。 

 

 

 

 

3.1 在客户端提供集成多业务的方法 

现在，我们将讨论向客户提供这些服务的各种方法。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介绍这些服务的发展过

程，以及能否满足当今网络的要求。 

 

现在，我们考虑分支机构通过“广域网云”与其总部相连的最简单的情况。为简单起见，我们不考

虑广域网协议和连接方式。另外，我们还将对虚拟专用网（VPN）和常用安全服务的要求都归入

“安全服务”类别。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将各种方法分为三类。 



图 3  能够在 CPE 使用的各种集成多业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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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相交“串模式”中的独立式纯“最佳”设备。集成：

只提供基本的可互操作性。优点：逐步增加投资支出。缺

点：运营负担重，投资开支和总拥有成本高。成熟度：低。 
 

方法：很多第一代产品都提供“松散耦合”集成方法。集成：

纯安全设备经常增加其它服务，以便提供“伪集成”。其它服

务通过第三方合作伙伴关系以“多机箱”解决方案方式提供。

优点：优于覆盖模式。缺点：这种模式不提供服务一致性或

和谐性，可管理性差，ROI较低。成熟度：低到中。 
 

方法：特制的设备，从最基础开始提供真实的服务集成。

集成：利用嵌入式处理器和硬盘驱动器，提供“动态虚拟服

务环境之间的智能耦合”。另外，还提供灵活的开放接口和

操作系统成熟性。缺点：大众市场不欢迎单点产品。优点：

适应性强、灵活，投资开支、运营开支和总拥有成本低，

可管理性和效率高。成熟度：高。 
 

 

3.1.1 覆盖模式 

在典型的“覆盖”网络架构中，防火墙、入侵检测和防御、虚拟专用网、语音功能和网络监控等服

务都是作为独立设备提供的。因此，一个企业分支机构网络可能需要使用六、七种独立设备，才

能实现路由、交换、安全等功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预算紧缺，很多 IT 部门都采用

被动方式工作，增加分支机构和远程站点时，一般只为其提供基本的连接功能。现存的很多旧网

络都通过覆盖“串模式”连接在一起，根据预算分配或者在某种“意外”发生之后，才在 CPE 基础

设施中增加设备。例如，只有在遭到 DDoS 攻击之后，才会考虑添加状态化防火墙，或者入侵检

测/防御设备；只有在被病毒攻击之后，才会考虑安装防病毒应用等。同样，法规要求可能会导

致密码的使用，从而形成一条集成度较低的多厂商异构覆盖单点产品链。 

尽管这种模式的启动成本比较低，但当网络扩展时，会遇到严重的可扩展性和集成问题。由于每

种多厂商产品的培训、保修、软件加载、管理和支持要求各不相同，覆盖模式无法随着网络的发

展而扩展。 

3.1.2 松散耦合集成模式 

这种方法是一种“折衷”方法，如果设备厂商正在提供第一代产品，或者试图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

添加其它服务，则适合使用这种方法。支持安全服务分发的架构不但能添加路由功能，甚至还能

添加协作应用，但是，这种集成可能会降低非核心功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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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一般由只在一个或两个核心领域力量较强的单点产品厂商提供。随着客户需求的增长，

IP 电话或高级路由和应用优化特性等其它复杂功能可以通过松散耦合的第三方集成添加。尽管

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由于存在多厂商互操作性和多设备可管理性问题，因此，随

着网络的增大，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另外，性能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3.1.3 智能耦合模式 

这种模式不但支持专门为灵活服务集成建立的平台，还能随着新服务和应用的出现而扩展。最大

的不同在于架构，通过同一个系统上的动态虚拟服务连接，这种架构能同时以线速提供紧密耦合

服务。它们采用相同的操作系统、内存和处理器，而且能通过优化构建服务链，并智能提供安全

协作应用。 

与独立式“最佳”设备不同的是，微小的性能下降，甚至功能不足，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的优

点远远超过了任何潜在的缺点。即使是已经显现出来的缺点，也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当前的集

成多业务设备能够利用嵌入式处理器和硬盘驱动器提高应用的性能和可扩展性。不仅如此，由于

多种服务集成到同一台设备中，可管理性、培训、支持和软件加载都得到了很大的简化。 

 



图 4 安全交付模式的概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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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从概念上对上述三种模式的典型行为做了比较。 

 

与覆盖系统或松散耦合系统相比，智能耦合系统的并发服务可扩展性（和性能）比较高。一段时

间之后，由于智能耦合系统的运营开支和总拥有成本都比较低，因而投资回报较高。另外，单一

系统的可管理性——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最重要的特性——也非常高。由于存在多种配置、供应和

排障要求，覆盖模式经常会遇到资源紧缺问题；当利用第三方附加件弥补核心服务的不足时，松

散耦合系统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图中的“C”点就是松散耦合系统的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由于

需要通过集成第三方功能来弥补基础平台的不足，因而使管理变成了多设备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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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通过其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系列，利用先进架构支持和提供智能耦合模式。这种方法非常成熟，

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而且 20 多年来一直内嵌在Cisco IOS® 软件中，因而能够为客户带来

最大的价值。 

 

4.0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简介 

利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系列，思科客户不但能按照部署要求确定网络的规模，还能全面保护

投资，并根据高级服务、平台密度、发展计划、成本和性能对网络进行扩展。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的多种产品能够满足不同的发展要求，其灵活性和功能有利于实现定制网

络部署。Cisco IOS 软件是跨越不同平台的“粘结剂”，能够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这种高性能架

构提供固定插槽和模块化配置，不但能够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支持并发服务部署，还能扩展默认

和最高内存配置，适应未来发展（图 5）。 

 

图 5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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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800 和 1800 系列路由器是专为中小企业和远程员工设计的，模块化 Cisco 1841、2800 和

3800 系列路由器则能够提供多种局域网和广域网接口模块，因而能够为多种介质类型和访问协

议提供极高的灵活性。这些模块可以现场升级，使客户能够方便地改变网络接口，而且不会对整

个分支机构网络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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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通过附加模块和嵌入式处理器提高性能 

高端模块化路由器最能发挥集成多业务的优点。例如，由于 Cisco 3800 系列能够集成多种服务模

块，因而能够轻松地将独立式网络设备和组件的功能集成到机箱中。很多模块，例如思科网络分

析模块（NM-NAM）、为语音留言和 AA 16 端口开发的 Cisco Unity Express 增强容量模块

（NM-CUE-EC）、思科入侵防御系统模块网络（NM-CIDS-K9）和思科内容引擎网络模块

（NM-CE-BP-80G-K9），都具有嵌入式处理器和硬盘驱动器，不但能独立于路由器运行，还能通

过单一管理界面进行管理。这种 “平台内的平台”概念不但保留了集成和传统路由的优点，还能

全面扩展 Cisco 3800 系列的潜在应用。 

 

目前，支持并发服务的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架构的性能和可扩展性已经得到了独立外部机构的

认证。 

 

例如，2006 年 12 月，Miercom3通过独立测试对应用于多个领域的Cisco 3845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进行了评估，包括集成式第二层交换、VPN、安全服务和语音功能等。在测试过程中，Cisco 3845 

路由器运行的是Cisco IOS™ 软件 12.4（9）T1。在性能测试中，Miercom证实，Cisco 3845 能够

运行多种并发服务，当部署在分支机构中时，能承受往来于总部站点的大量双向流量。此次测试

的内容包括特性测试、性能测试以及针对分支机构的故障切换测试。 

 

图 6 Miercom 为了对 Cisco 3845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运行的并发服务的性能进行独立性能测试

而搭建的实际测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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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利用集成多业务和解决方案增强功能 

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通过灵活的服务模块框架提供高性能、可扩展的集成多业务和解决

方案。无论提供哪种解决方案，整个框架都能提供更高的可管理性，并能够提供发展“全天候”

企业所必备的性能、可用性和可扩展性。 

 

图 7 所示的概念服务框架不仅能提供语音、视频和数据解决方案，还支持广域应用服务甚至思科

网真等新兴技术。这种框架不应该分层构筑，而应该形成模块，以便组合使用各种模块，最终形

成最佳解决方案。 

3 http://www.miercom.com 

 

“我们最近进行的测试（2006年12月）表明，Cisco 3845能够通过一条千兆以太网链路支持 50Mbps 

的并发语音、视频、无线和数据路由服务，而且 3845 处理器仍有剩余处理能力。AIM 加密模块

能够处理 256 位 AES 加密、IPSec 链路和无客户端 SSL VPN 连接。集成式 EtherSwitch 服务模

块能够在不影响 3845 处理器性能的前提下在两个交换机端口之间转发接近线速的流量。另外，

在性能测试的同时，我们还实现了全套电话功能，包括 PSTN 呼叫、安全语音呼叫、会议、自动

接听以及各种语音留言特性和传真。” 

——Mier Communications 公司总裁兼 CEO，Rob Smithers 

 

为适应各种部署情况，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支持 100 多种模块，而且还有很多新模块正在开发

之中。其框架可以保证，为实现先进功能而开发的每个可选专用模块都能独立于其它网络模块或

广域网接口卡（WIC）运行，且通过与 Cisco IOS 软件无缝集成，能提供集成式解决方案。不仅

如此，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还能通过 Cisco IOS 软件或者通过硬件加速来灵活地提供多种服务。 

 

 

 

 

 

 

 

 

 

 



 

图 7 思科集成多业务的模块化服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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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几节中，我们将重点介绍能够通过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提供的某些关键性服务。 

 

5.1 路由 

通过 Cisco IOS 软件，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支持业界最丰富的路由协议，包括 EIGRP、OSPF、

RIP、BGP 和 OER。为执行可扩展路由，它还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功能。 

 

另外，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还支持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标签边缘路由和客户边缘功能：

第三层 VPN、第二层 AToM 伪线以及多虚拟路由转发（多 VRF）。 

 

除常规 IP 流量路由外，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还通过电路仿真支持原有的非 IP 协议。通过提供

电路模拟的网络模块支持的方法，在分组 IP 网络中实现了不依赖于协议的物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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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IP 电路模拟 

总部 

原有

CPE 

分组网络

租用专线网络

原有

CPE 
 

电路模拟

分支机构 

 

对于正在通过 IP 进行原有网络整合的大公司，电路模拟能够带来巨大的优势。另外，电路模拟

还可以分阶段更换 TDM 和租用专线。 

 

5.2 集成式交换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利用思科EtherSwitch®服务模块支持Cisco 2800 和 3800 系列上的集成式交

换。这些全新的解决方案能够将交换端口集成在路由器内——不仅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同时提供路

由和交换，还能减少分支机构的管理点，因而降低总拥有成本。 

 

其它主要特性包括： 

 支持新特性，例如 IEEE 802.1af 以太网供电（PoE）； 

 提供强大、灵活的本地第三层广域网路由，以及线速全双工第二层交换； 

 支持 IEEE 802.1p、802.1Q 和 802.1D 生成树； 

 为 IP 电话提供语音虚拟局域网（VLAN）特性； 

 提供针对每个端口的自检测功能、QoS 和可扩展 VLAN； 

 提供思科网络助理和 Cisco Emergency Responder； 

 提供Cisco StackWise®接口（在某些网络模块上提供）； 

 与高度先进的Cisco Catalyst® 3750 系列交换机相当的软件特性。 

 

由于采用了独特的架构，使思科 EtherSwitch 模块能够运行独立的 Cisco IOS 软件镜像，提供相

当于 Cisco Catalyst 3750 系列交换机的特性，这样，即使需要重新加载路由器上的 Cisco IOS 软

件（包括温重新加载），语音呼叫和数据连接也不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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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虚拟专用网（VPN）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能够提供站点间和远程接入等多种 VPN，这些 VPN 的种类和安全性，都

居于业内领先地位。站点间 VPN 包括基于 IPSec 的 VPN 和基于 MPLS 的 VPN，前者在分支机

构路由器中占主导地位。远程接入 VPN 包括基于 IPSec 的 VPN，以及具有补充功能的基于 SSL

的 VPN。VPN 的分类如图 9 所示。 

 

图 9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VPN 

ISR VPN 

站点间 VPN

无隧道 
GET VPN 

带 GRE 的

V3PN 
Easy VPN
（Server）

Easy VPN；

VPN Client
Cisco IOS 
SSL VPN 

远程接入

VPN 

 

 

目前，已经为加密 SSL 和 IPSec 的模块化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开发出了新的 IPSec 和 SSL 加

速高级集成模块（AIM）。该模块能够加快 IPSec 的速度，非常适合群组加密传输（GET）VPN

和动态多点 VPN（DMVPN）使用。另外，这种 AIM 的 SSL VPN 吞吐量和进程数量都是以前模

块的两倍。 

 

5.3.1 站点间 VPN 

 动态多点 VPN（DMVPN）——DMVPN 是基于 IPSec 的常用 Cisco IOS 软件解决方案，通

过建立安全网状隧道而支持星形 IPSec＋GRE VPN 部署。它采用了两种成熟的思科技术： 

NHRP 和多点通用路由封装（GRE）隧道接口。由于 DMVPN 的部署比较简单，因而已经成

功地部署到了世界各地的数百家企业。 

 

利用采用了 GRE 的动态路由，DMVPN 支持便于扩展的星形和分支间通信。最近，通过改善，

已经提高了对中心故障时的永续性，并缩短了分支间隧道的呼叫建立以及层次化中心设计配置的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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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群组加密传输（GET）建立的无隧道 VPN——思科率先开发的无隧道 VPN 堪称典范，

它不仅充分发挥了标准 IPSec 的优点，还能通过基于 QoS 的智能动态路由提供安全的任意到

任意通信，而不使用覆盖隧道。群组加密传输体现了“可信任组”的概念，并使用基于 RFC 3547 

GDOI 协议的密钥服务器在授权小组成员之间建立安全关联。 

 

群组加密传输利用现有路由基础设施，通过 IPSec 对数据包进行加密。但是，与采用 ESP 和新

外部 IP 报头的传统隧道模式 IPSec 加密不同，GET VPN 安全模式调换了顺序，为原始 IP 报头添

加 ESP，因而保护了第三层路由（和继承而来的 QoS）信息。 

 

这个简单而有效的概念取代了静态网状和覆盖隧道概念，确保： 

 改善了广域网基础设施上的路由（包括通过 MPLS 骨干网进行的流量规划路由），尤其适合

传输对延迟敏感的安全流量； 

 可扩展性更高； 

 组播复制能力更强； 

 可管理性更好，尤其适用于需要集中管理的大规模部署； 

 安全策略制定与实施，包括满足合法截获和镜像要求； 

 遵从法规要求（例如 HIPAA、PCI），无论采用哪种广域网连接都能对流量加密。 

图 10 利用群组加密传输建立无隧道 VPN 的基本准则 

A） 基于 GDOI 的安全策略和密钥分发 

子网 1 

群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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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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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ET VPN：利用 IP 报头保留消除路由重叠 

原始 IP 包 
 

IP 报头 IP 负载 

IPSec 隧道模式 

新 IP 报头 ESP 报头 原始 IP 报头 IP 负载 

IP 报头保留 

原始 IP 报头 ESP 报头 原始 IP 报头 IP 负载 

IP 包 

 

                           

 支持语音和视频的 VPN（V3PN）——由于独立语音、视频和数据网络的管理既昂贵又低效，

因此，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开发了支持语音和视频的 VPN（V3PN）解决方案。这些解决

方案能够将站点间 IPSec VPN 提供的经济、有效、安全的连接与通过 GRE 接口建立的 IPSec

隧道集成在一起。网络基础设施能够传输话音质量的市话和无抖动的视频，且符合 QoS 策略。

另外，V3PN 还提供带宽节约、带加密的局域网和广域网安全性以及 SLA 和组播支持。 

 Easy VPN Server ——Cisco Easy VPN能够为远程机构和远程员工大大简化虚拟专用网

（VPN）的部署。Cisco Easy VPN解决方案基于Cisco Unified Client VPN框架，能够集中管理

所有思科VPN设备，因而能降低VPN部署的管理复杂性。Cisco Easy VPN 包括两个组件：

Cisco Easy VPN Remote和Cisco Easy VPN Server。利用Cisco Easy VPN Remote 特性，Cisco 

IOS 软件路由器、Cisco PIX® 安全设备、Cisco VPN 3002 硬件客户端和Cisco VPN Client 能

够通过VPN隧道连接从Cisco Easy VPN Server 获得安全策略，从而降低了远程地点的配置要

求。 

 

Easy VPN Server 使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可以作为站点间 VPN 或远程接入 VPN 的头端，让远程机

构设备使用 Cisco Easy VPN Remote 的特性。这个特性能够将中央站点制定的策略推行至远程

VPN 设备，以保证这些连接在建立连接之前就接收到最新的策略。另外，Cisco Easy VPN Server 

支持的设备还能端接由在 PC 上运行 Cisco VPN Client 软件的移动远程员工建立的 VPN 隧道。

利用这种灵活性，移动和远程员工能够访问其公司内部网上的关键数据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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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远程接入 VPN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同时为远程接入支持 IPSec 和 SSL VPN。 

 Easy VPN Remote ——利用 Easy VPN Remote 功能，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以及支持该功

能的其它设备能够与远程机构相连。它通过 VPN 隧道连接与 Easy VPN Server 相连，然后

接收安全策略，从而降低了远程地点的配置要求。 

 Cisco VPN Client —— 这些 IPSec 瘦型客户端软件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上运行，在思科集成

多业务路由器上端接，使移动和远程员工能够接入公司的基础设施。Cisco VPN Client 能够

在 Windows、MAC-OS、Linux 和 Solaris 等多种操作系统上运行。 

 Cisco IOS SSL VPN—— 这种 VPN 以前称为 Cisco IOS WebVPN，能够通过支持本地 SSL

加密的标准浏览器执行安全远程接入。无论用户从哪台终端主机建立连接，Cisco IOS SSL 

VPN 都能够灵活地为所有用户提供安全接入。如果应用访问要求不高，SSL VPN 将不需要

在终端主机上预装 VPN Client。 

IPSec 和基于 SSL 的 VPN 互为补充，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见图 11）。它们能共存于同一平台上，

帮助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满足各种远程接入用户要求。 

图 11  IPSec 远程接入 VPN 和基于 SSL 的远程接入 VPN 的解决方案 

从任意地点

接入 任意应用 
IPSec 远程

接入 VPN 

基于 SSL 的 VPN 

 

5.4 高级安全服务 

除了保护站点间和远程接入 VPN 外，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还是思科自防御网络（SDN）安全

战略的关键部分，它支持的所有服务构成了一个永续平台，能够快速部署和保护网络及应用。所

有网络入口都受到了完善的多层安全保护，不仅降低了培训和管理成本，还能实现自适应威胁防

御（ATD）。主要的威胁防御特性包括： 

 

 状态化防火墙——Cisco IOS Firewall 是经过 ICSA 认证的虚拟状态化防火墙特性，它不但

能防止客户的网络和应用遭受应用层攻击、病毒和蠕虫的攻击，还能对通过网络的应用流

量实施有效的控制，因而能帮助企业延长网络正常运行时间，提高安全性。Cisco IOS Firewall

配置由基于 GUI 的直观设备管理应用执行，该应用称为思科路由器和安全设备管理器

（SDM），作为所有 Cisco IOS 软件安全镜像的一部分免费提供。对于大型部署，可以使用

Cisco IOS Firewall 进行配置。对分布式防火墙及其它安全设备的集中监控通过思科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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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分析和响应系统（MARS）执行。 

 

防火墙的主要功能包括： 

- 为直观策略管理提供基于分区的策略框架； 

- 为 Web、电子邮件及其它应用提供应用防火墙功能； 

- 提供 Instant Messenger 和对等应用过滤； 

- 提供 VoIP 协议防火墙功能； 

- 通过与世界级 Cisco IOS QoS 的集成提供带宽使用保护； 

- 虚拟化/VRF 防火墙； 

- 无线集成； 

- 状态化故障切换 

- 利用思科 SDM 或思科安全管理器执行直观设备管理； 

- 利用 Cisco Security MARS、SNMP MIB 和思科 SDM 执行防火墙监控； 

- 提供本地 URL 白名单/黑名单支持。 

 

 入侵防御系统（IPS）——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通过专用网络模块或 Cisco IOS 软件支持

内部入侵防御。它具有完整的病毒库，并能够动态加载定制病毒信息。IDS 网络模块将病

毒库存储在本地，并能够捕获/记录所有事件。它可以发送报警，丢弃包和重建连接。 

 信任与身份——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提供灵活的认证、授权和记帐（AAA）机制，包括

支持公共密钥基础设施（PKI）和 802.1x。 

 思科网络准入控制（NAC）—— 思科 NAC 对所有接入访问实施全面的准入策略。它能够

评估所有终端，包括局域网、无线连接、远程接入和广域网，并能够防止非法终端和假冒

终端访问或影响网络。它能够主动预防蠕虫、病毒、间谍软件和恶意软件。思科 NAC 不但

能充分利用现有终端和防病毒投资（提供多厂商支持），还能降低计划外停机引起的运营开

支。 

 消除 DDoS—— 一种多元战略，能够帮助企业抵御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 

 URL 过滤——Cisco IOS URL 过滤解决方案能够监控和规范所有 Web 行为，包括阻止某些

Web 站点，或者限制访问某些 Web 站点。Cisco IOS URL 过滤是一种易于部署的简单解决

方案。它便于扩展，稳定性好，而且能够与 Cisco IOS 软件完全集成在一起。它能够与第三

方 Web 过滤服务器无缝配合，例如 Websense、N2H2 和 SmartFilter。由于这个功能可以通

过思科 SDM简化配置和URL管理（参见本文稍后的“思科路由器与安全设备管理器（SDM）”

部分），因而非常易于使用。 

 



 19

如果与网络地址转换（NAT）和 VPN 等其它安全特性，以及 L2TP 和 QoS 等其它 Cisco IOS 软

件特性结合在一起，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能够为保护分支机构环境提供分支机构和周边安全解

决方案。 

 

很多安全服务都遵守严格的行业认证标准。VPN 和防火墙功能已经经过了多次测试，符合 FIPS 

140-2、ICSA 和 Common Criteria EAL-4 要求。 

 

5.4.1 网络平台保护（NFP） 

对于需要提供安全服务的设备，企业怎样才能加以保护，保证该设备不会遭受拒绝服务攻击，或

者遭到非法访问？Cisco IOS 软件提供的强大安全特性能够保证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连续运

行。 

 

 控制平面监管——为阻止 DoS 攻击和类似威胁直接攻击到网络的核心，Cisco IOS 软件能够

在路由器上执行可编程监管功能，以便限制或“监管”去往控制平面的流量的速率。这个特性

可以进行配置，以便完全识别或限制某些流量类型，或者监控超出规定阈值的流量。 

 AutoSecure——AutoSecure 能够利用为各种水平的管理员提供的定制方法，简化路由器的

安全配置，降低配置出错风险。由于用户用一个命令就能配置好路由器的安全选项，禁用

不必要的系统流程和服务，因而能消除潜在的网络安全威胁。 

 基于网络的应用识别（NBAR）—— Cisco IOS 软件中的这种分类引擎利用深入的状态化数

据包检查识别各种应用，包括基于 Web 的协议，以及使用动态 TCP/UDP 端口分配的难以分

类的其它协议。在安全环境中使用时，为 NBAR 能根据负载签名检测蠕虫。NBAR 对应用

进行识别和分类之后，网络可以专门为该应用激活服务。另外，NBAR 还能与 QoS 特性一

起，提供有保证的带宽、带宽限制、流量整形和包染色，以提高网络带宽利用率。思科 SDM

不仅提供支持 NBAR 的易用向导，还提供应用流量的图形视图。 

 CPU/内存阈值——Cisco IOS 软件允许用户对路由器上的内存使用设置全局内存阈值，并在

达到阈值之后发出通知。通过保留 CPU 和内存，这个特性使路由器能够在受到攻击等高负

载情况下保持正常运行。 

 

同样的概念也能扩展到通过支持 SSHv2 协议和 SNMPv3 实现安全管理。为消除安全隐患，思科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还支持基于角色的 CLI 接入，根据管理权限和任务提供分级配置和查看功能。 

 

5.5 语音集成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能够在企业分支机构和中小企业办公室中提供功能强大、价格低廉的 IP

通信。通过安全性、语音网关、呼叫处理、语音留言、自动接听、会议和语音编码转换功能的集

成，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能够提供完整的办公室 IP 通信解决方案。 

 

该平台架构直接将语音功能嵌入在路由器母板中，当客户需要部署高级电话服务时，除了行业标

准安全设备外，只需要安装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高级集成模块（AIM），就能实现 IP 电话

会议、语音网关、Cisco Unity™ Express 语音留言和自动接听。基于 DSP 的方法的优点是，它不

需要在路由器上占用其它模块或高速广域网接口卡（HWIC）的模块化插槽。母板分组语音 DSP

模块（PVDM）不需要网络模块或 AIM 就能提供会议、语音编码转换和语音端接信息。安装在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中的思科 PVDM2 产品能够同时为 IP 语音（VoIP）和时分多路复用（TDM）

流量提供这些服务。 

 

图 12 利用在 Cisco 3845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内嵌的语音功能提供 IP 电话 

扩展语音

模块 
 

电源＋802.1af 

电源＋802.1af

语音 /传真和

会议 DSP 

自动接听、语音

留言、AIM 嵌入式 CME、
SRST、安全 

 

分支机构解决方案的IP通信组件包括Cisco CallManager Express（CME），CME是带有Cisco Unity 

Express 的Cisco IOS® 软件以及带有Cisco CallManager 的SRST的一部分。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

器支持行业标准协议，例如MGCP、SIP和H.323，以及用于与标准电话设备相连的多种高密度模

拟和数字网络模块，例如传真机、PBX、按键系统和电话。它能够通过思科CME 处理本地呼叫，

思科EtherSwitch 服务模块则能够在IP电话供电过程中支持IEEE 802.3af。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的主要语音应用和优点既包括成熟特性，也包括最新创新： 

 通过公司的 IP 网络传输传统的用户交换机（PBX）流量，将路由器作为话费旁路网关； 

 远程电话应急呼叫（SRST）——这种模式能够在网络停机后保证通话质量和保持本地通信

的畅通，从而提高可用性。该功能是其它可用性功能的补充，例如思科 CME 自动注册和

Cisco CME DSP 会议。在这里，语音留言和自动接听服务可以利用 Cisco Unity Express 直

接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内部提供，也能利用 Cisco Unity 软件集中提供。另外，客户还

可以实施 Secure SRST，以便在广域网中断时为信令和介质传输提供验证和加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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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安全性 

- 安全 SIP 网关——用于加密和防欺诈； 

- 安全 SRST，用于防止网络中断； 

- 安全 CME，带有介质加密和信令。该功能用于提供安全性，保证在 TDM 或模拟网关

语音端口上端接的语音对话不会被窃听。这个功能通过 SRTP 和 TLS 实现； 

 支持 VoiceXML——有利于实现高级 IVR、呼叫中心功能以及不呼叫注册处理。 

 会话边缘控制器（SBC）——支持网络间的多媒体通信。 

 增强 SIP 中继——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能根据会话发起协议（SIP）干线和集成式 SIP 功

能提供 VoIP 及其它实时服务。利用思科 SIP 中继解决方案，企业能够快速、方便地在整个

机构内安全地提高 VoIP 吞吐量。SIP 中继不但允许通过融合提供端到端语音、视频和数据

服务，还能轻松地执行干线接入和帐户管理。从托管服务角度看，该功能不但能提高服务

质量，还能改善客户满意度。 

 将服务整合到同一个 PRI 上——通过一条主速率接口（PRI）链路集成语音、视频和数据连

接，充分利用现有带宽。 

如果利用上述群组加密传输支持无隧道 VPN，将能够大大提高 IP 通信语音和视频解决方案的安

全性和清晰性。 

图 13 用于提供分支机构网络中 IP 电话的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 

分支机构 
总部 

CallManager 
集群 

带 Cisco Unity 
Express 的SRST

路由器

网络边缘 
地区站点和总部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是在企业分支机构以及中小企业中实施 IP 通信的理想平台。由于采

用了高性能处理器，专用语音芯片，创新模拟和 BRI 接口功能，嵌入式模块化 DSP，以及 Cisco 

CallManager Express、Cisco Unity Express、会议和语音编码转换等技术，因而能提供线速 IP 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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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不但留有服务发展空间，还提供便于扩展的集成式模块化选项，

是能够保护未来投资的 IP 通信平台。 

 

5.6 视频 

除QoS、组播、安全和带宽增强外，思科还为分支机构提供视频会议功能。Cisco Unified 

MeetingPlace® 会议解决方案是一个全面的多媒体会议解决方案，包括语音、视频和Web会议。

Cisco Unified MeetingPlace 会议解决方案能够帮助分支机构的经理随时保持与总部高层管理人

员的联系。其会议功能支持多种应用，包括协作会议、培训和演示等。 

 

 Cisco Unified MeetingPlace 会议部署在防火墙之后的“网络上”，以提高企业的安全性。它直

接与语音和数据网络，以及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的企业应用集成在一起。另外，它还能

充分利用现有语音网络（IP 和电路交换）减少或消除传输费和会议费。 

 Cisco IP/TV® 解决方案是一种全面的流动解决方案，能够为桌面PC或显示屏提供电视质量的

视频程序，因而可用于提供视频内容或按需视频。分支机构的员工能使用一个在安排活动或

添加内容时更新的节目列表，观看实时视频或录像。另外，该功能还允许将客户内容传输到

各分支零售店，以便开展促销或宣传活动，播放背景音乐，或者为员工提供培训等。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陆续推出了很多与视频有关的新功能，这些新功能与语音集成特性相得

益彰，并能够进一步提高可用性： 

 视频 SRST——能够在网络中断时正常拨打视频电话； 

 Cisco CallManager Express 自动注册——能够 “自动”部署，从而尽可能避免配置错误； 

 高密度视频会议——由于改进了架构，从而增强了主板上安装了 DSP 的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的语音处理功能，因此，客户能召开高密度 CallManager Express 会议（最低支持 8 路实时

集团会议，32 方 meet-me 电话）。 

 

5.7 带宽与应用优化 

为优化广域网性能，使局域网和广域网的接入速度和体验达到某种程度的类似水平，思科推出了

全新的带宽和应用优化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通过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的专用网络模块支

持，提高了应用体验的整体质量。 

 

思科为这种广域网优化和应用加速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框架，包括适合希望提高广域网性能的机

构使用的思科广域应用服务（WAAS）解决方案，以及能通过广域网执行分布式文件服务管理的

思科广域文件服务（WAFS）。 



 

5.7.1 思科广域应用服务（WAAS） 

思科 WAAS 软件也通过专用网络模块提供，它采用了压缩、冗余消除、传输优化、高速缓存和

内容分发等技术，能优化基于 TCP 的广域网应用。 

与广域网优化解决方案不同，思科 WAAS 不但能将应用加速与广域网优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还能实现与网络的透明集成，因而能保留 TCP 信息，实现安全、QoS、可视性和监控等功能。

思科 WAAS 易于部署和管理，并能够与 Cisco IOS 软件集成在一起。 

5.7.1.1 思科广域文件服务（WAFS） 

思科 WAFS 软件通过支持思科应用和内容网络系统（ACNS）的专用思科内容引擎模块在 Cisco 

2800 和 38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运行，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协议优化技术，因而克服了广域

网延迟、带宽和丢包方面的问题，当远程用户通过广域网访问集中文件存储时，能够获得与局域

网类似的性能。 

思科 WAFS 使用协议专用优化，例如延迟消除、对象高速缓存、元数据高速缓存和广域网传输

优化，不但能通过广域网有效支持标准文件系统协议，还能保持文件的和谐性、锁定、安全性和

访问策略，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该解决方案不需要在客户端工作站、文件服务器或 NAS 设备

上安装软件。思科 WAFS 完全对最终用户透明，并能够透明地集成到现有网络和文件存储基础

设施中。 

图 14 广域网和应用优化通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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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思科 WAAS 解决方案的优点 

思科的 WAFS 和 WAAS 解决方案不仅适用于希望优化其广域网带宽，并将文件服务器和存储整

合到中央数据中心的分支机构，也适用于希望增加带宽租用价值的电信运营商，其重要优点包括： 

 

 降低 TCO——将网络、存储和文件服务器整合在一起； 

 增强数据保护——简化备份、恢复、灾难恢复过程，保证业务连续性； 

 减轻管理负担——简化全部管理； 

 加快文件访问和共享——通过协议专用优化提高性能和生产率； 

 缩短延迟，增加带宽，提高吞吐量——与透明网络集成一起，使思科 WAAS 能够充分利用

流量分类、QoS、基于策略的路由、高可用性、负载均衡及其它网络策略。 

 

这样，网络管理员就能利用节省下来的带宽运行语音等新应用以及其它先进功能。他们能在不影

响用户的前提下将分支机构的服务器、存储和备份系统整合在一起，集中管理远程资源，满足法

规要求。另外，思科 WAAS 还能缩短延迟，提高员工的生产率，从而改善最终用户的体验。由

于思科 WAAS 是一种集成多业务解决方案，不但不需要占用空间，也不需要添加新设备或者增

明度得以保护。 

域文件服务加快应用的速度，降低广域网支出，并建立整合型分支机构。由于管理员不但能通

N 控和 IP SLA，因而能够更加方便

地管理广域网。另外，借助动态自动识别和网络透明度，管理员还能更好地提供网络服务，保护

投资。增加带宽之后，各种应用能凭借高级队列、整形和监管，通过 QoS 和呼叫控制的改善实

 5.8 无线应用 

利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企业能为远程站点和分支机构部署安全、可管理的无线局域网，提

性，包括快速、安全的移动性、应急验证和简化的管理等。 

 

统级无线局域网功能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例如创建和实施安全策略、入侵防御、RF 管理、服务质量（QoS）和移动性等。 

加广域网成本。服务行为通过网络透

 

由于思科 WAAS 与 Cisco IOS 软件集成在一起，因此，IT 管理员通过广域网优化、应用加速和

广

过 etFlow v9 改善监控和供应，还能提高性能，实现可视性监

现预定目标。 

 

供优化特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能够为统一无线架构提供框架，从而为路由器平台上提供先进功能。 

 

 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模块（WLCM）能够通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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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选项包括：公共 WLAN 热点—集成式 WLAN 接入点、接入分区路由器（AZR）服务和

服务选择网关（SSG）服务。 

 另外，它还能通过分支机构的Cisco Aironet® 接入点提高WLAN应急性和移动性服务——应

.1X本地验证最多允许 1,000 台无线客户端进入为分支机构建立或者作为总部备

SRST 提供。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还支持定制访客接入和移动 IP 本地代理，以实现透明的移动性。 

 5.9 网络管理与使用 

无论 能够与第

思科

 提供带有简化用户界面的集成式工具 简化管理任务； 

 能够通过扩展可视性提高自动化水平，以便简化网络部署和硬件移植； 

 提供自动部署方式，进一步降低部署和运营开支； 

 

 策略遵从性的强大的“网络视图”； 

故障； 

 提供易于使用的安全监控和供应工具，提高安全性； 

端安全工具，建立自防御网络； 

，在不中断服务或降低可访问性的前提下解决优先级划分问

题。 

 为建立 WLAN 连接，全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均支持可选的集成式 802.11 WLAN 接入点； 

 IP 地面移动广播（LMR）服务能够大大增加一键通话广播通信的范围，从各种通信设备（IP、

模拟和蜂窝电话等）执行远程接入和调度操作，并提高不同广播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最终

提高无线用户的生产率和协作功能。 

急IEEE 802

用网络的安全无线网络。 

 WLAN 和有线 IP 电话支持通过 Cisco CallManager Express（CME）和

 

对产品而言，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可管理性。这种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提供全面的管理框架，

是设备级管理还是网络级管理，都适合管理生命周期的所有方面。另外，它还提供

三方管理工具集成的开放框架。 

 

管理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多种功能，满足多种需求，包括： 

，以

提供模板、配置管理和监控工具，降低计划内和计划外网络改动引起的风险； 

提供关于配置、连接和安全

 积极监控性能，警告并隔离故障，预测并消除中断，提供适当的信息，快速发现和排除

 提供高级分析，包括假设分析、配置验证和针对网络永续性规划的故障分析； 

 提供其它全面的端到

 建立能够将平台管理和高级技术管理服务与集成和利用相应工具，以便执行更先进、更详细

的数据分析和控制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集成式管理框架，不断推出新的服务； 

 使客户能够添加管理解决方案



5.9.1 思科路由器与安全设备管理器（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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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它遵守 NSA 规定、ICSA 和

是业内领先的路由

器和全面的安全设备管理工具，可以管理 VPN、路由、无线、局域网/广域网接口和 QoS。它不

但能大大降低配置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的技术支出，还能减少配置错误。 

 

5.9.2 思科网络分析模块 

思科网络分析模块（NAM）是一种集成多业务模块，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中激活，不会影

其 应用进行详

 

情况的全局可视性； 

 

 

图 15 利用思科 NAM 流量分析器进行监控 

思科 SDM 是一种易于使用、基于 Web 的 GUI，用于单设备管

思科 TAC 建议，提供“一键”路由器锁定。它已经在工厂预加载，免费提供，

响 性能、用户或其它服务。它能够提供企业广域网的详细视图，并对网络上的每个

细的流量分析。该模块能够收集详细信息，包括以下数据：

 提供逐个应用、逐个用户的广域网流量状况和带宽使用

 对每个应用进行基于时间的带宽使用趋势分析； 

统计每个应用的数据量； 

 统计产生和使用流量最多的用户/设备。 

 

 

作为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的思科 WAAS 解决方案的补充，思科 NAM 能够提供对流量模式

和趋势的重要的部署前和部署后可视性。思科 WAAS 不需要修改 IP 报头就能加快流量传输速

，并保证数据收集和分析不会受到影响。利用能够透视广域网流量问题的软件解决方案

基准，从而衡量对业务的影响，监控后续运作，并

全面监控广域网上新出现的主机和应用的行为。 

 

度

NetFlow v9 收集的数据，思科 NAM 能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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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思科 NAM 还得到了 Cisco Performance Visibility Manager 应用的支持，这种主动的网络

和应用性能监控、报告和排障系统能够提高网络的可用性。它能够提供流量分析功能、应用响应

时间监控、直观 GUI、自动基线模块和综合报告功能。思科 NAM 是一种端到端解决方案，同样

在 Cisco Catalyst 6500 交换平台上运行。 

 

5.9.3 利用 OAM 增强支持城域以太网接入 

为提高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系列上以太网接入的可管理性，实施了支持运行、管理和维护

（OAM）的标准特性。在运行 Cisco IOS 软件的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的以太网接入端口上，进行了

以下改进： 

 MEF 16——以太网本地管理接口（E-LMI）客户边缘功能； 

 IEEE 802.1ag——连接错误管理（CFM）OAM。 

由跟踪 

 第二层呼叫（环回） 

还是对于享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提供的服务的最终用

，使用分支机构路由器上的集成多业务都能带来很多优势。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的以太网 OAM 和连接错误管理提供以下功能： 

 端到端连续性检查 

 第二层路

 

6.0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的优点 

无论是对于拥有和管理设备的设备所有者，

户

 

 降低运营开支和 TCO—— 一般而言，初始购买成本远远低于后续运营开支。通常情况下，

业内将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 20%视为投资开支，将其余 80%视为运营开支和不可预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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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与覆盖设备的 TCO 比较 

 

资料来源：思科委托的内部研究 

 

思科委托的一项内部研究表明，与一组相应的覆盖设备（功能类似的解决方案）相比，仅运营开

支一项，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就能够节约 40-70%的直接和间接成本。 

 

 提高生产率——从管理的角度看，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能够降低维护、排障和培训要求，

提高 IT 人员的生产率和效率。 

 提高可用性——当今的多服务网络需要高可用性，以便提供“全天候”服务。要保证业务连续

性，就必须在系统或网络水平上提供多级冗余和快速故障切换功能。 

从网络规划的角度看，企业通常在 CPE 网络中配置冗余的关键组件，以便在主设备发生故障时

提供恢复功能。但是，在覆盖方案中，这种方法会带来以下问题： 

（i）重复配置多种设备的成本很高； 

（ii）随着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增多，总系统可用性逐渐下降。 

可靠性规划的统计模型表明，系统中的组件越多，平均故障间时间（MTBF）就越短，可用性也

图

年度总拥有成本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收入损失 

员工生产率 

计划外停机损失 

设施——空间、电力、制冷 

实施成本 

NMS 成本 

 

思科集成多
业务路由器 

相应的覆盖
设备

设备 

计划内停机损失 

维护合同 



越低。 

 

图 17 CPE 冗余部署方案比较 

 

A） 多设备覆盖的 CPE 冗余 

 

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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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成本和可用性角度，还是从可管理性角度看，利用一台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实现冗余的

进一步缩短停机时间，Cisco 3800 系列等高端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在系统水平上提供大量高

启动时间的 Cisco IOS

件温重启、网络模块在线增删以及多种现场可更换组件，例如风扇架、主板和电源（仅限 Cisco 

3845）。 

另外 据平面上提供永续性，使多种网络规划解决方案都能提高可

用性。 

采用

M 功能和排除故障。 

解决方案都要好得多。 

为

可用性特性，包括可选冗余电源、旨在改善错误隔离和纠正的错误检查和纠正（ECC）内存、用

于简化镜像恢复的 USB 闪存、高级温度监控和可变速制冷风扇、能够缩短

软

，Cisco IOS 软件还在控制和数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的主要优点包括： 

 机架较小——对空间紧张的 IT 部门、数据中心以及提供托管服务解决方案的电信运营商而

言，占地小、耗电低是很大的优势。 

 有效监控与诊断——易于集成 OA

 系统集成更容易——易于配置、部署和维护。 

 端到端解决方案设计更简单——拓扑更简单、互操作性问题更少，最终使解决方案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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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和部署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还意味与能够长期满足客户和渠道要求的市场

先厂商合作。 

 

 沿服务链向上移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能够帮助电信运营商提高其产品的价值，除

提供简单的连接和托管广域网服务外，还能带来重复收入。只需添加新模块，或者按照计

 提高客户忠诚度和“粘性”——能利用同一个平台提供其它服务，并尽可能缩短网络停机时

台提供多种服务。 

思科品牌

领

 

7.0 为托管电信运营商（MSP）提供的优势 

如果将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部署为托管式 CPE 产品，提供托管服务的电信运营商能够得到很

多优势。目前，全世界的电信运营商都在通过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为客户提供托管 VPN、防

火墙、NAT、高级安全服务和语音解决方案。 

图 18 将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作为提供托管服务的全面解决方案平台 

多种服务 

SSL 和
IPSec VPN 

应用 
防火墙 入侵防御 

网络准入

控制 URL 过滤 IP 电话 无线 
网络平台 

保护 
广域网

优化 

多种创收产品 

 

托管 VPN 托管安全 托管语音 新兴应用 

多种优势 

 
 集成服务 

 提高灵活性 
 SLA 实施 

 创收 
 集中管理

（MSS） 

 业务级 

 IOS 继承 

台路由器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首选托管 CPE” 

 降低 TCO 

 增加客户“粘性”
 降低运营开支 

 
 提高客户忠诚度  服务个性化 

 

7.1 为电信运营商提供的优势 

划对软件进行升级，就能“启动”新服务，例如思科 WAAS 或无隧道 VPN。 

间。 

 不需要经常进行设备升级——能通过一个集成平

 简化安全策略实施——利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安全策略的管理将变得更加容易。无



 31

报表——用一台集成设备进行管理，有助于简化数据收集和报表生成过程，

而且可以针对服务水平协议（SLA）为客户创建报表。很多思科工具都支持这个功能。 

要。通过思科快速配置工具“自动”配置思

运营开支和 MSP 的后续运营开支都将远远

 

 

论是安装安全补丁，还是精确控制来往流量，都将变得更加简单。 

 全面的工具和

 简化管理——对电信运营商而言，这个优势非常重

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已经非常普遍。企业还能同时采用思科网络管理系统（NMS）和托管

服务解决方案（MSS）。 

 降低运营开支——利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低于管理多种单点覆盖 CPE 产品。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为我们提供了向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机会，该解决方案不但具有高

性能，还能提供多种连接方式和新服务。除提供高性能外，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还使我们能够

充分利用先进网络和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更多优势。” 

——Telecom Italia 市场营销总监 Claudio Contini 

 

7.2 为托管企业和中小企业客户提供的优势 

如果采用了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托管 CPE 不但能缩短停机时间，提高网络可用性，还能提

高网络管理的简洁性。 

 加强投资保护——不需要更换设备，只需进行软件升级，或者插入新模块，就能快速启用

新服务。 

 提高企业效率——由于每台集成式设备都有中央联系点，因而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使企

业只需要注重自己的核心业务，而不需要不断联系电信运营商修改或更新服务。 

 提高安全性和性能——使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提供托管解决方案的客户能够提高网络

的性能和安全性。 

 降低价格——托管服务客户还可以得到价格上的优势，因为与独立定价方法不同的是，他

们的 MSP 能够在同一个集成平台上捆绑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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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目前 ，因为他们都认识到，

音、

放了

境， 有效的集成多业务服务平台。在这个概念的引导下，企业分支机

和

供多

2. http://www.cisco.com/go/routersecurity 

/c1031/cdccont_0900aecd801aa204.pdf 

4. http://www.cisco.com/go/ios 

5. http://www.cisco.com/en/US/netsol/ns663/networking_solutions_sub_solution.html 

. http://www.miercom.com 

olutions_solu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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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无论是中小企业、企业还是电信运营商，都越来越重视网络基础设施

网络是有效利用企业和消费者应用的关键。显然，在支持这些应用，并提供便于扩展的高性能语

视频、数据和移动服务的过程中，分支机构路由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屡获大奖的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系列能够在一台集成设备上提供模块化服务框架，因而释

分支机构网络的潜能。该路由器系列能够有效地将传统的分支网络从昂贵、分层的多设备环

转换成统一、强大、经济、

构 中小企业将能够释放潜能，支持本地化决策，增强协作，提高生产率，电信运营商则能够提

种创收型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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