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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是在企业分支机构、商业机构和中小型企业机构中提供IP通信的理想平台。

通过安全、话音网关、呼叫处理、语音留言、自动接听、会议和译码功能的集成，思科集成多业

务路由器平台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办公机构 IP 话音通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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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规模的客户都希望获得将最佳数据、话音和安全服务融合到单一平台、以实现迅速服务部署

的机会，以及保护、发展和优化其业务的机会。凭借思科®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企业分支机

构、商业机构和中小型机构即可利用业界范围最广、最为全面的话音和安全服务，它们直接内嵌

和集成在业界领先的路由平台中，以实现最高性能和永续性。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Cisco

2801、2811、2821、2851、3825和3845）为各种规模的客户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可扩展以

满足要求最严格的企业环境，并为当前及未来的服务提供了出色性能和架构。

作为第一家初始设计就针对线速同步服务、提供融合式话音、安全和数据解决方案的公司，思科

系统公司® 为各种规模的客户提供了他们需要的 IP通信和安全服务，满足他们特殊的数据需求。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中直接内嵌了话音和安全功能，使客户只需安装用于 IP电话会议的数

字信号处理器（DSP）和高级集成模块（AIM）、话音网关、Cisco UnityTM Express语音留言和自

动接听，以及业界标准安全性，即可方便地部署高级服务。在呼叫处理方面，客户可将公司屡获

大奖的Cisco CallManager Express 解决方案作为 Cisco IOS® 软件的一部分而启动，随时方便地

重配置此软件，支持思科远程电话应急呼叫（SRST）功能，和业界领先的企业级 IP 电话解决方

案，即 Cisco CallManager 一起进行集中呼叫处理。

通过在平台中内嵌成熟的话音技术，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释放了集成的模块化插槽，使客

户能利用新高速插槽，如高速WAN接口卡（HWIC）和增强网络模块（NME），提供更多服务、

接口和更高密度。

Cisco 2821和 2851路由器上创新的扩展话音模块（EVM）插槽极大地提高了单一平台中模拟和

基本速率接口（BRI）话音密度，可扩展到多达24个外部交换终端（FXS）接口和12个外部交换

局（FXO）接口（Cisco 3825和 3845路由器上也支持这些EVM模块）。所有思科集成多业务路

由器平台在所有HWIC插槽中本地支持话音接口卡（VIC），并使用安装在路由器主板上的可选分

组话音DSP 模块（PVDM）。图 1 和图 2 分别展示了 Cisco 2851和 Cisco 3845 上提供的 IP 话音

通信业务。

凭借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和思科提供话音、安全和数据服务的出色方式，企业能立即方便

地实施分层服务或逐步构建话音服务，而不会牺牲性能或影响未来发展空间。中小型企业现可在

安装和配置都十分方便的单一系统中部署数据、安全和 IP话音通信，以降低成本和复杂度。服务

供应商可在一个随客户需求的改变而扩展的路由平台中，将可管理话音和数据服务扩展到所有规

模的客户。

只有思科能在 20 多年的 IP 创新技术和领先地位，以及成熟的数据、话音和安全解决方案的基础

上，为客户提供全面、融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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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Cisco 2801, 2811, 2821, 2851, 3825和 3845）上的思科 IP话音通

信特性包括用于实施联网、松散耦合和半自治业务解决方案的先进功能和服务。其中部分特性包

括呼叫处理、呼叫控制协议、服务质量（QoS）、模拟和数字接口、排序、脚本、语音留言和自动

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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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作为企业话费旁路网关路由器，可通过在公司IP网络上传输传统用户

交换机（PBX）流量而避免电话费用。这也是从传统 PBX环境移植到纯融合 IP通信网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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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集成多业务平台是企业分支机构和商业机构部署带SRST的 IP电话、用于故障恢复呼叫处理

的基础。在此部署中，语音留言和自动接听服务可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中通过 Cisco Unity

Express提供，或使用 Cisco Unity 软件集中提供。

松散联系的机构或半自治机构是思科集成服务路由器中“适当”IP电话服务的理想部署地点，该

路由器也可为此地点提供所需的安全和路由功能。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中集成 Cisco Call-

Manager Express 和 Cisco Unity Express，简化了服务和维护。图 4为分支机构、商业或小型机

构中用于提供 IP 电话的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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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意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主板上使用任意思科 PVDM2产品（PVDM2-8，PVDM2-16，

PVDM2-24，PVDM2-32或PVDM2-64），可实现内嵌模块性，无需使用网络模块或AIM，即可提

供会议、译码和话音端接。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中安装思科 PVDM2产品，可为 IP话音流量

和时分多路复用（TDM）流量提供这些服务。使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本地安装的VIC、VWIC

或 EVM（EVM 仅在Cisco 2821、2851、3825和 3845路由器上支持），可端接TDM接口。

Cisco 2821 � Cisco 2851�� !"#$ EVM ��

通过使用一个专门的 EVM，释放了扩展网络模块插槽，将其用于其他服务并提高话音、LAN和

WAN接口的密度，可实现出色的模拟和 BRI 电话密度。

将主板上的PVDM插槽与EVM卡共用，客户无需添加另一台路由器，即可选择在一般为安全性

部署的平台中提供话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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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是在企业分支机构和中小型企业中实施 IP通信的理想平台。凭借高性

能处理器、专用话音芯片、创新模拟和 BRI 接口功能、内嵌模块化DSP 以及 Cisco CallManager

Express、Cisco Unity Express、会议和译码等高级电话服务，可提供线速 IP话音通信。思科集成

多业务路由器平台为服务发展预留了空间，提供了可扩展选项来支持模块化集成，是保护未来投

资的一体化 IP 通信平台。表 1 为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上本地支持的 PVDM2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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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平台上本地支持的 PVDM2 产品

PVDM �� �� G.711 �� �� !"# �� !"#

PVDM2-8 8路分组传真 / 话音 DSP模块 8 4 4

PVDM2-16 16路传真 /话音 DSP 模块 16 8 6

PVDM2-32 32路传真 /话音 DSP 模块 32 16 12

PVDM2-48 48路传真 /话音 DSP 模块 48 24 18

PVDM2-64 64路传真 /话音 DSP 模块 64 3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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