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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能够改善城域以太网中对语音  
视频和数据流量的控制 
 

概述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交换机具有集成式弹性 是专门为城域网

MAN 中的商业服务和用户接入汇聚而设计的 它充分利用了 第

一哩 光以太网的简洁性和灵活性 这些交换机不但能提供集成式弹

性 还能为每个用户提供相应的流量管理 安全性 性能和 QoS 帮

助网络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提供能够产生收入的数据 语音和视频服

务 借助Cisco Catalyst 4500 网络运营商可以将控制和智能扩展到EFM

网络中 MAN 边缘的大小站点  

 

城域以太网 
由于以太网具有可用性高 成本低 速度快等优势 电信运营商正打

算为其客户提供城域以太网连接 由于多数流量都以以太网的形式开

始和终止 因此 以太网技术能够消除不必要的协议转换 从而大大

降低成本 以太网不但能够灵活地为当今的数据通信服务产品提供带

宽 其性能还能保证 这种网络能够在未来提供任何服务  

 

图 1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 

 

 
 

通过一个网络 基于 IP 为居民或企业提供语音 视频和数据流量时

交换基础设施必须能够区分流量类型 并根据各类数据的独特要求进

行处理 由于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能够有力控制 Cisco IOS®软件和

专用硬件 因而能提供这种高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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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控制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能够对城域以太网边缘网络实施从安全处理到服务区分的最优控制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利用以下特性提供控制  

• 集成式弹性 由于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采用了冗余监控引擎功能 Cisco Catalyst 

4507R 基于软件的容错功能以及 1 1 电源冗余性 因而能够缩短网络停顿时间 当

对时间敏感的流量经过边缘网络时 包括语音和视频 为保持赢利能力 必须提供集成

式弹性  

• 高级服务质量 QoS 基于集成式第 2 3 或 4 层的 QoS 和流量管理功能能够通过

32,000 种 QoS 策略划分和排列最终客户流量 系统能够利用各种机制对带宽敏感的流量

整形 并限制其速率 例如基于用户 网络和应用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策略器 这些 QoS

机制不会对性能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 可预测的性能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在硬件中为第 2 3 和 4 层流量提供高达

48Mpps 的线速传送 交换性能与路径数量 所用 QoS 机制的类型或者有效虚拟 LAN

VLAN 的数量无关 为满足最终客户的服务等级协议 SLA 城域网必须对流量变

化作出可靠响应  

• 高级安全性 32,000 个线速第 2-4 层访问表 用于跟踪用户的 DHCP 接口跟踪器 选

项 82 用于防止恶意破坏或误配置 DHCP 服务器的 DHCP 窥探及其它高级安全功能 例

如用户认证 可以保护网络的私密性 并保证网络能提供强大的服务  

 

可以扩展的体系结构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模块化体系结构能够提供很高的扩展能力和灵活性 以便使网络不

断发展 利用 4096 个 VLAN 和专用 VLAN 电信运营商可以容易地满足居民和企业网所需

要的安全性 交换机可以配置为利用 240 个 10Mbps 100Mbps 或 1000Mbps 接口提供高密度

接入 或者用 32 个非共享千兆位以太网端口提供千兆位汇聚 另外 Cisco Catalyst 4500 系

列还利用 Cisco Catalyst 4503 4506 或 4507R 机箱为高低密度的最终客户提供各种入门设备  

 

应用 
 
城域以太网能够为混合的企业和居民网络提供服务 

• 典型的城域网利用第 2 层或第 3 层边缘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 为最终客户提

供以太网传输 图 2 分布层指第 2 层和第 3 层再加上多协议标记交换 MPLS 或通

用传输接口 UTI Cisco Catalyst 6000 系列 Cisco 7600 路由器和 Cisco 12000 Internet

路由器 背板包括光传输技术 10 千兆位以太网 SONET 动态分组传输 DPT 或 RPR  

•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最多支持 240 个光千兆位端口和快速以太网接口 能够提供高密

度城域接入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可以放置在相邻或本地中央机构里的远程终端内

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客户 都与光千兆位以太网或快速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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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端到端服务的成功和安全性 智能在边缘提供 服务包括支持语音 视频和数据

流的站点互连 IP 组播视频 IP 语音 VoIP 电话和分层互联网接入 可以预测的智能

由 Cisco Catalyst 交换机提供 这种交换机使用基于硬件的 Cisco 快速传送路由机制 能

够扩展到 48Mpps 对于第 3 层交换 这种方式能够实现每秒数百万分组的吞吐量 而且

不需要惩罚 IP 机制 例如访问控制列表 ACL 和 QoS  

 

图 2 包含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城域以太网 

 

 
               

如图 2 所示 包含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 Cisco Catalyst 城域以太网交换解决方案的主要

优点包括  

• 流量区分和服务协议得益于利用高级并发管线处理 Supervisor Engines III 和 IV 在硬

件中实施的丰富多层 QoS 包括监督 入口和出口 分类 整形 共享 标记和高级安

排  

• 基于 ASCI 的第 2-4 层性能能够为数据 语音和 IP 组播流量提供网络可预测性 以满足

SLA  

• 弹性通过为第 3 层冗余和快速上行链路制定的成熟的热备份路由协议 HSRP 802.1s

以及为第 2 层快速恢复制定的 802.1w 实现  

• 能够利用 DHCP 窥探和第 2-4 层 ACL 防止拒绝服务攻击 利用 802.1x 提供用户跟踪

并利用专用 VLAN 在客户之间提供 DHCPP 82 选项和私密性 因而能增强安全性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 
作为新一代Cisco Catalyst 4000系列平台 Cisco Catalyst 4500系列包括三种新型Cisco Catalyst

机箱 Cisco Catalyst 4507R 7 个插槽 Cisco Catalyst 4506 6 个插槽 和 Cisco Catalyst 4503

3 个插槽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提供的集成式弹性增强包括 1 1 监控引擎冗余 只对

Cisco Catalyst4507R 为 IP 电话提供的集成式内部电源 基于软件的容错以及 1 1 电源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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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硬件和软件中的集成式弹性能够缩短网络停机时间 保证员工的生产率 赢利能力和客

户成功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提供利用了 Cisco Catalyst 400 系列线卡的通用体系结构 可以扩展到

240 端口的 10/100/1000BASE-T 或 1000BASE-LX 千兆位以太网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主要优点 
具有集成式弹性的新型Cisco Catalyst 4500系列交换机是在MAN中实现商业服务汇聚和用户

接入的理想产品 其主要优点包括  

• 性能 借助 Cisco Catalyst 4000 解决方案提供的先进交换解决方案 客户可以在增加端

口和功能之后扩展带宽 另外 Cisco Catalyst 4000 系列解决方案还采用了领先的 ASIC

技术 因而能够提供线速第 2 层和第 3 层 10/100 或千兆位交换 提供模块化监控器灵活

性之后 每个监控器都具有完整的线卡兼容性 因此 第 2 层交换可以扩展到 64Gbps

48Mpps 第 3 层和第 4 层交换基于 Cisco 快速转发技术 也可以扩展到 64Gbps 48Mpps  

• 端口密度 Cisco Catalyst 4500能够利用机箱中的 240个铜线或者光纤快速以太网或千

兆位以太网端口与 240 个客户相连 借助 Cisco Catalyst 4503 4506 或 4507R 机箱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能够为高低密度的位置提供不同的入门系统 由于 Cisco Catalyst 4000

系列提供可热更换的模块化 即插即用 交换解决方案 装入网络后能立即开始工作

因此 维护时不会给其它用户带来太大的影响  

• 监控引擎冗余性 为实现集成式弹性 Cisco Catalyst 4507R 支持 1 1 监控引擎冗余

性 冗余监控引擎可以最大程度地缩短网络停机时间 而网络停机时间的缩短能够带来

最终客户生产率和电信运营商赢利能力的提高  

• Cisco IOS 网络服务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交换机能够为成熟的电信运营商提供第

2 层和第 3 层功能 经过多年的客户反馈 这些功能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能够满足电

信运营商的高级联网需求  

• 投资保护 灵活的模块化体系结构能够为城域边缘连接提供经济有效的接口 Cisco 

Catalyst 4006 4503 和 4507R 机箱的备件可换 可使用相同的电源和交换线卡 因而能

够降低总部署 移植和支持成本  

• 功能透明的线卡 只需添加 Supervisor Engine IV 等新监控引擎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交换机就可以提高所有系统端口的交换功能 与移植时需要彻底更新设备的传统交

换产品不同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无需更换现有的线卡和布线就能增强所有系统端口

的功能 这种体系结构上的优势能够延长线卡的部署周期  

• 为最终客户提供千兆位速率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提供多种 1000Mbps 接口 包括

铜线和光纤 以便为最终客户提供连接 通过提供千兆位以太网连接 网络运营商可以

通过策略设置拨入购买的带宽 随时升级带宽 而不需要全面更新设备  

• 基于硬件的组播 不依赖于协议的组播 PIM 密集和松散模式 互联网组组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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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 和思科组组播协议 GMP 支持基于标准的和通过思科产品增强的有效多媒

体联网 而且不会降低性能  

• 共享内存体系结构 低延迟 集中式共享内存交换光纤体系结构不需要复制分组 能

提供业界领先的线速广播和组播功能 另外 这种体系结构还不会带来头阻塞  

• 为关键业务提供带宽保护 如果将针对第 2层服务类别 CoS 和第 3层服务类型 ToS

的 QoS 结合在一起 将能够为客户保证从边缘到核心的 SLA 即使只使用第 2 层交换

Supervisor Engine IV 也能受益 因为它能够通过第 3 层 IP 地址 和第 4 层 TCP/用户

数据报协议[UDP]端口号码 报头信息增强控制 而且不会带来许多先进功能都会带来

的性能降低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特性和优点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特性 功能和优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特性 功能和优点 
特性 功能或说明 优点 
机箱   

模块化 3 6 和 7 插槽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机箱 

支 持 监 控 引 擎 Cisco Catalyst 
4507R 支持两个 带集成式内部电

源的电源以及两个或五个其它接口

模块 

提供具有高级集成式弹性的通用体

系结构 可作为城域以太网的标准 

冗余监控引擎 只对 
Cisco Catalyst 4507R  

通过 30-50 秒故障恢复支持双监控

引擎 
缩短网络停机时间 保证客户生产率

和电信运营商的赢利能力 
容错型负载均衡电源 支持一个或两个电源 利用容错配置中的多个电源提高可

靠性 
可热插拔的电源和交换模块 可以热插拔 可随时更换和维护

不需要关闭整个系统 
通过缩短停机时间提高可靠性 

灵活的交换模块  
基于标准的自检测和 
自洽谈 

提供多种接口选择 10/100Mbps 以
太网和 10/100/1000 或 1000Mbps 千
兆位以太网 

无需将整台设备从 1Mbps 升级到

1000Mbps 就能适应最终客户的带宽

增长 
28Gbps 容量的背板 Cisco 
Catalyst 4503  

每秒传送 1800 万以上的 64 字节以

太网分组 
所有接口都以线速运行 满足完全配

置系统的吞吐量要求 
64Gbps 容量的背板 Cisco 
Catalyst 4006 4506H 4507R  

为线速传送提供足够的容量 每秒

传输 4800 万个无阻塞分组 
所有接口都以线速运行 即使处于最

坏的情况 也能满足完全配置系统的

吞吐量要求 注意 无阻塞光纤需要

Supervisor Engine III 或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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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特性 功能和优点 
特性 功能或说明 优点 

Supervisor Engine III
或 IV 集成式 Cisco IOS
第 3 层交换 

以千兆位速度提供基于 ASIC 的

IP 路由 
提供对网络流量的第 3 层子网控

制 切实可行 成熟的路由协议 

多层 QoS 为第 2 层 CoS 和第 3 层 ToS 提供

QoS 流量整合 共享和监督 
提供对网络级流量的集中优先级

控制 容易地制定和管理策略 保

护关键业务应用 
入口和出口策略

Supervisor Engines III
和 IV  

对于每个端口 在入口处识别合

法包 然后在出口处执行 QoS 再

分类 

对每个 VLAN 端口 用户或应用

进行高级 快速的流量分类 以提

供更细的流量控制 
集成式线内电源 从以太网交换机端口为 Cisco IP

电话和无线接入点提供中央电源 
在中央机构或供应点 POP 现场

部署无线和支持电话 
ISL 协议和 802.1Q 在 Cisco Catalyst 交换机之间动态

配置 Trunk 端口 
减少 VLAN 干线配置 提高 即插

即用 功能 
通过并列 ISL 干线上的

生成树实现负载均衡 
对每个 VLAN 分配生成树优先级 在 Cisco Catalsyt 4500 系列交换机

之间提高吞吐量和冗余性 
IGMP 提供基于硬件的组播复制和窥探 提供基于标准的组播 通道交换时

间低至 10ms 使用户能获得良好

的组播视频体验 
集中式共享内存体系 
结构 

提供 48Mpps 低延迟低成本交换 提供可全面管理的交换系统解决

方案 由于性能高 在处理高端口

密度时不会带来头阻塞 
多层交换 支持第 2 层 媒体访问控制

[MAC] 第 3 层 IP 地址 和第

4 层 TCP/UDP 端口 交换 

在边缘提供第 2-4 层控制 保证服

务供应和安全性 

在每个端口处排列五个

队列 
多种序列分类 妥善安排每个分

组的网络流量 
通过区分网络流量改善流量控制

降低延迟 为关键的数据 语音和

视频流量提供高级 QoS 
Cisco 识别协议 自动识别相邻的交换机和路由器 简化配置管理 提供更高级的

Cisco IOS 网络服务 
符合标准 支持业界标准的体系结构 提供多厂商互操作性 
4096 个 VLAN 支持全部 VLAN 包括 Cisco 专

用 VLAN 功能 
为 每 个 用 户 或 每 项 服 务 提 供

VLAN 满足 4096 个最终客户的性

能和安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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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的特性 功能和优点 
特性 功能或说明 优点 
全面的交换式网络管理 
嵌入式远程监控

RMON  
在所有端口上提供四个 RMON
组  
 统计数据 
 历史 
 警报 
 事件 

提供有效的城域接入边缘故障排

除工具 
提供各种分析工具 帮助网络管理

员调整网络性能 
找到负载大的网络客户 将其转移

到专用端口或速度更高的端口上 
遵守业界标准 

增强的交换机端口分析

器 SPAN  
允许通过一个监控器端口监控一

个或多个端口 VLAN  
管理员可以使用现有网络分析器

排除交换式网络的故障 
保持不支持 SPAN 的交换机可能丢

失的网络可视性 
将分析路径融入城域接入边缘

VLAN 体系结构 
全面的 SNMP 管理 以

太网管理信息库[MIB]
MIB II 虚拟中继协议

[VTP]和系统扩展的获

取和设置  

从 基 于 简 单 网 络 管 理 协 议

SNMP 的管理站管理 Cisco 
Catalyst 4000 

从已安装的网络管理平台简化 
管理 
将 VLAN 配置扩展到 SNMP 管理

软件 

用密码保护的管理界面 通过 Telnet 执行本地或远程接入

时 需要密码 
防止非法修改配置 

本地 带内 管理 监督机制拥有用于调制解调器或

控制台终端连接的 EIA/TIA-232
接口 

从直接相连的低成本终端或 PC 管

理 Cisco Catalyst 4000 

通过 SNMP 集或 Telnet
客户机 连接执行远

程管理 

可通过任何交换接口接入 从网络的任意地方管理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 

管理控制台 提供命令行界面 CLI  提供不需要特殊应用的易于使用

的 ASCII 文字界面 
利用支持人员已掌握的 Cisco 
Catalyst 知识 

为操作软件的普通文件

传输协议 TFTP 下载

或上载提供机载闪存 

无需更换硬件就能远程下载操作

系统的新版本 
提供集中式网络管理功能 降低软

件升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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