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思科大中国区合作伙伴事业部 

2011 年 4 月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1 ~ 

目  录 

 

第一章、概述 ........................................................................................................ 4 

1.1 现代酒店行业的需求特点 ................................................................................... 4 

1.2 思科酒店行业解决方案的整体架构和设计思想................................................. 6 

1.3 中小型酒店解决方案的主要构成 ........................................................................ 8 

第二章、智能安全互联 － 新一代酒店基础网络平台 ............................................. 9 

2.1 酒店基础网络平台 ............................................................................................... 9 

2.1.1 层次化网络结构的设计 ................................................................................ 9 

2.1.2 酒店局域网的建设 ...................................................................................... 12 

2.1.3 网络高可靠特性的应用 .............................................................................. 14 

2.2 酒店客房网络的安全 ......................................................................................... 16 

2.2.1 客房网络的接入认证 .................................................................................. 16 

2.2.2 客房网络的隐私保护 .................................................................................. 17 

2.2.3 客房网络的互联网出口安全 ...................................................................... 19 

2.3 酒店办公网络的安全 ......................................................................................... 19 

2.3.1 对第二层安全攻击的防御 .......................................................................... 19 

2.3.2 办公网络的互联网出口安全 ...................................................................... 23 

2.3.3 部署安全的远程酒店业务应用 .................................................................. 28 

第三章、移动新体验 － 酒店无线网络的部署 ...................................................... 33 

3.1 酒店无线网络的应用需求分析 ......................................................................... 33 

3.2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概述 ............................................................................. 34 

3.3 酒店无线网络部署建议 ..................................................................................... 35 

3.4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在酒店行业应用的优势 ....................................... 37 

3.4.1 酒店访客无线网络 ...................................................................................... 37 

3.4.2 CleanAir 技术保障酒店关键业务的不间断运行 ....................................... 39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2 ~ 

3.4.3 Video Stream 技术为酒店带来全新的无线高清视频服务体验 ............... 43 

3.4.4 Client Link 技术保护酒店现有的无线网络投资并提升系统的容量 ......... 46 

3.4.5 对酒店无线语音业务的支持 ...................................................................... 47 

3.4.6 端到端的无线安全架构 .............................................................................. 48 

3.4.7 易于管理的无线网络 .................................................................................. 50 

3.5 思科无线解决方案设备参考 ............................................................................. 52 

第四章、统一通信与协作 .................................................................................... 54 

4.1 系统总体架构和部署 ......................................................................................... 54 

4.2 统一通信系统可靠性设计 ................................................................................. 56 

4.2.1 通信服务器群集 ......................................................................................... 56 

4.2.2 远端网关本地存活功能（Cisco SRST） ................................................. 58 

4.3 丰富的 IP 电话应用 ........................................................................................... 61 

4.3.1 高分辨率的简体中文显示和操作提示 ....................................................... 62 

4.3.2 基于 SIP 的实施状态显示 .......................................................................... 63 

4.3.3 同后台 LDAP 数据的集成 .......................................................................... 64 

4.3.4 丰富的 XML 应用集成功能 ........................................................................ 65 

4.4 对传统模拟接口的处理和部署 ......................................................................... 66 

4.5 IP 电话的部署和对网络和 QoS 要求 ............................................................... 66 

4.6 酒店统一通信系统的设计 ................................................................................. 70 

4.7 典型酒店客房部署 ............................................................................................. 76 

4.8 酒店集中服务受理和营销中心 ......................................................................... 78 

4.9 思科统一通信与协作解决方案常用产品选型参考 ........................................... 79 

第五章、酒店应用的集成 .................................................................................... 81 

5.1 CUCM 同 PMSI 的集成 .................................................................................... 81 

5.2 全新的客房话机功能和客户体验 ...................................................................... 82 

5.3 全新酒店服务功能 ............................................................................................. 90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3 ~ 

5.4 集成酒店管理及应用 ......................................................................................... 92 

5.4.1 酒店语音计费系统 ...................................................................................... 92 

5.4.2 酒店语音邮箱系统 ...................................................................................... 95 

5.4.3 酒店服务中心系统 ...................................................................................... 97 

5.4.4 酒店 IP 电话应用系统 .............................................................................. 101 

5.4.5 宽带认证计费系统 .................................................................................... 102 

第六章 思科统一计算及 C 系列服务器在酒店行业的应用 .................................. 106 

6.1 思科统一计算与虚拟化概述 ........................................................................... 106 

6.2 思科 C 系列机架式服务器的应用 ................................................................... 108 

第七章、结束语 酒店行业用户为什么选择思科 ................................................. 111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4 ~ 

第一章、概述 

1.1 现代酒店行业的需求特点 

当前，在一系列驱动因素的作用下，酒店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多文化的需求，新一代的客人们有着各

不相同的生活习惯和生活需要，客人们希望从酒店得到的不仅仅是服务，而是一种

愉快的起居体验。 

从供给来看，酒店业务模式已不在是为客人提供一个砖墙的房间，而是提供

一种特权的享受；品牌商店、酒店式公寓等非传统的竞争出现了；由于互联网使得

信息透明化，竞争大大加剧。 

财务方面，要求投资回报期要短；资本支出风险低、前景好；运营支出和成

本有效控制，以实现可持续的现金流；提高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价值。 

从员工成本看，员工支出占整个运营支出的 40-65%；较高的员工流动性带来

了服务质量问题；劳动强度大的操作流程适合于自动化。 

业务流程方面，简化流程、提高效率是基本原则；需要通过实时的操作以提

高控制能力；需要为流水线作业和自动化准备一些空间。 

从社区责任来看，客人安全和安防方面的担心增加；酒店要遵守不断变化的

规章制度；能源、水、废物处置方面要符合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和品牌完

整性方面需要认真对待。 

因此，酒店行业面临着一系列的市场竞争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需要发展并保持酒店品牌的忠诚度和差异性 

 需要增加酒店的收入 并保证利润 

 客户越来越挑剔，对酒店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需要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需要不断改善运行效率，并提高员工生产率 

 需要进一步改善、提高客人安全感 

 需要进一步扩大经济规模，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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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现代的酒店业经营者为了保持

自己企业的竞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需从下列几方面采取措施： 

 通过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来提高展厅的占用率和客人回头率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控制成本，并提供更多赢利的机会 

为做到这几方面，现代化的酒店都需要一个先进的、可与酒店同步发展的、

功能丰富的、易于使用的、可靠的通讯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系统，一方面来为酒店的客人提供及时、准确、可靠、保密的话音、数据、因特网

接入等多元化、高质量的酒店通信服务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将酒店本身的管理流

程和先进的通信信息系统进行很好的整合，还可以有效地提升酒店的管理效率和管

理质量，提升面向酒店客人的整体酒店服务品质。 

因此，作为现代酒店信息系统基础的酒店网络系统，在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

的时候，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考虑： 

 系统的先进性。 

  在通信系统采用的技术是否代表技术发展的趋势 

  承载系统的产品的设计是否符合业界的发展潮流 

 系统的开放性 

  选用的通信系统是否支持业界的主流标准 

  选用的通信系统是否支持主流的酒店信息管理系统 

  选用的系统是否能支持客户化的定制和开发 

 系统的成熟性和稳定性 

  选用的系统是否有成熟的运营经验 

  系统的稳定性能否达到酒店的运营规格 

  对系统支持的服务体系能否保证酒店的运营水准 

 系统的性价比 

  系统一次性造价 

  对和系统配套的其他通信或信息系统的造价影响 

  系统扩容时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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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思科酒店行业解决方案的整体架构和设计思想 

作为全球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思科在酒店通信系统方面有着多年的

建设经验，通过整合业界领先的和酒店通信系统相关的语音、数据、计费及应用产

品，为现代酒店行业量身定制相关的通信解决方案。 

针对酒店行业的现状，思科设计了网络化酒店（Connected Hotel）的整体解

决方案架构，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架构中，思科提出了现代酒店信息化系统建设分三步走的整体设计思

想： 

1. 构建下一代的酒店基础网络，使 IP 网络成为继水、电、燃气之后的第四种

基础设施，为酒店的宾客、员工和酒店管理提供服务和技术。IP 网络成了水、电、

气之后的第四种基础设施。跟其它三种基础设施不同，当网络成为楼宇设计的一部

分时，多个系统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通信和互动。这个安全、灵活、可扩展的网络可

以用一个集成的网络替代多个分离的网络（通信、安全、楼宇自动化），减少资本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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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酒店现有的多个分离的系统，如照明、电梯、保安、暖通、视频监控、出

入控制、能源管理等等，融合到一个统一开放的 IP 网络平台，同一集团的多个酒

店可以连成一张网络。所有的系统都讲同一语言，即 IP 协议，让网络成为酒店的

神经中枢。 

 

3. 基于融合的 IP 网络平台提供创新的宾客服务，改变传统的酒店业务模式，

为酒店客人和办公人员带来全新的服务体验。例如，更便宜的电话、客人到达时激

活个性化的服务、视频监控、语音/视频电话会议、无线连接、邮件/传真到电视、

个性化广告、高速上网、工作流程自动化、客人需求的快速响应、交互电视、个性

化的房间环境、持卡贵宾在信息亭办理入住、以房卡作为签单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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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小型酒店解决方案的主要构成 

基于以上的三个战略步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中小型酒店的解决

方案： 

1、 安全的网络基础平台：思科智能联网解决方案 

2、 酒店无线网络：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3、 酒店统一通信平台：思科统一通信及协作解决方案 

4、 酒店管理及应用：第三方应用的开发与集成 

5、 酒店数据中心：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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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智能安全互联 － 新一代酒店基础网络平台 

2.1 酒店基础网络平台 

2.1.1 层次化网络结构的设计  

对于酒店的基础网络平台，思科建议采用成熟的层次化网络架构进行设计。这

一设计包括核心层、汇聚层和接入层，是一个多层模块化架构，网络骨干为千兆

（可升级至万兆），百兆到桌面，部分千兆到桌面，关键部位采用冗余结构，核心

交换机和汇聚交换机双备份。核心层和汇聚层均有路由功能，接入层具有交换或路

由功能，实施负载均衡和冗余备份，VLAN 尽量终结在本地以缩小故障域，整个网

络万兆、千兆和百兆相结合。这种设计建议来自思科美国总部的顾问工程师小组的

实验室研究和用户最佳实践的结果，这种架构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层次结构和模块性，

模块化设计允许您通过推行确定性的流量模式来轻松扩展、了解并排除网络故障。 

在层次化设计中，特定设备的容量、特性和功能均针对其网络位臵和作用进行

了优化，以提高可扩展性及稳定性。当流量通过层次化结构中的收敛点，沿着接入

层-汇聚层-核心层传输时，流量数量及其相关的带宽要求都随之增加。层次化设计

每一层的功能都很分明，无需全部网络节点互联的全网状网络。  

模块化网络的组件易于复制、重新设计并扩展，无需每次添加或拆除模块时都

重新设计整个网络。您可以运行或中断任何组件的运行，而不会影响网络的其他部

分。这种功能可促进排障、故障隔离和网络管理。  

该架构已经经过思科在全球众多行业用户和园区网用户验证，能够提供最大限

度的可靠性。  

仅仅把网络按照以上架构连接起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网络架构中的每个节

点设备都具有高可靠的内在品质，在这一点上，思科的网络设备在各个对可靠性要

求比较高的如：医院，银行，证券等行业都具有非常好的口碑。同时在不同层次的

设备上还需要有基于国际标准的，以及思科独特的保证业务高可靠运行的网络功能，

举例如下：  

（1）核心层 

在典型的层次化模式中，组件间通过核心层互联，核心用作网络骨干。鉴于各

组件都依赖核心进行连接，因此，核心必须速度很快且永续性极高。现在的硬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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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系统具备以线速提供复杂业务的潜能。然而，应在网络核心采用“越简单越好”的

方法。最简洁的的核心配置可降低配置复杂性，从而减少出现运行错误的几率。  

虽然通过全网状或高度网状拓扑也可实现冗余，但此类设计在链路或节点发生

故障时不容易提供一致的收敛。同时，全网状设计也存在对等和邻接问题，使路由

难以配置和扩展。此外，随着网络的增长或变化，大量的端口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成

本和复杂性。以下是需要谨记的其他主要设计问题： 

 将核心层设计为只使用硬件加速业务的高速第3层 (L3) 交换环境。第3层核

心设计优于第2层和其他设计，因为它：  

- 在发生链路或节点故障时提供更快的收敛速度。  

- 通过减少路由邻接关系和网状拓扑提高了可扩展性。  

- 提高了带宽利用率。  

 尽量在核心中使用冗余的点到点L3互联（三角形，不是正方形），因为这

种设计可产生最快速、最确定的收敛结果。  

 避免L2环路和L2冗余的复杂性，如生成树协议(STP) 和L3组件对等体之间

的间接故障检测。  

 采用模块化的操作系统，使得局部的软件故障不会影响整机的运行。软件

的升级也可以在局部软件模块进行，而不必为升级软件等维护工作是核心

交换机停止工作，影响全网的运行。 

（2）汇聚层  

汇聚层汇聚来自接入层的节点，保护核心不受高密度对等关系的影响。此外，

汇聚层还创建故障边界，在接入层发生故障时提供逻辑隔离点。汇聚层通常以L3

交换机的形式部署，针对网络核心连接使用L3交换，对接入层连接使用L2服务。

负载平衡、服务质量(QoS)和易于设臵等都是汇聚层的主要考虑因素。  

汇聚层的高可用性通过两条等成本路径来提供，包括从汇聚层到核心以及从接

入层到汇聚层的链路，可在链路或节点发生故障时提供确定性的快速收敛。当冗余

路径存在时，故障切换主要依赖硬件链路故障检测，而不是基于定时器的软件故障

检测。基于这些功能（在硬件中实施）的收敛是最具确定性的。  

L3等成本负载分担允许同时利用从核心到汇聚层的两条上行链路。汇聚层使

用网关负载平衡协议（GLBP）、热备份路由器协议（HSRP）或虚拟路由器冗余

协议（VRRP）提供缺省的网关冗余。当一个汇聚层节点发生故障或被拆除时，不

会影响端点与缺省网关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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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接入层到汇聚层的上行链路间实现负载平衡，但使用

GLBP是最简单的方法。GLBP提供了类似HSRP的冗余和故障防护，还允许向接

入层设备轮流分配汇聚层设备作为缺省网关，以便端点向两个之中的一个汇聚层节

点发送流量。  

（3）接入层  

接入层是边缘设备、终端站和IP电话接入网络的第一层。接入层中的交换机连

接两个单独的汇聚层交换机以实现冗余。如果它与汇聚层交换机之间是L3连接，

则不会出现环路，所有上行链路都将有效转发流量。  

在接入层，通常会划分VLAN，目的在于：一是提高网络安全性，不同VLAN

的数据不能自由交流，需要接受第三层的检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虚网间

的隔离，有效防止外部用户入侵，提高了安全性。二是隔离广播信息，划分VLAN

后，广播域缩小，有利于改善网络性能，能够将广播风暴控制在一个VLAN内部，

同时使网络管理趋于简单。三是增强网络应用的灵活性，VLAN是在一个有多台交

换机的局域网中统一设定的，这使得用户可以不受所连交换机的限制，不论用户节

点移动到局域网 中哪一台交换机上，只要仍属于原来的虚网，则应用环境没有任

何改变。在划分VLAN时，要考虑VLAN对于网络流量的影响，单个VLAN不宜过大。  

健壮的接入层提供以下主要特性：  

 许多软硬件属性支持的高可用性 (HA)。  

 IP电话和无线访问点的馈线供电(POE)允许客户将话音融合到数据网络中，

并为用户提供漫游WLAN访问。  

 基础服务 

支持高可用性的接入层的软硬件属性包括：  

 使用冗余交换管理引擎和冗余电源获得的系统级冗余，为关键用户群提供

高可用性。  

 使用到冗余系统（使用GLBP、HSRP或VRRP的汇聚层交换机）的双倍连

接获得的缺省网关冗余，支持在汇聚层的主备交换机间快速实现故障切换。  

 链路汇聚（以太网通道或802.3ad）等操作系统高可用特性，提供更高的

带宽利用率，同时降低复杂性。  

 使用QoS为关键任务网络流量分发优先级，从而尽量靠近网络入口对流量

进行分类和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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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服务，通过配置802.1x,、端口安全性、DHCP侦听、动态ARP检查及IP

源保护等工具来增加安全性，从而更有效地防止非法网络访问。 

2.1.2 酒店局域网的建设  

酒店的局域网络分成完全隔离的两个网络，客房网络和办公网络。 

采用两层结构：核心层和接入层，核心层位于酒店的中心机房，接入层位于各

楼层配线间。 

客房网络的核心采用两台思科公司的Catalyst 6509E高性能交换机，双机热备，

通过千兆多模光纤链路连接接入层交换机。每台核心交换机6509E各配了双电源、

千兆多模光纤端口、10/100/1000M端口。接入交换机采用思科公司的Catalyst 

3560 POE交换机和Catalyst 2960 交换机，3560支持在线供电功能，可以为IP电

话和无线AP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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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网络物理上是一个网络，逻辑上分成两个网络，包括： 

 客房宽带网（包括有线、无线） 

 IP 电话语音网（包括有线、无线） 

每个网络属于一个虚拟子网（VLAN），互相之间的访问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通过交换机上的访问控制列表实现），客房宽带网与语音网是不能通信的。 

思科公司的交换机和IP电话配合，可以实现在端口上自动划分VLAN，在一个

物理端口上将语音和数据分到两个不同的VLAN，从而实现客房宽带网和IP电话语

音网的隔离。 

思科公司的无线AP支持SSID和VLAN的对应，连到同一个AP下的客人的计算

机、酒店员工的IP无线电话（7920）分别采用不同的SSID，这样就可以将二者分

到不同的VLAN中（客人的计算机－客房宽带网，酒店员工的IP无线电话－IP电话

语音网），虽然连到同一个AP，但互相不能通信。 

办公网络的核心采用一台台思科公司的Catalyst 4507R高性能交换机，通过千

兆多模光纤链路连接接入层交换机。每台核心交换机4507R各配了双引擎、双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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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多模光纤端口、10/100/1000M端口。接入交换机采用思科公司的Catalyst 

2960 交换机。 

 

网管软件采用思科公司的CiscoWorks LMS，支持300个设备。客房网和办公

网各配一套。 

 

2.1.3 网络高可靠特性的应用  

高可靠园区网架构设计 

园区网的高可靠设计对于成功部署酒店的业务应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

传输一般数据业务的园区网，3个9（99.9%）的可靠性已经足够，但是，对于酒店

行业需要支持语音、视频等新兴应用的融合网络来说， 5个9（99.999%）的可靠

性是一个必须满足的要求。 

无论是酒店的办公网还是客房网络，建议均采用由核心层，分布层和接入层组

成的网络结构。核心层和汇聚层之间采用千兆光纤双连接的方式，接入层交换机以

单联路连接到分布层交换机。按照高可靠园区网设计原则，建议接入层交换机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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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的方式连接到分布层交换机，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对于现有办公区域全部改造

为交换机连接，尽量使用统一的布线端口，以保障IP电话的通话质量和安全性。 

如图所示： 

 

接入层交换机 

 每个 VLAN 使用一段 IP Subnet 地址，VLAN 最好不要跨接入层交换机，

缩小广播域的范围，同时减少第二层 Loop 的机会，从而避免由于

Spanning Tree 的收敛引起网络的短暂中断。 

 楼层交换机的端口先连接 IP 电话，再由 IP 电话连接 PC。因此，建议接

入层交换机端口需设置两个 VLAN，一个是传输数据的 Native VLAN，另

一个是传输语音的 Voice VLAN。为语音 VLAN 分配独立的 IP 地址空间。

采用 Voice VLAN 的目的是为了在网络第二层上对 IP 语音进行标记和识

别，同时在二层传输端口上进行优先队列排队。 

 接入层交换机需支持 802.1Q 和 802.1p，可以在连接 IP 电话的端口上进

行二层 CoS 的标识。 

 接入层交换机需支持设置输出端口的多个队列，为 RTP 语音流提供优先

排队。 

 接入层交换机需有能力对流量进行标识或重新标识，建立可信任的网络边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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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入层交换机最好能支持以太网供电功能，直接为 IP 电话供电。 

 为了缩短 Spanning Tree 收敛的时间和增强第二层的冗余可靠性，建议

在交换机上进行优化配置，如： Portfast,  Root guard or BPDU guard,  

UplinkFast and BackboneFast, UniDirectional Link Detection (UDLD)等。 

 接入层交换机以双链路连接到分布层交换机，实现冗余备份连接。 

 

分布层交换机 

 分布层的设计最重要的是提供到核心以及从接入层到分布层的链路的冗余

连接，以保障网络的高可靠性。 

 为了避免第二层的 Loop，建议在冗余的分布层交换机之间使用第三层的

连接。同时使用 HSRP 协议。 

 

核心层交换机 

核心层交换机需通过以下冗余的机制保障网络的高可靠性： 

 冗余的链路连接 

 冗余的设备 

 冗余的子系统，例如：双电源，双引擎等。 

 

2.2 酒店客房网络的安全 

2.2.1 客房网络的接入认证  

接入认证对于酒店客房宽带网络服务的管理、计费、审计等工作具有重要的意

义。客人入住后，在使用房间宽带网络之前先执行一系列必要的认证步骤，也是目

前大部分酒店通行的做法。 

从技术上看，目前主流的接入认证技术包括 802.1x、Web 认证和 MAC 认证

旁路。根据酒店客房的网络使用特点，不需要安装任何客户端软件、基于标准

Web 浏览器进行认证无疑是最合适的一种认证方式，因此在酒店网络中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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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描述了一个典型的 Web 认证的基本过程（需要第三方认证策略系统配合，

可以参见第五章的相关内容）： 

 

1. 客人的 PC 连接到酒店房间的网络端口； 

2. 当出现网络访问行为时（例如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交换机会自动将请求重

定向到酒店的认证策略中心，并且由策略中心来推送定制化的认证界面 

3. 客人在认证界面执行一定的操作，例如输入用户名密码，或者点击页面相应

按钮接受酒店的网络使用协议等，之后交换机会附加例如交换机 ID，端口，

VLAN，IP 地址等送向策略中心进行认证 

4. 策略中心会判断该客人的帐号，或者根据附加信息定位到相应的酒店房间，

并判断是否开通 Internet 服务业务，如果已经开通且附加信息符合原有的设

定，则会通过 Radius 消息告知交换机该用户已通过认证，如果未开通则不

会执行该操作； 

5. 交换机接到通过认证的消息后，会开启当前用户的访问权限，用户则可以根

据设定的权限进行网络的访问 

目前思科在全系列的 catalyst 交换机中都可以支持上述的认证方式。 

2.2.2 客房网络的隐私保护  

对于入住酒店的客人，尤其是自携电脑入住的商务客人来说，在享受酒店宽带

网络提供的便捷互联网服务的同时，最关注的莫过于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问题。如

何保护客人个人电脑上的隐私信息不被窃取，是酒店客房网络安全的一个核心内容。 

为保障数据隐私，在技术上对每个客房的数据流进行隔离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

法。传统的方法是为每一个客房用户分配一个 VLAN 和一个 IP 子网，并且用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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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层交换机或路由器来连接这些子网。这种方法要求网络设备支持大量的 VLAN 接

口和三层接口，并且随着 VLAN 数量的增加会大大增加生成树和访问控制列表

（ACLs）的维护复杂程度。 

采用私有 VLAN（PVLAN）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PVLAN 技术在同一个

VLAN 中的端口之间提供了 2 层隔离，从而无需为每个客户提供一个独立的 VLAN

和 IP 子网。可以将同一个 IP 子网中的地址分配给各个客户。私有 VLAN 的这种特

性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安全环境：多台主机或客户端连接到同一个网段，但彼此完全

隔离，客户端之间不能进行任何的单播、组播或广播通信，而只能与其默认网关进

行通信。 

下图描述了 PVLAN 的基本部署方式： 

 

PVLAN 采用二层 VLAN 的结构，包括 2 种 VLAN：主 VLAN 和辅助 VLAN。

一个 Primary vlan 和多个 Secondary vlan 对应。辅助 VLAN 包含真实的端口。

PVLAN 定义使用混杂端口（Promiscuous port），它能够与 PVLAN 中的全部设

备进行通信。混杂端口只是主 VLAN 的一部分。每个混杂端口可以映射多个辅助

VLAN。混杂端口通常是路由器的端口或 VLAN 接口。 

辅助 VLAN 包括如下 2 种类型的 VLAN 

隔离 VLAN：如果端口属于隔离 VLAN，那么它就只能与混杂端口进行通信。

隔离端口不能与相同隔离 VLAN 中的其它端口通信 

团体 VLAN：如果端口属于团体 VLAN，那么它就不仅能与相同团体 VLAN 中

的其它端口进行通信。而且还能与 PVLAN 中的混杂端口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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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酒店的客房网络，适合部署隔离 VLAN 和隔离端口。这在一些二层接入

交换机上称为 PVLAN Edge（PVE）或者保护端口（Protected Port），它是

PVLAN 特性的一个子集。目前思科在固定配置的交换机产品线中，Catalyst 

2960/2918、300 Series、SLM Series 交换机支持 PVE 特性，Catalyst 3560/3750

交换机支持完整的 PVLAN 特性。 

2.2.3 客房网络的互联网出口安全  

由于酒店客房网络与酒店办公网络和业务应用系统隔离，在客房网络的出口，

建议部署一台 ASA5540 千兆高性能防火墙，一方面保障客房宽带网络在出口获得

较高的网络吞吐性能，另一方面提供基本的互联网访问安全即可。 

2.3 酒店办公网络的安全 

2.3.1 对第二层安全攻击的防御  

酒店的办公网络是一个典型的局域网，承载着酒店的核心业务应用，例如酒店

管理系统 PMS，因此酒店办公局域网的安全是酒店网络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在诸

多的局域网安全问题中，由于历史原因，令网络管理员感到最头痛的问题就是 IP

地址的管理；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账号、密码的盗取以及信息的失窃和篡改；而最棘

手的问题就是木马、蠕虫病毒爆发对网络造成的危害。据 CSI/FBI 计算机犯罪与安

全调查显示，信息失窃已经成为当前最主要的犯罪。在造成经济损失的所有攻击中，

有 75％都是来自于局域网内部。这样，企业网络内部就必须采用更多创新方式来

防止攻击，如果我们将网络中的所有端口看成潜在敌对实体获取通道的“端口防线”，

网络管理员就必须知道这些潜在威胁都有那些，以及需要设置哪些安全功能来锁定

这些端口并防止这些潜在的来自网络第二层的安全攻击。 

网络第二层的攻击是网络安全攻击者最容易实施，也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

威胁，它的目标是让网络失效或者通过获取诸如密码这样的敏感信息而危及网络用

户的安全。因为任何一个合法用户都能获取一个以太网端口的访问权限，这些用户

都有可能成为黑客，同时由于设计 OSI 模型的时候，允许不同通信层在相互不了

解情况下也能进行工作，所以第二层的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这一层受到黑客

的攻击，网络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其他层之间的通信还会继续进行，同时任

何用户都不会感觉到攻击已经危及应用层的信息安全。 

所以，仅仅基于认证（如 IEEE 802.1x）和访问控制列表（ACL，Access 

Control Lists）的安全措施是无法防止来自网络第二层的安全攻击。一个经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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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仍然可以有恶意，并可以很容易地执行本文提到的所有攻击。目前这类攻击

和欺骗工具已经非常成熟和易用。 

以上所提到的攻击和欺骗行为主要来自网络的第二层。在网络实际环境中，其

来源可概括为两个途径：人为实施，病毒或蠕虫。人为实施通常是指使用一些黑客

的工具对网络进行扫描和嗅探，获取管理帐户和相关密码，在网络上中安插木马，

从而进行进一步窃取机密文件。攻击和欺骗过程往往比较隐蔽和安静，但对于信息

安全要求高的企业危害是极大的。木马、蠕虫病毒的攻击不仅仅是攻击和欺骗，同

时还会带来网络流量加大、设备 CPU 利用率过高、二层生成树环路、网络瘫痪等

现象。 

归纳前面提到的局域网目前普遍存在的安全问题，根据这些安全威胁的特征分

析，这些攻击都来自于网络的第二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MAC地址泛滥攻击 

 DHCP服务器欺骗攻击 

 ARP欺骗 

 IP/MAC地址欺骗 

利用 Cisco Catalyst 交换机内部集成的安全特性，采用创新的方式在局域网上

有效地进行 IP 的地址管理、阻止网络的攻击并减少病毒的危害。Cisco Catalyst 

智能交换系列的创新特性针对这类攻击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将发生在网络第二

层的攻击阻止在通往内部网的第一入口处，主要基于下面的几个关键的技术。 

 Port Security 

 DHCP Snooping  

 Dynamic ARP Inspection (DAI) 

 IP Source Guard 

我们可通过在思科交换机上组合运用和部署上述技术，从而防止在交换环境中

的“中间人”攻击、MAC/CAM 攻击、DHCP 攻击、地址欺骗等，更具意义的是通过

上面技术的部署可以简化地址管理，直接跟踪用户 IP 和对应的交换机端口，防止

IP 地址冲突。同时对于大多数具有地址扫描、欺骗等特征的病毒可以有效的报警

和隔离。 

通过启用端口安全功能，可有效防止 MAC 地址泛洪攻击，网络管理员也可以

静态设置每个端口所允许连接的合法 MAC 地址，实现设备级的安全授权。动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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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安全则设置端口允许合法 MAC 地址的数目，并以一定时间内所学习到的地址作

为合法 MAC 地址。 

通过配置 Port  Security 可以控制： 

 端口上最大可以通过的MAC地址数量 

 端口上学习或通过哪些MAC地址 

 对于超过规定数量的MAC处理进行违背处理 

端口上学习或通过哪些 MAC 地址，可以通过静态手工定义，也可以在交换机

自动学习。交换机动态学习端口 MAC，直到指定的 MAC 地址数量，交换机关机

后重新学习。目前较新的技术是 Sticky Port  Security，交换机将学到的 mac 地址

写到端口配置中，交换机重启后配置仍然存在。 

对于超过规定数量的 MAC 处理进行处理一般有三种方式（针对交换机型号会

有所不同）： 

 Shutdown：端口关闭。 

 Protect：丢弃非法流量，不报警。 

 Restrict：丢弃非法流量，报警。 

Catalyst 交换机可通过 DHCP Snooping 技术保证 DHCP 安全特性，通过建立

和维护 DHCP Snooping 绑定表过滤不可信任的 DHCP 信息，这些信息是指来自

不信任区域的 DHCP 信息。 通过截取一个虚拟局域网内的 DHCP 信息，交换机可

以在用户和 DHCP 服务器之间担任就像小型安全防火墙这样的角色，“DHCP 监听”

功能基于动态地址分配建立了一个 DHCP 绑定表，并将该表存贮在交换机里。在

没有 DHCP 的环境中，如数据中心，绑定条目可能被静态定义，每个 DHCP 绑定

条目包含客户端地址（一个静态地址或者一个从 DHCP 服务器上获取的地址）、

客户端 MAC 地址、端口、VLAN ID、租借时间、绑定类型（静态的或者动态的）。 

通过部署动态 ARP 检查（DAI，Dynamic ARP Inspection）来帮助保证接入

交换机只传递“合法的”的 ARP 请求和应答信息。DHCP Snooping 监听绑定表包括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的绑定信息并将其与特定的交换机端口相关联，动态 ARP 检

测（DAI－Dynamic ARP Inspection）可以用来检查所有非信任端口的 ARP 请求

和应答(主动式 ARP 和非主动式 ARP)，确保应答来自真正的 ARP 所有者。

Catalyst 交换机通过检查端口记录的 DHCP 绑定信息和 ARP 应答的 IP 地址决定

是否真正的 ARP 所有者，不合法的 ARP 包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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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配置针对 VLAN，对于同一 VLAN 内的接口可以开启 DAI 也可以关闭，如

果 ARP 包从一个可信任的接口接收到，就不需要做任何检查，如果 ARP 包在一

个不可信任的接口上接收到，该包就只能在绑定信息被证明合法的情况下才会被转

发出去。这样，DHCP Snooping 对于 DAI 来说也成为必不可少的，DAI 是动态使

用的，相连的客户端主机不需要进行任何设置上的改变。对于没有使用 DHCP 的

服务器个别机器可以采用静态添加 DHCP 绑定表或 ARP access-list 实现。 

另外，通过 DAI 可以控制某个端口的 ARP 请求报文频率。一旦 ARP 请求频

率的频率超过预先设定的阈值，立即关闭该端口。该功能可以阻止网络扫描工具的

使用，同时对有大量 ARP 报文特征的病毒或攻击也可以起到阻断作用。 

除了 ARP 欺骗外，黑客经常使用的另一手法是 IP 地址欺骗。常见的欺骗种类

有 MAC 欺骗、IP 欺骗、IP/MAC 欺骗，其目的一般为伪造身份或者获取针对

IP/MAC 的特权。Catalyst IP 源地址保护（IP Source Guard）功能打开后，可以

根据 DHCP 侦听记录的 IP 绑定表动态产生 PVACL，强制来自此端口流量的源地

址符合 DHCP 绑定表的记录，这样攻击者就无法通过假定一个合法用户的 IP 地址

来实施攻击了，这个功能将只允许对拥有合法源地址的数据保进行转发，合法源地

址是与 IP 地址绑定表保持一致的，它也是来源于 DHCP Snooping 绑定表。因此，

DHCP Snooping 功能对于这个功能的动态实现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那些没有用

到 DHCP 的网络环境来说，该绑定表也可以静态配置。 

IP Source Guard 不但可以配置成对 IP 地址的过滤也可以配置成对 MAC 地址

的过滤，这样，就只有 IP 地址和 MAC 地址都于 DHCP Snooping 绑定表匹配的通

信包才能够被允许传输。此时，必须将 IP 源地址保护 IP Source Guard 与端口安

全 Port Security 功能共同使用，并且需要 DHCP 服务器支持 Option 82 时，才可

以抵御 IP 地址＋MAC 地址的欺骗。 

与 DAI 不同的是，DAI 仅仅检查 ARP 报文， IP Source Guard 对所有经过定

义 IP Source Guard 检查的端口的报文都要检测源地址。 

通过在交换机上配置 IP Source Guard，可以过滤掉非法的 IP/MAC 地址，包

含用户故意修改的和病毒、攻击等造成的。同时解决了 IP 地址冲突的问题。 

此外，在最新的 Catalyst 3750-X 和 Catalyst 3560-X 交换机内，还内置了一

系列全新的 TrustSec 安全技术。例如，采用基于 IEEE 802.1ae 标准的 MAC 

Security 技术，交换机在面向主机的端口上提供了对以太网数据在数据链路层的线

速加密，以防止中间人攻击；支持包括 802.1x、MAC 认证旁路、Web 认证等多种

认证方式为不同类型的接入终端提供一致的安全体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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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的基础安全防护的功能，均内置在思科的 Catalyst 交换机内,无需另

外购买。 

方案涉及的主要 Catalyst 系列交换机包括： 

产品系列 说明 

Catalyst 3750-X 支持堆叠和万兆上行的智能三层交换机 

Catalyst 3560-X 支持万兆上行的智能三层交换机 

Catalyst 2960-S 支持堆叠、万兆上行和静态路由的交换机 

此外，思科还提供了精睿系列交换机，通过基本的 802.1x 认证、基于 MAC

的端口安全、基于 MAC/IP 的访问控制列表（ACL）、私有 VLAN 边缘（PVE）等

技术，专为入门级的小型办公网络提供基础的安全网络接入服务。精睿交换机的主

要系列包括： 

产品系列 说明 

Cisco SF 300 支持静态路由的可网管交换机 

Cisco SLM224G2 支持基于 WEB 浏览器简单网管的二层

交换机 

 

2.3.2 办公网络的互联网出口安全  

酒店办公网络的互联网出口安全对各种规模的酒店来说都十分重要。互联网连

接带来了业务发展的新机遇。例如，通过在互联网上部署 VPN，使得酒店可与合

作伙伴和远程员工保持联系。但互联网也是将威胁带入酒店网络的渠道，这些威胁

可能会对酒店造成重大影响： 

 病毒—可感染系统，使其停运，从而导致运行中断和收入损失 

 间谍软件和黑客—会导致公司数据丢失和因此引起法律问题 

 垃圾邮件和泄密—需要繁琐的处理过程，降低员工生产率 

 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会导致员工生产率降低，并可能使公司承担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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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感染的VPN流量—使威胁因素进入网络，中断业务 

针对上述的安全威胁特点和需求状况，我们建议中小型酒店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部署思科的安全解决方案。 

 通过 Cisco ASA 5500 部署一体化安全解决方案 

Cisco ASA 5500 系列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且符合中小型酒店安全需求的一

体化解决方案。它结合了防火墙隔离、入侵保护、Anti-X 和 VPN 功能，您可对您

的酒店网络受到的保护充满信心。通过终止垃圾邮件、间谍软件和其他互联网威

胁，员工生产率得到了提高。IT 人员也从处理病毒和间谍软件消除以及系统清洁

任务中解放出来。您可集中精力发展业务，而无需为最新病毒和威胁担忧。 

 

图：ASA 5500 系列一体化安全解决方案 

Cisco®  ASA 5500 系列为酒店提供了全面的网关安全和 VPN 连接。凭借其

集成的防火墙和 Anti-X 功能，Cisco ASA 5500 系列能在威胁进入网络和影响业

务运营前，就在网关处将它们拦截在网络之外。这些服务也可扩展到远程接入用

户，提供一条威胁防御 VPN 连接。 

最值得信赖、广为部署的防火墙技术—Cisco ASA 5500 系列构建于 Cisco 

PIX 安全设备系列的基础之上，在阻挡不受欢迎的来访流量的同时，允许合法业

务流量进入。凭借其应用控制功能，该解决方案可限制对等即时消息和恶意流量

的传输，因为它们可能会导致安全漏洞，进而威胁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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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领先的 Anti-X 功能—通过内容安全和控制安全服务模块(CSC-SSM)提

供的强大的 Anti-X 功能，Cisco ASA 5500 系列提供了全面保护所需的重要的网

络周边安全性。 

防间谍软件—阻止间谍软件通过互联网流量(HTTP 和 FTP)和电子邮件流量

进入您的网络。通过在网关处阻拦间谍软件，使 IT 支持人员无需再进行昂贵的间

谍软件清除过程，并提高员工生产率。 

防垃圾邮件—有效地阻拦垃圾邮件，且误报率极低，有助于保持电子邮件效

率，不影响与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通信。 

防病毒—屡获大奖的防病毒技术在您基础设施中最有效的地点－互联网网关

处防御已知和未知攻击，保护您的内部网络资源。在周边清洁您的电子邮件和

Web 流量，即无需再进行耗费大量资源的恶意软件感染清除工作，有助于确保业

务连续性。 

防泄密— 确定针对泄密攻击的防盗窃保护，因此可防止员工无意间泄漏公司

或个人信息，以导致经济损失。 

针对 Web 接入、电子邮件(SMTP 和 POP3)以及 FTP 的实时保护。即使机构

的电子邮件已进行了保护，但许多员工仍会通过公司 PC 或笔记本电脑访问自己

的个人电子邮件，从而为互联网威胁提供了另一个入点。同样，员工可能直接下

载受到感染的程序或文件。在互联网网关对所有 Web 流量进行实时保护，可减

少这一常被忽略的安全易损点。 

URL 过滤—Web 和 URL 过滤可用于控制员工对于互联网的使用，阻止他们

访问不适当的或与业务无关的网站，从而提高员工生产率，并减少因员工访问了

不应访问的 Web 内容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机会。  

电子邮件内容过滤—电子邮件过滤减少了公司因收到通过电子邮件传输的攻

击信息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机会。过滤也有助于符合法律法规，可帮助机构达到

Graham Leach Bliley 和数据保护法案等的要求。 

威胁防御 VPN—Cisco ASA 5500 系列为远程用户提供了威胁防御接入功能。

该解决方案提供了对内部网络系统和服务的站点间访问和远程用户访问。此解决

方案结合了对于 SSL 和 IPSec  VPN 功能的支持，可实现最高灵活性。因为这一

解决方案将防火墙和 Anti-X 服务与 VPN 服务相结合，可确保 VPN 流量不会为酒

店带来恶意软件或其他威胁。 

方便的部署和管理—随此解决方案提供了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管理器

(ASDM)，它具有一个基于浏览器的、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管理和监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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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解决方案在单一应用中提供了对于所有服务的全面配置。此外，向导可指导

用户完成配置的设置，实现迅速部署。 

 部署 Cisco IronPort S 系列 Web 安全网关应对来自互联网的 Web 威胁 

当前，基于互联网 Web 数据流传播的各种安全威胁，开始在全球范围盛行，

使商用网络暴露在这些威胁带来的内在危险之下。现行的网关防御机制已经证明

不足以抵御多种基于 Web 的恶意软件入侵。据业内估计，大约 75%的商用电脑

感染了间谍软件，但是在网络周边部署了恶意软件防御系统的企业却不足 10%。

基于 Web 的恶意软件传播速度快，变种能力强，其危害性日益严重，对酒店特

别是网络安全技术相对薄弱的中小型酒店来说，拥有一个强健的能够保护酒店网

络周边并抵御这些安全威胁侵害的安全平台就显得极为重要。 

除此以外，当今基于 Web 的威胁 87％是通过合法的网站发出的。基于 Web

的恶意软件有着速度快、多样性强和变种频繁出现的攻击威胁特点，这要求酒店

必须使用一个强大的、安全平台才能将日益严峻的上网威胁屏蔽在酒店网络之外。 

Cisco®  IronPort S 系列 Web 安全网关是业界开创先河的，也是唯一的将传

统的 URL 过滤、信誉过滤和恶意软件过滤功能集中到单一平台来消除上述风险的

Web 安全设备。通过综合利用这些创新的技术，Csico IronPort S 系列网关能够

帮助企业在保证 Web 数据流安全和控制 Web 数据流风险方面，应对所面临的日

益严峻的挑战。 

Cisco IronPort S 系列网关结合了多种先进技术，通过单台、集成的网关抵

御恶意软件，帮助企业实施安全策略及控制网络流量。提供的多层防护包括

Cisco IronPort Web 名誉过滤器™，多层防恶意软件扫描引擎和第四层(L4)数据

流监视器，它可以监控非 80 端口的恶意软件活动。所有这一切为企业提供了一

个强大的具有最优性能和功效的 Web 安全平台。同时 Cisco IronPort S 系列提供

智能化的 HTTPS 解密的能力，从而对加密数据流应用所有的安全及访问策略。 

在实际的应用环境中，酒店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模式部署 S 系列网关 

 直连模式：客户机直接连接到 S 系列，由 S 系列提供 HTTP/HTTPS/FTP

流量的代理支持。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27 ~ 

 

 透明模式：由第四层交换机或 WCCP 路由器转发流量至 S 系列，由 S 系

列提供对客户机透明的代理支持。 

 

 

 部署 Cisco IronPort C 系列电子邮件安全网关应对来自互联网电子邮件

的安全威胁 

垃圾邮件以及随邮件传播的病毒、恶意程序、间谍软件等是当前来自互联网

的另一种主要的安全威胁。对于安全技术相对薄弱的中小型酒店，这种威胁往往

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随意打开来历不明的电子邮件或者点击邮件中的附件或

链接都有可能形成对酒店业务系统的攻击。此外，网络管理人员需要耗费大量精

力用于清理垃圾邮件，也严重影响了对正常业务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因此，如何

对电子邮件应用进行高效的安全防御和管理，也是当前中小型酒店部署安全解决

方案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Cisco IronPort C 系列电子邮件安全网关是针对电子邮件安全威胁的最佳解

决方案。基于 Cisco IronPort 专有的为企业目标设定的 AsyncOS™操作系统，

IronPort C 系列能够满足对电子邮件的大容量和高可用性的扫描需求，减少与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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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邮件、病毒和其他各种威胁相关的系统宕机时间，从而支持对酒店邮件系统的

高效管理并有效减轻网络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IronPort C 系列在一个网关设备上集成了思科独有的预防性过滤器和基于特

征码的反应性过滤器，配合内容过滤和高级加密技术，为客户提供了目前业界最

高级的邮件安全服务。同时，利用思科安全情报运营中心和全球威胁协作组织使

Cisco IronPort 网关产品更聪明，更迅速。这一先进技术使企业可以从最新的互

联网威胁中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并且使得保护用户更加透明化。 

下图描述了 C 系列邮件安全网关的部署方式： 

 

 

对于中小型酒店，本方案涉及的 ASA 和 IronPort 系列主要产品如下表所示： 

产品系列 说明 

Cisco ASA 5510 提供一体化的安全解决方案，包括防火

墙隔离、IPS、VPN、内容过滤等 

Cisco IronPort S160 面向中小型酒店的 Web 安全网关 

Cisco IronPort C160 面向中小型酒店的电子邮件安全网关 

 

2.3.3 部署安全的远程酒店业务应用  

当前，连锁经营的中小型酒店日趋普遍，一个酒店管理集团往往在全国乃至全

球各地都有大量的连锁店面，大量的酒店业务数据和信息需要在连锁店面和集团总

部之间频繁交互。互联网的普及，一方面为这一趋势提供了便利的信息高速公路，

但同时也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安全隐患。在众多的广域网接入技术中，虚拟专网

（VPN）可以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具经济实用性的解决方案。 

思科基于集成多业务路由器（ISR）的企业级 VPN 解决方案，在可扩展的平

台、安全性、服务、应用和管理五大 VPN 实施要素方面，具有基于标准的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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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结构和可扩充的端到端网络互连能力。借助先进的 ISR 路由器，中小型酒

店用户能够部署多种 VPN 连接方式，通过安全可靠的加密手段，保护酒店应用系

统的信息资源。 

下图是基于 ISR 路由器的一个典型的 VPN 实施方式： 

 

 使用思科ISR高端路由器2900系列做为酒店管理集团总部的VPN网关，

用来聚合来自分支酒店、合作单位、移动/远程终端的VPN各种应用。 

 在各地的连锁酒店中，根据业务系统的规模和应用状况可选择思科ISR路

由器中的1900系列、890c系列或880c系列做为VPN的网关。 

方案特点： 

1.安全保障 

虽然实现 VPN 的技术和方式很多，但所有的 VPN 均应保证通过公用网络平

台传输数据的专用性和安全性。在安全性方面，由于 VPN 直接构建在公用网上，

实现简单、方便、灵活，但同时其安全问题也更为突出。酒店必须确保其 VPN 上

传送的数据不被攻击者窥视和篡改，并且要防止非法用户对网络资源或私有信息的

访问。 

2.服务质量保证（QoS） 

VPN 网应当为酒店数据提供不同等级的服务质量保证。不同的用户和业务对

服务质量保证的要求差别较大。在网络优化方面，构建 VPN 的另一重要需求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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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广域网资源，为重要数据提供可靠的带宽。广域网流量的不确

定性使其带宽的利用率很低，在流量高峰时引起网络阻塞，使实时性要求高的数据

得不到及时发送；而在流量低谷时又造成大量的网络带宽空闲。QoS 通过流量预

测与流量控制策略，可以按照优先级分实现带宽管理，使得各类数据能够被合理地

先后发送，并预防阻塞的发生。 

3.可扩充性和灵活性 

VPN 必须能够支持通过 Intranet 和 Extranet 的任何类型的数据流，方便增加

新的节点，支持多种类型的传输媒介，可以满足同时传输语音、图像和数据等新应

用对高质量传输以及带宽增加的需求。 

4.可管理性 

从用户角度和运营商角度应可方便地进行管理、维护。VPN 管理的目标为：

减小网络风险、具有高扩展性、经济性、高可靠性等优点。事实上，VPN 管理主

要包括安全管理、设备管理、配置管理、访问控制列表管理、QoS 管理等内容。 

5．多种 VPN 的连接方式 

思科公司基于 ISR 路由器 VPN 解决方案为中小型酒店用户提供了多种 VPN

的连接方式，包括 IPSec、SSL、动态多点 VPN（DMVPN）等。 

 

与酒店管理集团总部通常有较为完善的网络安全部署不同，对于大量的连锁酒

店，如何部署合适的网络连接设备应对当前的各种网络威胁，例如：黑客攻击，蠕

虫病毒，非法上网行为等等，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些网络威胁，既

冲击了分支酒店的网络安全，又消耗了大量网络资源，严重影响了酒店系统的正常

运行。 

思科新一代的 ISR800 系列路由器为中小型的分支机构和小型办公室提供了可

靠的网络解决方案，来防御各种网络中的威胁，保证了网络资源应用，确保了酒店

广域网络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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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ISR路由器部署在分支机构，提供了安全的Internet访问 

 提供先进的防火墙，能够监控电子邮件，即时消息传递和HTTP流量 

 可以在分支机构的本地设备实施防御蠕虫病毒的安全策略，节省广域

网络带宽 

 入侵防御系统（IPS）：这种深度包检测特性能够有效阻止各种网络攻

击 

 内容过滤：一种基于预订的集成安全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基于类别的

分级；关键字拦截；并可抵御广告软件、恶意软件、间谍软件和URL 

阻截 

 即使是DOS攻击，也可保持可用性 

 

方案中涉及的主要 ISR 路由器产品： 

产品系列 说明 

Cisco2921 部署在酒店集团总部 

Cisco1941 部署在较大规模的连锁分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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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860/880C/890C 部署在小型分支节点 

此外，思科还提供精睿系列 VPN 路由器，专为需要基本远程安全互连且严格

控制投资预算的小型酒店分支机构提供入门级的 IPSec VPN 连接，并且可以与中

心酒店机构的思科 ISR 路由器统一部署，提供一体化的 VPN 解决方案。常用的精

睿系列 VPN 路由器如下： 

产品系列 说明 

Cisco RV120W 部署在小型分支机构，支持 10 个 IPSec 隧道

和 802.11n 

Cisco WRV210 部署在小型分支机构，支持 5 个 IPSec 隧道和

802.11g 

Cisco RVS4000 部署在小型分支机构，支持 5 个 IPSec 隧道和

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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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移动新体验 － 酒店无线网络的部署 

3.1 酒店无线网络的应用需求分析 

无线局域网 WLAN 已经成为当前企业 IP 网络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酒

店行业，无线网络目前主要的应用领域可以归结为数据处理，语音通讯和实时定位

应用三种。 

数据处理应用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酒店客人提供优质的无线宽带接入服务，二是酒

店的办公自动化方面，提供酒店业务信息和数据的快速处理。 

无线宽带接入服务：用户可以享受真正的“无线”自由的体验，客人可以在酒店

房间和公共区域（如餐厅、咖啡厅、大堂等）随时随地通过支持 WiFi 的笔记本电

脑/PDA/台式 PC 享受无线网络服务。 

酒店员工移动办公：利用无线网络的大面积覆盖能力，酒店工作人员可以在酒

店内部随时随地接入网络进行信息查询，办公应用，通信联络等。例如客房服务员

通过手持式 WIFI 终端快速检索客房服务的工单、餐厅服务员通过 WIFI 终端为客

人快速点菜/结账等。 

语音通讯应用部分 

语音通讯主要应用在以下方面： 

- 建立基于 IP 的无线语音网  

- 紧急呼叫  

- 语音的集群通信  

所需要的设备为：  

- VoIP 设备  

- VoIP 手持终端 

- PDA 和笔记本电脑 

具体的应用有以下几类： 

- 常规移动语音呼叫，能够完成现有普通语音移动系统完成的功能，满足日常

需要；如果采用 PDA 手机，还可以完成视频和数据上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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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呼叫，某些手机可以设置紧急呼叫建； 

- 群呼，思科自身手机具有群呼功能直接通知整个组的用户； 

- 与园区内部固网电话的融合呼叫，固定和移动中均可无线办公，采用同一号

码； 

- 节假日远程值班，通过 VPN 网络与出差在外、在家办公的员工实现免费通

话； 

实时定位 

利用 WIFI 进行人员和资产的实时定位，是无线网络的其中一种重要的企业应

用。酒店内部存在大量的移动人员和移动资产，利用 WIFI 实时定位，使得酒店的

管理部门能够在酒店内部快速寻找人员和资产，提高服务效率, 使管理者减少因寻

找人员和资产而浪费的时间。 

另一方面，实时定位还可以为酒店的重要客人提供个性化的 VIP 服务。例如，

客人在酒店前台登记入住后，可以发放一个带有 RFID 标签的 VIP 卡，当佩戴 VIP

卡的来宾到达预先设定的位置时，系统将自动读取用户的信息，并在附近的液晶显

示设备上显示欢迎辞。来宾位置可通过触发器自动探测并触发相应的显示或服务导

引操作。 

总而言之，酒店用户能够通过组建无线、有线通信网络，实现基于无线网络的

数据传输、语音通信、应急系统、视频监控等一系列功能和增值应用。在应用传统

的酒店办公自动化的同时，通过融合技术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提高酒店的工作效率，

使酒店办公人员和酒店客人真正体现到网络融合技术带来的好处。 

3.2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概述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主要包含以下部分：无线控制器，无线访问接入点 AP，

无线网管系统 WCS，无线定位服务系统 MSE，用户认证系统 Radius 服务器，以

及支持以太网供电的接入交换机和负责数据交换的汇聚及核心交换机。 

无线控制器和 AP 是无线网完成数据转发的基础部件。在控制器加 AP 的网络

架构下，所有关于无线射频管理、网络安全管理等的智能处理都在控制器上集中处

理，而 AP 只完成空口侧数据的收发。在实际工作中，每台控制器会管理一定数量

的 AP，并与每台 AP 建立 CAPWAP 隧道。用户数据经无线介质到达 AP 后，AP

将数据封装到隧道中传送到控制器。控制器将数据解出，并根据管理员设定的安全、

QoS 等管理策略，进行处理。最后经有线网络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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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无线网络产品系列是为那些希望为本身业务、IP 电话和融合多媒体应用

系统广泛部署无线覆盖的一款完整 802.11 解决方案。这款解决方案将最新的行业

标准与一种集中架构和先进功能结合起来，创建一种安全、经济有效并且极具扩展

性的无线局域网(WLAN)基础设施。思科无线网络产品系列包括规划和实施所需的

工具和功能，使首次部署无线局域网(WLAN) 能快捷简便的完成，也适合于企业逐

步演进事先精确设计的无线移动基础设施。 

 

 

3.3 酒店无线网络部署建议 

思科的无线解决方案包括自治型 AP 方案和集中式轻型 AP 方案，俗称“胖”AP

方案和“瘦”AP 方案。所谓“胖”AP 方案，是指每个 AP 都是独立设备，需独立配置、

独立工作，实现无缝漫游时技术复杂；所谓“瘦”AP 方案，是指每个 AP 完全不需

配置，全部的配置和管理都通过中心控制器统一实现。由于 AP 全部注册在控制器

上，控制器可以对所有管理下的 AP 的无线射频实现实时动态的调整，从而实现更

好的无线覆盖和更智能的流量负载均衡；而且无缝漫游、无线定位的实现非常简单。

为实现部署的灵活性和投资保护，思科的两种无线 AP 可以自由转换，即通过 AP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

 可扩充性架构

 减少管理点

 WCS统一网管

 无线控制器通过LWAPP

隧道管理配置无线接入
点

 支持lightweight 和
standalone两种架构的
无线接入点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直观的图形化界面简化
配置, 监视, 和故障排查

Mobility Services Engine (MSE)

对客户端, 资产标签, 
和非法无线设备进行
高精度定位追踪

C
A

P
W

A
P

Cisco Aironet®
1250 Series 
(802.11n)

Standalone 
Access Points

Wireless Control System 
(WCS)

Lightweight Access Points

and Context-Aware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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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更换，AP 可以工作在胖 AP 模式，或者瘦 AP 模式。当然在瘦 AP 模式时，

基本方案除了 AP 外，还需要添加无线控制器。 

思科无线“胖”AP 方案，包括无线 AP 及其天线，可选配无线网管软件；无线

“瘦”AP 方案，包括无线 AP 及其天线、无线控制器 WLC。可选配无线网管软件

WCS 以支持更多丰富的管理功能。如果需要使用定位功能，还可以选配思科无线

定位服务器 MSE。 

思科的无线解决方案全面支持 802.11a/b/g/n 技术标准，还支持先进的无线射

频动态调整、网络负载自动均衡、快速安全的移动漫游等功能，另外，在无线网络

安全、访客隔离、远程无线部署、无线语音支持、方便的无线管理等方面技术领先。 

“胖”AP 架构成本低一些，但是大规模部署时，管理、运行、维护的成本高；

“瘦”AP 架构成本高一些，但是管理、运行、维护的成本低，而且易于漫游、易于

定位。 

对于酒店无线网络的建设，我们建议采用集中管理的“瘦”AP 解决方案，同时

建议 AP 能够实现“胖”“瘦”的自由转换，以提高灵活性、保护用户投资。 

酒店无线网络支持客人无线上网和员工无线 IP 电话。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

一部分是集成在核心交换机 Catalyst6500 上的无线网络控制器模块或者独立配置

无线网络控制器，组成整个无线网络的核心；第二部分是无线接入点，分布在各个

楼层；第三部分是无线网络控制系统软件，对整个无线网络进行图形化管理；第四

部分是无线定位服务器，支持无线客户端的定位。 

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 

1、限制某些用户的接入速率 

2、限制一个 AP 能够支持的最大客户端数量 

3、访问控制 

4、客户端信息查询和管理 

5、可以使多个客户端在多个 AP 之间自动进行负载均衡 

6、可以阻断客户端之间直接的无线通信（不经过 AP） 

7、自动 RF：AP 可以自动选择通信信道和调节功率，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

具有最佳的覆盖范围 

8、可以同时在一个 AP 上同一 SSID 中同时使用 802.11a/b/g 的 2.4GHz 和

5GHz 双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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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 VLAN 划分的需求，有选择地在某些区域限制客户端使用多个 SSID

中的某些 SSID 

10、可以实现为不同的 SSID 数据做 QoS 标记，并可进行无线通信速率限制 

11、无线控制器互为备份 

12、Rogue AP 的检测和抑制及抑制解除 

13、Rogue 客户端检测和抑制及抑制解除 

14、客户端安全： 

       开放 OPEN 

       WEP 认证 

       WPA 

       WPA2 

       WEB 认证 

       802.1X 认证 

15、图形化综合无线管理 

16、无线客户端定位 

 

3.4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在酒店行业应用的优势 

3.4.1 酒店访客无线网络  

酒店的无线网络一方面承载了酒店内部各种移动办公的应用，另一方面也为酒

店的客人提供了随时随地的宽带互联网接入。从安全的角度看，这两种应用必须有

完善的安全隔离措施，以保护酒店内部的核心业务数据不会暴露在公众网络中。 

思科独有的无线访客技术可以很好地满足酒店这方面的需求，通过将访客和酒

店办公无线网络完全逻辑隔离，在允许访客无线网络漫游访问互联网的同时保证内

部无线用户的安全。 

酒店无线网络在提供酒店内部工作人员的安全接入的同时，还需要提供酒店访

客的接入。同时对于这两种类型用户的接入，要求无线系统对整个网络不带来任何

影响和改动，同时保证网络内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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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思科无线访客网络的基础架构 

 

主要设备包括： 

 DMZ 区域无线控制器 

 内网无线控制器 

 无线 AP 

 无线网管系统 WCS（图中未画出）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访客的数据流终结到防火墙的安全 DMZ 的区域，

然后通过防火墙的安全机制对数据流进行限制和管理，同时不用影响任何内网中的

配置，做到对以前系统的最小改动。 

通过以下三种技术手段，将访客用户的流量完全逻辑隔离 

 Ethernet over IP tunneling （在内网无线控制器－DMZ 无线控制器之间

承载访客流量） 

 VLANs （在内网无线控制器上区分访客流量） 

 Guest SSIDs （在接入 AP 上区分访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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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黄色虚线显示了一个访客用户使用无线访客网络的实际流量转发路径。 

通过无线网络，思科能提供给用户一整套有线、无线网络访客解决方案  

 部署便利：使用瘦 AP、架构灵活，无需修改现有有线网络的任何设置

和设备 

 完善的安全性：包括认证、Tunnel DMZ、带宽控制 

 便利的管理：可以将用户管理职能移交给行政人员，减少运维人员的工

作量 

3.4.2 CleanAir 技术保障酒店关键业务的不间断运行  

酒店的 Wi-Fi 变得至关重要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40 ~ 

企业 级的 Wi-Fi 网络设施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前厅或会议室上网提供方便。

对于这些应用，“尽力而为”级别的性能即可接受。 

如今，Wi-Fi 已发展成熟，部署到了酒店许多关键应用中，例如， 越来越多地

用于对干扰影响很敏感的语音和视频应用。另一方面，Wi-Fi 网络的可靠性也直接

影响了客人对酒店服务的体验与评价。 

因此，酒店用户都希望 Wi-Fi 网络的运行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人们无法再接受 

Wi-Fi 网络由于干扰而意外停机。 

干扰：无线网络的威胁 

酒店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影响空间 RF 频谱的因素非常多且会不断变化，酒店

内的微波炉、无绳电话、移动检测器、邻近的无线网络和无线安全摄像头都是一些

可能关闭酒店无线网络的干扰源，会导致酒店业务的停顿和影响客人的上网体验。

由于 RF 频谱涉及许多不断变化的因素，因此 IT 经理需要了解频谱的情况，以防

意外停机。随着延迟敏感性应用程序（如语音和视频）不断在酒店中部署，IT 经

理更需要对干扰进行深入了解。解决 RF 问题不仅需要适当的工具，而且需要进行

适当的培训。许多企业在进行有效的 RF 故障排除方面缺乏内部资源和专业知识。 

Wi-Fi 所面临的不单纯只是性能方面的挑战，也有安全方面的挑战。业界已经

致力于了解欺诈无线接入点如何在企业网络中打开安全漏洞，且已经达到了很好的

水平。目前，已经设计了无线入侵检测系统和入侵防御系统 (wIDS/wIPS) 来解决

这一问题。但是，当前 IDS 和 IPS 解决方案还有一些重大盲点，如果不增加频谱

智能就无法解决。 

当前 IDS/IPS 系统无法检测以专有扩展模式（如 Super G，来自 Atheros）运

行的无线接入点。这些随时可用的设备是检测不到的。此外，黑客还可能采用标准 

Wi-Fi 设备（例如，运行 Linux）并对其进行修改，以使其在非标准信道上运行或

以其他非标准调制方案运行。只有在您分析射频物理层以后，才能检测到这些扩展

或修改的设备。 

除 Wi-Fi 设备外，许多其他类型的非 Wi-Fi 设备（包括蓝牙无线接入点、运行

较早标准（如 802.11FH）的无线接入点，以及专用无线网桥）也可以用于打开网

络中的漏洞。对于网桥，这些设备可以将数据发送给距离您的大厦数公里远的攻击

者。再重复一次，只有在您分析频谱上出现的所有设备后，才能检测到这些类型的

设备。 

除欺诈设备的威胁外，怀有恶意的人的威胁也始终存在，他们尝试利用射频拒

绝服务 (DoS) 攻击，使您的 Wi-Fi 网络失效。虽然 IDS/IPS 系统能够监控许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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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层”DoS 攻击，但它们检测不到可能通过干扰设备或 Wi-Fi 设备（这些设备在诊

断干扰模式下设置）实施的射频层 DoS 攻击。 

除有目的的攻击外，还有一些简单设备（如无线视频摄像头或模拟无绳电话）

可能会意外导致网络陷于干扰之中。集成式频谱智能和频谱管理对确定射频级别 

DoS 安全威胁的类型非常有效。 

Cisco CleanAir 技术的价值 

Cisco CleanAir 技术提供 802.11n 的性能和支持关键任务应用程序所需的可

靠性，同时还能以智能方式避免干扰的影响。CleanAir 技术是思科统一无线网络

的一个系统范围功能，可通过提供无线频谱的完整情况，简化操作和改进无线性能。

CleanAir 具有独特的能力，可检测其他系统检测不到的 RF 干扰，识别干扰源，

在地图上找到它，然后进行自动调整来优化无线覆盖范围。通过 CleanAir，您可

以访问无线网络中任何位置的设备和资产的实时信息和历史信息。如今，IT 经理

可以根据智能信息实施策略，快速采取行动来改进网络性能。 

CleanAir 技术包括 Cisco Aironet®  3500 系列接入点的高级硅片设计以及思科

无线控制器、思科无线控制系统 (WCS) 和 Cisco 3300 移动服务引擎启用。 

Cisco CleanAir 可使企业： 

• 自动优化无线 LAN 以提高可靠性和性能 

• 执行远程故障排除，以便快速解决问题并减少停机 

• 检测非 Wi-Fi 安全威胁并实时解决问题 

• 查看历史干扰信息，以便进行回溯分析并快速解决问题 

• 通过无线设备的智能识别来设置和实施策略 

自行恢复、自行优化的无线网络 

如果干扰源足够强，能够完全干扰 Wi-Fi 频道，那么应用 CleanAir 技术，系

统就会在 30 秒内更改频道，以避免干扰，并继续在受影响区域以外的其他频道上

进行客户端活动。系统能记住从微波炉、网桥或无线视频摄像头发出的间歇性干扰，

避免使用运营这些设备的频道，以防将来造成干扰。 

许多公司都声称自己拥有集成干扰检测系统，但他们的产品无法区分 Wi-Fi 和

非 Wi-Fi 干扰。其他制造商的频谱智能产品可能会错误地将网络噪音解释为干扰并

随机切换频道，这会危及网络稳定性，而且可能会降低整体网络性能。Cisco 

CleanAir 技术使用硅片级智能，可精确地检测 20 多种干扰类型并加以分类，只有

在它认为干扰非常严重，以致影响网络性能时，才会更改频道。如果 CleanAir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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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频道，它会考虑整个网络频道策略，然后确定首选的频道更改。所有这些智能功

能可创建一个自行恢复、自行优化的无线网络，从而为 802.11n 网络提供性能保

护。 

故障排除调查分析可快速解决干扰并主动采取措施 

通过 CleanAir 技术，您可以利用易读的“空气介质质量指数”，充分了解无线

频谱的性能和安全性。该指数可识别出现问题的区域，并在接入点、楼层、建筑物

和园区环境中找出问题区域 

CleanAir 可减少停机。网络管理员可以设置警报，以便在空气介质质量低于

预期阈值时得到通知。另外，还可以将系统配置为自动实施安全或管理策略。

Cisco CleanAir 生成报告来帮助网络管理员对亟需关注的干扰问题排定优先级，便

于网络管理员轻松地了解细节，以进行进一步的网络分析。报告包括最差 RF 条件

汇总、最近的安全风险干扰源、阈值警报和历史图表。通过主动监控“空气介质质

量指数”图表和 30 天的干扰报告，管理员可以规范正常行为并监控网络趋势，从

中看出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免影响网络性能。 

快速、准确的干扰检测可减少误报 

由于大多数设备都不断地在移动或者开启和关闭的速度很快，因此很难跟踪干

扰。即使成百上千个设备在极为繁忙的 RF 环境中同时运行，CleanAir 也能在 5 

至 30 秒内对 20 多种干扰进行分类。CleanAir 分类的准确性和快速性是其主要优

势，因为它可减少无干扰时（“仿真干扰”）的干扰报告，并消除多个 AP 检测到的

同一设备的重复报告。另外，它还可减少发生错误标记干扰源的情况，从而减少管

理员通常浪费在搜索错误类型设备上的时间。 

提供远程访问，可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并减少差旅 

对于远程故障排除，频谱专家连接模式从专家视角提供来自个别接入点覆盖区

域的物理级别频谱图。虽然 CleanAir 技术提供大量更高级别的分析数据，包括对

设备进行分类和评估无线空气介质质量的报告，但有时难免需要查看实时、原始频

谱数据，以找到难以诊断的干扰问题。这在干扰类型没有包含在标准分类列表中时

非常有用。 

高效的策略实施 

通过实施策略来阻止干扰 Wi-Fi 网络的设备一直以来都是网络管理员难以解决

的问题。应用 CleanAir 技术，网络管理员便能够跟踪网络性能，找到并查看非 

Wi-Fi 设备产生的影响，实施策略，防止已知干扰源影响网络速度或危害网络安全。 

强大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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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全性角度看，在地图上跟踪设备可使您立刻了解要将安保人员派往哪里。

有许多网络威胁是传统的 IDS/IPS 系统检测不到的——原因在于只能在 RF 级别

检测到它们。这些威胁包括专有无线网桥，以及较早的标准，如 802.11FH。这些

威胁还包括在非标准运行频率上运行或使用非标准调制的恶意 Wi-Fi 设备。当然，

干扰设备也会经常发生拒绝服务类型攻击。 

除在地图上查看影响安全的设备外，管理员还可以根据设备或位置来配置定制

警报。这是一种强大的功能，因为某些设备在建筑物的一些区域（例如，交易翼）

内可能被认为是威胁，但在其他区域（如建筑物大厅）则不被认为是威胁。 

3.4.3 Video Stream 技术为酒店带来全新的无线高清视频服务体验  

当前，酒店行业都在致力于为客人提供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以更

好地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在酒店娱乐方面，为客人提供便捷的视频点播服务

是越来越多酒店日益关注的新兴服务之一。依靠酒店的无线网络，客人在酒店内部

可以随时随地点播酒店提供的高清视频内容，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宾客服务体

验。 

然而，视频是一个非常苛刻的应用，它可以立刻将网络中的任何弱点暴露出来。

通过 Wi-Fi 传送的视频的体验质量无论何时都必须是企业级的，即网络必须能够支

持多种视频、音频和数据流以可靠同步的方式没有中断的传输。当延迟，丢包和抖

动超出门限值，可用的视频迅速下降到零；与有线网络相比将视频应用扩展到 Wi-

Fi 更具挑战。因为 Wi-Fi 网络的特点本身带来了可变数据速率，数据包丢失，和组

播的不可靠性等一系列挑战，这与传统方式来确保服务质量（QoS）相悖。  

思科视频流就绪 (VideoStream)技术将视频应用完美扩展到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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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视频流就绪技术是思科统一无线网络一组新的系统级的特性，它包含了我

们讨论过的可提供卓越的视频质量的关键性增强功能。思科视频流就绪技术展示了

思科公司的射频和视频方面的专业知识，它周全的考虑到无线局域网的物理层、

MAC 层和应用层，为各种类型的视频应用提供了可靠、一致的平台。 

视频流优先级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视频是一个高效的、极具影响力的通信手段，也是带宽

密集型应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视频内容都具有相同的优先级。从

前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到，商业组织在视频上的投资不能影响网络带宽的消耗，

关键业务的视频媒体必须优先。 

随着视频流被接纳到网络中，网络管理员可以根据其重要程度将媒体流配置为

不同的优先级。这一特性可以在射频级别开启(2.4 GHz 频段和 5 GHz 频段)，也可

以在 SSID 级别开启，这给管理员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权来识别特定的视频流并确定

相应的质量服务。 

配置视频流具有比语音较低的优先级比和比尽力而为流量更高的优先级。所有

其他的组播流量将被以尽力而为方式接纳，尽管他们以视频的优先级来标记着服务

质量。 

资源预留控制 

准入控制

视频
不可用

视频媒体就绪的无线局域网
优化视频应用保护无线网络的投资

解决了射频方面和有线/无线相互集成的挑战

将有线网络里的视频质量带到无线网络中

极大改善视频质量和扩展性:

临临界级别:

高

高性能高性能 高性能

APAP APAP

WLC SWITCH

视频流优先机制保护包含重要内容的视频流

可靠组播

优先级

资源
预留
控制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45 ~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在工作场所的利用无线终端承载视频，能够优雅的管

理、规模持续不断的增加和为在任何特定时间或地点的用户群提供高质量的体验是

至关重要的。资源预留控制（RRC）提供了增强功能在 MAC 层部分管理准入和控

制策略。准入和策略是基于射频测量，流量统计测量，和系统配置来决定的。

RRC 提供了视频客户端的带宽保障机制，拒绝导致过载的客户端请求。信道利用

率作为指标以确定系统是否有能力执行准入控制。 

组播到单播转换 

通过支持 802.11n 的数据传输速率，并在 MAC 层提供错误更正机制，思科视

频流就绪具备组播到单播转换的能力，这大大增强了 Wi-Fi 承载视频的可靠性，远

远超出了传统的无线网络尽力而为的特性。 

无线客户端应用程序通过发送 IGMP 加入消息订阅 IP 组播流。有了可靠组播，

这一 IGMP 请求消息被网络基础设施侦测到。系统检查视频流的认阅和配置并收

集数据和流量的政策。如果被请求的视频流被策略允许，响应被发送到连接到无线

接入点的无线客户端，从而一旦视频流到达就启动可靠组播。该系统还将查看可用

带宽和配置的视频流度量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空口时间来支持新的视频订阅。此外，

系统还会考虑现在的无线电射频负载和介质的健康情况来作出准入的决定。 

如果上述条件都得到满足，无线接入点发送关联响应到无线客户端。这时无线

接入点复制组播帧并将其转换为 802.11 单播帧。最后，可靠组播将视频流以单播

形式直接提供给需要的客户端。 

监视 

监视能力提供资源预留控制事件的日志，有助于确保正在使用的资源是有效的。

视频流不可用性的用户提醒需要管理和流程化。 

客户端视频的高扩展性 

在客户端通过 Wi-Fi 访问视频的数量增加时，给网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将

会影响性能和视频质量。客户端视频的高扩展性衡量了在优化从有线到无线网络

的流量的时候每个无线控制器支持的客户端数量。凭借思科视频流就绪技术，所

有的复制和组播到单播的转换在边缘（无线接入点）完成，从而利用了整个网络

的效率。在任何时候，只有经过配置的媒体流穿越网络，因为视频流转换为单播

是根据客户发起的 IGMP 请求为基础的。其他一些厂商的实现做了类似的组播转

换为单播的工作，但是效率很低，因为他们在有线网络上加大了负载。请参照

Meircom 竞争试验报告上完整测试结果的详细信息。为了真正实现基于 Wi-Fi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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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视频的扩展性，最为重要的是对端到端的网络具备深刻的理解。以最佳成本效

益的解决方案提供高质量的视频业务的端到端的实现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3.4.4 Cl ient Link 技术保护酒店现有的无线网络投资并提升系统的容量  

当前，大部分酒店特别是中小型酒店的无线网络都是 802.11a/b/g 网络。随着

新一代 802.11n 协议的问世，升级到 802.11n 是大势所趋。但大多数用户都会采

用分阶段的方式迁移，传统客户端设备会经过 3 年或者 4 年的使用周期之后才被

取代，大多数企业会继续维护 802.11a/g 的设备，同时添加新的 802.11n 设备。

认识到需要为企业的 802.11a/g 设备提供投资保护，思科开发了 ClientLink 技术，

帮助企业将 802.11n 的性能优势扩展到 802.11a/g 设备的同时，增加了他们的使

用寿命。 

大多数的 802.11n 解决方案为 802.11a/g 客户端在上行方向(客户端到无线接

入点)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性能提高，但是无法在下行方向（从无线接入点到客户

端）提高性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的客户端流量，比如说网页浏

览和文件下载，都是在下行方向。思科 ClientLink 技术提高了 802.11a/g 客户端下

行链路的性能，从而提供了更好的网络覆盖以及更可靠的漫游体验。 

另一个挑战是在同时部署了 802.11n 和 802.11a/g 设备的环境下，确保

802.11a/g 设备不会限制 802.11n 设备的性能。通过为 802.11a/g 设备提高下行链

路的吞吐量，ClientLink 为整个网络包括 802.11n 客户端，有效的提高了系统容量。 

端到端的保证视频质量
视频流就绪技术提供更好的MDI并满足SLA

媒体交付指数(Media Delivery Index - MDI):

 公平评估网络是否能够给最终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视频

 通过综合衡量网络的延迟因子（DF）和媒体丢包率（MLR）评估视频传输的表现

延迟因子(Delay Factor - DF): 通过响应时
间度量抖动和端到端的延迟

开启前

开启后

高于业界建议的50ms阀值

小于 2ms

媒体丢包率(Media Loss Rate - MLR): 度
量丢包或无序包

开启前

开启后

大于业界建议的 10 个包/分钟。标清视频 31%丢
包，高清视频 82% 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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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Link 通过在无线接入点上预先植入的高级信号处理进程进行工作。在学

习到用最大限度的方式将从无线接入点多个天线上接收到的客户端信号结合起来之

后，ClientLink 使用这些信息，并通过最佳方式将数据包发送回客户端，这种技术

称之为多输入多输出（MIMO）波束成形。此外，MIMO 波束成形技术并不需要昂

贵的外部天线就可实现。 

 
 

3.4.5 对酒店无线语音业务的支持  

在酒店的无线网络应用中，可以看到未来无线 IP 话机的应用将越来越多。作

为无线平台的部署，必须要具备支持无线语音应用的能力。  

思科无线语音应用不仅保证足够的带宽、低网络延迟、等 QoS 特性，还能够

为酒店用户带来其它功能，如：  

 基于无线系统的节电功能 —通过 U-APSD 的功能，使无线终端，特别是

语音终端的电池使用时间对比没有使用该功能以前增加 2-4 倍  

 基于无线系统的动态功率控制 DTPC —通过动态功率控制 DTPC 

(Dynamic Transmit Power Control)，无线 AP 可以自动通知无线客户端互

相协商其发射功率，避免单通问题，同时还可帮助客户端进行节电  

对于 11a/g 设备减少覆
盖漏洞
更高的数据率和更少的丢包

ClientLink 的性能优势
Miercom 实验室测试验证

ClientLink 优势 Miercom 实验室测试结果

增加无线系统整体的信
道容量
 11a/g设备更快的处理时间意

味着11n设备可以利用更多
的“空口” 时间，同样改善
了11n设备的性能

为11a/g设备提供更高的
吞吐量
扩展现有设备的使用寿命，节

省客户端升级费用

Throughput vs. Distance 对于 11a/g 设备
可以实现高达

65% 的吞吐量增
长

高达 27% 的信道
容量增长

在动态的射频环
境中减少覆盖漏

洞

ClientLink Disabled ClientLink Enabled

Channel Util of 74.2% Channel Util of 45.2%

ClientLink Disabled ClientLink Enabled

< 14 Mbps

> 14 Mbps

25%

75%
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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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无线系统的呼叫控制 —对于 WLAN 网络里的无线 AP 来说，能接入

客户端的容量并不是无限的，当大量无线客户端同时接入同一个 AP 的场

景，会对一个 AP 的处理能力产生一个瓶颈。那么，在超过一个 AP 的语

音接入容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控制策略，会造成每路语音的通话质量全

部下降。如果能提供呼叫控制，则可避免该情况。而呼叫控制可以基于语

音流量进行，也可基于无线信道负载进行。  

 VoWLAN 的快速漫游机制 —通过 CCKM 机制 (Cisco Centralized Key 

Management) 来保证语音应用的快速安全漫游。 

 

3.4.6 端到端的无线安全架构  

由于无线信号的空间泄漏特性，以及 802.11 技术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无线网

络安全问题也被广大用户普遍关注。如何在保证 802.11WLAN 的高带宽，便利访

问的同时，增加强有力的安全特性？业界的厂商纷纷研究发展了 802.11 技术，增

强了无线局域网安全的各个方面，并促成了诸如 802.1x/EAP，802.11i，

WPA/WPA2 等标准的诞生，以及后续标准（如 802.11w）的制定。 

Cisco 在无线局域网安全技术和标准制定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

802.1x/EAP 无线环境应用的最早支持厂商，并在无线安全标准工作组中占据领导

地位。 

与其他网络一样，WLAN 的安全性主要集中于访问控制和隐私保护。健全的

WLAN 访问控制――也被称为身份验证――可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通过接入点

收发信息。严格的 WLAN 访问控制措施有助于确保合法的客户端基站只与可靠的

接入点――而不是恶意的或者未经授权的接入点――建立联系。 

WLAN 隐私保护有助于确保只有预定的接收者才能了解所传输的数据。在数

据通过一个只供数据的预定接收者使用的密钥进行加密时，所传输的 WLAN 数据

的隐私才视为得到了妥善保护。数据加密有助于确保数据在收发传输过程中不会遭

到破坏。 

但是，无线局域网的安全并不仅仅局限于接入认证和数据加密。无线接入设备

AP 的物理安全性，AP 连接到有线网络交换机的安全认证，基于无线访问位置的

物理防护手段，如何避免攻击，如何快速发现非法/假冒 AP，对一个网络系统来讲

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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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最新的无线安全技术的发展，新的 802.11w 标准也被提上了议事

日程，802.11w 是对无线信号的管理帧进行安全管理的一种标准，思科已经在无

线网络接入点和控制器以及 CCX 的计划上支持了 MFP。 

在部署 Mesh 网络的时候，由于所有信令和数据的传输都是通过 802.11a 的

Backhaul 进行回传，那么对于 11a 上的数据加密也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安全问题。 

思科无线网络的解决方案支持高效、多级别、多种类、多级的认证方式和加密

技术，具体如下： 

 无线终端用户的用户认证（用户名/密码，数字证书） 

 无线终端用户的数据加密（WEP，TKIP，AES） 

 无线接入点的接入认证 

 无线控制帧的安全管理（MFP） 

 基于 2-7 层内容的入侵检测系统（无线 IPS、IDS 系统） 

 支持精确的非法 AP 定位和隔离 

 射频干扰的检测和辨别 

 终端的安全接入保证（NAC） 

 Mesh 回传链路数据的安全加密 

 终端快速、安全漫游机制的实现（CCKM） 

 独特的访客隔离机制，保证跨地区漫游用户与无线网内部用户的隔离。将

访客和无线网络完全逻辑隔离，在允许访客跨地区无线网络漫游访问互联

网的同时保证内部无线用户的安全 

 网络的安全管理 

 

所以，思科提供了基于有线无线集成的统一的端到端的安全架构，系统构架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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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易于管理的无线网络  

Cisco WCS 是无线网络的管理平台，用于对 802.11n 和 802.11a/b/g 企业级

室内和室外无线网络进行全面的生命周期管理。这一极具灵活性的平台提供大量的

工具和资源，以便对覆盖园区、远程、国内和国际位置的无线局域网进行有效的规

划、部署、监控、故障排除和报告。 

Cisco WCS 消除了无线局域网管理的复杂性。这一屡获殊荣的平台通过易于

使用的集中化界面，让用户清楚地了解并控制无线局域网和射频环境。它简化了所

有无线局域网操作，有助于确保 Wi-Fi 性能平稳、通过 Cisco CleanAir 减少射频

干扰、增强网络安全性，并为所有移动最终用户提供最佳无线体验。Cisco WCS 

只需最少的 IT 人员配备，即可满足最苛刻的运营需求。Cisco WCS 是维持经济高

效、业务就绪的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理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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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无线控制系统 (WCS) 是业内最全面的管理平台，用于对 802.11n 和 

802.11a/b/g 企业级无线网络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这一强大的管理平台可提供经

济高效的管理解决方案，使 IT 管理员可以成功规划、部署、监控室内和室外无线

网络的情况，并进行排除故障和报告。 

 

作为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管理平台，Cisco WCS 是支持高性能的应用程序和

关键任务的解决方案，简化业务运营并提高生产效率。该系统还支持  Cisco 

CleanAir 技术，这项技术是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系统级功能，它使用硅片级智能

创建自行恢复和自行优化的无线网络。Cisco CleanAir 技术在为 802.11n 网络提

供性能保护的同时，通过自动减缓射频 (RF) 干扰的影响，提高无线网络的可靠性，

来支持关键任务应用程序。 

思科无线网络管理模型

WCS服务器

WCS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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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WCS 是一个全面的平台，伸缩自如，可满足跨本地、远程、国内和国

际位置的大中小型无线局域网的各种需求。此项获奖的解决方案可使 IT 经理在需

要时立即使用所需的工具，只要从一个集中位置便可实施和维护安全的无线局域网，

不仅效率更高，而且最大程度地减少了 IT 人员配备。 

Cisco WCS 直观的用户界面和使用简易的内置工具，可提高 IT 效率、降低 IT 

培训成本并最大程度地降低对 IT 人员配备需求，从而显著降低运营成本，即使网

络不断扩展也是如此。与重叠管理工具不同的是，Cisco WCS 通过将全方位管理

需求（包括射频、控制器和服务）结合到单个统一平台来降低运营成本。 

 

3.5 思科无线解决方案设备参考 

 无线接入点 AP（LAP 与 AP 可以胖瘦灵活转换） 

- LAP / AP：1141/1142（802.11a/b/g/n，内臵天线） 

- LAP / AP：1042（802.11a/b/g/n，内臵天线） 

- LAP / AP：1252（802.11a/b/g/n，外接天线) 

- LAP / AP：1262（802.11a/b/g/n，外接天线) 

- CAP：3500i(802.11a/b/g/n，内接天线，支持 CleanAir 技术) 

- CAP：3500e(802.11a/b/g/n，外接天线，支持 CleanAir 技术) 

 无线控制器 WLC（可以冗余配置、可以集群管理） 

- NME-AIR-WLC6-K9（ISR 无线控制器模块：支持 6 个 AP） 

- NME-AIR-WLC8-K9 （ISR 无线控制器模块：支持 8 个 AP） 

- NME-AIR-WLC12-K9 （ISR 无线控制器模块：支持 12 个 AP） 

- NME-AIR-WLC25-K9 （ISR 无线控制器模块：支持 25 个 AP） 

- AIR-WLC5508-X-K9 （独立的无线控制器 5508：分别支持 12, 25, 50, 100, 

250, 500 个 AP，并可通过购买 License 升级支持的 AP 数量） 

 安全认证与管理服务器（可以冗余配置） 

- CSACS-5.0-EXP-K9（Cisco Secure ACS Express：软件） 

- CSACS-1120-K9（Cisco Secure ACS：软硬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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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网络管理（根据 AP 数量选择） 

- WCS-APBASE-50（50 个 AP 的无线网管） 

- WCS-APBASE-100（100 个 AP 的无线网管） 

 无线定位服务器 

- AIR-MSE-33xx-K9 及相应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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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统一通信与协作 

4.1 系统总体架构和部署 

如图所示，为满足企业客户对单点语音系统或多点系统的要求，同时兼顾实施

和部署的可行性及未来的扩展能力，我们建议采用以下的系统体系作为企业 IP 统

一通信系统的总体架构： 

 

针对客户的实际需求，以上设计从几个方面考虑到企业的实际通信需要： 

1. 系统采用 IP 通信平台，通过简单的部署通信服务器和 IP 电话以及语音

网关实现 IP 语音系统的部署 

2. 呼叫控制系统：建议采用 CUCM 8.0 或以上版本，通过多个（一般为 2

个）通信服务器的群集，实现对 IP 电话系统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并提供冗余和备

份的能力，保证整个通信系统不会因为通信服务器的故障导致系统的瘫痪（CUCM

的冗余备份机制详见后面描述） 

3. 桌面电话系统：建议采用 Cisco 79xx IP 电话终端作为主要的桌面电话

终端。Cisco 7941、7961、7911 IP 电话支持更大的显示分辨率和简体中文显示、

Cisco 7971 IP 电话还支持彩色触摸屏幕。采用 IP 电话可更加方面的进行电话呼叫

和各种操作，同时，可以在 IP 电话提供的大型屏幕上进行各种办公应用的查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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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提供原有模拟电话完全无法实现的功能。同时，所有的 Cisco IP 电话均提

供内置的 10/100M 以太网交换接口，保证桌面的 IP 电话和 PC 机共享同一个交换

机端口资源，IP 电话均支持以太网线路供电－802.3af。 

4. 同 PSTN 的连接：建议利用数据网络上的 Cisco ISR G2 路由器（如

29xx 或 39xx 系列）作为 IP 语音通信平台到 PSTN 电信网络的接口，Cisco 29xx

或 39xx 系列 ISR 路由器可支持单机最多 8 个 E1 的接入容量。如果 ISR 的容量不

能满足要求，还可采用更大的基于 Catalyst 6000 的大型 IP 语音接口模块（每块

板支持最大 8 个 E1 接口）。 

5. 同现有的 PBX 或远端 PBX 的连接。建议同样采用同 PSTN 相同的接入

方式和设备进行远端或本地原有 PBX 系统的接入，只是容量相比较少而已。 

6. 特殊区域的模拟电话需求：为在一些特殊的办公或非办公区域部署传统

的模拟电话，用于连接 G3 传真机或一些应急电话，Cisco 建议采用不同的模拟电

话接口网关实现对模拟电话或传真机的接入。对于较小容量的区域，建议采用

VG202/VG204 模拟接口模块，每个模块提供 2－4 个模拟电话接口，或通过部署

VG224 模拟接口网关，提供最多 24 个模拟接口，用于大量部署模拟电话的环境。 

7. 移动办公区域的语音覆盖：建议利用在办公区域部署的无线局域网实现

对 IP 语音的接入。无需单独部署专用的无线基站，无线手机支持漫游。 

8. 视频通信的支持：Cisco 提供基于 IP 硬件电话终端和软件电话终端紧密

集成的视频电话服务（Video Telephony），只需简单的在 PC 机上安装视频电话

驱动软件和一个 USB 的摄像头即可实现在电话接通的同时，显示呼叫双方的视频

图像。 

9. 会议室终端的支持：Cisco 提供 7935 专用 IP会议终端 

10. 同 IP 电话显示和应用系统的连接：建议通过 XML 语言开发一个简单的

介于企业内部数据和应用网络和 IP 电话浏览器之间的中间应用服务器，从而实现

在 IP 电话上对后台数据和行业应用的集成。 

11. 同多业务会议系统的连接：建议通过 IP 网络连接 Cisco 会议系统平台

（Meeting Place、Meeting Place Express） 

12. 同多业务信箱系统的集成：建议通过 IP 数据网络连接 Cisco Unity 多业

务信箱系统（可选 Unity、Unity connection、Unity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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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统一通信系统可靠性设计 

为保证 IP 语音通信系统的正常工作和运行，Cisco 在通信服务器，及远端接

入网关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设计。在本次的方案建议中，我们

将从以下方面提供高可靠的统一通信系统。 

 

4.2.1 通信服务器群集  

作为整个 IP 语音通信系统的核心，通信服务器控制全部 IP 电话和语音网关的

注册和呼叫建立、控制的过程。为此 Cisco 提供多种可靠性配置和容量配置，客户

可根据实际的需求和容量进行选择和配置。 

以下是 Cisco MCS78xx 系列通信服务器（CUCM）的配置和性能： 

 

 
 

如图所示，Cisco MCS 服务器配置可根据容量需求进行灵活的选择，但从系

统的可靠性角度考虑，我们建议采用双 MCS 服务器备份的配置方法。 

 

同时，Cisco MCS 通信服务器采用群集的方式实现容量的扩充和冗余备份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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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部分的语音网关、IP 电话等设备在系统或网络正常的情况下，注册到

主服务器。一旦出现网络故障或服务器故障，全部设备和 IP 电话均自动转移到备

用的 CUCM 服务器上；在 CUCM 服务器群集的内部，各个服务器之间实现呼叫控

制和终端、网关状态等数据的数据库同步和分发机制，当发生服务器切换或 IP 电

话转移服务器时，不会导致系统终端，甚至在两个或多个备份的服务器全部终端的

情况下，已经建立的通话都不会受到影响。 

一般情况下，建议有两种 CUCM 服务器群集和备份的方法：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58 ~ 

当一个服务器的容量不够支持大量的 IP 电话时，可配置多余一个的 CUCM 服

务器，实现群集。当多个服务器群集的总容量满足最终系统需求时，实际已经实现

了一定意义上的 CUCM 服务器冗余配置，即 1：1 冗余。因为当任何实现，一般

不会出现每个服务器同时达到最大通信容量的情况，所以，当多个服务器群集的配

置下，已经实现了一定的备份机制。 

当服务器群集的容量较大，而且基本达到群集后的满负荷容量时，最为更高的

可靠性要求，一般建议采用另外增加一个 CUCM 服务器的方法，实现 N：1 方式

的冗余配置。 

一般情况下，Cisco 建议采用 N＋1 备份的方式。 

4.2.2 远端网关本地存活功能（Cisco SRST） 

随着企业逐渐将他们的 IP 电话部署从总部拓展到分支机构，一个需要在部署

中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如何经济有效地在小型分支机构中提供备份冗余功能。但是，

这些小型分支机构的面积和数量使得大部分企业都不愿意通过为每个地点部署专门

的呼叫处理服务器、统一消息服务器或者多个广域网（WAN）连接来获得必要的

高可用性。另外，小型分支机构并没有专业的 IT 人员，因此企业所选择的解决方

案必须非常便于部署、管理和维护。通过将思科的 CallManager IP 电话解决方案

与 Cisco Survivable Remote Site Telephony（SRST）功能相结合，企业可以利

用一种不仅非常便于部署、管理和维护，而且非常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将高可用性

IP 电话拓展到他们的远程分支机构。 

SRST 解决方案细节 

SRST 是一种内嵌在 Cisco IOS 中的功能，运行在本地分支机构的 IP 电话路

由器上。在 WAN 连接发生故障时，SRST 可以让一台思科路由器为拥有 1 到多部

思科 IP 电话（根据 ISR 路由器的性能不同）的小型办公室提供备用呼叫处理功能。

SRST 可以自动检测网络中的故障，并利用思科的 SNA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功

能启动一个进程，自动配置路由器，使其可以为办公室中的 IP 电话提供呼叫处理

备份冗余。该路由器可以在故障期间提供呼叫处理功能，确保电话功能的正常使用

（如图 2 所示）。在网络中的 WAN 连接恢复之后，系统可以自动地将呼叫处理功

能转移到主 Cisco CallManager 。这项功能的配置都是在总部的 Cisco 

CallManager 中一次性完成的，从而简化了部署、管理和维护。由于 SRST 功能

的智能性和简便性，不需要任何 IT 人员在远程地点启用或者禁用这项功能。 

图中当 WAN 连接发生故障时，思科 SRST 功能在小型分支机构路由器上启动。

对外的办公室间呼叫被发送到 PSTN。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59 ~ 

 

思科 SRST 特性 

思科 SRST 2.0  

 支持 IP 和 POTS 电话 

 故障时，IP 电话返回分支机构路由器进

行呼叫处理 

 故障时，保持本地分机间的呼叫功能
1
 

 故障时，保持分机到 PSTN 的呼叫 

 每部电话 6 条线路 

 呼叫保持和拾音功能 

 快速和最后号码重拨功能 

 每个系统 24 条线路 

 主线路支持 

 恢复时保持现有呼叫 

 限制级别 

 保持和转接时的音乐和音调（MOH 仅适

用于端点 PSTN） 

 个性铃音 

 DID 和 DOD 呼叫 

 PSTN-T1 和 E1 CAS 中继支持 

 ISDN BRI 和 PRI 支持 

 呼叫详细记录和 Radius服务器 

 与思科关守互联 

 利用 PSTN 转接至语音留言号码 

 未注册电话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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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 FXO/FXS 

 呼叫方姓名 

 呼叫方 ID 和 ANI 支持 

 WAN 链接支持：FR、ATM、MLPP、串

行、ALL2、DSL 

 支持转接规则 

 本地网关上基于 TCL 的简单 AA 和 IVR 

 通过思科 H.323 端点网络转接 

思科 SRST 2.1  

 所有 2.0 特性 

 CCM 电话语言支持 

 全球呼叫发送增强功能 

 带内 DTMF 语音留言集成 

 增强拨号计划模式 

思科 SRST 3.0  

 所有 2.1 特性 

 E1 R2 支持 

 备用拨号音调 

 每键双线路 

 第三方 G711 临时会议 

 咨询呼叫转接 

 电话保持时的音乐组播 

 Cisco 7905 支持 

 欧洲日期格式 

 增强拨号计划模式指令 

 提高最大目录号码数量 

 更多 IP 电话语言选项 

 可配置系统信息 

 改进电话调试功能 

 对称 SIP GW 到 GW DTMF 帧 

 电话超时振铃 

 

SRST IP 电话到 PSTN 的当前呼叫将为大多数电话保留，并于大约 3 分钟后

丢弃。相同 LAN 上的用户间当前呼叫不受故障影响，直至呼叫结束。 

思科建议远程地点的所有网关路由器都保持与 PSTN 的直接连接，以获得备

份呼出功能。这对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呼叫能力尤为重要。 

 

SRST 运行模式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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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 

思科 SRST 软件的运行方式是利用集中式 Cisco CallManager 群集和本地思

科 IP 电话发出的 keepalive 分组。在正常运行期间，Cisco CallManager 可以收到

思科 IP 电话发出的 keepalive 分组。Cisco CallManager 可以建立、处理、维护和

端接呼叫。分支路由器针对 SRST 功能进行了配置，但是在正常模式下并不会意

识到 IP 电话的存在。 

WAN 终端或故障： 

当 WAN 连接发生故障时，思科 IP 电话会发现它们收不到 Cisco CallManager

发出的 keepalive 分组。这时思科 IP 电话会向路由器登记，该路由器会查询该电

话的配置信息，然后自动进行相应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思科 SRST 软件会自

动启动，为连接到该路由器上的所有思科 IP 电话（不超过它所支持的最大值）建

立一个本地数据库。思科 IP 电话通过配置，可以在无法收到中央 Cisco 

CallManager 发出的 keepalive 分组时，将该路由器作为一个备用呼叫处理源。思

科 SRST 路由器现在可以建立、处理、维护和端接呼叫。在故障期间，IP 电话的

显示屏上会显示它们正处于“CM Fallback Operating”模式。 

WAN 恢复连接： 

当 WAN 连接恢复时，思科 IP 电话会检测到中央 Cisco CallManager 发来的

keepalive 分组，继续将其作为主呼叫建立和处理机制。当思科 IP 电话重新定位到

Cisco CallManager 时，SRST 路由器将会清空它的呼叫处理数据库，转为备用模

式。正在进行的呼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为它们是由路由器的网关功能管理的。

在 WAN 连接恢复期间使用的电话将会在恢复到闲置状态之后重新定位到 Cisco 

CallManager。 

 

4.3 丰富的 IP 电话应用 

如图所示，CUCM IP 统一通信系统除了继续支持原有的 SCCP 协议来控制 IP

电话外，已经全面支持 SIP 协议对 IP 电话和网关的控制。为此，在 CUCM 平台上，

将提供远远超过原有版本的更加丰富的 IP 电话应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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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电话通过 SIP、XML 连接或注册到企业的后台 LDAP 数据库，或会议系统、

应用服务系统，提供以下多种类型的服务，实现放置在办过桌上的智能查询和交易

终端。 

 

4.3.1 高分辨率的简体中文显示和操作提示  

Cisco 7941、7961、7971 系列 IP 电话提供基于象素的高分辨率显示屏幕，

提供支持简体中文的姓名，号码显示，并提供对话机操作的实施提示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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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1、7961 IP 电话支持灰度显示。 

7971 IP 电话支持彩色显示，触摸屏幕操作。 

 

4.3.2 基于 SIP 的实施状态显示  

在 CUCM 系统中，IP 电话终端支持通过 SIP 方式连接到 CUCM 服务器，同

时，IP 电话的状态注册到 Cisco Presence 服务器，实现多种 IP 电话和 PC 通信终

端（如 IBM Sametime 或 Microsoft LCS）之间的实施状态显示，方便用户更高效

率的找到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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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户在 IP 电话上查找联系人姓名时，电话将显示被查找人的多种联系方式

的状态，客户可任意选择最方便快捷的方式联系到对方。 

IP 电话上显示被叫方的三种状态： 

 

4.3.3 同后台 LDAP 数据的集成  

为实现实时的在 IP 电话上查询联系人信息，Cisco IP 电话支持同企业内部的

LDAP 数据库集成，客户卡方便的在 IP 电话上进行联系人查询，并并可支持中文

的输入和查询（2006 年底）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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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丰富的 XML 应用集成功能  

 Cisco 79 系列 IP 电话支持通过 XML 对后台应用的访问和交易，可通过简单

的开发，实现非常丰富的 IP 电话应用功能，使得 IP 电话真正成为桌面的信息查询

和交易终端。 

如图: 

 

 

一般标准的电话终端应用包括: 

基于 XML 的信息服务 

 酒店设施介绍 

 电话区号查询 

 会议室预订 

 在线计费 

 天气预报 

 航班信息查询 

 增强提示 

 汇率查询 

 股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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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实时信息馈送 

 新闻、企业实时信息显示 

 

4.4 对传统模拟接口的处理和部署 

对于放置传统 G3 传真机或一些公共场所，需要部署普通的模拟电话的环境，

可以通过部署 Cisco 模拟电话适配器（如 VG224、VG202、VG204，或者语音网

关上的 VIC2-FXS 卡），将传统的传真机、模拟电话与这些设备互联，实现传统模

拟接口设备的部署。园区内部的传真采用 FAX Passthrough 直通的机制。连接传

真机设备的模拟电话适配器设备既可采用 SCCP 协议，也可以是 H.323 或 MGCP

协议，采用 SCCP 或 MGCP 协议时，模拟电话适配器设备可以由 CallManager 统

一进行配置和管理。 

 

4.5 IP 电话的部署和对网络和 QoS 要求 

如图所示，为有效的部署 IP 统一通信平台，我们将从以下一个方面对与 IP 语

音通信相关的数据网络配置进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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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LAN 划分 

关于 Voice VLAN 的部署，建议如下： 

建议设置数据 VLAN 和语音 VLAN（VVLAN 或 Auxiliary VLAN），为语音

VLAN 分配独立的 IP 地址空间。 

楼层交换机的端口先连接 IP 电话，再由 IP 电话连接 PC。因此，建议楼层交

换机端口需设置两个 VLAN，一个是传输数据的 Native VLAN，另一个是传输语音

的 Voice VLAN。 

IP 电话需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缺省网关等。建议使用 DHCP 的方式进行

地址的分配。 

 

2.  布线及 IP 电话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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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 

由于 IP 电话使用 5 类布线，新建大楼不需要再部署 3 类线。另外，IP 电话有

两个以太网接口：一个与以太网交换机相连， 另一个与桌面 PC 相接。因此，部

署 IP 电话不会增加信息点的需求。布线间内不需要部署 PBX，节省了场地的空间。 

同时，考虑到 IP 电话供电的问题，建议采用以太网交换机 POE 集中供电，要

求 POE 支持 802.3af；如现有环境的以太网交换机没有 POE 能力，可使用图中所

示的 Cisco IP Phone Power Injector，在每个 IP 电话的旁边单独提供电源。 

 

3.  QoS 及带宽计算 

为保证 IP 语音在局域网或广域网中的有效可靠传输，我们建议除了上面提到

的 VLAN 标记区分 IP 语音数据报和 PC 数据报之外，对语音包采用以下的 QoS 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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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语音压缩标准：G.711 

广域网语音压缩标准：G.729 

 

以下为在一定条件下的 IP 语音带宽计算值： 

压缩技术 

 

语 音 数

据 负 荷

大小 

完 整 的 

MLPPP

带宽 

cRTP & 

MLPPP

情况下的

带宽 

VAD & 

MLPPP

情况下的

带宽 

cRTP & 

VAD & 

MLPPP

情况下的

带宽 

G.711(64Kbps) 120 89 68 58 44 

G.726(32Kbps) 60 57 36 37 24 

G.726(24Kbps) 40 52 29 34 19 

G.728(16Kbps) 40 35 19 23 13 

G.729(8Kbps) 20 26.4 11.2 1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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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23.1(6.3Kbps) 24 18.4 8.4 12 5.5 

G.723.1(5.3Kbps) 20 17.5 7.4 11.4 4.8 

 

数据网络要求： 

• 数据包延迟：<180ms 

• 抖动(Jitter)：<20ms 

• 丢包率：<3% 

 

4.6 酒店统一通信系统的设计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多种原来分别单独存在的通信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并明

显的集中运行在 IP 数据网络之上。如图所示，新型酒店的通信体系将多种不同的

应用整合到统一的数据网络之上，视频、楼控、语音均成为 IP 网络之上的应用： 

• 部署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 Manager（CUCM）系统作为酒店语

音通信的核心平台 

• 利用数据网络替换传统的 TDM 交换网络或 TDM 交换机箱 

• 利用 IP 电话替换传统的模拟电话 

• 提供内部的无线网络覆盖，提高客人上网的方便性和员工内部语音交流的

高效率 

• 提供开放的电话 Web 接口，为客房和内部电话提供更多的前所未有的功

能 

• 同内部的酒店管理系统更好的集成，基于开放的标准，系统融合更加紧密 

• 提供内部服务和营销客服中心，为客人和内部员工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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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酒店的实际情况，需要采用统一的中心交换和数据管理系统。因此，在语

音方面，我们同样建议采用集中控制的 IP 语音通信平台。 

如图所示，采用集中的中心机房，集中的核心交换设备，为此，我们建议将语

音部分的集中控制设备部署在核心机房，包括：双备份的呼叫控制服务器——

CUCM、语音网关、IP 电话应用服务器、计费和 PMSI 系统等。 

全部通信均基于数据网络，位于核心机房的控制设备通过分别部署到不同楼宇

的网络对酒店提供语音服务：为酒店的客房区域、后台办公区域提供 IP 电话和

WIFI 电话服务。 

 

下面将针对共享语音平台环境下的实际部署进行简单介绍： 

1. 语音接入部分： 

对于不同的酒店，采用不同的中继接入号码，为此，我们建议在两个不同的接

入网关（ISR G2 路由器）分别安装 E1 接口板，分别连接两个不同的接入中心

（共用 E1 电路，运营商将两组中继号码混合汇接到 ISR 网关，由 ISR 将不同被叫

号码的呼叫进行区分）。实现充分的呼叫备份和负载均衡。 

基于 TDM 的语音呼叫进入 ISR 路由器后，由 ISR 内置的 DSP 处理器，将

TDM 语音转换为 IP 语音。 

2. 话务席服务： 

建议在不同的酒店部署各自的话务席，由 CUCM 将进入 ISR 路由器（网关）

的呼叫，根据被叫号码把不同的呼叫转接到不同的酒店话务席，进行各自的人工服

务。 

3. 编号规则： 

建议将客房分机的电话号码根据房号进行分配，不同酒店之间可以进行相同号

码的设定。 

各个房间之间可以直接呼叫，或设定成只有团队内部才可以直接呼叫等其他方

式。 

房间到外线拨”9“，到话务席拨”0“等。 

每个客房的多个（3 部）电话提供单一的电话号码，当有呼叫在任何一部电话

上通话时，其他的两步电话同样可以实现任意的呼入或呼出。 

4. 呼叫限制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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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在一个系统之下有效的对不同酒店用户进行区分，CUCM 将整个系统

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区域（酒店 A 区域、酒店 B 区域或酒店 A 办公区域、酒店 B 办

公区域等）、系统可任意设定各个不同区域之间的呼叫许可和限制： 

如： 

酒店 A 客房只能通过酒店 A 中继进出，只能呼叫本酒店话务席，只能呼叫本

酒店其他客房 

酒店 A 和酒店 B 客房的电话号码可以实现：房号相同的电话号码也相同（号

码可以重复） 

 

 

对整个酒店语音通信平台从应用层面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成图中的 5 个部

分： 

1) 核心应用层 

提供 IP 语音通信平台同酒店其他应用系统和办公、支持系统的应用集成。如：

PMS 接口、语音信箱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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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房应用环境 

为客房提供全面的语音、数据通信服务：如客房 IP 电话、宽带接入、无线覆

盖等等 

3) 前台、客服、营销中心 

为酒店和客人之间提供直接沟通的桥梁，接受客人的服务要求，自动发送到最

合适的内部员工或相关部门。如：前台的酒店服务系统、客服中心同各个部门的集

成、主动营销和客户关怀中心等 

4) 内部办公区域和出租区域 

为内部员工提供不同手段和不同等级的通信服务，真正实现高效率的通信，利

用无线网络接入，实现实时的员工状态更新、实时发送和回复工单和工作状态； 

对于酒店对外出租的办公区域，同样基于酒店语音平台，通过逻辑虚拟功能，

提供虚拟的前台和虚拟的语音通信系统，使得租户向使用自己单独购买的语音系统

一样 

5) 开放区域和移动办公区域 

为酒店建设基于不同用途的无线局域网覆盖（内部使用和客人使用），除了利

用无线数据网进行数据接入以外，还可以通过网络覆盖实现内部的 IP 语音通话和

工单的发放。 

 

以下针对酒店语音通信系统，简单描述 CUCM 在各个层面或部分的配置或部

署建议： 

1) 核心应用层 

 在核心部分部署 CUCM 通信服务器群集，建议采用备份方式，部署 2 个

MCS 服务器，作为酒店语音平台的核心控制和处理单元，并实现对全部呼

叫处理的备份和负载均衡。 

 CUCM 提供 PMSI 接口，实现对酒店管理系统的连接和集成。 

 由 CUCM 提供 IP 电话机 XML 应用接口，把所有 IP 电话机的 XML 应用请

求路由到后台的酒店应用查询和交易平台，实现客人或员工在 IP 电话上的

应用功能。 

 提供语音信箱接口，连接酒店专用语音信箱系统，并实现 CUCM 同语音

信箱和 PMS 系统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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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心的 CUCM 旁边，部署一个 Unified Contact Center Express 软件和

服务器，实现对酒店客户关心和服务中心系统的支持，同时将客服中心坐

席的应用软件同 PMSI 相结合，实现客户电话和客户数据的同步弹出，并

同后台派工系统集成，实现集中接受客人服务请求、集中派工，派工信息

可通过无线局域网直接发布到服务人员的移动终端上。 

2) 客房应用环境 

在客房内，根据客房的等级和安装位置，我们建议在每个客房的不同位置部署

不同型号的 IP 电话： 

桌面电话：彩色触摸屏幕的 IP 电话－7970G；7970G 电话内置以太网交换接

口，可同客人的 PC 机共享一个以太网接口，从而达到节省交换机资源的目的。 

床头电话：可选基于无线网络的 7920/7921（彩屏）话机、或普通模拟无绳电

话。 

卫生间电话：建议采用模拟电话。 

无线覆盖：建议在客房提供无线局域网覆盖，为客人或客房服务人员提供通信

服务。 

3) 前台、客服、营销中心 

为更快速的为客人提供服务支持，酒店的客户服务已经从原有的各个不同的服

务内容分别部署在不同的电话上，需要客人通过拨打不同的电话号码来提出服务请

求。Cisco 建议在酒店的客户支持和服务中心部署一套建议的客户服务中心系统，

实现对整个酒店的全部客房和全部服务内容的统一受理。即所有的客人只要呼叫一

个统一的电话号码，或在彩屏 IP 电话上访问并提出服务请求，均可以通过系统转

到服务受理中心。由受理中心的人员统一受理，并根据需求分配工作。 

从设备角度，建议在服务中心部署 5 部 IP 电话，并部署 Unified Contact 

Center Express 系统（物理位置在中心机房），实现对呼叫的有效排队和分配。 

 内部办公区域和出租区域 

对于内部办公区域，建议根据服务的要求部署不同型号的 IP 电话机，如： 

 行政人员办公区：建议使用 7941G IP 电话，提供多种高效率办公服务。 

 普通人员办公区：建议使用 7911G IP 电话，提供基本的办公服务。 

 一般公共区域或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建议使用传统的模拟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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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租楼面区域，建议利用 CUCM 的多租户功能，实现逻辑上将一套

CUCM 分成不同的较小的部分，每个部分提供给一个公司使用，可以根据要求为

这个公司部署单独的前台人员或同酒店客服平台共享，提供虚拟前台服务。 

出租区域的电话机配置根据需要可以部署 7970G 彩屏电话或 7961G 电话。 

4) 开放区域和移动办公区域 

对于开发区域或移动办公区域，建议部署 IP 网线网络，实现对酒店楼面的无

线全覆盖。不只是为客人提供上网服务，还可以为酒店员工提供实时的工作任务传

递或工作状态收集服务。同时，酒店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进行 IP 语音通信。 

 

4.7 典型酒店客房部署 

对于酒店客房的语音和网络系统来说，如何将原来复杂的基于多种网络和技术

的多个系统，集中的运行到基于单一网络的统一技术架构之上，将成为酒店客房通

信系统部署的关键。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77 ~ 

 

从通信基础架构方面： 

为满足酒店客人和酒店内部通信的需要，一般需要在每个客房至少部署以下的

数据接口： 

一个数据接口用于 IPTV 和视频服务 

一到两个端口用于 IP 电话连接（根据 IP 电话的数量决定），Cisco IP 电话可

提供内置的以太网交换接口，客人可以直接通过 IP 电话上的接口共享 IP 电话的网

络端口。 

对于无线覆盖，建议采用客房全覆盖部署。 

 

对于语音部分： 

在客房内，根据客房的等级和安装位置，我们建议在每个客房的不同位置部署

不同型号的 IP 电话： 

桌面电话：彩色触摸屏幕的 IP 电话－7970G；7970G 电话内置以太网交换接

口，可同客人的 PC 机共享一个以太网接口，从而达到节省交换机资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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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电话：可选基于无线网络的话机、或普通模拟无绳电话。 

卫生间电话：建议采用模拟电话。 

 

4.8 酒店集中服务受理和营销中心 

通过 IP 电话的部署，多种应用运行于统一的数据网络平台；原来分裂的多种

客房服务部门和联系手段更有机会进行更好的整合。 

如：原来的酒店客房电话上往往印刷了大量的服务电话和单独的按键，客人需

要不同的服务必须按下不同的按键，呼叫不同的部门，发出服务请求。 

为有效的简化客人的服务请求过程，Cisco 建议通过 IP 电话的屏幕交互进行

服务请求，或只提供一个单一的服务号码。所有的客人服务请求均连接到一个集中

的受理和服务中心，由精简的高水平的电话服务人员接受客人请求，并通过内部管

理系统自动将工单发送到分布在各个楼层的服务人员，或把客户请求或客户电话转

接到相关的服务部门。 

为此，Cisco 建议在酒店的服务中心部署一个简易的客户服务平台，将全部的

客户呼叫根据客房号码等条件进行自动的呼叫分配，并将电话号码同酒店客人数据

库实时连接，在客人的电话被接听的同时，服务受理人员的 PC 屏幕上将实时自动

的弹出客人的相关信息，包括姓名、入住信息、之前的服务请求等等，方便服务人

员更有效率的为客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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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Cisco 建议在酒店的 CUCM 旁边部署一套 Unified Contact Center 

Express 系统，提过那个简单实用的客服中心功能。 

4.9 思科统一通信与协作解决方案常用产品选型参考 

呼叫控制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 Manager 8.0 或以上 

 集成 Cisco Unifiede Communication Manager Express 的 ISR G2 路由器 

 MCS78 系列，安装 CUCM 的硬件服务器 

IP 电话系列 

 79/69 系列 IP 话机 

 IP Comunicator 客户端 

模拟电话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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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224 

 VG202 

 VG204 

呼叫中心解决方案 

 Cisco Unified Contact Center Express （UCCX）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81 ~ 

第五章、酒店应用的集成 

基于一个融合、开放的 IP 网络平台，酒店用户能够把其内部各种业务应用和

管理系统进行高效的集成，从而为客人和内部办公人员带来前所未有的全新服务体

验。 

5.1 CUCM 同 PMSI 的集成 

对于酒店语音系统来说，同后台应用系统集成的关键就是酒店资产管理系统接

口（PMSI），下图简单描述了 CUCM 同 PMSI 的集成情况： 

 

 

 

如图所示，CUCM 同 PMSI 的连接分为一下几个部分： 

1. CUCM 同 PMSI 的注册信息接口 

提供 CUCM 内部各个客房电话机的实时状态和注册信息，同 PMSI 和 PMS

系统连接，实现状态的共享和互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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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房 IP 电话交互信息接口 

将所有客房 IP 电话的 XML 访问地址指向专用的酒店应用和交易服务器，实现

对 IP 电话上内容的显示和实施的交易。 

 

3. CUCM 同酒店专用语音信箱系统的接口 

提供专门的模拟用户接口连接到酒店专用语音信箱系统，实现语音信箱状态和

客房电话状态的同步和实时更新，以及其他应用功能。 

 

CUCM 的 PMSI 接口完全通过数据网络实现连接，无需专用的接口。 

CUCM 同 PMSI 集成的支持以下主要的酒店语音功能： 

 Check in/out 时，同时设置客人姓名、语言 

 修改、设置客房电话的呼叫权限 

 修改、设置客房语音信箱的权限 

 免打扰、叫醒信息同 PMS 同步 

 客房状态信息同客房状态同步 

 

5.2 全新的客房话机功能和客户体验 

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酒店这种相对独立有非常复杂的通信系统来说，带来的

最直观的变化为： 

以前通过多个不同的网络和平台实现的不同应用，如：电话、Internet 接入、

视频点播、安全等等；现在都可以集成到一个统一的网络之上：利用数据网络的

IP 电话通信平台、交互式电视和点播系统、客人宽带 Internet 接入网络、酒店安

全和保安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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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的电话交换机平台来说，采用 IP 电话系统将对客户的体验带来更大

的变化。众所周知，传统的模拟电话系统采用私有的通信协议，模拟电话成本低廉，

操作功能较少，操作不方便。此外，对于酒店的应用来说，还有一下一些瓶颈需要

打破： 

 只支持语音呼叫，和极少的功能 

 固定设置的功能按键，无法修改 

 固定的按键标识 

 功能使用十分复杂 

 客人无法查询酒店信息和自助服务 

 员工需要输入复杂代码进行房态更改 

 

Cisco 建议采用 IP 电话替换传统的模拟电话终端，除了可节省传统 TDM 系统

的交换网络和语音布线外，更大的好处来自于客户的全新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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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Cisco IP 电话内置 XML 浏览器，可方便的同第三方的系统进行集成，方便

将各种基于 Web 的信息交互和控制功能集成到话机上，为 IP 电话在酒店的广泛应

用带来很多的方便： 

 

  迎宾界面 

  酒店信息查询 

  消费帐单查询 

  城市/国家简介 

  会议室、娱乐设施预定 

  在线节目预定 

  天气预报 

  航班实时信息和预定 

  定时提醒（自动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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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查询 

  汇率查询 

  广告发布 

 

对于部署了 IP 电话的新型酒店客房，通过 IP 电话丰富的 XML 集成能力，为

酒店和酒店的客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查询和预定、交易功能。对于酒店的

IP 电话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查询功能 

 预定功能 

 交易功能 

 实时控制功能 

 

以下将针对常用的 IP 电话酒店功能进行简单描述： 

 

客人入住（Check In） 

当客人在前台入住酒店时，前台员工在 PMS 前台系统上输入客人信息，PMS

系统将通过 PMSI 同 CUCM 进行实时的通信，并设定如下信息： 

自动更改客房电话的客人信息（包括姓名、语言、和客人电话服务等级） 

 自动开启客房电话的呼叫限制 

 自动在 IP 电话屏幕上推出对客人的欢迎页面和欢迎词 

 

如果是团队入住，PMSI 将自动把客人所在的团队成员的姓名和通信列表显示

在客人话机上；并自动设定 CUCM 电话的呼叫权限，团队内部可直接通过屏幕呼

叫、发送短信息等。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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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通信助手服务 

 通过 IP 电话的触摸屏幕，可以为客人提供多种通信相关的功能，包括： 

 自动查询并协助客人进行国际长途区号查询和呼叫协助（自动添加国际区

号） 

 为客人提供短信息（SMS）服务，可通过 IP 电话向任何电话发送信息 

 向任何地址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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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查询和预定服务 

通过 IP 电话的彩色触摸屏幕，可方便的进行酒店、城市、餐饮等信息的实时

查询，并可通过 IP 电话进行餐厅或其他相关服务的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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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叫醒及服务请求 

通过 IP 电话屏幕，为客人提供自助的叫醒和提醒设置，同时还可以通过屏幕

向酒店提出服务请求。如：要求酒店提供行李搬运服务、预定班车、要求提供电源

转换接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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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全新酒店服务功能 

对于部署了 IP 电话的新型酒店，通过 IP 电话丰富的 XML 集成能力，在为酒

店客人带来更方便的使用外，同样为酒店的服务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服务支持功能。

对于酒店的 IP 电话服务应用，同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查询和设定功能 

• 实时交易功能 

• 信息接受和反馈 

 

客房状态 

当客房服务人员开始客房打扫时，可通过 IP 电话屏幕登陆客房管理系统，查

询客房的状态、包括预计的退房时间等，并可通过屏幕修改客房的状态，系统实时

将修改后的客房信息把反馈到客房管理系统。 

 

MINI 吧管理 

同时，客房小酒吧的消费情况同样被服务人员输入到客人的帐号中，方便系统

的查询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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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派工和工作状态反馈 

酒店服务中心发出的服务派工单或客人发出的服务请求，均可通过完全覆盖的

IP 无线网络，将请求或派工单发送到制定楼层或工作位置的员工。员工通过随身

携带的 IP 移动通信终端－Cisco 7920/7921, 实时的接受派工单，并通过无线 IP 电

话反馈服务结果和状态，同样可利用 IP 电话进行通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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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集成酒店管理及应用 

思科为酒店用户构建了融合开放的 IP 网络平台，能够与众多第三方开发的酒

店管理及应用系统高效集成。以下是一些应用集成的例子，供参考。 

5.4.1 酒店语音计费系统  

FCS 提供电话计费系统是为酒店而设计的多模块式专业应用系统。系统连接

程控交换机和酒店的前台管理系统，处理酒店电话的计费；并控制客房分机的自动

开关；同时还可以承担房态和小酒吧帐单的数据传输。  

FCS 威讯语音计费系统采用微软的标准，整套系统在微软视窗 2000 Pro 操作

系统上运行，适应多重任务的操作环境。模块化的开发设计，使用户操作简单、直

观；维护便捷、安全。系统的加强数据排列以及可靠一致的接口协议，确保了数据

传输的准确和实时，并在系统启动时执行自动恢复保证无数据丢失。灵活的系统设

置足以满足用户对于多家电信应运商、多种费率、不同服务费以及多重分机级别的

计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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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系统提供了 60 种内置报表，以适应不同用户的不同要求。可视化界面和

声音组成的预警系统更为系统的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从而真正达到多任务多模块

的平行运作功能。 

语音计费系统功能清单： 

1 电话收费模块 

• 标准电话收费计算  

• 多种和弹性费率，可支持多达 9,999 种费率  

• 满足多种不同的电话供货商的电话费率  

• 区域性费率表  

• 不同目的地的不同附加电话收费功能  

• 不同分机内线可设定不同附加电话收费  

• 不同种类客人可设定不同附加电话收费  

• 不同时段可有不同附加电话收费（如日/夜、假日） 

• 按金额的百分比选择附加电话收费  

• 每一内线收费金额可设至小数点后三位  

• 可在线上查阅打电话的次数（客人和行政）  

• 可预先设定目的地指定的费率  

• 可无限制设定分机内线  

• 多项账单可传送到一个分机内线  

 

2 报表模块 

• 二十五个标准报告  

• 日报表可选择为指定电话种类和传送印表的效果  

• 综和每月报告  

• 可利用鼠标上拖和放的功能设计各种格式单据  

• 支持大量单据打印功能  

• 储存电话收费纪录可达一年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94 ~ 

• 可建立以酒店集团形式的报告（分店、部门、机关和区域） 

 

3 维护模块  

• 自动夜审  

• 自动建立每日工作完结报告表  

• 在每日工作结束后释放缓冲电话记录  

• 管家呼唤界面  

 

4 行政模块  

• 选择性的电话房(IP PBX)和前台(FOS)界面  

• 自动清洗打印机的纪录  

 

5 局域网(LAN)及通讯模块  

• 经过 TCP/IP, 可与语音和传真等其他服务器进行数据传输  

• 远距维护功能  

 

6 内置后备支持服务模块  

• 自动时间性的后备支持电话纪录  

• 自动时间性的后备支持语音信息  

• 自动时间性的后备支持传真信息  

 

7 接口模块  

• 电话收费通过物业管理系统计录在客人账单上  

• 提供一个账单可纪录多个分机的电话费用  

• 提供一个客房可纪录多个账单  

• 开线和关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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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人手操作多条开线和关线功能  

• 通透过房间电话做客房状态更新及小酒吧收费纪录  

• 语音留言等待讯号控制  

• 可在电话操作员屏幕上显示客人名称 

 

5.4.2 酒店语音邮箱系统  

FCS 电话语音留言系统是在 FCS 威讯电话计费系统的基础上为酒店设计开发

的语音服务系统。系统除了具有强大的语音留言功能之外，还集成了酒店房态更改

和小酒吧入账，以及自动叫醒的功能模块。  

FCS 电话语音留言系统同样采用微软的标准，整套系统在微软视窗 2000 Pro

操作系统上运行，也适应多重任务的操作环境。模块化的开发设计，使用户操作简

单、直观；维护便捷、安全。分模块管理方便用户针对不同对象和功能进行管理。

灵活的通道设置满足了用户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系统对各项运行情况的实时记录报告，提供了用户客观的统计数据和有效的掌

控，确保了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工作要求的顺利完成。 

FCS 电话留言系统功能清单：  

1 电话留言模块  

• 完整连接电话交换机和前台系统  

• 客人入住/退房时自动建立/取消语音留言信箱  

• 客人转换房间时讯息自动传送至新房间  

• 客人可录取个人问候语  

• 自动发送留言灯讯息（包括客人的文字留言）  

• 客人可于房间以外连接回语音信箱  

• 语音提示帮助客人读取个人口讯  

 

2 自动叫醒模块  

• 客人于酒店房间可使用电话亲自调校叫早服务  

• 打印电话叫早服务报告作监察之用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96 ~ 

• 叫醒服务于重复多次未能接通后,计算机将自动发出警告声音  

• 可根据顾客所选语言提供叫早服务  

• 重闹功能可给予客人更大灵活性  

• 多房间同时广播起床讯息  

• 广播讯息设定  

• 团体叫早服务  

 

3 小酒吧入账模块  

• 小酒吧服务费直接经由电话传送到酒店前台系统  

• 自动传送分项小酒吧服务费用到前台客人账单  

• 清楚列出小酒吧项目, 项目代号及费用,方便酒店员工使用  

• 建立小酒吧用量报告  

• 于输入资料时开始已有清楚语音指示使用者, 务求工作能准确地完成  

• 此语音系统能支持多国语言  

 

4 房态修改模块  

• 实时房态传递:当房间准备好以后立刻通知前台作新销售  

• 减少沟通错误  

• 缩短安排工程服务所需时间  

• 增强可信性  

• 打印服务要求项目, 员工清楚可见工作程序  

 

5 系统容量 

系统自带 3 种提示语言，其中英语为缺省值，其他两种语言任选，最大可同

时支持 27 种语言。 

单套服务器最大可支持的迷你吧、语音邮箱、叫醒的语音端口数为 48 端口，

端口数以 8 的倍数增加，服务器可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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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存储：1GB 可存储 17 小时语音留言。系统最大存储容量和服务器配置硬

盘的最大可利用存储空间有关。 

 

5.4.3 酒店服务中心系统  

FCS 服务中心系统为酒店的服务中心提供了一套功能强大的系统平台，同时

使酒店能够给客人提供优质迅捷的服务奠定了基础。 

FCS 服务中心系统整合了酒店各个部门的服务以及职责；完整的系统接口联

接酒店的程控交换机和前台管理系统，实时准确地获取并显示客人的详细资料，在

第一时间给予操作人员相应的资讯。灵活简便的操作界面保证了操作人员迅速地处

理客人要求，且及时地将工作要求送达有关人员和部门。 

FCS 服务中心系统严格地控制酒店服务标准，对于所分配的每一项工作都能

进行监控，随时反馈工作情况和工作状态，以便于各部门管理人员的工作调配和控

制。 

FCS 服务中心系统将酒店的各个服务部门有机地且有序地组合在一起，实现

客人一站式服务的目标。 

FCS 服务中心系统将客人的要求发到思科 7920 无线电话上，相关的服务人员

可以通过 7920 接受指派的任务，并通过 7920 无线手机与服务中心时时更新任务

状态。 

客人在房间只需按一个号码，例如“8”，酒店话务台立即排队接听此服务需求

呼叫，根据客人的房间号，姓名等信息，电脑话务台自动弹屏，话务台人员收到并

记录客人的需要，生成任务，以短信息方式发送到酒店的服务生，或者工程人员的

无线手机上，服务人员马上响应，到客房为客人提供对应的服务，完成任务后，回

复短信即可让话务台人员得知结果，并结束整个服务流程。 

所有话务台人员除了接听总机外线，同时可以处理酒店客人内部的服务热线，

提高了工作效率，更重要是为客人提供了其他酒店没有的区别性服务，系统具备话

务量统计报表等管理工具，可方便管理每个话务台人员。 

无线 IP 电话在此应用属于双向终端，即可以收到任务，并回复完成任务后的

信息，免去服务人员完成任务再去找电话回复的不便，使服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

得到提高。 

FCS 服务中心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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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务台模块 

 管理报表 

 交互式语音应答模块 

 通讯服务器 

 

FCS 服务中心系统功能清单： 

 

 1  话务台模块 

• 允许同时处理客人和团体的单一或多项服务要求，且可以同时分配给不同

的工作人员，和不同的工作要求，并创建工作代码。 

• 允许工作状态更新。 

• 提供在线工作查询。 

• 可以更新坐席状态。 

• 可以查询酒店包括推广活动在内的各项资讯。 

• 提供即时屏幕显示。 

• 客人信息和电话接听情况； 

• 工作超时警告； 

• 语音留言提示。 

• 创建工作代码的同时即激活系统监控。 

• 当工作延误而延长监控时间。 

• 可设置主屏显示，选择当前工作状态或标准的坐席信息状态。 

 

2  通讯服务器 

• 检测坐席状态并分派客人电话。 

• 获取 FCS 电话计费系统的信息资源，提供系统所需资讯。 

• 根据不同的在班人员情况，分配已创建的工作。 

• 可以将具体的工作要求发送至打印机、寻呼机或内部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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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设置工作要求的发送格式。 

• 监控每项工作并在超时后提示坐席人员。 

• 过滤同一房间的相同电话。 

• 坐席全忙是发出提示。 

• 提供系统的运行记录和错误警告便于分析和维护。 

• 工作超时后提醒服务人员。 

• 自行更新通讯数据库。 

• 自动备份并压缩数据库。 

• 提供手工备份及数据库恢复。 

• 提示已接听来电。 

• 提供服务生换班注销和登录。 

 

 3  交互式语音应答模块 

• 支持模拟语音信号（Dialog 4/D4/PCI）。 

• 支持数字语音信号（D/82JCT-U）。 

• 自动转接客人来电至空闲的坐席。 

• 允许客人电话排队，并在坐席空闲后转入。 

• 自动应答客人的电话，并提示客人等待空闲的坐席。 

• 系统可以设定广播内容给予电话排队的客人。 

• 系统允许客人留言，并提示第一个空闲的坐席。 

• 提供坐席操作员听取客人留言。 

• 提供服务人员按工作号更新工作状态。 

• 提供服务人员按工作代码检查延误的工作。 

• 提供服务人员查询工作状态。 

 

 4  管理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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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按工作状态、客房类型、楼层、服务类型和服务人员代码组成详细的

报表。 

• 减少沟通错误 

• 提供各项统计报表。 

o 按坐席统计接听电话数量 

o 按服务代码统计接听的电话数量 

o 按坐席和服务代码生成服务完成和延迟的数量 

• 线路状况报表。 

o IVR 线路使用报表 

o IVR 转接情况报表 

o 电话历史情况报表 

o 系统设置报表 

o 寻呼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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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酒店 IP 电话应用系统  

FCS I-Service 将全新的技术理念带入语音通信和数据解决方案中。 

FCS I-Service 的应用整合到 Cisco 语音交换系统中，提供更广泛的多媒体交

互的功能。 

基于 XML 语言开发的应用于 IPT 话机后的 FCS I-Service，是电话成为了一

种网络工具，是客人能够在任何时间获得想要的信息。 

FCS I-Service 以一体化的 API（应用设计接口）连接酒店原有的数据库系统

上，应用到其它的 Web 服务上。 

不论在酒店中的前台，办公室，客房都可以通过 Cisco IP 电话使用此功能，

实现无纸化办公，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且节省了开支。 

酒店可通过 Cisco IP 电话 7970，将客人和酒店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举例说，

客人可以在房间快速 check-out，在酒店商场在线购物，娱乐预定，短信发送，互

联网服务等，籍此为客人提供体贴和周到的服务。 

另一项功能就是可以快速的获得信息，包括天气预报，股市行情，新闻等。 

主要特点： 

 客人不需要登陆上网就可以获得所需信息。 

 简单管理和无缝接入。 

 可以在占线的情况下发送短消息（SMS）。 

 宾客问候语 

 天气预报讯息 

 实时航班讯息 

 宾客帐单 

 宾客服务手册 

 旅游服务讯息 

 分组电话目录 

 宾客意见的反馈及调查 

 酒店促销及讯息显示 (宴会安排，促销折扣等) 

 宾客快速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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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的短讯服务  

 互联网服务 (通过电话): email, 股市, 电话黄页, 世界时钟等等。 

以上的信息获取是最基本的 XML 应用，信息通过服务器定制，或者通过在线

信息推送，例如：Reuters, CNN, Bloomberg, Yahoo 等网站实时信息与话机显示

同步。  

 

5.4.5 宽带认证计费系统  

产品组成与功能 

本计费系统是以 NOMADIX 公司的 USGI、USGII、AG5000 为平台,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ORACLE 数据库开发的一套酒店宽带计费管理系统。 

该系统主要由网关（USGI、USGII、AG5000）、AAA 服务器两部分硬件组

成，由计费系统、接口系统两部分软件组成，其中接口系统需要和第三方酒店管理

系统软件或酒店电话计费系统软件进行对接实现宽带费用和酒店管理系统的一单出

账功能。 

网关主要用来实现 PNP（即插即用）、VPN 和 PROXY 透传、AAA（授权认

证计费）转发、EWS（外部的 Web 服务）转发、SMTP 转发功能； 

AAA 服务器用来安装酒店宽带计费管理系统和酒店宽带计费接口系统。 

酒店宽带计费管理系统主要用来满足和实现酒店对宽带计费灵活的、个性化的

需求，系统主要由查询、统计、配置、管理、存根、手工操作、系统监控、错漏账、

酒店对账模块组成。模块功能简介如下：（一）查询模块主要功能用来查询酒店宽

带消费账单；（二）统计模块主要功能用来统计酒店宽带的使用情况；（三）配置

模块主要功能用来配置酒店宽带计费策略；（四）管理模块主要功能是用来查询和

管理酒店宽带用户的状态；（五）存根模块主要功能是用来显示当前酒店宽带的使

用情况和强制当前用户下线的功能；（六）手工操作模块主要功能是手工来 GI、

GO、GC 宽带用户，对帐号进行预处理，对宽带用户的费率类型进行临时和永久

切换，弹出广告的设置，新建无线上网帐号，对登陆界面的配置等功能；（七）系

统监控模块主要功能是用来监控酒店宽带计费管理系统和酒店管理系统的连接和交

互信息的状态；（八）错漏帐模块主要功能用来显示酒店宽带由于各种原因引起错

账、漏账；（九）酒店对账模块主要功能是按时间和用户名条件对酒店宽带帐单的

汇总进行对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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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dix 酒店宽带接口系统主要用来实现酒店宽带计费系统与酒店管理系统

或酒店电话计费系统的对接功能，实现一单出账功能。接口案例如下（一）已经成

功对接并运营的酒店电话计费系统有 FCS（长富宫、凯莱酒店等）、VMS（世纪

金源、亚洲酒店等）、JDS（国际饭店、国际艺苑皇冠假日酒店等）、石基（西苑

饭店、港澳中心、长城、国际俱乐部等）系统；（二）已经成功对接并运营的酒店

管理系统有中软（温特莱、华都饭店等）、西软（国宾、燕山酒店等）、泰能（顺

成宾馆）、千里马（天方酒店）、华仪（解放军总政治部西直门招待所、中工大厦

等）、贵德（国谊宾馆、国二招）。其中与 FIDELIO（OPERA）酒店管理系统的

对接大部分由 FCS、VMS、JDS、石基提供的第三方接口中转、与 HIS 酒店管理

系统的对接大部分由 FCS、JDS 提供的第三方接口中转、与 LANMARK 酒店管理

系统的对接大部分由 JDS 提供的第三方接口中转； 

 

宽带计费管理系统功能特点： 

能够实现更深层次上的“即插即用” 

所谓即插即用技术，是指用户的终端设备(例如计算机、路由器等)，无需任何

配置即可访问 Internet。这种技术是基于数据交换原理，实现对 IP 包的过滤分析。

这一功能的质量好坏，对提高客人满意度，减少客人投诉，非常重要。 

这套计费管理系统，可以在如下层次上，做到即插即用： 

 无客户端软件； 

 无须重新配置用户端网络设置(IP、网关、DNS 等等)； 

 可以接入任何宽带网络； 

 透明的 HTTP Proxy（代理）支持，即用户设置了代理也不影响正常上网； 

 DNS (Domain Name Server) 重定向 (用户的 DNS 请求 被重定向到本地

的服务器上)； 

 支持 Cisco、Nortel、Checkpoint、Microsoft、Intel 等基于 IP 的 VPN 透

传，支持 IPSEC、PPTP、L2TP 等协议； 

 客人使用邮件客户端，无需注册帐号，无需用户名密码，，即可轻松发送

电子邮件，为客人提供了又一项重大便利，当客人发送邮件出现问题时候，

可以自动转发到网关指定的 SMTP 服务器自动转发。 

实时计费、一单出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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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能够实时对客人的上网行为进行实时计费，并可以与酒店管理系统进行

对接，把宽带费用实时传送到酒店管理系统里面，便于客人离店时统一结算费用。 

可以实现多种认证方式兼容 

 基于 Vlan 的认证：在客房，我们采用该认证方式，让客人无须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就可以直接上网。系统通过把酒店房间号与楼层交换机端口绑

定，交换机端口与 VLAN 号绑定，可以准确识别上网客人来自哪个房间； 

 基于用户名、密码的认证：在咖啡厅、会议室等客人流动的地方，主要是

使用无线上网的地方，为了认证准确，我们采用该种认证方式； 

 基于 Mac 地址的认证：对于一些特殊的电脑，比如酒店电脑房的维护电

脑，我们采用这种认证方式，可以在酒店任何地方都享受同一费率，或者

免费。 

可以实现灵活多样的计费策略，且可以有效并存 

 常规的计费策略一般是“分钟计费＋24 小时封顶”、“小时计费＋24 小时封

顶”、“24 小时包天”等。 

 对于 WALN 上网，该系统实现了对住店客人和非住店客人采取不同的收

费方式，对于住店客人，无线上网的费用可以抛到该客人房间，与有线上

网的费用一起结算，可以共同封顶。对非住店客人，则采取预付费方式，

让客人先缴费获取使用帐号，有余额的部分可以退还； 

 对于会议室，该系统可以采取按端口（按 VLAN 号）计费，也可以采取按

使用电脑（按 MAC 地址）数量收费； 

 对于长包房，可以采取按周收费或者按月收费； 

 对 VIP 客人，可以通过用户名密码方式作为补充上网方式，采取和普通客

人不一样的费率； 

认证登陆界面个性化定制、广告窗口的定制、提示窗口的定制、主页重新定

向设置： 

 可以根据需求定制不通类型的认证界面，不同的上网地点可以显示不同的

认证界面；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弹出广告窗口；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上网提示窗口，可以显示在线时间和下线按钮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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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可以实现酒店宽带网络的主页重新定向功能； 

安全、稳定 

 客人间连接的交换设备，进行端口 VLAN 隔离，保证客人之间数据的绝对

安全； 

 采用公网 IP 地址池，保证 VPN 通信等专用业务正常运作； 

 采用中心交换机的 ACL 访问控制策略，对常用的病毒端口进行封堵和控

制； 

 可以通过交换机、网关、计费服务器中的 MAC、IP、VLAN 等参数的组合

配置，实现对用户多种控制服务； 

 可以进行端口限速，防止客人因 BT 下载等原因，对带宽进行无限制占用。 

使用简单、方便管理 

使用该系统之后，对于客人来说，使用宽带网络基本可以脱离酒店人工干预。

客人上网的时候，只需要选择一下计费策略，即可开始正常上网。下线的时候，也

只需关闭提示窗口、关闭电脑或者拔掉网线，无须进行其他操作。 

对于酒店的管理人员，没有特殊情况，也无需对客人上网进行任何操作。该系

统能够在客人入住的时候，自动打开房间宽带，相反在客人离店的时候，自动关闭

房间宽带。 

当然，如有需要，管理人员也可对整个系统进行人工干预，比如手工打开或关

闭某个房间的端口，禁止某个房间上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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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思科统一计算及 C 系列服务器在酒店行业的应用 

6.1 思科统一计算与虚拟化概述 

当前，酒店管理集团数据中心存在着多种的酒店业务应用系统，随着新兴酒店

服务的不断投入，越来越多的新业务、新应用将会部署到数据中心。按照传统的数

据中心部署模式，存在着各应用系统无法有效融合、设备重复投资、设备性能利用

率不高、系统稳定性不一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各种应用程

序未能与执行它们的物理运算平台有效分离。而虚拟化技术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

效途径，通过把应用程序部署在一个多个统一的物理服务器资源池中，虚拟化能够

带来以下的优势： 

 整合工作负载；提高利用率；降低运营、投资、空间、耗电和冷却等。 

 在虚拟池中动态地移动工作负载，提高使服务器离线或增加新服务器的灵

活性。 

 管理虚拟机与物理机之间的关系，优化性能，保证服务水平。 

 使用现有资源池创建更多虚拟机，从而扩展当前应用或部署新应用。 

 使用虚拟化软件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来解决本地和跨地区故障问

题。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就旨在提供这样一个环境。专为虚拟化环境而优化的思科统

一计算系统是下一代数据中心平台，在一个紧密结合的系统中整合了计算、网络、

存储接入与虚拟化功能，旨在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同时提高业务灵活性。

该系统包含一个低延时无丢包万兆以太网统一阵列，以及多台企业级 x86 架构服

务器。它是一个集成的可扩展多机箱平台，在统一的管理域中管理所有资源。 

虚拟环境需要一致的 I/O 配置，为资源池中所有服务器的系统管理程序提供统

一支持。它们还需要能够支持虚拟机（VM）在资源池中的各服务器间移动，同时

又能满足各虚拟机带宽和安全要求的 I/O 配置。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以一个低延时无

丢包的 10-Gbps 统一网络阵列为基础，能够满足这一需要。此统一阵列不再需要

在每个服务器中部署冗余以太网和光纤通道适配器，也不必采用独立布线连接接入

层交换机，并为每种网络媒体使用不同交换机，因此大大简化了机架布线。所有流

量都路由到中央服务器互联，随后以太网和光纤通道流量可独立传输到本地非整合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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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服务器配置到资源池中以后，便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管理，以满足不断变化的

工作负载要求；在部署新应用时无需为其安装特定硬件；并能在服务器间移动虚拟

机，以均衡工作负载、满足服务水平协议(SLA)或使某个服务器为计划内停机作好

准备时，虚拟化能为数据中心发挥最大价值。Cisco UCS Manager 将思科统一计

算系统的资源整合为单一综合系统，非常适于为虚拟环境建立资源池。 

Cisco UCS Manager 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从端到端集成

系统组件，因此系统能作为单一逻辑实体进行管理。Cisco UCS Manager 提供一

个直观 GUI、一个命令行界面(CLI)和一个强大的 API，因此它能单独使用，也能

与其他第三方工具集成使用。通过单一控制台，能够全方位管理服务器配置－系统

身份、固件版本、网卡(NIC)设置、HBA 设置和网络配置文件等，无需每个系统组

件配备单独的管理器。 

虚拟化将更多关注服务器如何拥有更多以及更经济的内存配置，思科独创的扩

展内存技术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采用了思科扩展内存技术的 UCS C250 M1 机

架式服务器将四个物理上独立的 DIMM 映射为单一逻辑 DIMM，在使用 8-GB 

DIMM 时最大内存高达 384 GB，从而能以更低 TCO 提高虚拟化密度，使酒店的

IT 机构能够凭借更少资源完成更多任务。 

 

（图）思科扩展内存技术使 4 个物理 DIMM 对于 CPU 来说显示为单一大型

逻辑 DIMM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将计算、网络、存储访问和虚拟化统一到一个综合平台中，

进行集中管理，并使用 VMware ESX 服务器等虚拟化软件进行协协调。该系统在

一个万兆以太网统一阵列中集成了企业级服务器，提供了虚拟机和虚拟化软件所需

的 I/O 带宽和功能。思科扩展内存技术为高度虚拟化所需要的大内存提供了一种极

为经济的配置方法。最后，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将网络访问层集成为一个能轻松管理

的实体，在此实体中，能像物理链路一样配置、管理和移动虚拟机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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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思科 C 系列机架式服务器的应用  

Cisco UCS C 系列机架安装服务器将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创新技术扩展到了机

架安装机型，包括一个基于标准的统一网络阵列、Cisco VN-Link 虚拟化支持和思

科扩展内存技术。这些服务器既能在独立环境中运行，也能作为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的一部分运行，使酒店用户能够逐步部署系统，也就是按照最适合的预算方式和时

间安排来决定所用服务器的数量。 

 

按照中小型酒店的应用特点，数据中心服务器的部署和使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在现阶段应用相对简单、投资预算有限的条件下，独立部署 Cisco 

UCS C 系列服务器，在异构环境中提供业界标准的管理和应用特性。 

当作为独立服务器部署在异构环境中时，Cisco UCS C 系列服务器能像其他

任何 x86 架构服务器一样进行管理。无需修改，即能运行使用 OS 主机代理的常用

企业管理工具。Cisco UCS 集成管理控制器为管理员提供了所需工具，帮助他们

以手动操作的方式控制服务器功能，包括远程键盘、视频和鼠标（KVM），电源

开关，以及用于系统监控的标准 SNMP 陷阱。 

第二，在未来，随着酒店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C 系列服务器可以作为思科统

一计算系统的一部分，提供了出色的投资保护。 

C 系列服务器能够与思科统一计算系统集成，成为单一综合系统的一部分，由

一个集成、内嵌、高度可用的安全管理系统管理。该系统采用与机型无关的架构，

在资源使用方面提供了出色灵活性。Cisco UCS C 系列服务器能够根据需要在思

科统一计算系统中调整配置，且能在该系统中与 Cisco UCS B 系列刀片服务器一

起运行。 

使用这种分阶段的模式，酒店能够按照自身的发展时机和预算情况，逐步部署

系统，根据需要选择服务器数量。C 系列这种灵活的设计使其能够适用于广泛的数

据中心环境，包括使用思科统一计算系统、Cisco Nexus 系列产品、以及来自思科

和第三方的独立以太网与光纤通道交换机的环境。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109 ~ 

 

图：C 系列服务器在各种数据中心环境下的灵活部署 

与传统的机架式服务器相比，思科 C 系列在广泛的应用环境下提供了多种独

特的优势，包括： 

 Cisco 扩展内存技术 

相比传统的双路 CPU 服务器， 这一技术可带来两倍的内存空间（ 384GB），

并能够通过使用 4 GB 而非 8 GB DIMM 实现更为经济的（192 GB）内存空间。

它用于针对虚拟化和大数据集工作负载的需求，在处理能力与内存容量之间实现

最佳平衡，让企业无需再为了提供更大内存空间而升级到昂贵的四路 CPU 服务

器。同时，它还能够帮助降低资本开支与运营成本。 

 灵活的 I/O 与存储选件 

该服务器拥有 5 个 PCI Express（PCIe）扩展插槽，提供了出色的 I/O 灵活

性和带宽，能够全面集成传统千兆以太网 LAN 和光纤通道 SAN。服务器配备了

多达 8 个内部小型（SFF）SAS 或 SATA 驱动器，其内部存储容量远远高于同类

刀片外形服务器所能提供的水平。 

 万兆统一网络阵列 

当配备了融合网络接口（CNA）或 Cisco UCS P81E 虚拟接口卡时，该服务

器可以集成低延时无丢包 10 Gbps 以太网与工业标准以太网光纤通道（FCoE）

阵列。这一技术支持“一次布线部署模式”，这意味着变更 I/O 配置不再需要安装相

应的板卡，并对机架及交换机重新布线。 

 虚拟化优化 

思科 VN-Link 技术、I/O 虚拟化和 Intel®  Xeon®  5500 系列处理器将网络直

接延伸到虚拟机。这一优化能够支持实现一致、可扩展的操作模式，帮助提高安

全性和效率，同时降低复杂性。 



                                                                                  思科中小型酒店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 

~ 110 ~ 

 统一管理 

当集成至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作为其一部分使用时，管理功能将被集成到系统

的所有组件之中，通过 Cisco UCS Manager，管理整个解决方案就像管理一个单

一实体一样，从而显著提高运营效率与灵活性。 

 服务配置文件 

当集成作为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一部分时，Cisco UCS Manager 可使用服务

配置文件和模板实施基于角色与策略的管理。服务配置文件可帮助自动化配置和

增加业务灵活性，让数据中心经理能够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应用配置，无需再花

费几天的时间。 

 

常用的思科统一计算 C 系列机架式服务器如下： 

产品系列 说明 

Cisco UCS C200 M2 2 路服务器，部署通用计算 

Cisco UCS C210 M2 2 路服务器，部署通用计算 

Cisco UCS C250 M2 2 路服务器，内存增强型应用，部署高密度虚拟

机 

Cisco UCS C460 M1 4 路服务器，CPU/内存增强型，部署关键业务/

高可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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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束语 酒店行业用户为什么选择思科 

酒店如何更好地服务客户是各级各类酒店关心和关注的首要问题，“一流的酒

店，一流的服务，需要一流的软硬件环境”，网络作为酒店核心业务应用的基础承

载系统，其可靠性和安全性变得尤为重要。作为领先的网络厂商我们一直非常重视

和配合酒店业务和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和变化，国内很多酒店在过去的几年的时

间里纷纷把网络系统换成高品质的思科网络设备和解决方案，这已经成为酒店行业

用户网络设备选型主流的发展趋势。技术先进、成功案例、全面的解决方案、厂商

的生命力、投资保护和售后服务支持能力是酒店网络设备选型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除了酒店重要的核心酒店业务应用需要运行在高品质的健壮的网络平台上这个原因

之外，思科还以以下优势为酒店行业的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思科酒店级高质量、高稳定、技术先进的网络设备和解决方案，保障酒店业

务高可靠地运行，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思科产品以其先进的软、硬件设计，

针对用户需求的研发方向，大量的研发投入和先进的生产质量控制等成为最高质量

和最稳定的网络设备和解决方案，这也通过大量的酒店行业、金融行业和证券行业

等用户的使用实践所证明，在这些对网络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行业中思科都具有大量

的成功案例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 

思科具有大量的酒店行业用户成功案例和丰富的酒店网络建设经验。鉴于思

科产品的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和技术先进性，思科在酒店行业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

思科拥有在国内外大量的酒店行业客户网络建设的实践基础，了解酒店的应用和发

展趋势，了解酒店信息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拥有完整、独特、领先、有针对性

的技术解决方案，因而具有丰富的酒店网络建设经验，思科通过解决方案的形式将

这些经验分享给酒店行业的用户，为酒店网络建设提供咨询服务。 

思科拥有全面的解决方案，满足酒店现在和未来信息化建设发展的需求。思

科是业界领先的提供承载生命的信息系统——酒店信息系统整体网络解决方案的厂

商，我们不但能够提供适合酒店业务系统的高可靠、安全智能的基础网络系统，还

能提供满足酒店全面信息化建设需要的统一通信、统一无线、自适应网络安全和新

型酒店数据中心等全面的解决方案，思科在以上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丰富成熟的国内

外建设和应用的成功案例经验可以供国内酒店行业用户参考。 

思科是业界专注于网络且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厂商，可以为酒店行业用户提供

持续不断的技术支持、技术升级和售后服务。思科是全球网络和通信领域公认领

先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思科在全球的网络市场占有率及国内酒店行业的市场

占有率都是遥遥领先的，财富五百强中 89％是思科的用户，全球电信用户 95%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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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用户。思科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一直以来都是网络行业具有很强生命力的

引领网络发展方向的主流厂商。思科公司运营稳定持续增长，过去的一年思科的收

入为 395 亿美金，研发投入 52 亿美金，思科公司的稳定发展和大量的研发投入，

可以保障为酒店行业用户提供持续不断的技术支持、技术升级和售后服务。 

思科非常重视酒店行业用户的投资保护，使酒店行业用户具有较低的网络总

体拥有成本。如何更好的实现客户的投资保护一向是指导和修正思科产品研发和

创新的指导思想之一，因此采用思科的整体方案具有较低的长期拥有成本（包括初

次购买、运营维护管理、网络扩展、技术升级费用的总和），并能够通过减少宕机

时间，使网络正常工作时间最大化，有力地支撑酒店业务在网络上不间断地运行，

避免给酒店带来声誉和财务上的损失，并且提高酒店服务质量。思科产品具有顽强

的生命周期，比如：思科 1999 年开发推出的 Catalyst 6500 平台，其中的模块和

接口板现今仍然能够在最新一代的 Catalyst 6500 平台上使用。目前全球有很多知

名酒店采用了思科的双 Catalyst 6500 交换机作为网络的核心交换机，为保证这些

酒店网络的可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思科公司高效的服务体系，是酒店行业用户网络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保障。

思科公司秉承“服务至上”的原则，开发了独具特色的全球支持模式，通过互联网为

用户打开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支持资源库，帮助用户妥善解决在整个网络生命

周期内遇到的各种网络问题。为了响应中国市场不断提升的网络服务需求，对中国

本地客户提供更加全面和直接的支持，2006 年 5 月，思科系统公司在北京注册成

立了思科系统（中国）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专注于为中国客户提供全面的网络

生命周期服务，帮助用户对网络进行规划、设计、实施、运营和优化，以成功部署

和使用网络技术，为思科向包括酒店行业在内的中国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思科还将继续在资金投入、技术引进、原料采购和生产等各个方

面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 

客户满意是验证思科服务的最佳标准，思科愿意在大量的国内外酒店行业网络

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向酒店行业的用户学习，并愿意分享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的丰

富的酒店信息化建设经验，思科将一如既往地与中国酒店用户共同迎接网络经济的

美好机遇，进一步推动中国酒店信息化建设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