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Cisco ONS 15454 多业务传输平台的网络可以提高网络带宽、保护资源和支持新型应用 

 

Nationwide 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客户购买住房、驾驶汽车、创办企业、保护家庭和为未来作好准

备。Nationwide 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之一，拥有超过 1480 亿美元的法定资产，在美

国的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维京群岛、亚洲、欧洲和南美洲开展业务。这样的成功源自于它在

产品创新和专注客户服务方面的长期努力。 

 

Nationwide 的创新历史起始于 1936 年。当时它率先建立了多渠道销售的现代保险方式，即从同一

家公司提供火险、人身伤害险和人寿保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Nationwide 通过率先进入证券

市场，为日益增长的客户群提供共同基金和一站式服务，再次在保险市场中赢得了领先优势。目前，

Nationwide 提供多种产品和金融服务，其中包括车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商业保险，以及管理

服务、养老金、共同基金和退休计划等。 

 

业务挑战 
领先一步 
Nationwide 的国际总部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区的一栋 40 层大楼――One Nationwide 

Plaza。它在哥伦布的商住综合楼为这个发展迅速的公司提供了总面积超过 260 万平方英尺的空间。

在这个综合楼和大哥伦布地区，Nationwide 建立了两个完全冗余的数据中心。它们是该公司的信息

“核心”。为了确保为客户提供不间断的服务，备用数据中心需要随时准备为企业、业务代表、分

支机构和地区办公室提供实时的、连续的应用和数据访问。 

 

直到最近，Nationwide 还在使用千兆位以太网服务、TDM 和 SONET 专线服务来连接其哥伦布地区

的办公地点。负责为 Nationwide 服务公司――Nationwide 的服务部门――提供网络工程、运营和支

持服务的 Radny Holt 清楚地意识到，该公司的连接需求一直在不断增长。“我们是一家保险公司。

在发生灾难时，我们的客户都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得帮助。我的系统和服务需要保持高度的可用性。”

他解释说。“为了确保这种连续性，我们需要很高的带宽和可用性，来支持不断发展的存储复制、

业务连续性和大型机故障恢复应用。除了这些特殊的需求之外，我们还需要对网络进行一次全面的

升级，以便提高整个网络的生产率、效率，降低网络成本。” 

 

Holt 首先担心的是该公司目前采用的战略缺乏可扩展性。“随着核心业务的不断发展，以及业务机

会的增多，现有的网络已经无法满足要求。”他表示。“配置时间随着这些可扩展性需求的增长而增

长。您可以获得您所需要的带宽，但是可能要为此等待三个月时间――这显然达不到我所要求的可

扩展性。为了支持数据中心连接，我们还需要很高的可用性，以及传输不同的存储和大型机协议的

能力。在评估了多个选项之后，我们发现，光网解决方案是我们的理想选择。” 

 

Nationwide选择基于思科 DWDM解决方案的

可管理光网服务 
 

成功案例

概述 

Nationwide 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和金融服务

公司之一。它长期致力于提供创新的产品

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出于对

客户服务的高度关注，Nationwide 部署了

高度冗余的信息服务和系统，为超过 500
个业务代表、分支机构和地区办公室提供

富有永续性的应用和数据访问服务。为了

确保网络的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

Nationwide选择了 SBC 提供的一个高度可

用、可扩展、灵活的可管理网络。该网络

采用了 Cisco ONS 15454 多业务传输平台

（MSTP）。 

客户名称 
Nationwide 

行业 
金融服务 

业务挑战 
 创建一个健全的业务连续性计划，为

业务代表、分支机构和地区办公室提

供不间断的应用和数据访问。 

技术挑战 
 建立一个高度冗余的网络，在主用和

备用数据中心之间确保连续的连接，

支持业务连续性计划。 
 提供一个可扩展的网络基础设施，满

足新型应用对带宽的严格要求。 
 提供一个灵活的网络基础设施，支持

多种服务，包括话音、视频、数据和

存储应用。 

网络解决方案 
 SBC 提供的一个高度冗余、可扩展、

灵活的可管理网络。它采用了 Cisco 
ONS 15454 MSTP。 

业务价值 
 成本降低 75% 
 能够迅速地推出新型服务 
 高度可用的、冗余的数据和系统可以

确保客户服务的不间断供应 



 
 
 
 
 
 
 

  

Nationwide 选择基于思科 DWDM 解决方案的可管理光网服务 
 

Nationwide 开始寻找一个可以满足其网络需求和运营需求的光网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不需要

增加 IT 资源的解决方案。”Holt 继续指出。“我们并不希望自行购买光纤、设计网络和安装设备，

以及负责管理和监控。”相反，Nationwide 决定与某个提供光网服务的服务供应商合作。“一方面我

们可以利用它的光网技术和广泛的监控、诊断能力，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关键任务型项

目。在我四处寻找合适的可管理光网服务时，我的一个关键要求是它必须能够适应我现有的网络环

境。使用思科/SBC 解决方案将让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们与供应商的战略性合作关系和我们现有的

基础设施。” 

 

另外一个运营要求是，该解决方案必须符合 Nationwide 的有效管理成本的企业文化。当 Holt 开始

评估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他发现一个支持话音、数据、存储和大型机流量的多业务解决方案可以大

大降低网络的复杂性和成本。“我们已经采用了多种服务来支持我们的网络需求：T1、DS-3 和传统

的 SONET 服务。但是，这些技术都不能直接支持我们的存储和大型机传输要求。我们不得不使用

昂贵的信道扩展器。它不仅会影响吞吐率，还会限制我们所能部署的应用的类型。通过转向一个可

以透明支持话音、存储和大型机协议的多业务网络，我们可以消除重叠网络，避免使用昂贵的第三

方解决方案。” 

 

网络解决方案 
使用 Cisco ONS 15454 MSTP 的 SBC 可管理光网服务 
为了提供所需要的高吞吐率、高可用性和多协议支持，Nationwide 利用由 SBC 提供的一种可管理

光网服务在它的两个数据中心之间部署了一个完全冗余的密集波分复用（DWDM）网络。SBC 也

是 Nationwide 的哥伦布园区的网络服务供应商。作为其可管理服务系列的一部分，SBC 目前正在

利用思科光网平台提供城域 DWDM 服务。Nationwide 是它们的第一个部署环境。 

 

业务价值 
可扩展性、高可用性和显著的成本降低 
SBC 可管理服务解决方案有效地满足了 Nationwide 的网络和运营需求。通过支持包括话音、视频、

数据和存储在内的多种协议，Cisco ONS 15454 多业务传输平台（MSTP）让 Nationwide 有效地将

多个重叠网络整合到了一个统一的多业务基础设施。通过避免重叠网络的成本和复杂性，该公司将

新型网络的成本降低了 75%。这让 Nationwide 服务公司可以经济有效地满足母公司迅速增长的需

求。 

 

利用 Cisco ONS 15454 MSTP，Nationwide 还增强了其数据中心网络及时满足更高的流量需求的能

力。目前，Nationwide 的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拥有高达 320Gbps（36 个通道，每个的速率均为

10Gbps）的系统容量，而且还有增长空间。利用 Cisco ONS 15454 MSTP，配置周期从 90 天缩短到

了不到两周――远远超出了 Nationwide 对于及时扩展的要求。 

 

Nationwide 的数据中心网络还可以利用冗余硬件和不同的光纤路径，为支持关键的数据中心应用提

供极高的可用性，确保不到 50 毫秒的恢复时间。 

 

 
全球总部 
俄亥俄州，哥伦布 
 



 
 
 
 
 
 
 

  

Nationwide 选择基于思科 DWDM 解决方案的可管理光网服务 
 

通过使用 SBC 可管理网络服务，Nationwide 获得了很多好处。“SBC 迅速地将整个网络投入使用。”

Holt 表示。“现在，我们可以告诉 SBC 我们需要什么，它可以很快地满足我们的要求。我的员工可

以将精力集中于我们的内部网络，而不需要担心如何监控光网。” 

Nationwide 将立即利用这种带宽和可用性升级提高核心网络的传输效率，为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

计划提供更加强大的存储网络功能。 

 

下一步 
Nationwide 预计其数据中心的范围还将继续扩大。“随着传统的非数据应用――例如话音――变得

越来越以数据为中心，它们将会转移到数据中心。”Holt 继续指出。“越来越多的应用将会被整合到

数据中心，从而提供更好的管理、更高的可用性和精简的操作流程。SBC 可管理服务的可扩展性将

让我们可以轻松地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应对这种转型。” 

 



 
 
 
 
 
 
 

  

Nationwide 选择基于思科 DWDM 解决方案的可管理光网服务 
 

Cisco ONS 15454 MSTP 

当思科系统公司在 1999 年推出针对城域市场的多业务供应平台（MSPP）时，它确立了“下一代”光网平台的定义。通过提供更加强大的功

能和更高的易用性，思科 MSPP 支持多种类型的服务，可以提供无需中断服务的可扩展性，节约空间和功耗，而且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鼠标

点击式界面进行管理。通过这些显著增强的功能，Cisco ONS 15454 MSTP 很快就在市场中确立了领先地位。 

 

需要更高带宽的城域网（Metro）服务――例如千兆位以太网――的出现，以及存储局域网（SAN）的扩展，导致了城域网络带宽利用率的提

高。这种城域“瓶颈”使人们需要一种更加便于扩展的、针对城域网络优化的新型平台。在城域网络领域一直追求创新和保持领先的思科推

出了多业务传输平台（MSTP）。它可以通过提供 DWDM 满足城域和地区网络日益增长的多业务传输需求。 

 

Cisco ONS 15454 MSTP 通过一个统一的平台满足了人们对于多种服务、更高的传输容量、更长的距离和简便的运营/管理的需求。 

 

智能化 DWDM――简便的运营和管理 

利用创新的技术，针对城域网优化的 Cisco ONS 15454 MSTP 为城域 DWDM 传输提供了“下一代”智能，从而可以简化运营和管理。这些创

新包括： 

 自动的网络拓扑搜索 

 自动的设置和波长添加 

 只需点击鼠标就可以进行方便的 A-Z（任何地点－任何地点）配置 

 这些功能有助于降低通信支持成本和网络管理的成本、复杂性。这意味着服务供应商和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地部署和升级服务。

 

可扩展性和多业务支持 

Cisco ONS 15454 MSTP 可以通过一个高度可扩展的平台支持多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话音（SONET/SDH）、数据（千兆位以太网、10Gb 以

太网 LAN、10Gb 以太网 WAN）、SAN（光纤通道、光纤连接[FICON]、企业系统连接[ESCON]）和视频波长服务。这些由 32 个 2.5Gbps 或

者 10Gbps 波长通道提供的服务支持能力和可扩展性创建了一个极为灵活的、可扩展的平台。 

 

更长的距离 

Cisco ONS 15454 可以支持最远 600 公里的距离，因而可以满足城域和地区网络的要求。智能化的思科 DWDM 功能包括针对增强波长管理的

G.709 数字包装技术和基于转发纠错（FC）的延长光传输距离。这使得 Cisco ONS 15454 可以帮助企业在关键业务数据的保护和冗余方面达到

新的法规和最佳业务实践的要求。 

 

通过在一个平台上整合多业务支持、可扩展性、对更长距离的支持，以及集成化的智能DWDM功能，Cisco ONS 15454让企业网络可以在城域

和地区距离上经济有效地支持各种服务的任意组合。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思科光网平台的信息，请致电您的思科客户经理，或者访问：

http://www.cisco.com/go/op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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