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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两化融合
推动制造业发展

全球制造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行业与地理界限日渐消失，客户

彼此的交叉融合为 “云制造”奠定了基础；其次，两化融合推进

需求不断改变。这要求制造企业研发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压缩产品

制造业优化升级，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大

生产周期，提高产品精度和加工装配效率。同时，在生产经营上，

力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必然选择，而发展

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用更小的运营成本做更多的事情。为适应

“云制造”将对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起到关键

这一不断变化的趋势，全球制造企业纷纷求助于先进的IT、网络技

的推动作用；最后，制造业从以往的产品竞争，更多地转向了服务

术。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目标迈进。随着世界经

竞争，制造业企业更是要把服务放到首位，向“制造服务化”的方

济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十二五”发展阶段，而七大战略新兴

向发展，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进而推动我国制造业做大做强。云

产业的建设规划，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而言，提出了更高要求，

计算的发展和应用必将在制造业引发一场新的革命。

即：相关企业已进入了重要转型期，需要从“Made in China”转
型为“Designed by China”。
制造业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制造业将是中国GDP
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此外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也给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变化。互联网已经
并正在降低企业沟通成本，而全球化则深度影响着企业生产成本。
二力相加的结果是使面向个体消费者的个性化生产与服务成为可
能。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知识分享模式，信息分享模式和沟
通模式。这种沟通直接化扁平化对于商业社会带来的影响则表现于

“十二五”国家工业发展规划概括的说就是：
“工业化、信息化， 两

传统产品价值链条的缩短。生产企业无需通过层层环节将产品送达

化融合”。其内涵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调整产业

于消费者，消费者更可能直接将使用信息及意见反馈于生产企业。

机构，促使产业升级；制造业仍是中国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大力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带动整个制造；云制造
加速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推动两化融合。
伴随着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这些新兴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单从云计算来
看，首先它使得基于互联网提供低成本、高性能、高可靠的IT基础
设施、开发平台、软件应用成为了可能，也使得基于互联网的服务
模式成为主流。其次，云计算技术，使得传统封闭式的企业业务系
统如ERP等走向开放。

企业作为组织的目标即为赢得消费者。如此而来这种变化所带给企
业的利益不言而喻。通过直接与消费者沟通成为可能，企业可以更
快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更快的满足这种需求。这是传统企业所无
法想象的，也是为什么互联网化的传统企业更容易赢得消费者，从
而赢得市场。
最新出现的物联网，将制造业信息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制造业
物联网从数据感知、数据传输、海量信息处理和智能服务四个领域
为制造业服务。而物联网最终带来了制造业的大数据概念。制造业
如何分析挖掘大数据将会是其最大的挑战。制造业大数据的出现是
为了分析挖掘利用这些信息，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企业信息化对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具有显著作用

国内制造业企业，原来的优势是低廉的价格，目前为提高竞争力，

企业信息化对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具有显著作用，云计算、物联网、

其做法是进一步降低成本，但是生产成本的减低潜力已经十分有

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更是给制造业企业带来新的选择。在制

限。为此在制造成本以外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鉴于信息系统对降

造行业，
“云制造”、
“制造即服务”、服务增效等云计算在制造业中

低企业运营成本 的关键作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了加强企业的

的创新应用，为制造业的信息化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新思路。这
表现在：
首先，物联网、虚拟化、高性能计算、嵌入式系统等技术的出现和

竞争力，制造业企业将会保持对ERP、CRM以及SCM等系统的强
劲投入，从而带动制造业企业IT的整体投资走强。
实现数字化，制造企业需要网络的强大支持能力。传统的制造业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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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基础设施，生产控制网络一般是分离的。早些时候，控制设备生

化业务系统已经在制造企业得到广泛应用，这进一步加快了制造企

产厂商没有统一、可靠的标准满足实时数据传输的要求，所以大家

业实现转型升级。

各自为阵，形成专用的网络，导致了生产控制网络与数据网络是不
兼容。生产控制网络需要通过专门的网关与企业网络相连，二者之

5年为周期的制造业信息化建设，与目前IT软硬件等基础设施的更

间交换的数据非常少，网络的效率低下。而且网关设备昂贵，花费

新换代的周期高度吻合。经过多年的建设，国内各制造业企业大多

了企业大量的开支。由于需要专门技能的工程师维护，维护成本也

部署了以PLM/ERP/CRM/SCM等为代表的核心业务系统。由于这

相当高。现今，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通过IP网络统一连接生产控制

些制造业的核心业务系统，几乎都对可用性、可靠性、性能等有一

设备。由于以太网标准应用广泛，已经被生产控制厂商采纳，绝大

定的要求，因此当时，大多制造业的核心业务系统都是运行在以小

多数生产控制设备都支持以太网。从安全、可靠性的角度考虑，通

型机为代表的计算平台之上。而小型机等计算设备，其生命周期也

过虚网技术，可以在逻辑上将生产控制网络与办公、财务、研发等

大致为5年，所以，几乎每5年，支撑这些核心业务系统的基础架

网络相对隔离，保证生产控制网络安全、可靠运行。 这样，IP网络

构，就处于一轮新的硬件设备更新周期。

成了制造企业网络的通用协议，企业的ERP、CRM、财务、采购、
销售、生产、研发等系统，全部建立在IP网络之上。进一步，网络

目前，随着国家两化深度融合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以移动互联

的功能向应用端扩展，不只是提供简单的数据传输功能。通过集成

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的颠覆性技术的进一步普

一些通用的共享应用和资源服务、虚拟化的组件，简化应用系统的

及，将极大的改变制造业信息系统的内涵和外延。面对来自互联网

开发，优化系统设计。

的新技术的汹涌浪潮，企业核心业务系统，除了可用性、可靠性和
性能的基本要求外，更需要考虑如何使新的硬件平台体现出更大的

制造企业重点关注

性价比，更灵活的横向扩展能力、更有效的更自动的系统管理。

资源整合

审视目前 企业核心业务系统的需求，可以发现，高度弹性、高度自

由于国内制造业企业在生产制造方面均已成相当规模，与之配套的

动化、几乎无限资源和服务提供、可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访问的云

IT基础设施也有一定规模。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对于大型制造业企

计算平台无疑将成为未来企业信息化支撑平台的首选。

业，其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随之带来的就是大范围的企业业
务扩充，其表现就是企业兼并整合等，而不同组织部门在一个集团

作为IT行业的领先厂商，思科公司始终与制造业的客户一起，共同

旗下，为达到最佳资源利用和高效率，信息集中化已经成为切实可

面对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我们希望通过与各类制造业

行的手段，其具体表现就是集中的数据中心。

企业客户建立广泛合作，并实施一系列的制造业创新方案，增强制
造业企业的“两化融合”，从而有效地迎接制造业发展至今所带

数字化制造

来的新挑战。一方面，我们致力于协助制造业企业进行云计算和网

制造业企业其IT建设，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OA环境，逐渐进入到

络、数据中心等新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制造业企业能够合理部

生产车间，也就是将实时生产信息和OA的ERP系统互联。而数字

署IT资源以及ERP系统并进行灵活的调度。另一方面，在制造业企

化车间，是数字化制造的基础，其具体表现就是基于IP的工业以太

业创新方案方面领域，我们结合当前“两化融合”的特点和客户的

网的部署和其他相关IP设备在制造车间的应用。

现实需求，整合开发了一系列的创新方案，主要关注集中的数据中
心建设，数字化工厂建设和EPR整合建设。

企业核心业务系统更新换代
继“八五”、“九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甩图板”工程，
取得巨大效益后，针对“十五”、“十一五”，制造业信息化又提
出了新的形象化目标“两甩”工程： 以“甩图纸”为标志的设计
制造一体化、无纸化；以“甩账表”为标志的企业信息流/物流/资
金流及经营管理业务集成应用。

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为了便于大家对思科公司数字化工厂方案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我们特
此编辑了这个解决方案合集，从总体上对思科公司的数字化工厂解决
方案进行概要介绍。本文将主要涉及以下的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智能数据中心

从技术层面上，“甩图板”工程推动了二维 CAD的普及和应用，

根据制造业企业规模大小的不同，提供不同档次的基于思科数据中

而“甩图纸”工程则是推进三维CAD的最终普及，三维CAD应用成

心解决方案。

为“十一五”制造业信息化核心之一。同样，“甩帐表”是以ERP

4

技术为核心，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最终实现和生产数据统一

智能化工厂

的过程。“甩帐表”工程大力推动了ERP系统的应用普及。而本质

基于思科工业级IP设备的解决方案，提供满足不同需求的生产车间

上，“甩＊＊”无疑是通过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典型代表。

方案。

因此，纵观我国的制造业信息化建设，则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

SAP ERP解决方案

点，就是以5年为单位的、每5年实现一个大目标的阶梯形向上发展

基于思科的SAP/HANA解决方案，提供满足不同需求的被SAP认证

进程。ERP、MES、DNC、MDC、PLM、SCM、CRM等先进信息

的UCS解决方案。

2

思科制造业
解决方案

思科制造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整体概述
大型生产设备制造业是典型的按订单设计和生产的离散型制造业，

料、配套件的采购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上下

其生产组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按项目进行管理，主要流程为产品

游企业构成了一个产业链，产业链长、社会大生产分工协作度高。

的市场开发、产品的创新设计、产品的生产制造、产品的销售及服

少数企业从事成品生产，大多数企业从事中间产品、零配件产品以

务，是一个从市场到市场的循环。其中，产品的生产制造，从原材

及资本物品的生产。
一个典型的国内制造业信息系统整

企业运营过程

决策支持L5

信息化部署

商业智能

管理驾驶仓

绩效管理

技术支撑

战略规划

专业服务支撑

整体IT规划与
管理咨询；

供应链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与客户
关系管理

设备管理
制造执行系统

现场执行L3

物流执行系统

生产执行

能源管控

设备运行

现场仓储

质检

计量

现场成本

管控数据
对接

通过条码、RFID、监控设备等
技术和设施实现物料流动及物流
相关的人、设施、工具、位置
等的管理

整个系统由上层的软件系统和底层
的信息基础架构组成。各个子系统

关系型数据库

实时数据库：
实现系统化底
层数据收集；
关系型数据
库：实现执行
层次的管理

统一平台 先进的集成工具

产品设计系统

财务管理

电子营销

移动商务

生产管理
ERP

门户

电子采购

协同办公

管理过程︵人
（︶ ）

业务运营L4

产品设计系统

体框架是：

数据库/OLAP

业务优化

管理体系的标
准化服务；

涵盖了制造业企业的各个组成部
分。这是从软件系统角度着眼的规

，

划方法。对于这样复杂的系统，思

全面应用
集成思想和有
效落地；

科提出了基于自己服务全球500强

控制过程 设
（备︶）

企业所得到的经验和看法：目前全
过程自动化L2

基础自动化L1

管控一体

设备及工序相关的行业化过程控制系统（如：炉机等控制系统、数控机场、
柔性生产线、工业机械人等）
PLC

DCS

仪器、仪表

文件/内存

文件/内存

实施、培训、
运营服务全
生命周期的一
体化。

球制造业已经从简单扩容的行业革
命，转向为集成协作的信息革命，
也就是说从所谓的制造业1.0转向制

全面集成的制造业信息化五层系统及专业服务：真正实现制造业两化融合，实现物联网在制造业的实际应用

造业2.0。

简单扩容

集成协作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思科 设计了其制造业2.0的框架，也就是工厂
的运作转换。将传统工厂的，独立隔离限制的静态环境，转向具有
柔性生产能力的信息化工厂，也就是动态集成的实时环境。

行业革命

信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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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的供应链
思科制造2.0架构：工厂运作转换

集成业务和
厂区数据

实时跟踪和
监控，提示

合作工具和
流程

安全增强和
个人跟踪

创意，交易，跟踪，报警

IT和弹性的
控制系统

快速反应
低成本
快速创新

移动和远程 基于传感器的
工人
制造

规格，订单，预期，反馈

整合流程
传统工厂

风险避免

物流

响应力

信息化工厂

实时
制造

隔离和限制的
静态环境

可视化

思科制造2.0驱动敏捷供应链

动态集成的移动
实时环境

传统生产

柔性生产

为实现优质运作，必须将供应链管理和创新产品结合起来，实现高
效的整合制造，以提高收入并增加利润。

优质运作

思科制造业2.0框架的核心议题是四个方面：
●

面向价值链的供应链整合；

●

面向全球化风险和竞争的优质运作；

●

面向全球化需求的客户关怀；

●

面向客户体验的持续创新。

供应链
高效整合制造

收入和利润增长

创新产品

自动化

制造业应用发展趋势：思科制造2.0

动力

风险

效率

协作

价值

培训

调整

思科制造2.0驱动敏捷供应链

R&D

客户体验

价值链
Sales
and
Service

全球化需求

安全

持续创新

供应链整合

制造业
商业
优先级
客户关怀

优质运作

为实现良好的客户关系，必须以快速的产品更新响应为基础，针对
不同的客户体验需求，开发不同的产品，并建立良好的客服体系。
Supply
Chain

全球化风险和竞争

客户关系

Production

客户需求

销售团队
产品响应

收入增长
客户满意增长

不同的客户体验

知识

为实现敏捷的供应链管理，需要整合流程，实现可视化，避免风
险，提高物流，增加相应力。这样可以实现低成本和快速反应和

快速响应

调整

快速创新。

思科制造2.0驱动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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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持续创新

针对持续创新，必须提高信息加速和产品有效性，在协作的

创意

新产品

收入增长

基础上，开发出有创意的新产品，并及时进入市场，取得收
入增长。

信息加速

有效性

协作

及时进入市场

知识产权

思科制造2.0驱动持续创新

对于实现思科制造业2.0，比较现实有效的落地方法是，针对上述4个业务需求，制定了思科制造业信息系统整体框架，该框架将具体可以
落地的解决方案对应到上述4个业务架构目标，并以思科的协作，虚拟化和企业网络为基础实现智能制造。这是属于顶层设计范畴。

智能连接制造

解决方案

客户关怀

持续创新

优质运作

供应链整合

制造业全球控制管理

协作
虚拟化

技术架构

无边界网络
以太到工厂

内容化生产

安全流程控制

供应链整合

厂区无线语音

安全无线厂区

工厂厂区链接

无线视频监控

仓储移动管理

持续创新

仓储协作管理

链接供应链

客户关怀

分布式研发

协作化 PLM

制造业网真

垂直业务体系

精细化架构

业务架构

制造业协作

解决方案

优质运作

SONA
协作

安全

数据中心

网络服务

移动

基础架构

然后再将此继续细化，根据不同的具体的思科产品和解决方案，可以将解决方案和制造应用一一对应，这属于详细设计范畴。其对应图
如下：
持续创新
商业
解决
方案

研发
管理

PLM

优质运作

供应链
管理

客户关怀

服务
管理

JIT

优质运作
厂区及
办公网
管理

销售商
管理

CRM

DMS

MIS

无边界网络

思科邮件安全

视频监控系统

邮件安全系统

安全准入系统

职能办公楼宇系统

厂区监控管理系统

UCwebex
网真系统

系统
WAAS
系统
DMS

供应商访客管理系统

销售协作系统

销售专家辅助系统

广域网加速系统

销售培训广告系统

网真系统

思科无线系统

呼叫中心系统

IPICS
视频监控系统

客户专家辅助系统

思科工业无线网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厂区监控管理系统

思科工业无线网

紧急控制管理系统

工业无线网系统

工业无线定位系统

系统
DMS

思科工业以太网

思科工业无线网

生产显示系统

思科工业无线网

SSLVPN

工业以太网系统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

智能仓库数据中心系统

系统
WAAS

UC
系统
UCS

广域网传输加速系统

思科
解决
方案

供应商安全访问系统

Collaboration
Virtualization
Borderless Network

Webex

技术
架构

客户关怀

生产
制造
管理

SCM
通讯协作语音系统

高性能计算系统

通讯协作会议系统

业务
应用

供应链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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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制造业企业根据其规模，可以分成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企业。

这里将主要讨论核心层，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就是其数据中心。

对于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来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制造集团，
可以迅速提升规模效益，实现产业的整体性升级。然而，在整合的过

核心层即网络核心，由放置在信息中心主机房的两台核心交换机构

程中，企业往往只关注有形资产的整合：对资产、战略、技术、人

成。网络核心是连接网络其余各部分，其主要作用是负责在各部分

员、组织等问题的整合十分重视，而对信息化应用整合却关注不够，

之间的高速三层数据交换和路由，所以需要有很高的处理交换能力

形成貌合神离的大企业综合症：表面上为一家公司，但由于总部在整

和安全稳定性。

合管理方面经验欠缺，精细化管理程度不高，且下属子公司、厂区众
多且跨地域分布，信息化水平不一，导致内部运营各自为政、多头马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可以选择两台Catalyst 6509E或者其升级版

车，甚至因集团内部缺乏有效的沟通手段而导致部门间互相掣肘，这

本Catalyst 6800作为核心交换机。
（由于后者为实现最大的投资保

会严重制约着企业业务的高效运作。所以构建以大型制造企业总部为

护，可以使用前者包括引擎线卡在内的大部分模块，故后章节将泛

核心，外围逐渐延展到各子公司、厂区、合作伙伴和客户的新型融合

指Cat6500交换机）。Catalyst6500系列交换机有着非常高的多层

办公平台，并将员工间的交流沟通、即时通信，视频会议，文件传

交换能力。两台核心交换机采用2个万兆光纤链路连接，并且使用

递、信息查阅、审批递交等均统一纳入到这个信息化基础平台，将极
大的提高企业跨地域的沟通能力和业务跨系统流转能力，并通过办公
的便捷性提高了员工的协同工作能力，实现集团企业精细化管理，从
而从根本上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基础就是信息的整合，落到
实处，就是整合的智能数据中心。

思科业界领先的VSS虚拟交换技术，虚拟为一台核心交换机，所有
连接大大降低网络的复杂性并且大大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它使用
Cisco的先进技术：ClassBar高速无阻塞交换距阵，Supervisor 2T
交换引擎模块可使整个交换机的交换能力达到1.44Tbps，这足以应
付企业网络的需要和将来的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时Catalyst6500还
具有很高的可升级扩展能力，使交换机的处理能力可以随着使用端

中小型数据中心－传统架构
在制造业企业网络架构设计中，为了实现一个可管理的、高可用
性的、高性能网络，一般和办公网络一样采用层次化的方法，将
网络分为核心层、分布层和接入层三个层次进行设计。这种层次
结构划分方法也是目前国内外网络建设中普遍采用的网络拓扑结
构。在这种结构下，三个层次的网络设备各司其职又相互协同工
作，从而有效保证了整个网络的高可靠性、高性能、高安全性和
灵活的扩展性。

口数的增加而提高。整机的第3层交换能力可达400Mpps。
2台核心Catalyst6500交换机采用万兆光纤方式实现双链路连接，
实现10Gbps全双工带宽的冗余备份能力，保证了整个核心层有极
高的可靠性，同时可根据业务流量用双万兆链路可以实现绑定技
术，实现了极高的性能。
数据中心典型示意图如下：

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

网络架构设计原则一层次化、模块化、标准化
接入

6509E (VSS)

集团总部办公区

分布
楼层区域

网管和安全控制区域

广域网区域

外联、Internet区域

核心

3560E

4506

3560E

3560

3560

3560

分布
接入
WAN

Data Center

Internet

核心数据区域

层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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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

标准化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在企业数据中心区域采用VSS（虚拟交换系统）技术，可以提供更
高的可靠性和灵活性。虚拟交换技术可以实现当使用交换机资源
时，可以不用关心交换服务的物理存在方式，它可能是由一台交换

中心接入交换机

管理上看到的
交换机

机提供，也可能是两台交换机设备，甚至可以是一个交换机中的几
个虚拟交换机之一。思科的虚拟化技术就提供了将两个物理交换机
虚拟为一台交换机的虚拟交换系统（VSS）技术。
接入交换机

交换矩阵扩展FEX方式是更新更为先进的技术，相对传统堆叠式交
换机有如下优势：
●

Data Center

Data Center

易于管理：交换矩阵扩展方式除中心交换机外其他交换机都无须
Console端口，如同机箱交换机的线卡一样即插即用，配置都在
中心接入交换机上完成，使用体验与使用单一交换机完全一致；
传统堆叠方式则是多个独立交换机的复杂整合，需要较复杂的配
置完成集群功能；

●

性能高：传统堆叠方式多采用菊链级连方式互连，而级连带宽一

VSS技术可将网络的双核心虚拟化为单台设备，比如使用的Cisco

般是单向10GE，不仅容易产生瓶颈，而且堆叠组内服务器之间

6509的9插槽设备将完全被虚拟化成为单台18槽机箱的虚拟交换

通信还要开销其他接入交换机资源；而交换矩阵扩展方式则采用

机。虚拟交换机性能倍增、管理复杂度反而减半。

高速的星型链路将各柜顶交换机汇聚到一个中心交换矩阵上，将
交换矩阵连接线卡的结构实现在多交换机的集群内，是性能最高

在数据中心区域的汇聚层采用VSS（虚拟交换系统）技术，可以提
供更高的可靠性和灵活性。还可以与企业核心交换机区的基于VSS

的交换机集群方式；
●

可靠性高：交换矩阵扩展方式只有中心接入交换机运行复杂的操

核心交换机一起构成整体统一的虚拟交换系统，从而在数据中心的

作系统，其他交换机结构似插槽式机箱中的线卡，没有复杂的操

核心和汇聚层都能实现提高运营效率、将交换机管理开销降、优化

作系统，整个集群象一个交换机那样是一个整体；而传统堆叠方

不间断通信、将系统带宽容量扩展等优势。

式则每个交换机都是独立的交换机级连而成，任何一个个体的软
件故障都将波及整个堆叠系统；

中小型数据中心-新型架构
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使接入交换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

功耗低：交换矩阵扩展方式除中心交换机外其他交换机皆为线卡
工作方式，软件简单，耗电量低；而传统堆叠方式则每个交换机
都运行完整操作系统，需要较多电力支持。

柜顶交换机分布在多个机柜中完成高密度、模块化的服务器接入。
但大量的接入交换机增加了管理负担和复杂性，业界多倾向于将一

在这种部署方案中，可以为每个数据中心机架配备两个Cis c o

组服务器接入交换机的集群虚拟化为单一交换机的方式实现组网。

Nexus 2248 GE交换架构扩展模块或使用两个Cisco Nexus 2232

这种集群堆叠有两种方式，即：传统堆叠方式，交换矩阵扩展方式

10GE交换架构扩展模块，分别连接到两个上游Cisco Nexus 5500

（Fabric Extention，FEX）两种。

平台交换机。每个千兆位以太网交换架构扩展模块最多可以连接
48台服务器，每个万兆位以太网交换架构扩展模块最多可以连接
32台服务器。假定这些服务器均为双主机，则一对Cisco Nexus
5500平台交换机最多可以连接到1152个千兆位以太网服务器（24
个N2248）或最多768个万兆位以太网服务器（24个N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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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Access Architecture

SAN A

LAN

SAN B

Distributed Modular System:
Cisco Nexus 2000+
Cisco Nexus Parent Switch
100M/1GE
Rack-Mount
Servers

1/10GE/FCoE
Rack-Mount
Servers

1/10GE Blade
Servers with
Pass-Through

100M/1GE
Rack-Mount
Servers

1/10GE
1/10GE Blade
Rack-Mount Servers with
Servers
Pass-Through

Legend
Cisco Nexus Parent Switch
Cisco Nexus 2000 Series
Fabric Extender

－ 高品质以太网技术：使用高品质以太网技术（Data Center

大型数据中心

Bridging）解决整合化对网络的高服务品质要求；

大型数据中心一般可采用模块化设计，依旧是传统的层次化设计，

－ 智能服务集中化部署技术：使用集中化部署技术解决智能服务

但会带来新的概念和技术。

网络核心

部署分散化导致的“天然资源竖井”问题。
●

上要特别重视实现如下关键的虚拟化：

网络核心是互联所有区域模块的骨干，是承载整个数据中心区域模

－ 网络设备虚拟化：改进传统网络虚拟化技术，使用多合一、一

块间业务交互的核心平台，要求如下：
●

分多的网络设备虚拟化技术形成更适于云计算资源调度要求的

采用扁平化交换网络设计，对单播、组播、二层协议以及三层协

转发资源池；

议采用统一控制平面，兼容并支持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标准网

－ 智能服务虚拟化：使网络中的智能服务和转发平面一起完成虚

络协议；
●

拟化，包括虚拟防火墙、虚拟负载均衡、虚拟IDS等等；

高冗余（可容忍核心设备双点故障）、高可靠（无单一故障

－ 融合的虚拟化：利用网络技术，融合和发展主机的虚拟化，

点）、高扩展的弹性网络结构，保证无阻塞、全线速的高效网络

包括：

传输；
●

提供高速传输通道，以支持各模块之间大规模虚机迁移；

●

能够与异地数据中心实现网络的二层延伸，支持数据中心之间的

虚拟化：在应用/数据、主机、网络等IT资源充分虚拟化的基础

○

○

虚机迁移；
●

整合；

（L2MP）、设备多合一虚拟化技术等等；
○

要求全万兆以太网多链路捆绑互联，具备足够网络容量的升级扩
管控简单，运维便捷。

跨地域二层延展技术：使用跨地域的二层延展技术实现跨地
域的虚机部署。

容能力，支持向40G和100G高速以太网平滑过渡；
●

大二层技术：利用可扩展的大二层技术延展虚机的调度
范围，包括跨机箱的端口捆绑技术、二层多路径技术

提供对高性能计算，超低时延交换的网络支持，从而实现多业务
承载；

●

虚拟负载均衡：使用可虚拟化的负载均衡实现多合一的主机
虚拟化；

支持万兆以太网，融合以太网、存储网，从而实现对网络平台的
○

●

虚机感知网络：已成熟商业化的IEEE 802.1Qbh的虚拟感知
网络；

●

自动化：与业务流程融合的智能IT资源调度，实现业务部署的自
动化，必须具有：

具体实现时将包括如下关键技术环节：
●

整合化：解决IT资源的网络化和集中化。
－ 一体化交换技术：用一体化交换网络（Unified Fabric）解决
传统数据中心网络本身存在不同的网络类型和协议，割裂了资
源共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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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高度精简整合化的资源池平台：使资源调度复杂性能降至
最低；
－ 一套自动化调度管理系统：完成业务流程、IT流程和最终资源
的实际调配。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层次化设计
典型的大型数据中心层次化设计如下：

核心层

汇聚层

一分多虚拟化（VDC）

（POD）

智能服务整合化、虚拟化
（多合一虚拟化、智能服务集群、
智能服务虚拟化）

智能服务子层

网络虚拟化
（VRF、VLAN Trunking）
一分多虚拟化（VDC）

接入层

VM分配到不同的VLAN里

（Row）

Nexus 7000
Nexus 1000v
Virtual Machine
Physical Server

计算层
（Rack）

SAN/FCoE Switch
FC/FCoE Storage

存储层

其核心和汇聚层设计要点如下：
●

●

●

横向扩展模式促生了更多东西向流量，需要更高的网络性能和可

●

多云模式要求基础设施安全可靠且具备多租户感知能力。

扩展性；

层次化设计：应实现核心层和汇聚层的层次化设计；
虚拟交换机池：可利用交换机的虚拟化特性实现核心层和汇聚层
的层次化，减少设备数量，提供设备资源利用率；

●

智能服务整合化：数据中心的智能服务应整合到汇聚层；

●

智能服务开放接入：数据中心的智能服务应可以开放性的从
汇聚层接入，包括支持多厂商，跨汇聚交换机端口捆绑以IEEE

这些变化增加了运营复杂性，限制了业务敏捷性和响应能力。
Cisco ACI提供了操作有所简化、应用响应能力有所提高的灵活数
据中心，旨在支持新一代分布式应用，同时适合现有的虚拟化和非
虚拟化环境。

802.3ad为标准，支持智能服务旁路接入等等；
●

●

智能服务虚拟化：智能服务可被虚拟化到接入层的不同逻辑分组

思科ACI解决方案

内，具备逻辑独立性（虚拟化）；

思科ACI为新一代数据中心和云应用提供了转变性的运营模式。

智能服务设备利旧：智能服务可考虑使用既有的6500机箱承载
多种服务模块，实现利旧和投资保护。

思科应用中心型基础设施（ACI）是一个创新的架构，它从根本上
简化、优化并加快了整个应用部署的生命周期。

新型以应用为中心的智能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面临的问题

思科ACI采用基于整体系统的方法（实现了物理元素与虚拟元素的
紧密集成）、开放的生态系统模式，以及不断创新的专用集成电路

云、移动性和大数据应用正在促使数据中心模式发生转变。新应用

（ASIC）、硬件和软件。这一独特的方法使用整个ACI就绪网络通用

正在以新的方式对基础设施提出要求。分布式应用（如：大数据和

的基于策略的运营模式以及安全元素（未来的计算、存储），克服

Hadoop）、在裸机上运行的数据库应用（如：Oracle和SAP的应

了IT孤岛，并显著减少了成本和复杂性。

用）、在不同的虚拟机管理程序环境中运行的虚拟化应用，以及按
需部署的基于云的应用，都对基础设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些要
求包括：

思科ACI将重新定义IT部门的能力，使之能够更快地响应不断变化
的业务和应用需求、提高敏捷性，并增加业务价值。

基础设施必须更加灵活且具有应用感知能力，以支持动态的应用

在思科ACI框架中，应用指导网络行为，而不是网络行为指导应

实例化和移除；

用。预定义的应用要求和说明（策略配置文件）让网络、应用服

●

新兴应用的非虚拟化性质意味着基础设施必须支持完全可视化的

务、安全策略、租户子网和工作负载分配的调配实现自动化。通

物理、虚拟和云集成；

过将整个应用网络的调配实现自动化，思科ACI可以帮助降低IT成

●

独立于基础设施的应用将数据中心视为动态的共享资源池；

本、减少错误、加快部署，并使业务更加敏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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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ACI模式使用基于交换矩阵的方法。此方法经过全新设计，用

用需求来确定如何应用网络策略和逻辑拓扑。交换矩阵旨在支持向

于支持新出现的行业要求，同时为现有的架构维护迁移路径。使

管理自动化、以编程方式定义策略以及在任意位置任意设备上实现

用这一关键技术，传统的企业应用和内部开发的应用可以通过动态

动态工作负载的转变。思科ACI利用紧密结合的软件和硬件组合实

和灵活的方式，在为其提供支持的网络基础设施上一同运行。传统

现此目标，从而提供其他模式无法提供的优势。

上，网络策略和逻辑拓扑决定应用设计。而现在，我们需要根据应
其框架如下所示：

应用网络配置文件
传统的3层
应用
Web

防火墙

负载平衡器

APIC

应用

数据库

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

ACI交换矩阵

DB

vmware

Microsoft

redhat

虚拟机监控程序

虚拟机监控程序

虚拟机监控程序

Web

应用

Web

应用

Web

应用

DB

DB

DB

Cisco ACI交换矩阵：Cisco Nexus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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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推出可同时用于传统部署和思科ACI数据中心部署的思科

交换机兼容并保持一致，又可在思科ACI模式下运行，从而充分利

Nexus 9000系列交换机，以此扩大Cisco Nexus交换产品组合。思

用思科ACI应用基于策略的服务和基础设施自动化功能的优势。这

科Nexus 9000系列提供模块化和非模块化的1/10/40千兆以太网交

种双功能能力可为客户提供投资保护，并可让客户能够通过软件升

换机配置，它既可在思科NX-OS模式下运营，与当前的思科Nexus

级轻松迁移到思科ACI。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智能化车间解决方案
思科ETTF解决方案

生产车间到企业的融合带来了制造业组织、系统和网络方面的显著
变革。随着信息和协作的边界被打破，制造业企业通过创新的业务

思科开发出了一套ETTF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专门为工业应用设计

流程，正在获得巨大的机会来降低成本和转变运营模式。但是融合

的拥有可预测的性能和系统弹性的端到端的构架，从厂房设备到

也代表着许多的挑战。制造和IT组织必须更紧密的工作来提供一些

MES和业务系统，也包括用户和合作伙伴。它的工业特性和构架根

构架，这些构架不仅支持厂房系统化和企业级系统的统一，也需要

据顶级制造企业的最佳实践，与主流的工业标准（包括ISA S95和

符合工业自动化和控制应用的安全性和性能要求。是实现数字化车

S99）兼容，包括系统级的设计、测试和降低风险及简化部署的验

间的基石。

证。在整个构架中支持主要的工业产品和特性提供了针对工业应用
可预测的性能和系统弹性。

车间网络的主要应用是计算机辅助制造、过程自动化控制和数据采
集和测试。其用户主要是一线作业的职能部门，涉及企业各厂区、

思科ETTF基于专门针对在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使用的系统级构

车间和库房等。车间网络各类应用的数据流，最为主要的特性是：

建。这些特性和构架被设计来满足工厂的网络需求以支持自动化和

有大量关键的、不可中断的、实时性极强的应用，如流水线设备实

控制应用，提供低延时和抖动，以及高度可靠性和针对实时应用

时监控数据的采集和产品测试结果的采集等；其次，车间网络移动

的可预测的性能。ETTF解决方案针对工业环境得到验证，在最需

性有较高的要求，如库房的产品相关信息的处理；此外，车间网络

要的环境中降低了风险且简化了部署。比如对于罗克韦尔自动化

越来越多的信息需要和管理网络交互。

开发的EtherNet/IP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罗克韦尔的各种自动化设

思科以太网到工厂（ETTF）开放标准网络解决方案帮助制造业 企

备上，如电机，驱动器，PLC等等。在Ethernet/IP上运行罗克韦尔

业成功的连接厂房和业务系统以达到商业目标。这使得一个更灵活

开发的CIP协议，CIP包含了各种工业实时控制需要的服务和行规

更灵敏的包含来自生产楼层的信息和来自业务应用信息的系统成为

（Profiles）；CIP将网络上数据按照有实时控制要求和没有实时控制

可能。这样一个端到端的网络架构提供了连接、协作和设备级到企

要求以不同的优先等级区别对待。EtherNet/IP是CIP在TCP/UDP/

业业务系统的集成。基于思科运用了诸如以太网和IP等标准技术的

IP上的应用，通过UDP协议传送I/O控制数据，将UDP报文映射到

安全的有弹性的网络平台，EttF解决方案被设计用来满足IT和工业

IP组播传送，实现高效I/O交换，有力支持了CIP的生产者/消费者

应用的需要，同时Ettf也被实际的工业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备与

模式。思科的工业交换机支持Ethernet/IP，并且支持较大的组播的

应用所验证。

组数，有利于对CIP的组播方式的支持。

ETTF的典型示例图如下：

Level 5
Level 4

路由器

企业网络

企业区

站点业务计划和仓储物流

电子邮件、内网

终端服务

补丁管理

视频服务器

隔离区

Web服务

历史检测

防火墙和IPS

应用服务器
防火墙和IPS

Level 3

生产控制

优化控制

流程历史

区域管理
站点运作和控制

Level 2

管理员
控制

管理员
控制

HMI

HMI

区域管理员控制

控制区

防火墙和IDS

Level 1

批量
控制

Discrete
Control

连续化
控制

混合
控制

基本控制

Leve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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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关键元素，可靠的高性能的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络通

以在恶劣环境中提供线速的快速以太网和千兆位以太网连接。它采

过一个整合的构架提供。

用普遍用于传感器和其他工业I/O设备的24V直流供电，采用双继电
器输出报警信号，没有风扇、先进的热空气对流制冷散热设计，使

下面着重介绍思科公司独特的车间网络解决方案—ETTF（以太

得设备重量轻，具有高使用寿命以及安全的操作环境。它还具有温

网到工厂），同时对车间网络的安全性和高可用性加以阐述。

度监测线路，可以在-40到60摄氏度的温度条件下正常工作。耐冲

可以把车间网络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控制生产线的，一部分是
为生产线服务的。两部分都建立在以太网的基础上。现有的绝大
多数生产线自动化设备都具有以太网端口，可以连接到思科专门为
制造企业研发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Cisco Catalyst 2955/IE3000/
IE3010/IE2000）上，生产线控制所需要的服务质量、实时响应和
安全性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证。此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
思科IE系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它提供了创新的特性，健壮的安全
性和高度的易用性。

击、振动和浪涌。

思科高速环网技术－快速弹性以太网协议（REP）
REP是思科设计的一种高速环网协议，原先使用在电信城域网。它
使交换机能够以环形、环形段或者嵌套环形段的形式来连接。这个
协议通过极快的恢复时间为网络提供了交换机之间的弹性，使其
极其适合于工业自动化应用。由于REP提供了一种容错性的网络拓
扑，因此网络可以在有电缆断开的情况下依然不会瘫痪而继续保
持畅通。REP为多达200个节点提供网络冗余性，光纤环网等各种

此系列交换机提供了坚固、易用、安全的交换基础设施，符合工业

拓扑结构的收敛（恢复）时间不超过50ms。REP不仅实现网络冗

规范，适用于恶劣环境。提供了工业设计和适应性，整合的网络安

余，还可以实现负荷均衡。

全和为了简单管理和部署设计的工具。工业特性包括DIN导轨和对
领先的工业协议的支持例如通用工业协议（CIP）和PROFINET、
弹性以太网协议（REP）、每端口DHCP分配、IEEE1588v2、
2到4层接入控制列表（ACLs）和Internet组管理协议（IGMP）。
EtherNet/IP Smartports模板使用户只需按下一个按键，即能获得
针对这些工业以太网协议的优化设置。符合广泛的工业以太网规

思科IE3000系列交换机支持三层路由功能，IE2000支持2层转发
功能。

车间网络的安全性
从实践角度看，企业网络从平台安全角度的安全设计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范，适用于工业自动化、ITS、变电站、铁路和其他市场。
设备级的安全：需要保证设备本身的安全，因为设备本身也越来越
CIP Sync支持IEEE1588v2，可以提供高精度时间同步，这就能支

可能成为攻击的最终目标；在设备方面，思科的核心层、汇聚层、

持工业实时应用。以往只有西门子的profinet可以支持实时应用，

接入层设备，都集成了很强的安全功能，包括VLAN划分、端口安

而且要修改以太网数据包，变成一种非标准化的产品才能实现。

全、访问控制列表、DHCP监听、动态ARP检测、IP源地址保护等。

现在有了1588v2后，就打破的这一垄断。思科工业交换机支持
IEEE1588 v2，这种高精度时钟同步协议为高性能应用提供了纳秒

网络级的安全：网络作为信息传输的平台，有第一时间保护信息资

级精确度，也就能支持工业实时应用，比如马达电机等。

源的能力和机会，包括进行用户接入认证、授权和审计以防止非

高可用性

和隔离以防止为授权的访问等等；防范病毒、蠕虫、木马等入侵；

思科IE系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为生产网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高可

在网络边界安全方面，思科高性能的防火墙、IPS、防病毒网关产

用性，是制造企业的不二选择。思科IE系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可

品，给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灵活的部署手段。

法的接入，进行传输加密以防止信息的泄漏和窥测，进行安全划分

WAN

设备集成安全：

远程用户VPN接入：

Internet

●

VLAN划分隔离网络

●

●

端口安全Port Security限制端口的MAC地址及数量

●

●

访问控制列表：L2-L4 ACL、PACL、VACL

●

●

DHCP监听、动态ARP检测、IP源地址保护实现IP、MAC、

网络边界安全：

端口的捆绑

●
●
●

用户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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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ec
SSL
PPTP

用户接入

用户接入

用户接入

防火墙
IPS
防病毒网关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思科网络产品能够很好地支持IPSec、SSL等VPN技术，远程用户

在实际生产中，常见的设计如下图所示，生产线网络与服务网络相

可以通过VPN接入，确保网络的安全性。

对隔离，中间用一台防火墙将企业信息网络和车间控制网络分隔
开。防火墙全状态检测和控制进出的流量，在确保关键制造控制业

系统级的主动安全：智能的防御网络必须能够实现所谓“先知先

务数据通过的同时实行L2-L4的访问控制，确保语音和视频应用业

觉”，在潜在威胁演变为安全攻击之前加以措施，包括通过准入控

务通过的同时阻止其他组播流量泛滥。同时，防火墙两端的这两台

制来使“健康”的机器才能接入网络，通过事前探测即时分流来防

三层交换机相互备份。从而给车间网络提供很好的安全保障。

止大规模DDoS攻击，进行全局的安全管理等。

设备级网络

边缘网络：信息网络
和控制网络的分界处

以太网
无线操作面板

无线
访问点 支持访问控制列表或
防火墙的多层交换机

视频终端

工业交换机
基于PC的控制器

入侵检测

无线
访问点

视频监控

可编程控制器

机器人

电机等驱动设备

生产线网络

手持终端

传感器等其它输入输出设备

统一通信

服务网络

机构、销售网点的IP电话通信，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通信，通过数

思科统一通信技术，可以让制造企业实现更高效、更便捷的沟通，

据网络进行，没有电话费开支。

同时降低管理成本。思科统一通信技术最经典的应用是IP电话系

通过IP电话智能终端，还可以实现远程教育、秘书服务、广播接

统，它由IP电话智能终端、Call Manager呼叫管理系统组成。只要

收、紧急报警、实时统计等多项功能。

在总部园区网部署Call Manager，就可以管理整个企业，包括分支

研发中心

总部
CM集群1

紧急报警

远程教育

CM集群2

数据中心

车间

秘书

实时统计

分支机构
广告

电信运营商
广播

分支1

分支2
时钟

网点1

网点2

网点3

销
售
网
点

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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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统一通信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减少在设备、管理、维护、升级

关注覆盖区域

方面的费用与投资，减少布线，使移动/增加/改变话机的费用趋于

车间无线网设计部署和办公室无线网的很大区别是，车间由于其生

零，大大减少扩容成本；通过IP电话系统的移动分机和软电话，企

产环境的特点，往往在无线信号覆盖方面，比办公室网络要复杂，

业可以减少长话费，减少手机漫游费；通过强大的电话会议功能，

而且网络的连通性要求更高。

可以减少会议费和差旅成本；员工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登录IP电话系
统，实现移动办公，改善办公设施的利用率。

WLAN的射频信号是这样传播的：信号频率越低，无线网络传输速
度越慢，有效范围就越远。由于大量射频信号以较低频率传播，同

采用思科统一通信，可以大大提高IT管理效率。IT管理人员可以快

时信噪比的灵敏度因为高速调制方式而增加，所以速度为1Mbps的

速移动、增加和修改IP电话，减少花费在管理设备上时间，可以提

2.4GHz 802.11b信号的传播距离远远超过速度为54Mbps的5GHz

高IT人员的工作效率，可以更为迅速开设新的办事机构，可以减少

802.11a信号。

系统实施运营维护人员的差旅成本。IP电话的智能性，可让话机的
使用者自己完成部分功能设置，不需系统管理人员的干预。

WLAN的覆盖范围除了受不同射频带和吞吐量变化而造成的波传播
特征影响之外，还会因为自由空间路径损耗和衰减而受到限制。

车间无线网络设计

自由空间路径损耗更大程度上是开放或户外环境方面的问题，实

针对车间办公楼内部的无线局域网覆盖的需求，采用思科的无线网

际上是无线电信号因为波前扩展引起的扩散导致接收天线接收不

络产品系列集中式、可管理架构的无线局域网架构解决方案可实现

到这些信号。衰减则在WL AN的室内安装中比较常见，它是振幅

无线网络的部署。

下降，或者射频信号在穿过墙壁、门或其它障碍物时减弱造成

思科无线网络产品系列采用一种由一台或几台中央无线控制器控制

种物理上的干扰时，即使是弹性比5GHz信号好得多的2.4GHz信

和管理“瘦”接入点的集中式无线局域网部署模式。这套系列的三

号，仍然会遇到某些射频问题。正是由于车间可能具有各种各样

个主要构件包括一个多频点接入点（AP）、无线控制器（WLC）

复杂的环境特点，所以在生产制造业环境下部署无线网，更加需

组合和一套无线管理软件系统（WCS）。在整个无线移动解决方

要事先的环境勘察。

的。这就是WL AN在密集建筑物周围性能不好的原因。当面对这

案中，每个构件均起着重要作用。
各种材料的穿透损耗参考值

集中化的控制管理模式
●

采用集中式部署系统架构—承接移动通信网络的系统模型

●

全面了解无线网络状况，集中管理控制，降低管理运营维护成本；

●

访问，控制，和流量转发功能分离以确保可靠、升级的无线网络。

RF
障碍物

范例

相对
衰减度

木材

办公室分区

低

1-2dB

塑料

内墙

低

1-2dB

办公室分区

低

2-3dB

石棉

天花板

低

2-3dB

玻璃

窗户

低

普通窗玻璃 2dB
金属框架玻璃墙 6dB

砖墙

内墙和外墙

中

砖墙 4dB
办公室墙壁 6dB

内墙

中

6-8dB

壁纸

壁纸（有金
属或合成化
合物）

高

－

混凝土

楼板和外墙

高

10dB

安全隔间

高

10dB

合成材料
思科WLAN控制器
移动/VPN
思科无线定位设备

思科WCS

统一无线网络系统：
●

WLAN服务转发

●

实时射频管理

●

加密/认证

●

入侵保护

●

本地定位跟踪

●

容易管理

●

无缝移动

●

客户访问

●

集中管理

●

动态控制

交换/路由网络

大理石

思科AP

防弹玻璃

金属

16

桌子、办公
分区、钢筋
混凝

很高

损耗
参考值

办公室墙上的金属门 6dB
砖墙上的金属门 12dB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成本优化的ERP解决方案
概述
BI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

CRM

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获得。科斯的杰出贡献是

DCC
ECM

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

ERP
Office Suites

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PPM
SCM
Web Conferencing and Teaming
Other Application Software
0

5

10

2011 (4Q12 Forecast)
搜寻信息的成本

15
20
25
Billions of Dollars

30

35

40

2016 (4Q12 Forecast)

信息流

协商与决策成本

契约成本

交易成本

企
业

生产效率

资金流

代~2000年）；2、成长期（2000年~2010年）；3、成熟期（2010
以后）。

监督成本
物流
执行成本

大量的ERP项目，都是在国家“十五”
（2001~2005）、
“十一五”
（2006~2010）“双甩”的战略号召下纷纷投资上线的。在那个年
代，Unix小型机以其优异性能、高可用性和高可靠性等方面的优
势，成为支撑企业核心业务系统ERP的首选。

科斯的理论说明（如上图），正是在不断追求交易成本下降和生
产效率提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出了现代企业。从上图可
以看出，交易成本的下降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企业信息的获取

但是2010年以后，随着“云计算”、
“一切皆服务”等理念的深入
人心，重新审视ERP等企业核心业务系统支撑平台，就会发现以下
问题：
●

双机配置的UNIX方案，需要非常高的硬件 & 软件费用，以及运

●

ERP等关键应用，即使初期设计时已经保留了最高的预留量，但

以及处理的成本密切相关。而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有着不可

维费用，导致企业IT成本居高不下；

替代的作用。

仍旧无法满足业务飞速发展的需求。当业务不断扩展，支撑ERP
的基础架构却只能在一台机器内做纵向扩展（Scale up），无法

ERP系统集信息技术与先进管理思想于一身，成为现代企业运行模

横向扩展（Scale out），当用户量及业务模块进一步增加时，极

式的标准配置，反映市场对企业合理调配资源，最大化地创造社会

易遭遇服务器天花板现象；

财富的要求，成为企业在信息时代生存、发展的基石。它对于改善
企业业务流程、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显著作用。

●

的在线服务时间（RTO过长），增加了企业核心业务系统的运行

一般而言，ERP对于企业，具有三重含义：ERP管理思想、ERP

风险；

软件、ERP系统。企业建设ERP系统，会从这三个层面获取巨大
收益。

在不断的升级扩展中，原有的高投入设备硬件不断淘汰，浪费
了企业的宝贵资源的同时，也极大的降低了企业核心业务系统

●

Unix双机方案中，备机（Standby）绝大多数时间处于闲置
状态。

因此，鉴于ERP系统对企业的核心作用，无论现在还是未来，ERP
系统仍然是企业IT投资的核心和重点（详见下图）。

因此，当支撑ERP等企业核心业务系统的基础架构处于其生命周期
的末期时，每个企业的IT管理者，都会认真考虑其核心业务系统的

回顾国内ERP建设的历程，从沈阳鼓风机厂最早进行MRP建设开

迁移问题。以SAP ERP为例，SAP ERP的迁移，至少有3个方向可

始至今，大致经历了3个主要历史阶段：1、萌芽期（20世纪80年

以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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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P ERP升级和迁移，比如：ECC 4.7迁移至ECC 6.0以上等；

性（Scalablity）和总体拥有成本（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

SAP ERP基础架构迁移，如：原Unix平台迁移至新的X86平台、

SAP ERP解决方案需要围绕这4个支柱展开（如下图）。

原Unix平台迁移至新的Unix平台等；
●

SAP HANA平台，如：ECC 6.0迁移至SAP HANA平台等。

当然这些问题，在新建SAP ERP系统时也都需要认真予以考虑。
因此，针对客户面临的这些问题，思科开发了面向SAP的解决方案
包。该解决方案包，主要包括三个内容：
●

SAP ERP思科解决方案；

●

SAP HANA思科解决方案；

●

思科RISC Migration解决方案。

SAP System
Availability

Performance

Scalability

TCO

这些方案都是以思科的UCS（统一计算系统）为核心来构建SAP
ERP的基础架构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UCS的很多优异特性与
SAP ERP/HANA对基础架构的一些核心要求高度吻合。

思科SAP ERP Solution
对SAP ERP基础架构解决方案而言，支撑SAP ERP系统，需要4根主
要支柱是：高可用性（Availability）、性能（Performance）、可扩展

思科SAP ERP解决方案体系结构简图如下：

CI
Message
Server
Enqueue
Server

CI
repl.
enqueue

Web
Disp.
Appl.
Server
DB
Web
Disp.
Appl.
Server

透明的
负载均衡

RDBMS
DB

Appl.
Server

单点故障

动态扩展

其中，3个关键的单点故障处，需要采用高可用性Switchover解

作为上图的一个设计实例，思科解决方案包中也推出了SAP ERP基

决方案来保障整体系统的高可用性：1、SAP ERP的核心中央服

础架构的参考架构，该架构中，是以思科的UCS为核心组建的。如

务（SCS，System Central Service）；2、Database；3、SAP

下图。

Central Fi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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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面向大型企业的SAP ERP思科解决方案参考架构
解决方案构件：
●

B440M2*16
4*Intel® Xeon® E7-4870
512GB DRAM
2*VIC cards

●

●

5108*4
6248*2

●

C260M3*2

●

Storage System *2

●

Vmware ESXi

●

SAP Selected HA

●

LVM or存储虚拟化

可选解决方案构件：
●

2*Nexus 5596UP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UCS）将计算、网络、管理、虚拟化和存储访

实现端到端服务器可视性、管理和控制功能。

问统一到同一个集成架构中。这个独特的架构可在数据中心环境中

借助思科Nexus产品进行部署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万兆以太网
和光纤通道上行链路

思科UCS
Manager
（嵌入式）

思科UCS 6100系列
互联阵列

万兆以太网
和光纤通道上行链路

Cisco Nexus 2248TP GE
阵列扩展器

思科UCS 2100系列
阵列扩展器

管理

Cisco Nexus 5000系列
交换机

Cisco Nexus 2000系列
阵列扩展器

思科UCS 5000系列
刀片服务器机箱
数据

思科UCS系列机架式服务器

思科UCS系列刀片服务器

首先，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从根本上简化了传统架构，大幅减少了必

所有UCS刀片服务器在没有配置服务配置文件前均可视为裸机，当

须购买、连接、配置、供电、冷却、保障和管理的设备数量。

某服务器损坏时，服务配置文件会继续寻找备用服务器资源并自动
与之关联。由于服务配置文件中规定了服务器的物理参数如MAC

其次，UCS的统一管理，极大的降低了企业IT系统管理的难度，通

地址，WWN地址，VL AN和VSAN的连接，boot order等各项参

过将数百台刀片服务器、机架服务器以及数千个虚拟机作为一个系

数，新的服务器也即备机就会具有和老服务器一样的物理参数，由

统进行管理，有效地降低了整个系统的复杂性。

此，无需在网络和SAN设备上做任何重新设置，备机就具有老服务

再者，Cis c o UCS采用了思科独创的服务配置文件（S er vic e
Profile）技术。服务配置文件中包含了配置服务器和部署应用所需

器的所有特性，如果采用boot from SAN的模式，OS和用户应用就
可自动重启，完全无需人工干预。

的基础设施策略，包括用于功耗与冷却、安全、身份、硬件状况、

而且，关键一点是，基于UCS服务配置文件，SAP切换时，完全

以及以太网和存储网络的策略等。

没有任何License的问题。因为从SAP ERP的角度来看，切换前的

通过使用服务配置文件，可以减少手动配置步骤，降低人为错误几

UCS刀片和切换后的UCS刀片，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也不需要
重新生成License。

率，同时缩短服务器和网络部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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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至今为止，UCS已经创造了70多项性能的世界记录。

SAP HANA摒弃了硬盘而采用内存，将交易型数据库和分析型数据

最后，UCS是基于网络的计算，在单一网络管理域中，UCS可以

式和行式混合存储的内存计算技术，实现OLTP和OLAP的通用数据

库合二为一，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实时数据平台。SAP HANA采用列
管理高达40个机箱，320个刀片服务。而且，任何新的刀箱、刀片

库平台。但SAP HANA绝不仅仅是一个数据库，而是交易引擎、分

的上线，都不会对网络拓扑结构造成任何影响。并且，通过UCS集

析引擎和预测引擎，它可以对非结构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基于现

中管理系统，则还跨越单一网络管理域，实现管理全球若干个数据

在已经获得的数据和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测和判断。

中心的UCS系统。
HANA是一个软硬件结合体，提供高性能的数据查询功能，用户可
综上所述，这些UCS独具的特性，对于满足SAP ERP对可管理性、
高可用性、性能的要求，至关重要。

以直接对大量实时业务数据进行查询和分析，而不需要对业务数据
进行建模、聚合等。为了保障HANA的系统稳定，SAP使HANA成
为一个装有预配置系统的计算平台。SAP通过严格的定义测试，对

思科SAP HANA Solution

指定品牌，指定配置的硬件进充分验证，以满足HANA运行的系统

从目前SAP发布的战略来看，可以看到未来SAP的发展方向是High

要求。

Performance Analytic Appliance（HANA）。
总之，SAP HANA不仅仅是一个可部署为企业预置型解决方案，
SAP HANA是专门为支持运营应用和分析应用而设计的一款内存计

HANA更是可在云部署的内存计算数据平台。它不仅适用于执行实

算平台，它能够对大量多结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嵌

时分析处理及实施事务处理功能，还可用于开发和部署实时应用

入业务应用中。SAP HANA使企业在开展业务的同时，能够通过实

软件。

时分析海量运营数据及时了解企业运营情况。通过内存实时采集数
据进行分析，避免从业务应用中获取数据、在报表系统中分析数据

而根据SAP发布的HANA路线图，不久的未来SAP的所有应用模

产生的滞后，打通从生产数据库直接了解业务运营情况的渠道。

块，都会建立在HANA平台上（如下图）。

Everything on HANA
HANA
apps for Suite

HANA
platform

SAP BOBJ BI,VI

BW on
HANA

Business One
on HANA

HANA DB

SAP
Business
Suite

Any
DB

Apps

HANA DB

SAP
Business
Suite

Any
DB

OD/SF solutions

HANA DB

Any
DB

HANA DB

SAP HANA与传统数据库相比有以下优势：

SAP
Business
Suite
Any
DB

SAP
Business One
BW

HANA DB

MS
SQL

HANA
DB

HANA DB

BW

Data
mart

HANA
new
apps

SAP
Business Suite

Client

Client

Business
Suite
on HANA

Apps

Any
DB

Cloud
on HANA

VDL
PLM
SRM
SCM
CRM
ERP

SAP
Business
Suite
& any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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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款软硬件集成的数据平台，SAP HANA的成功也离不开生态
系统中合作伙伴的支持。思科新一代Cisco UCS服务器平台优化解

优势
秒级处理
实时决策

SAP HANA
行、列存储，完全存
于内存－快

传统数据库
行存储，速度取决于磁盘
IO－慢

决方案，使得SAP HANA的价值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让企业能
够更加轻松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商业需求。SAP HANA在思科统一计
算系统上实现了显著优化。该系统显著增加了内存容量，并提高了
性能和处理能力，能够全面支持要求苛刻的虚拟化和大型数据集工

大规模
数据运算
并行处理
低成本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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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排序，无需考虑
优化－易

索引、优化、有经验的
开发人员－难

作负载。
由于SAP对其HANA有较高的要求，所以能够运行HANA的硬件系

普通PC服务器－省

专门的数据库服务器－贵

统都需要得到SAP的认证。以下是思科UCS产品在SAP的HANA的
认证。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SAP HANA PAM: Supported Hardware Platforms for SAP HANA Single Node 2/8
HW
Vendor

Server
System

Log volume
(1*Memory)

Memory

File
System

Cisco

UCS C260 M2

2*Westmere EX
Intel E7-2870 (2,4GHz)

6*100 GB SSD, as RAID 10

8*disks 600GB 10k rpm,
configured as RAID 0+1

128GB RAM

ext3

SLES 11 SP1, SP2 or
SLES for SAP 11 SP2

Cisco

UCS C260 M2

2*Westmere EX
Intel E7-2870 (2,4GHz)

6*100 GB SSD, as RAID 10

8*disks 600GB 10k rpm,
configured as RAID 0+1

256GB RAM

ext3

SLES 11 SP1, SP2
SLES for SAP 11 SP2

Cisco

UCS C460 M2

4*Westmere EX
Intel E7-4870 (2,4GHz)

2*Fusion-io ioDrive 320GB, or
2*Fusion-io ioDrive2 365GB as RAID 0

10*disks 300GB 10k rpm,
configured as RAID 5

512GB RAM

ext3, xfs

SLES 11 SP1, SP2
SLES for SAP 11 SP2

CPU

Data volume
(4*Memory)

Operating
Systems

SAP HANA PAM: Supported Hardware Platforms for SAP HANA Scale out 5/8
HW
Vendor

Server
System

Memory

File
System

Operating
Systems

Cisco

UCS B440 M2

4*Westmere EX
Intel E7-4870 (2,4GHz)

Up to 4×EMC VNX5300 (4 HANA Server: 1EMC VNX5300
with 75 disks (a 300GB 10k rpm) each storage array

512GB RAM

MPFS

SLES 11 SP1, SP2 or
SLES for SAP 11 SP2

Scale out up to 16 nodes,
includes HA capabilities

Cisco

UCS B440 M2

4*Westmere EX
Intel E7-4870 (2,4GHz)

Up to 4×EMC VNX5300 (6 HANA Server: 1EMC VNX5300
with 75 disks (a 300GB or 600GB 10k rpm) each storage array

512GB RAM

ext3, xfs

SLES 11 SP1, SP2
SLES for SAP 11 SP2

Scale out up to 16 nodes,
includes HA capabilities

Cisco

UCS B440 M2

4*Westmere EX
Intel E7-4870 (2,4GHz)

Up to 4×NetApp 3240 (4 HANA Server: 1 Netapp with
48x disks (a 600GB disks 10k rpm) each System or,
Up to 4×NetApp 3250 (4 HANA Server: 1 Netapp with
48x disks (a 600GB disks 10k rpm) each System or,

512GB RAM

NFS

SLES 11 SP1, SP2
SLES for SAP 11 SP2

Scale out up to 16 nodes,
includes HA capabilities

Cisco

UCS B440 M2

4*Westmere EX
Intel E7-4870 (2,4GHz)

1×EMC VNX5300 (4 HANA Server: 1 EMC VNX5300
with 50 disks (a 600GB 10k rpm)

512GB RAM

ext3, xfs

SLES for SAP 11 SP3

Scale out limited to 4 nodes,
includes HA capabilities

CPU

Storage

Restrictions & Comments

SAP HANA PAM: Additional HW platforms for SAP Business Suite, powered by SAP HANA 7/8
HW
Vendor
Cisco

Server
System

CPU

UCS C460 M2 4*Westmere EX
Intel E7-4870 (2,4GHz)

Storage
Log volume: 1*Fusion-io ioDrive2 1.2TB, or
2*Fusion-io ioDrive 1.2TB as RAID 1
Data volume: 12*disks 600GB 10k rpm, as RAID 5

Memory

File
System

Operating
Systems

1TB RAM

Ext3, xfs

SLES for SAP 11 SP2

Restrictions & Comments
This configuration is only
supported or ERP, CRM and
SCM powered by SAP HANA

针对SAP HANA，思科UCS的系统优势一览无余。
思科内存扩展技术可将四个物理上独立的DIMM映射为能被处理器
内存通道识别的单一的逻辑DIMM（如下图）。通过这种映射，思
科实现了拥有48个DIMM插槽的内存扩展服务器。而采用相同处理
器的传统服务器和刀片系统，在内存全部运行在最高频率情况下，

Cisco UCS
内存扩展技术

最多只能支持12个插槽，在降低内存工作频率情况下，最多支持
18个插槽。

4个8GB
DIMM

1个32GB
DIMM
（最多12个插槽）

思科内存扩展服务器中的48个DIMM插槽可插入4-GB或8-GB
DIMM，由此为数据中心操作员提供了两种强大的新方案，能够有
效地实现内存容量和性能的平衡。

方案能使数据中心操作员节约高达60%的内存成本。传统系统在
使用18个（而非12个）DIMM插槽时，会出现性能下降的情况，而
思科的解决方案则能在节省成本的同时，保持一贯的性能水平（如

低成本方案

下表）。此外，思科内存扩展技术能使用4-GB DIMM提供高达192

低成本方案使用价格经济的4-GB DIMM，而非昂贵的8-GB DIMM

GB的内存—此容量比使用更昂贵的8-GB DIMM的传统服务器还要

来提供高达192 GB的内存使用量。与传统的双路服务器相比，该

多48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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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存方案

提高了平衡服务器价格和性能的灵活性；4-GB DIMM的每千兆字

●

节成本不到8-GB DIMM的一半，因此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大型内

大内存方案能够为某些需要极大内存的工作负载提供支持，比

存使用量；

如：HANA。Cisco UCS刀片服务器在使用8-GB DIMM时，曾经
®

®

创造了采用Intel Xeon 5500系列处理器的双路服务器的内存

减少了所需部署的服务器，由此降低了投资、运营、电源、冷却

●

和维护成本；

纪录。
由此，思科的内存扩展技术使得企业不必支付传统服务器系统的高

●

增强了整合，使用双插槽服务器，从而降低了软件许可证成本；

●

通过更为经济的内存成本，降低了系统投资开支。

昂成本，即可获得出色的内存可扩展性。现在，IT部门能够使用低
成本、超大容量的内存，更为经济地整合更多应用。思科内存扩展

总之，基于内存计算的HANA平台需要这样的技术来实现大内存的

技术通过以下特性，在支持大型服务器工作负载方面节约了成本，

计算，因此，HANA＋UCS，实现了容量、性能以及经济性的完美

提高了性能：

结合。

思科SAP HANA解决方案参考架构之一（vBlock）如下：

思科的“云就绪”HANA解决方案—vBlock
思科构件：
● N×Cisco Blades B440M2
®

EMC构件：
1*DPE with 25*600GB SAS
● 2*DAE with 25*600GB SAS each
● 4*Onboard IO Ports
● 4*additional IO Ports Slot A0 (8Gbps)
● 1*ControlStation
● 2*Data Mover (one active, one standby)
● 1*Standby Power Supply (SPS)
● 1*EMC 19" Rack for VNX
● Software
●

®

4*Intel Xeon E7-4870
processor on each blade (10 cores each)
512GB DRAM
2VIC cards
●
●
●
●
●
●

●

2*Nexus 5596UP Switches
2*Nexus 2224 Fabric Extender
2*UCS 6248UP Fabric Interconnect
N/4* UCS 5108 Blade Server Chassis
2*UCS 2204 Fabric Extender
2*C220 Rack Mount Server
(Management Server)
1*C2911 Integrated Service Router

思科RISC Migration Solution

撑平台的首选。

云计算潮流，对IT业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切皆服务”、
“一切

而这个时候，多年前运行在Unix等封闭平台的ERP系统迁移到开

皆可以成为服务”的观念深入人心。

放的“云计算”平台，成为企业IT管理和运维人员不得不考虑的

以“X86体系架构＋Intel Xeon CPU＋Linux OS＋虚拟化”为主导
的准云平台架构，几乎满足了所有云计算的核心要素。云计算平

问题。
RISC Migration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优势，如：降低成本、兼顾性

台，以其更优良的性能、更好的扩展性、更强的可用性、更完善

能和敏捷性、更好的资源利用率、互操作性强、符合工业标准等。

的可管理性、更兼容的开放性，成为企业自建数据中心和业务支

如下图。

降低成本
●
●
●

IT预算压力
不断增加的项目成本
支持、维护、运营的隐形成本

兼顾性能和敏捷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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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X OE for BLOCK
VNX OE for FILE

不断出现的新增项目
用户量的不断增加
监管的要求
不断增长的容量需求

技术进步、挑战和机会
●
●
●
●

服务器利用率
空间整合
电源和制冷
硬件、OS、应用软件的更新

平台选择与战略
●
●
●
●

基于标准的体系结构
最广泛应用的解决方案包
创新平台的领导人
只有不到10%的客户不考虑
迁移（IDC）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虽然迁移的好处很多，但是，迁移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专业的服务，详细的设计、规划和实施。

迁移内容框架
IT架构合理性分析
业务影响性分析
TCO和ROI分析

移

据

迁

迁

台

移

平

迁移范围

数
COTS应用迁移
定制应用迁移

跨平台/OS的迁移
平台的升级迁移
P2P/P2V迁移

迁移策略
和规划

数据库数据
应用数据

合
整
心
中 迁
据 搬
数 与

应

用

迁

移

跨DC的物理搬迁
计算、存储、网络

思科为了更好的支持RISC Migration，开发了RISC Migration方法

将RISC/UNIX环境迁移至思科业界领先的x86 UCS。并帮助客

论和解决方案。无论是评估RISC/UNIX迁移，还是实施RISC迁移

户实现：

到思科统一计算系统UCS，思科和合作伙伴都能帮助客户顺利完成

●

确定潜在的业务优势和投资回报（ROI）

迁移流程中的每一个步骤。

●

执行测试迁移，分析和论证可行性

●

根据要求和时间迁移生产应用

思科可以提供多项专业服务，利用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法安全地

各项迁移服务
迁移项目

RISC迁移

RISC迁移

RISC迁移

立项

规划

方案

实施

当用户考虑从RISC向

用户确定走UCS路线

根据前期迁移规划的指

由富有行业经验的思科工

UC S迁移时，帮助用户

后，帮助用户确立迁移策

引，落实迁移任务，细化

程师（与合作伙伴一起）

确定项目可行性、项目费

略、迁移原则和迁移路线

迁移细节。对关键环节做

完成RISC迁移过程，将

用、和时间安排等早期立

图。论证关键迁移技术和

实验测试，并提出迁移后

数据和工作负载迁移到

项工作。

关键过程，指出迁移风险

的验证测试方法。

UCS体现架构上。

点和规避措施。
售前交流、案例介绍

迁移服务覆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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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思科制造业
成功案例

大众汽车数据中心
思科与大众中国正式展开合作，借助思科领先的基于Nexus的解决

科虚拟交换机技术、OTV和 FabricPath技术能够确保新一代数据中

方案，为大众中国搭建具有更 强整合能力及虚拟化的下一代数据

心持续满足大众中国当前及今后企业运营需求。

中心，以帮助大众中国实现系统的持续可用性，并迅速、灵活地响
应不断变化的企业业务需求。同时，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也为其

根据大众中国日常运营的特点和业务需求，思科为其量身设计、部

他制造企业数据中心建设起到良好的示范指导作用。

署了高响应能力的新一代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极大地提高了大众
中国的系统响应能 力，网络能够自动从虚拟化服务器、存储和网

从1984年起，大众汽车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中国全国范

中国员工创建了高效、智能的网络工作环境，大大增强了大众中国

零部件和服务。作为第一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国际汽车制造厂商之

员工的网络应用体验，更为企业整体运行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打下了

一，大众中国在华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业务基础。
近年来，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大众中国日常运营对灵活、高
效IT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亦不断加深。多样化的业务需求使得大众
中国对其数据中心扁平化和整合 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其原有
的由北电网络传统交换机搭建的数据中心则无法迎合企业快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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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服务池中部署基础设施，实现按需发现和配置资源，不仅为大众

围内已拥有14家企业，除了生产轿车外，还向消费者和行业提供

坚实的基础。与之前的人工配置方式相比，新一代数据中心在缩短
系统响应时间、降 低错误率的同时，应用部署时间也从之前的数
周缩短到短短几分钟，将大众中国富有经验的IT人员重新分配到具
有更高价值的工作中，确保大众中国实现IT人力 资源的最优配置。
同时，新一代数据中心还能够充分确保网络根据需要分配备用容

展步伐。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大众中国面前：完善企业的可持续发

量，从而更快地响应员工、客户、合作伙伴或供应商等多个终端用

展，大众中国迫切需要对其数据中心进行转型改造。

户的不同需求，助力大众中国实现全方位高效运营。

经过多方考察和严格选型招标，大众中国最终决定与思科携手，选

借助思科Nexus系列的领先技术，新一代数据中心充分确保大众中

择思科提供的基于Nexus的解决方案。思科Nexus系列由全面的交

国网络设施免受意外干扰和停机故障，大幅增强了网络基础设施的

换机产品组成，使大众中国能够逐步、经济高效地迁移到万兆以

可靠性和可用程度。数据中心能够智能复制关键数据，以便在发生

太网和统一数据中心阵列，最大化满足了大众中国数据中心转型战

故障时轻松退回，并为高水平的业务连续性和恢复能力提供有力保

略。在方案部署中，大众中国采用了思科Nexus7000/5000/2000

障。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业务环境中，高永续性将确保大众中国员

设备，同时 把SAN也集成到了该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中。作为目前

工、合作伙伴和供应商随时随地持续连接，借助高效网络助力业务

唯一一家能够提供数据中心以太网以及FCoE技术的设备厂商，思

蓬勃发展。

思科制造业成功案例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

●

配置多台Nexus 7018交换机，具有高性能，高可靠，高可扩展

●

10G方案解决业务发展所需要的高带宽；

性（有18个slot）；

●

Nexus VPC提高链路使用效率，避免生成树；

VDC虚拟化技术降低投入成本及机房空间成本：每台核心交换机

●

Nexus 5K与2K提供服务器群的灵活支持（可集中，可分布）。

能虚拟出4台。为园区，数据中心，应用业务提供核心交换路由；

网络拓扑结构

VDC

Nexus 7018

Nexus 5548

Nexus 5548

Nexus 2248

Nexus 2248

25

东风日产数据中心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是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旗下

●

业务，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全 价值链的汽车生产企业。东风日

●

东风日产花都工厂位于广州花都汽车城，由一工厂和二工厂组成，

需要为生产提供高级别的服务，尽可能地快速交付所需基础
设施。

产乘用车公司由花都工厂、襄樊工厂、发动机分公司以及研发中心
组成，有员工7000余人。

东风日产厂区需要在完全保证生产系统安全运作下，并且要能够
灵活配置资源。

重要的乘用车板块，从事乘用车的研发、采购、制造、销售、服务

●

硬件利用率低，亟需提升利用率，降低硬件部署成本。

●

数据中心里面运行的大多是企业的关键业务应用，需要降低宕机
时间。

占地面积247.5万平方米，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汽车制造生产基地，
是日产全球最大的海外工厂。花都工厂由冲压、树脂、焊装、涂

新的数据中心采用模块化设计，包括整体网络架构，核心交换区，

装、总装五大车间组成，年生产能力60万辆，后续年产能将增至

内部服务器区，互联网服务区，互联网接入区，外联区接入区，广

67万辆。是东风日产的中级车和入门级车生产基地，轩逸、骐达、

域网接入区，园区网，开发测试区，运维服务区，带外管理网等。

新阳光、骊威、玛驰等车型均在此生产。花都工厂采用功能齐全的

数据中心采用N7K+N5K+N2K的组合方式。技术上采用了vDC、

系统管理软件实施自动化管理，已具备多种不同车型的混流生产能

vPC、VRF、FEX、FCoE等网络技术，上述技术都经过众多客户长

力，生产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时间的使用，在提高了网络的可靠性、可用性，简化网络的维护及
管理方便有优势。主要实现了：核心交换机从单活转到双活，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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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部门业务的飞速增长，东风日产汽车花都数据中心的企业级

利用率从50%提升到100%，消除STP环路、故障快速收敛。采用

数据中心面临着服务器蔓延的压力。同时，随着竞争的加剧，东风

VDC技术，节约投资；采用VRF技术，不增加任何投资。根据业务

日产汽车所服务的集团内客户要求更短的系统交付时间，也要求更

需求划分为多个虚拟交换机。VDC能够真正地区分不同虚拟交换机

灵活的系统资源配置，传统的物理服务器采购、配置、升级方式已

的网络流量，提供故障隔离，以及通过创建独立的硬件和软件分区

经难以满足东风日产厂区的需求。

实现有效的管理。

思科制造业解决方案

万华化学数据中心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20 日，是山东省第

在网络上，从烟台总部，到宁波、匈牙利、北京、山西公司以及上

一家先改制后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公司主要主要从事异氰酸酯、多

海，采用了专线，其他分公司都是采用VPN接入公司骨干网络。

元醇等聚氨酯全系列产品、丙烯酸及酯等石化产品、水性涂料等功
能性材料、特种化学品五大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万华实施了统一通信平台， 统一了数据、语音、图像。万华采用
的交换机全部都是思科的。统一通信也是采用思科的设备，全球

烟台万华有两个机房，一个在厂区，另一个在未来新的办公中心，

实施了统一通信IP电话、架构，组织了内部电话网，实施统一 通

厂区的机房是2008年初建设的，现在准备做同城容灾备份机房

信后，烟台、宁波、北京、上海、山西、匈牙利组建了一个整体

用。新的机房将是核心机房，万华还有一些二级机房，比如在宁

的、全球范围内的电话网络，全公司各地同事只要拨一个四位短

波、山西都有二级机房，建立了关键数据的异地容灾备份。

号，就可以呼叫。出差在外，可以通过VPN接入公司网络，通过
软终端电话，拨打4位短号就可以接通其他同事。海外分公司使用
IPSECVPN可以达到同样的功效。现在万华拨往全国、全球各地子
公司的长途电话全部变成了市话。
随着自身业务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海外并购步伐的加快，万华化学
原有数据中心、核心网络架构及性能均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2011年万华化学新工业园区始全面建设，构建高可信、高安全的
企业数据中心成为企业新工业园区信息化建设的关注点。在经过全
面评估之后，万华化学决定携手全球IT领导厂商思科构建其新工业
园的高安全、高可信数据中心与核心网络。
思科帮助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顺
利完成企业新园区数据中心及核心网络建设项目。借助思科行业
领先的路由、交换设备以及成熟的数据中心安全、统一接入解决方
案，万华化学成功构建起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及核心网路架构。本
次合作在确保万华化学数据中心信息安全的同时，帮助其智能地将
人员、流程、数据联接在一起，通过思科“万物互联”创造更高的
商业价值。
本次合作，思科帮助万华化学将数据中心以及分支机构的多张网
络相互整合，在减少线缆、设备投资成本的同时，最大化满足了
万华化学构建高效、安全数据中心的 需求。为了有效地保护万华
化学数据中心安全，思科为万华化学部署了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
（ASA）防火墙及虚拟安全网关（VSG）技术。同时，思科虚拟安
全 网关（VSG）提供的基于策略的精细控制和基于虚拟机环境的
活动监控，有效强化了万华化学对数据中心资源的安全访问控制，
进一步确保企业数据中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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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虚拟化数据中心
可口可乐瓶装公司合并为第二大可口可乐装瓶商，在美国11个州

Catalyst 4900交换机共存。同时采用Cisco MDS 9500系列多层导

地区，服务超过18万消费者。该公司生产销售并提供碳酸和非碳

向器交换机，用于存储访问和使用思科应用控制引擎（ACE）进行

酸饮料。

负载平衡和隔离不同的应用环境。

众多的应用系统，如销售队伍自动化和工作组协作，已广泛部署到

该公司从新的数据中心设计获得了性能和成本优势：

低成本服务器上。这引发了数据中心的增长。而服务器虚拟化的

●

降低服务器成本：到目前为止， 80服务器已经整合到四台服务

帮助，将大大加强数据中心的性能。可口可口瓶装公司的IT主管认

器，其中每个主机含有20个虚拟机。新的服务器只需要两个融合

为，
“我们希望万兆以太网连接，并构建新的数据中心。我们决定建

网络适配器（CNA ）连接FCoE，而不是以前的两个网络接口卡
（ NIC）和两个主机总线适配器（HBA）；

立一个新的数据中心网络，将继续我们现有服务器的存储工作，因
为我们逐渐迁移到统一架构。”

●

降低SAN的成本：在Cisco MDS 9509多层导向器上连接了公司
的主机磁盘，开放系统磁盘和磁带备份系统到同一个物理网络。

为此可口可乐瓶装公司建立了一个新的以万兆太网交换机思科
Nexus 5010交换机为基础的光纤通道以太网（ FCoE）网络。 IT部

IT部门为每种类型的流量创建了一个虚拟SAN（VSAN ）；
●

门的服务器迁移到新的网络。思科Nexus 5010交换机直接连接新
的万兆以太网服务器，并和连接现有的千兆以太网服务器的Cisco

降低电缆成本：新的设计降低了布线成本，降低30％至60％。
思科Nexus 5010交换机简化了布线；

●

空间和省电：从80台服务器整合到四个已显著降低功耗消费；

●

降低冷却成本：思科Nexus 5010的从前到后的通风方式降低了
冷却成本。

可口可乐瓶装公司同时正准备使用思科Nexus 1000V交换机，它驻
留在服务器上提供VN- Link虚拟机感知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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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制造业成功案例

施乐云服务交付业务
作为享誉全球的打印和复印机的创新者，施乐今天已成为一个领先的

光纤通道连接到EMC存储。思科应用控制引擎（ACE）模块还具有

业务流程和文档服务公司，提供流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施乐打印

在虚拟化环境进行智能负载均衡，帮助所有MPS应用优化性能。

管理服（ MPS）和施乐公司的云服务。
思科流程编排软件的自动化IT流程，加速了应用程序的部署，降低
施乐公司的MPS提供完整的管理和打印机的优化，打印输出，人员和

成本和消除手动流程。思科流程编排软件是思科智能自动化软件组

流程，支持打印，包括物理设备，耗材，如纸张和碳粉， IT支持和维

合的一部分。

护。施乐公司通过服务，使各种规模的企业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同时获得可视性和对他们的印刷支出和业务控制提供其专业知识。

使用增强的可靠性和集成的思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施乐能够为它
的MPS客户提供更快，更可靠的服务。此外，可靠性有助于IT团队

原有的施乐MPS全球交付中心包括静态的机架服务器，该中心也已

减少维护并保持顺畅的应用程序在任何时候都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服

达到饱和，响应速度不佳可能会放慢交易，恶化的可靠性会造成中

务运行。虚拟化还提高了UCS服务器的灵活性和应用负载平衡。在

断系统。作为一个服务于世界各地的企业，施乐MPS需要提供24

Cisco UCS Manager中，施乐还可以使用服务配置文件来快速部署

小时服务，不能停机。

物理和虚拟服务器。

凭借多年的经验，为客户提供外包服务，施乐还扩大到云与超越

施乐的IT人员说：
“在我们以前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创建一个不同的

印刷和打印管理服务。施乐云服务添加备份，灾难恢复，以及移

配置文件，我们增加以适应变化的BIOS或硬件配置几乎每一个服

动设备管理前开始与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施乐云服务正在迅

务器，随着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我们必须能够快速应用服务配置

速成长为不仅提供了备份和存储，也运行为客户服务的关键任务

文件和获得新的服务器和应用程序的运行，无需每次重新构建环

应用程序。

境。思科UCS提供了一个更加一体化，更易于管理的平台，已经减
少了我们管理了多达80％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数量。”

鉴于施乐云和MPS服务的需求，公司需要新的数据中心，提供更高
的可靠性，可扩展性和性能。从对大数据分析的支持，大量的交易

施乐公司创造了思科的UCS理念上运行SAP应用的证明。
“对思科

和设备的管理，业务应用性能优越，施乐需要配合公司的成长，专

的UCS的SAP应用程序的性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比我们现有的环

注于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

境还要快”， 施乐云服务首席技术官说。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UCS ）平台被确定为施乐MPS的最佳选择。

使用思科的UCS作为云的成功经验，施乐公司最终采用了经过验

思科 UCS B200刀片服务器处理行政和基础设施功能，帮助整个数

证的Vblock平台，它结合了思科的UCS与EMC存储和VMware虚拟

据中心运行顺利。思科UCS B230刀片服务器支持基本的应用程序

化。集成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思科UCS的性能和灵活性，以进一步保

和虚拟化功能。最后，更高性能的应用程序，包括SQL数据库，在

证平台的所有部分将共同努力顺利。Vblock是在支持施乐云服务全

Cisco UCS B440刀片服务器运行和Cisco UCS C460机架服务器上

球数据中心的所有多租户云和私有云的节点时使用的。

运行。
除了思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施乐云服务还利用思科托管的协作
思科的Nexus系列交换机，包括Nexus 5000系列、Nexus 2000和

服务，以提供增强的客户服务。通过此次合作，施乐可以通过施

Nexus 1000V，以及思科MDS 9000系列交换机，提供快速的10

乐云提供了一系列先进的通信和协作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思科的

千兆以太网连接作为思科统一交换的一部分。思科Nexus 5000交

Jabber和思科的WebEx，为各种规模的客户服务。

换机还支持以太网（FCoE ），使施乐通过融合网络的统一端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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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安娜ERP/SAP思科解决方案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FUANNA）成立于1994年8

思科UCS的SAP/HANA解决方案的优势是：

月，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和物流于一体的综合型家纺

●

造美好睡眠生活，打造百年家居品牌"为经营理念，拥有国内外资

●

配置Fusion-IO卡，基于NAND闪存的服务器内存层级扩展，可提
供持久的类RAM性能和类磁盘驱动器的存储容量，提供高速的IO

深专业设计师近百人，创立“富安娜”、
“馨而乐”、
“维莎”、
“圣之

能力，提高HANA应用的处理能力。

花”、
“酷奇智”五大主打品牌。富安娜拥有深圳龙华、江苏常熟、
四川南充三大工业园，2000多家专卖店/柜。

采用思科和SAP共同验证的专用的服务器平台UCSC-C460M2HANA。

企业。2009年富安娜家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以"创

●

提供7×24×4 Smartnet和SI的服务，保障服务器平台的故障
恢复。

富安娜原有基础网络设备采用CISCO公司产品，同时，已经采用
SAP公司ERP作为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
本项目前，富安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

●

提供优质的CISCO TS原厂商专业服务，帮助用户统一部署和维
护CISCO服务器和SAP HANA软件系统。

通过部署SAP HANA ON CISCO UCS，大大提升了富安娜的商务

●

用户需要实时了解产品销售情况和库存情况，实现实时BI；

智能系统，实现数据展现速度上质的飞跃、实时的数据同步以及高

●

用户希望减少生产销售数据分析延迟，提高决策执行的准确性和

效逻辑计算，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

时效性，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
●

●

需要高可靠、高性能的服务器平台，承载HANA应用；

第二阶段，富安娜全国23个分公司2000家专卖店/柜将部署SAP

对大规模多种移动终端安全无缝接入的需求。全国2000家门店/

HANA Mobility解决方案。

柜，需要远程实时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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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A是用户的核心应用系统，需要及时、优质的服务响应；

富安娜是家纺行业的龙头，对家纺行业的其他用户的IT规划有示范

●

本次项目第一阶段，采用SAP HANA解决方案，主要实现三个

意义。该项目的成功不仅是SAP ON CISCO UCS在中国区的第一

目的；

个项目，同时，实践了SAP、CISCO和双方渠道的合作模式，为以

●

更加快速的企业报表展现；

后的其他项目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

更快完成复杂的高效逻辑计算；

●

生产数据的实时展现。

思科制造业成功案例

东风神龙数字化工厂
作为一个分布全国的大型企业，如何在整个企业内部实现更加高效
的沟通是东风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神龙公司）提升企
业效率、提高企业价值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东风神龙公司从长远角
度出发，在进行现代化企业办公系统与企业通信网络的规划时，决
定不再更多采用传统的电信网络架构，而是全面构建基于 IP网络的
通信和应用系统。除要求该系统能够融合多种通信手段外，东风神
龙公司还希望该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以及可扩展性，并满足日后
不断壮大的发展趋势。
通过部署思科的统一通信、工业以太网和无线接入等解决方案，对
东风神龙公司的整体通信网络、其第二工厂的基础网络及工业控制
网络进行了全面改造和升级。升级后，东风神龙公司极大提 高了
企业通信的综合效率和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回报，公司的工业控制
网络也实现了同办公网络的平滑对接，进一步提高了其安全性和可
管理性。

员工的全新网络体验
以前，东风神龙公司业务员如果不是坐到了办公桌旁，是很难知道
他有多少个未接来电的。但是现在，如果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许久
还无人 接听，这个打到座机的电话会被自动转到该业务员的手机
上。如果客户没打通业务员的座机而留下了语音留言，那么这个留
言可以被企业网络同时转发到该业务员的 手机和电脑的email信箱
里。这样一来，东风神龙公司业务员不会遗漏任何一个重要的信
息，并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快速响应。
今天，东风神龙公司员工能将各地办事处的任意一台电话座机设为
己用，他在原先电话座机中习惯使用的各种快捷方式可以自动复制
过来，他也可以用软件的方式将自己的电话座机装入笔记本电脑，
从而摆脱办公位置和差旅的束缚。东风神龙公司的员工也常常带着
电脑从办公大楼穿过园区草坪走到厂房 车间，如果有需要，他随
时可以打开电脑接入网络进行公司内部和外部的沟通。
东风神龙公司成功采用思科公司基于IP网络的统一通信平台与解决
方案以后，员工的多种信息沟通工具和各类业务应用能够简捷、有
效地 互联，使员工内部和对外的通信效率和业务管理水平进一步
提升。在进入Web2.0时代之后，东风神龙公司已经成功将网络转
变为创造价值的重要推动引擎。

充分整合网络架构和多种应用
在进行企业网络架构整体规划时，东风神龙公司选择了构建IP网
络，并实现了有效整合：一方面，东风神龙公司充分利用IP网络的
灵活 度和可扩展能力，将思科统一通信平台的领先特性与公司已
有的办公应用相结合，同时也确保了对企业原有传统电信网络设
备的兼容；另一方面，东风神龙公司部署 了思科的工业以太网技
术，将IT网络的领先优势有效植入到工业制造网络中。
目前，东风神龙公司所有的企业办公应用均可在思科的统一通信网
络之上得以承载和实现。据东风神龙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部署
了思科的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和统一通信方案后，东风神龙公司完
美地实现了生产网络和办公网络的融合，大幅提高了生产的可管理
性以及可维护性。在企业通信方面，东风神龙公司目前所有的分支
机构均被纳入到企业的统一通信网络之中，并可以实现极为丰富的
企业通信应用。此外，该统一通信系统还和企业原有的活动目录、
邮 件系统、Lotus Note Domino、OA网站紧密集成，进一步提升了
企业通信的可管理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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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东风神龙公司的工业生产网络中，思科提供了IE3000工业控

话。未来，东风神龙公司将可以通过思科提供的企业级交换解决方

制解决方案，为东风神龙公司工厂提供相关工业控制设备的网络

案CallManager实现多达5000门IP分机的处理能力。在工业制造网

连 接，并将其组建在一个独立的网络中，以实现7×24小时集中控

络化进展方面，东风神龙公司在新工厂内采用了33个IE3000思科

制和分散管理，同时也让传统应用和IP网络应用得到了最大限度地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用来连接了大量的的工业设备，同时东风神龙公

整合。在该网络之上，不但原来如设备组态（configure）、实时控

司还将采用了思科的mesh 1500和1231 AP为新工厂区域实现网络

制（control）、信息采集（collect）等全部的工业网络应用仍能运

的无线覆盖。

行，而且还能借助该网络对IP网络的支持，实现了从企业办公自动
网络到生产网 络的远程协调与控制，也实现了管理方面的全局化

在思科为东风神龙公司部署统一通信网络和标准工业以太网络过程

趋势。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思科的IE3000解决方案可以为东风神龙

中，不仅充分考虑到同现有网络架构及应用的有效整合，而且还

公司提供柔性制造（Flexible Manufacturing）能力，针对不同产品

考虑到东 风神龙公司随业务的发展和企业壮大对网络的进一步需

调整公司的制造工艺，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网络成功部署大力推动企业整体发展

基础之上，东风神龙公司的员工可以享受到各种通信沟通手段无缝

目前，东风神龙公司采用思科网络解决方案，在其公司总部和其他

连接、自由转换，以及所带来的创新协同感受，从而引发对企业业

四个分支机构中总共部署了1500个IP电话，600个统一消息系统用

务的“革命性”驱动。

户使用许可，同时使用了100个VG224网关用来支持1500个模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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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此同时，思科针对客户需求，注重网络部署的整体成本控制
和构建难度，提高了对东风神龙公司网络投 资的保护。在该网络

思科制造业成功案例

一汽吉林轻型车厂生产线网络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一汽吉林轻型车厂，始建于1983

●

年，原为吉林市地方企业，是中国微型汽车的诞生地。1981年中
国第一辆微型汽车在这里试制成功；1991年被中国一汽正式兼

较大，交换机电源损毁严重；
●

焊装，涂装车间粉尘，油雾造成交换机风扇损坏，交换机因为
内部过热宕机；

并为直属企业，成为中国一汽家族中的一员，现为中国一汽的全
资子公司，被中国一汽确定为小型商、乘用车的主要基地，自主

大量生产设备，特别是驱动机构频繁启动，停止造成电压波动

●

供电不方便，车间大量设备为工业低压电器，使用传统交换机
需要强电布线，且需要机架安装。

百万辆战略格局中的重点企业。公司下设两个工厂：一工厂占地
43.21万平方米，拥有各类设备2894台。二工厂位于吉林市汽车
工业园区，新工厂总面积130万平米。新工厂包括冲压、焊装、

思科的应对策略是，部署思科IE3000系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产

涂装、总装、树脂5大工艺车间。在新工厂建设期间，其面临的场

线上。

景是：
●

●

客户生产网覆盖总装，焊接，树脂，冲压，涂装五大车间；

思科IE3000的以下特性解决了客户面临的问题：
●

面向工业以太网应用的设计，包括对工业制造恶劣环境下很强
的适应性（温度，抗冲击/振动）；

车间内大量生产设备如焊装机器人，喷涂设备，传动机构等通过
●

无风扇的对流冷却方式；

●

可直接安装在机床导轨上，使用机床上的低压直流电源供电；

面临的技术挑战是：

●

设备发生故障后快速更换，快速恢复原有配置。

之前客户客户在车间部署的是传统以太网交换机，但是发现使用

最终解决了在恶劣的工业生产环境下，交换机设备故障率高的问

不长时间后设备大量损坏，原因是：

题，网络可靠性大大提高，停产检修时间大幅减少。

工控机进行控制，工控机和这些设备间通过以太网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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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拓扑结构

Enterprise Zone (EN)
DMZ
Windows 2003 Servers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VNC
PCAnywhere

●
●
●

GE Link for
Failover
Detection

ASA 5500
(Standby)

ASA 5500
(Active)
CiscoSecure ACS
DMZ
Manufacturing Zone

Windows 2003 Servers
●
●
●
●
●
●
●
●

RSBizware Historian
RSMACC
RSAssetSecurity
RSView SE
RSLogix
RSLinx
MS Active Directory
SQL

Cat. 3750

Cat. 4500

Cat. 3750
Stack
CS MARS Appliance

Network Services:
DNS, DHCP,
Syslog Server
CNA

●

●

Panel View 1000

Panel View 1000
1734 AENT Point I/O

1769 CompactLogix

1769 CompactLogix
PowerFlex 70 w/
20Comm-E

1769 CompactLog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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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3

Cell#2

Cell#1

1756 CompactLogix

1734 AENT Point I/O

PowerFlex 70 w/
20Comm-E
1769 CompactLogix

1756 CompactLogix

思科制造业成功案例

中冶焦耐TrustSec安全办公网络
于其应用系统性能的需求亦随之不断攀升。除了保护企业核心信息
资产，满足国家信息安全保护等级需求，中冶焦耐还需要设定网
络终端入网准则，确定用户轨迹，做好IT审计。时至搬迁新办公大
楼，中冶焦耐需要构建一套最佳的网络架构解决方案，进而一次性
解决上述的问题。经过多方比较和综合考量，中冶焦耐决定与思科
联手，借助业界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和设备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构
建全新IT系统环境。
针对中冶焦耐应用需求，思科为其部署了思科全球独创的可信网
络（TrustSec）技术。借助该技术领先的用户身份认证和授权、
设备认证功能，中冶焦耐新大楼的网络环境能够实现基于角色和
Context-Aware的访问控制、统一的客户端访问、资源分级分部
门的访问和防护、用户位置监控等现有其他企业信息安全解决方
案（如IBNS、NAC、NBAC）的管理需求。此外，思科为中冶焦
耐构建的新大楼网络架构还能够实现基于思科路由器、交换机等
基础网络设施的智能环境感知，进一步保障企业信息安全。层次
化的安全防范体系，有效确保了中冶焦耐信息资产的保密性、完
整性和可用性。
在思科的协助下，现在中冶焦耐的信息建设投入得到有效缩减，整
体IT网络环境安全和性能亦大幅提升。通过将全部信息的安全监控
思科与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焦耐）展开合

和审计进行可视化处理，企业网络信息安全更加易于管理。有线无

作，借助其业界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以及丰富的行业部署经验，成

线一体化的实现，为企业满足员工移动化办公需求、推广BYOD提

功帮助中冶焦耐对其位于大连的新办公大楼构建可信赖、稳定网络

供了有力支持。新网络架构的这一系列功能，为员工塑造了高效、

环境。本次合作，思科采用了全球领先的可信网络（TrustSec）技

便捷的管理环境，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也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术，配合层次化的安全防范体系，有效确保中冶焦耐信息资产的保

此外，思科所有交换机原生支持可信网络（TrustSec）技术，网络

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同时，在新网络环境中，中冶焦耐应用系

架构部署简单、易于拓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冶焦耐的信息建设

统亦更加稳定、便捷且易于管理，能够有效支持企业未来5到10年

成本，避免了重复投资。

信息化建设，为中冶焦耐借助思科“万物互联”紧握行业转型机
遇、拓展业务模式创造有利条件。
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以工程技术为基础，以工程总承包

思科的整体网络架构不但实现了中冶焦耐园区网络与数据中心网络
的高速互联，而且还解决了困扰了中冶焦耐多年的安全问题：
●

为主业，具备工程项目设计、采购、建设（EPC）总承包能力的
大型国际化工程公司。在成立至今的50多年间，中冶焦耐完成了

●

内网、外网、集团网转换时，要求有明显动作及提示，便于使用
人员明确自己行为；

包括300多个大中型焦化厂、200多个大中型耐火材料厂；北京、
天津、上海等60多个省会及沿海重要开放城市的燃气项目以及大

要求内网、外网、集团网逻辑分区，并严格隔离，防止黑客利用
“肉机”从外网侵入内网；

●

内外集网权限要求互斥，即访问内网时不能访问外网，反之同
理，且使用同一套用户名和密码；

连、沈阳等十几个大中城市的环境治理项目在内的咨询、设计或
●

在公司外部，通过SSL/VPN登陆，且能实现与内网一致安全策略；

●

实现资源的分级和分部门访问和防护；

近年来，随着中冶焦耐业务规模的拓展以及员工数量的增加，信息

●

实现全网统一身份管理和单点登陆；

安全管理成为中冶焦耐IT建设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中冶焦耐对

●

实现统一客户端且能支持与USB-Key的集成；

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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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网络统一管理，禁止私接网络设备；

●

财务网络要求有独立逻辑分区，并与内网、外网严格逻辑隔离，

●

提供完善的网络用户访问策略管理手段；

保障财务网络的安全；

●

做到网络管理人员能够针对不同的用户身份和应用制定不同的安

系统，无法登陆网络；

全策略；

●

支持访客访问网络并能实时安全监控；

●

要求提供整体网络准入系统，实现“网络实名制”，不通过准入

●

对网络用户的所有网络行为进行控制、监督和快速追查。

网络拓扑结构
服务器群组接入区

办公区

数据库服务器区

基础服务器区

塔楼

裙楼
财务网

应用服务器区

N7K-A2 N7K-B2

会议中心

Catalyst
45

N7K-A3 N7K-B3

N7K-A4 N7K-B4

VDC3

VDC4

VDC2

Cat 65

ASA
ASA
Catalyst 45
ASA

核心
交换

N7K-A1
VDC1

N7K-B1 Nexus
7000

网络流量监控

ASA

DNS

ASA

ACE
DMZ

N隧道
L VP

广域网接入区

2921
联通

Internet
电信

SP1

SP2

ISP3

10G

SS

1G
防火墙
互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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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认证服务器
CiscoWorks LMS

GSS

互联网接入区

运维管理区

防火墙

MSTP

集团广域网

中冶焦耐对本次合作予以高度评价：
“思科帮助中冶焦耐实现了可信

运营也变得更加流畅。本次合作部署的全新网络环境能够支持中冶

赖、便捷高效的网络基础架构。在新的网络环境支持下，企业信息

焦耐未来根据自身需求进一步拓展网络架构，在帮助企业大幅降低

安全得到完美保障，网络性能大幅提升；同时，中冶焦耐整体业务

IT总拥有成本的同时实现信息化建设跨越式发展。”

思科制造业成功案例

倍耐力轮胎协作网络
世界第五大轮胎制造商，倍耐力拥有遍布全球的22个生产工厂，业
务遍布160个国家。倍耐力决定提高在其公司内的协作业务。倍耐
力IT主管认为：
“面对面会议是我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频繁的
国际商务旅行正变得令人厌倦，并且会阻碍我们的决策。我们也看
到上涨的旅行费用和非生产性时间。”
思科的合作伙伴Dimension Data公司为倍耐力进行了一项变革性的
网络评估。此服务为更新基础网络，探索替代实体会议，旨在让倍
耐力在同行业中建立最先进的协作平台之一。
该平台的基础是使用的Cisco Catalyst ® 6509系列交换机为核心
三层交换机，3750，3500和2900系列交换机部署在分布层网
络。该基础设施支持的无线网络，包括全球超过1000个接入点，
通过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管理，以及广泛的视频会
议端点。
这些设备措施包括思科网真系统EX90和EX60系列视频终端，C20
和SX20，C40，C60和C90编解码器，以及思科视频功能的IP电
话，通过思科网真MCU 5300系列多点控制单元进行管理，并通过
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提供呼叫控制。

倍耐力作为领先的轮胎制造商，以提高团队的工作速度和合作的机
会，来提升其竞争地位。
通过使用思科网真和WebEx来使销售和生产之间拉近距离，并产
生更丰富的互动。思科协作工具正在帮助倍耐力减少差旅，提高
效率。高清晰度（HD）视频为虚拟面对面会议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导致更强的合作关系，成本控制。借助WebEx，工作人员可
以共享桌面，内容和应用程序，并为项目团队创建了基于云计算
的会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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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科在中国

关于思科
我们是谁

构。继2005年在上海建立思科中国研发中心（CRDC）总部之后，

思科是全球IT领导厂商，帮助企业通过“联所未连”实现叹为观止

思科又先后在杭州、苏州、合肥和北京建立了CRDC分支机构。

的成功，从而掌握未来商机
思科是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1984年由斯坦福大学的一对教授

我们的愿景
思科致力于改变人们工作、生活、娱乐和学习的方式

夫妇创办。思科于1986年生产了第一台路由器，让不同类型的网
络可以可靠地互相联接，从而掀起了一场通信革命。公司每年投入
40多亿美元进行技术研发，在过去的20多年中，思科几乎成为了
“互联网”、“网络应用”、
“生产力”的同义词，在其进入的每一个

思科的愿景是改变人们工作、生活、娱乐以及学习的方式。我们
通过有责任感的商业实践以及社会投资，履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
任，从而为我们的企业以及全球社区创造长期价值，最终实现可
持续发展。

领域都成为市场的领导者。
1990年上市以来，思科的年收入已从6, 900万美元上升到2013财
年的468亿美元。目前，思科在全球范围内的员工超过了66, 000
名。在2013年《财富》美国500强中排名第60位，并多次当选《财
富》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

我们的使命
通过为客户、员工、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创造前所未有的价值和机会
来打造互联网的未来
思科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在于我们所
提供的可能性。思科就是网络，而网络是进行创新的平台。这一理

思科于1994年进入中国，一直致力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合

念在面对环境、社会、管理等任何问题时都同样重要。通过将这种

作伙伴。目前在中国已拥有员工超过5, 000人，分别从事销售、客

创新精神应用于思科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能

户支持和服务、研发、业务流程运营和 IT 服务外包、思科融资及

够帮助思科及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环境可持

制造等领域的工作。目前，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了20个业务分支机

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网络始于“爱”
—“思科的诞生：爱情的需求催生了一个IT界的传奇。”
1984年，思科在硅谷的圣何塞成立，创始人是斯坦福的一对教师夫妇列昂纳德 • 波萨克（Leonard Bosack）和桑德拉 • 勒纳
（Sandy Lerner）。波萨克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勒纳是斯坦福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主任。两位计算机主任
联姻是一段佳话。更重要的是，他们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联网设备，用于斯坦福校园网络（SUNet），将他们在斯坦福办公室内不
兼容的计算机局域网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这种装置叫“多协议路由器”，它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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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在中国

思科研发在中国
思科中国研发中心于2005年10月12日在上海市漕河泾经济技术开
发区正式成立，是思科海外最大的战略研发中心之一，总体投资

因网络而独特的
企业社会责任

达到1亿美金。自成立以来，思科在全球并购了数十家在独自的市

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企业社会责任都是思科企业文化的支柱之

场和技术领域内遥遥领先的成长型公司，并对其在中国的人员和

一。企业和每一个人一样，都希望自己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

业务相继进行整合，包括科学亚特兰大（Scientific Atlanta）、网

变化。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的愿景融合在一起，不仅给我们

迅（WebEx）、DVN机顶盒业务、BNI、NDS集团等，目前在中国

工作的社区、居住的地球带来正面影响，同时也使我们的业务得到

的研发力量超过了3, 000人，分布在上海、杭州、合肥、苏州、北

更加长足的发展。

京。中心聚集了来自中国及全球著名大学和优秀企业的各类软、硬
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思科中国研发中心的业务范围综合涵盖了针对包括中国客户在内
的全球的运营商、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及消费者市场各个领域
的世界级高端产品与技术，重点研发以IP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
（IPV6）、视频、移动互联、无边界网络、数据中心和虚拟化、协

思科认为，网络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科技，更来自于人与人、机构
与机构之间的相连，即：
“You + Networks = Impactx”。全球各地
的人们每天都有可能面临各种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诸如疾病、落
后的医疗卫生与教育条件、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等等。也许人们会
认为问题太多太大，个人的能力有限而无法顾及全部。然而思科
给出的回答是：因为网络，我们的能量空前强大，我们能做到和
实现的比以往更多，这就是网络化时代集体善举、集体创造和集

作、及万物互联（物联网），云计算等核心技术架构、产品、系统

体努力的强大优势。思科的企业社会责任愿景“You + Networks =

及解决方案。

Impactx”，体现了我们如何致力于利用网络的优势和自身的积极努

今天，思科中国研发中心作为卓越、高效的全球创新中心，以国际化

力，为社会带来更多积极变化及深远影响。

的人才和创新机制作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全方位的本地化联合科研、

我们的社会投资战略以教育、医疗、经济发展、人类生活必要需求

政府合作和产业联盟，大力推进具有国际高标准的本土创新, 提升在

及赈灾救援为重点。通过创新的公益实践模式，我们希望在全球范

本地对于全球高端人才的汇聚作用和先进制造及上下游的集聚作用，

围内实现突破。思科在中国秉承同样的理念，为中国经济、社会和

以及对于创新的火炬作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思科中国及全球，

环境的发展承担企业公民应尽的责任。尤其是在对整个中国社会公

以及下一代互联网发展中担任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战略角色。

益事业的投入方面，思科始终不遗余力。

与本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绿色联合研究室
项目

在思科内部，我们设有公共事务部，由思科公共事务部高级副总裁

为配合国家“十二五”规划及飞速发展的产业需求，推动中国政府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思科在中国积极开展绿色研发和技术创新，并

Tae Yoo女士带领专门的管理团队，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发
展，该部门将思科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及行动引入中国，并结合
中国现状制定出适合当地的本土化战略。

与本地的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本土公司展开紧密合作。针对中国市
场，思科中国研发中心团队着手开发了支持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等
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基于网络平台的高效技术架构和系统，以及应
用解决方案等，致力于促进产学研一体化，鼓励科研创新，从而推
动中国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目前，思科中国研发中心已与清华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重庆
邮电大学分别设立了绿色科技联合研究实验室，致力于在中国发
展面向绿色技术的创新活动, 重点研发基于网络平台的高效技术架
构及系统，从而推动技术和产业界的发展，以支持中国发展绿色经
济、节能和减排的长期战略。除了重点绿色科技联合实验室的创
建，研发中心团队还与多所中国著名的大学进行项目研究合作，其
中包括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以及北京交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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