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博客 > 企业网络 

 
企业网络  

借助 DevNet 构建基于意图的网络 

 

 

Susie Wee - 2018 年 6 月 12 日- 1 条评论  

网络工作者也是开发者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如果您从事网络开发和运维工作，您就是一名开发者。为什么

这么说？因为网络正在发生变革，网络容量也非过去所能相比。如今的网络是一个

承载着软件和硬件的软件系统。它可以编程，不仅具有 API，而且包含代码。网络

正在转变为基于意图的网络。所以，从事网络开发工作的人无疑可以称为“网络开

发者”。 

那么，我不断强调的“开发者”具体含义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开发者并不是指每

天需要编写数百行代码的“编码员”，而是指“高级软件用户”，因为如今的网络

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软件系统。随着网络可以通过网络 API 进行编程，您需要了

解网络如何对应用做出响应，并与应用进行交互（包括整个网络所有层的应用以及

位于不同网域的应用）。无论您的职务是网络工程师、网络管理员，还是网络架构

师，您都需要作为开发者充分发掘可编程网络所能带来的商机。 

https://blogs.cisco.com/
https://blogs.cisco.com/category/enterprise/
https://blogs.cisco.com/author/susiewee


“编码员”和“高级软件用户”这两种不同的开发者需要密切合作。通过观察历次 
DevNet 编程大赛的获胜队伍，我们发现这些队伍往往由这两种开发者共同组成：

既有深谙软件和 API 的网络专家，又有熟悉代码编写的编码员。另外，通过走访

那些成功实现网络转型，将网络可编程性有效融入工作流程的客户，我们了解到他

们成功的秘诀也是让应用开发人员与网络和 IT 专业人员走到一起，协作共事。 

基于意图的网络 

基于意图的网络是网络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它将新的网络功能与新的网络运营模

式集于一身，有助于增强网络与业务之间的联系。具体而言，企业所有者可以直接

表明希望网络实现的业务意图（例如“为我的企业增置新收银机”或“将 Webex 
视为关键业务应用”），这些意图会自动转化为网络操作。随后，网络会自动激活
这些操作，并运用网络状态感知技术持续监控、了解并优化网络性能，以确保意图

得到实现。 

日前，思科宣布推出面向基于意图的网络的全新开发者功能。新的思科 DNA 中心

平台作为 DNA 中心面向园区、分支机构和边缘网络的命令和控制中心，为 DNA 
中心提供了可编程性。DNA 中心能够在整个网络范围创建、自动执行并验证网络

策略。通过在 DNA 中心平台中针对思科数据中心、无线网络和供应商网络，以及

思科安全、物联网和云解决方案提供全面的可编程性，思科现在拥有业界最广泛的

可编程网络产品组合。 

面向基于意图的网络的 DevNet 更新 

我们很高兴地推出新的 DevNet DNA 开发者中心。它旨在帮助开发人员、解决方

案架构师和业务专业人员有效利用 DNA 中心平台。在这里，开发人员可以找到有

助于他们使用 DNA 中心平台开发定制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使用案例、开发者资

源和学习材料。DevNet DNA 开发者中心汇集了 API 和 SDK、沙盒、学习实验

室、支持社区，以及合作伙伴和开发者使用案例与文档等各种资源。借助新的 
DNA 中心 API，基础设施开发人员可以通过自助式 IT 操作为应用开发人员提供支

持。开发人员还可以使用 DevNet DNA 中心沙盒运行代码，在最新的 EFT 版 
DNA 中心平台上运行包含实体和虚拟网络设备的真实网络。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intent-based-networking.html?dtid=oblgzzz000659&ccid=cc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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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index.html?ccid=cc000006&dtid=oblgzzz000659
https://developer.cisco.com/dnacenter/


根据我们最新宣布的消息，思科 DevNet 社区的成员数量已达到 50 万人。这意味

着有 50 万人在一起编写代码并共享解决方案，我们不妨称其为“DevNet 效
应”，这种效应将促使网络创新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了有效利用 DevNet 社区

的创新成果，我们设置了“DevNet 代码交流区”，通过分享来源于思科、

DevNet 社区和 DevNet 生态系统交流区的代码来帮助人们寻找利用思科平台的独

立软件供应商 (ISV)、独立硬件商 (IHV) 和系统集成商 (SI)，以便打造自己的解决

方案。 

我们高兴地宣布在 DevNet 代码交流区提供面向 DNA 中心平台的软件，在 
DevNet 生态系统交流区提供面向 DNA 中心平台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诚邀社区成员参加 Code Intent with DevNet（借助 DevNet 将意图转

变为代码）计划。如果您是企业所有者，我们邀请您以“许愿”的方式说出您希望

实现的业务意图。如果您是开发人员，我们邀请您在 DevNet 代码交流区提交有助

于实现意图的代码。我们热切期望在基于意图的网络领域促进社区创新！ 

后续行动 

面对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您可能会对如何步入基于意图的网络领域感到困

惑。我们为您提供了以下提示： 

• 如果您准备加入代码编写者的行列，请参加编码 101 课程。 

• 如果您希望构建解决方案，请访问 DevNet DNA 开发者中心。 

• 如果您正在从事代码编写工作并且用到了网络 API，我们为

您准备了一项特殊任务：将意图转变为代码，并在 DevNet 
社区分享。 

您可以访问 developer.cisco.com/startnow 迈出第一步。 

作为网络工作者，您将以开发者的身份打造满足未来业务需求的网络应用。如果您

要出席即将举行的 Cisco Live 大会，请在周三中午 12:15 光临创新剧场了解更多

信息。我将展示我们最新的 API，并介绍如何借助 DevNet 打造面向基于意图的网

络的出色应用。 

 

https://blogs.cisco.com/news/cisco-devnet-hits-500000-members-gaining-critical-mass-for-the-devnet-effect
https://developer.cisco.com/codeintent/
https://developer.cisco.com/start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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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作者也是开发者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如果您从事网络开发和运维工作，您就是一名开发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网络正在发生变革，网络容量也非过去所能相比。如今的网络是一个承载着软件和硬件的软件系统。它可以编程，不仅具有 API，而且包含代码。网络正在转变为基于意图的网络。所以，从事网络开发工作的人无疑可以称为“网络开发者”。

那么，我不断强调的“开发者”具体含义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开发者并不是指每天需要编写数百行代码的“编码员”，而是指“高级软件用户”，因为如今的网络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软件系统。随着网络可以通过网络 API 进行编程，您需要了解网络如何对应用做出响应，并与应用进行交互（包括整个网络所有层的应用以及位于不同网域的应用）。无论您的职务是网络工程师、网络管理员，还是网络架构师，您都需要作为开发者充分发掘可编程网络所能带来的商机。

“编码员”和“高级软件用户”这两种不同的开发者需要密切合作。通过观察历次 DevNet 编程大赛的获胜队伍，我们发现这些队伍往往由这两种开发者共同组成：既有深谙软件和 API 的网络专家，又有熟悉代码编写的编码员。另外，通过走访那些成功实现网络转型，将网络可编程性有效融入工作流程的客户，我们了解到他们成功的秘诀也是让应用开发人员与网络和 IT 专业人员走到一起，协作共事。

基于意图的网络

基于意图的网络是网络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它将新的网络功能与新的网络运营模式集于一身，有助于增强网络与业务之间的联系。具体而言，企业所有者可以直接表明希望网络实现的业务意图（例如“为我的企业增置新收银机”或“将 Webex 视为关键业务应用”），这些意图会自动转化为网络操作。随后，网络会自动激活这些操作，并运用网络状态感知技术持续监控、了解并优化网络性能，以确保意图得到实现。

日前，思科宣布推出面向基于意图的网络的全新开发者功能。新的思科 DNA 中心平台作为 DNA 中心面向园区、分支机构和边缘网络的命令和控制中心，为 DNA 中心提供了可编程性。DNA 中心能够在整个网络范围创建、自动执行并验证网络策略。通过在 DNA 中心平台中针对思科数据中心、无线网络和供应商网络，以及思科安全、物联网和云解决方案提供全面的可编程性，思科现在拥有业界最广泛的可编程网络产品组合。

面向基于意图的网络的 DevNet 更新

我们很高兴地推出新的 DevNet DNA 开发者中心。它旨在帮助开发人员、解决方案架构师和业务专业人员有效利用 DNA 中心平台。在这里，开发人员可以找到有助于他们使用 DNA 中心平台开发定制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使用案例、开发者资源和学习材料。DevNet DNA 开发者中心汇集了 API 和 SDK、沙盒、学习实验室、支持社区，以及合作伙伴和开发者使用案例与文档等各种资源。借助新的 DNA 中心 API，基础设施开发人员可以通过自助式 IT 操作为应用开发人员提供支持。开发人员还可以使用 DevNet DNA 中心沙盒运行代码，在最新的 EFT 版 DNA 中心平台上运行包含实体和虚拟网络设备的真实网络。

根据我们最新宣布的消息，思科 DevNet 社区的成员数量已达到 50 万人。这意味着有 50 万人在一起编写代码并共享解决方案，我们不妨称其为“DevNet 效应”，这种效应将促使网络创新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了有效利用 DevNet 社区的创新成果，我们设置了“DevNet 代码交流区”，通过分享来源于思科、DevNet 社区和 DevNet 生态系统交流区的代码来帮助人们寻找利用思科平台的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独立硬件商 (IHV) 和系统集成商 (SI)，以便打造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们高兴地宣布在 DevNet 代码交流区提供面向 DNA 中心平台的软件，在 DevNet 生态系统交流区提供面向 DNA 中心平台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诚邀社区成员参加 Code Intent with DevNet（借助 DevNet 将意图转变为代码）计划。如果您是企业所有者，我们邀请您以“许愿”的方式说出您希望实现的业务意图。如果您是开发人员，我们邀请您在 DevNet 代码交流区提交有助于实现意图的代码。我们热切期望在基于意图的网络领域促进社区创新！

后续行动

面对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您可能会对如何步入基于意图的网络领域感到困惑。我们为您提供了以下提示：

· 如果您准备加入代码编写者的行列，请参加编码 101 课程。

· 如果您希望构建解决方案，请访问 DevNet DNA 开发者中心。

· 如果您正在从事代码编写工作并且用到了网络 API，我们为您准备了一项特殊任务：将意图转变为代码，并在 DevNet 社区分享。

您可以访问 developer.cisco.com/startnow 迈出第一步。

作为网络工作者，您将以开发者的身份打造满足未来业务需求的网络应用。如果您要出席即将举行的 Cisco Live 大会，请在周三中午 12:15 光临创新剧场了解更多信息。我将展示我们最新的 API，并介绍如何借助 DevNet 打造面向基于意图的网络的出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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