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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物联网、移动、网络等领域的创新风起云涌，变革和
市场转型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普遍。企业在创新和发展中不断采
用新的技术，也会选用各种供应商和产品来构建解决方案，实
现 IT 和业务目标。

随着更多的融合基础设施和云模式投入使用，平均每家企
业都拥有10-20家 IT 供应商。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您的企
业面临的运维压力与日俱增：

产品数量众多、多供应商管理，构建解决方案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复杂。
新技术采用初期，运维人员无法获得支持多供应商的技术
能力。
多样化的工作环境产生不一致的服务体验，不利于统筹解
决问题，用户满意度下降。

这种情况下，您是否需要一种专注于整体解决方案而非单个产
品的新的支持模式? 

它应该是一种如产品支持一样方便订购
的服务。

它最好提供中心联系点，只需通过联系
这个点，即可轻松提出支持请求并在解
决方案生态系统中解决所有问题。

复杂运维难管理

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Cisco Solution Support）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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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Cisco Solution Support）是建
立在传统产品级服务 (SmartNet Total Care) 或软件级服务
(Software Support）基础之上的，为客户提供以解决方案为
依托的“一站式”增值服务。

在由多供应商组成的、具有复杂技术解决方案的运维环境
下，当企业出现故障或者希望得到技术协助时，思科解决方案
支持团队会作为统一接口，协调相关供应商，对问题进行集中
排查，提供最终解决方案。

主要联系点 面向解决方案
的专业知识

端到端的
故障解决

在主要供应商
之间协调问题

一站式
解决方案
支持服务

若只是单个组件出现问题，则产品支持能够满足需求。但
是如果问题涉及多个产品，必须在不影响解决方案其他部分的
情况下对其进行隔离和解决。思科一项基于以往10000个支持
案例的研究表明，解决方案支持服务在处理解决方案环境中的
复杂问题方面，比单独的产品支持快 43%。这种简单、高效
的服务方式有助于保持解决方案的性能和可靠性，帮助企业在
扩展前审核运营效率，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 ROI。

无论您的企业在协作、数据中心、数字功能领域开拓创新，
还是在物联网 (IoT)、网络和安全领域深耕细作，思科解决方案
支持服务都可以根据您独一无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集中支
持，帮助您更快速的解决问题。

服务只需 “一站式”

43%
与单独的产品支持相比，使用解
决方案支持服务解决包含第三方
合作伙伴或者思科跨平台的复杂
问题时，耗时普遍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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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体验

移动体验

Cisco Vision Dynamic
Signage Director

Virtual Expertise

互联制造

互联公共事业

数字传输

面向城市的数字化平台

即时连接和视频监控

智能城市 LoRa

Apple

智能广域网

全智慧网络 DNA

网络 运营商

运营商无线网络

安全

网络安全

合作伙伴

适合 ACI 解决方案支持的
合作伙伴支持服务

数字功能

物联网

您只需为合格解决方案中的硬件或软件产品订购解决方案支持服务，就能获得以下收益：

主要联系点：无论问题在何处发生，思科解决方案专家团
队都负责帮您解决。您可以获得从首次致电直至案例关闭
的全程服务。 

解决方案专业知识：我们对解决方案的整体运作有深刻
的了解，这意味着我们能快速解决问题，帮助您更快恢复
业务。 

产品支持团队协作：凭借与思科 TAC 的无缝协作以及与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之间强大的合作关系，我们能有效的管
理解决方案支持，从而以最佳方式解决您的问题。

开放方式：即便不确定是否存在问题，您也可以创建案
例。在与我们的解决方案专家联系之前，您无需进行问题
诊断。
 
统一服务、广泛保障：您可以从易于订购和续约的统一
服务中获得解决方案级支持和思科产品支持。所用订购流
程与购买思科产品支持的流程类似。 

可轻松扩展到新的思科解决方案：为一个解决方案中的
思科产品购买此服务后，如果在未来购买的解决方案中部
署这些产品，则它们仍将受到保障。

协作

协作

托管协作解决
方案

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
设施（ACI）

云中心（CloudCenter）

关键基础设施

FlexPod® 

OpenStackTM

SAP HANA

Tetration Analytics

VersaStackTM

数据中心



解决方案面面观

然而，如此多供应商共存的 SDN 解决方案也为日常运维
和故障排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Cisco 
Solution Support）摆脱单一产品级支持的局限性，提供解决
方案级别的全面支持，实现端到端的故障排查。

产品支持 解决方案级支持

客户

单一联
系点

客户

当故障发生时，解决方案技术专家作为企业的单一联系点，
基于 ACI 提供针对故障的全面支持，甚至覆盖除思科 ACI 技术
外的 Linux 操作系统技术、VM 虚拟化技术以及计算存储技术
等生态系统合作伙伴技术。解决方案技术专家还可以帮助客户
在多供应商之间进行故障协调处理，最终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
故障分析和解决。

我们是思科验证设计，参考架构以及思科 ACI 解决方案的
最佳实践专家。我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既了解产品，又懂
得如何与合作伙伴在您部署环境中合作应用。我们能够为以下
技术提供支持： 

解决方案技术专家所掌握的相关技术列表：

ACI
Linux ( Redhat, CentOS等)
VMware
Openstack
Programming (Jave, Python等)

面向 ACI 的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作为行业领先的软件定义网络 (SDN) 解决方案，ACI 基
于应用的统一策略模型提供具备映射硬件和软件功能的独特组
合。企业通过采用 ACI 实现 IT任务自动化，增强安全性并且
提高运营效率，提高业务灵活性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基于开放式 API 和超过 65 个全球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构建
可编程式 SDN 交换矩阵，该解决方案能够满足企业在多个混
合型数据中心部署、扩展和无缝迁移应用。

可通过北向 API 和 OpFlex 进行编程

思
科

A
C

I 生
态

系
统

Cisco OpFlex™ 南向 API

思科 ACI 架构和 APIC 

自动化 企业监控 系统管理 调和框架管理Hypervisor 

Hypervisors Layer 4–7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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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面向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传统城市运营是孤岛式的，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这在
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基础设施投资地重复投资，不同职能管理
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欠缺，无法最大限度发挥运营价值。一方
面，这类碎片化的方式是低效、收效甚微并且不经济的，另
一方面也让城市的数字化平台建设陷入以下技术困境：

多供应商系统

没有对城市基础设施设备的标准化数据模型和API规范

缺乏统一的数据平台和信息共享

碎片化的应用生态系统

思科智慧城市数字平台（Cisco Digital Platform）为城市
的智慧运营奠定了基础。城市可以从大量智能传感器（如交
通、路灯、垃圾管理、停车场管理等）和城市资产中整合、
规范和分析丰富的社区数据。城市的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作为
认证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使用这些数据为城市
机构、公民和企业开发新的城市服务应用程序。通过将不同
的实体结合在一起，让归一化的数据可用于消费，从而创建
共享的价值。城市还可以通过认证的思科合作伙伴的数据，为
所在地区的机构、公民和企业建立新一代的城市服务应用。

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可以让复杂的平台，综合的应用和
繁琐的运维变得简单。

我们是思科验证设计，参考架构以及思科智慧城市解决方
案的最佳实践专家。我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既了解产品，又
懂得如何与合作伙伴在您的部署环境中合作应用。我们能够在
以下领域提供解决方案级支持：

覆盖用于交通，停车，照明，视频监控等传感器，以及有
效管理智慧城市所需的其他关键要素的南向接口

覆盖北向应用程序接口，这些应用程序用于对这些传感器
生成的数据执行操作以及根据城市需要提供信息和分析

为南向及北向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产品提供联合诊断和问题
分类。（解决方案支持服务所支持的合作伙伴列表请参见
思科技术支持白皮书）

智慧互联社区解决方案架构 

智慧互联数字化平台

智慧互联Wi-Fi及多传感器网络

无线广域网 
(2G/3G/4G/无线城域网)

DSRC/LMR
互联网

公共/私有  广域网

移动 APPS
合作伙伴应用及城市服务

监控调度中心照明 治安环境垃圾

P
停车水务运输 交通

合作伙伴
传感器

街道照明 治安环境垃圾

P
停车水务 交通

街道

人 公共设施

建筑物

商业民居 工业

车辆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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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DNA 的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未来的网络是一个能够自我学习、自我调整和自我演进
的全智慧型网络。它可以基于意图自动了解用户需求，在数
分钟内管理数百万台设备。它可以基于情境解读数据，为企
业带来全新洞察。它更加直观，在网络传输的海量数据中应
用机器学习释放数据的潜能。

思科全智慧网络架构

这样全智慧的网络将成为企业 IT 建设的发展方向，思科
解决方案支持服务能确保企业在采用新技术，开展全智慧数
字化之旅时保持网络性能、可靠性并快速取得收益。

有了基于解决方案生态系统的集中式支持，您在发现问
题时，只需与思科联系，就能获得全方位支持。无论问题在
解决主案中的哪个部件或接口，从最新的 Catalyst 9000 硬
件到 APIC-EM及DNA center,无论使用 CLI 或 Restful API，
从您的首次致电开始，即可享受一站式的服务支持，直到服
务请求关闭。

我们是思科验证设计、参考架构以及思科全智慧网络架
构(Cisco DNA）解决方案的最佳实践的专家。我们拥有丰富
的专业知识，既了解产品，又懂得如何与合作伙伴在您部署
环境中合作应用。我们能够为以下 DNA 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思科企业级网络虚拟化解决方案 Cisco Enterprise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思科智能广域网解决方案 Cisco Intelligent Wide Area 
Network (IWAN)

思科软件定义接入网解决方案 Cisco DNA: Cisco 
Software-Defined Access (SD-Access)

面向协作的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从员工间的交流协作到客户满意度，企业构建协作等基础
设施让思想互联。为实现最佳的团队合作与协作效果，您可能
需要一个跨行业、由多供应商组成的最优协作解决方案。然而，
这样先进和前沿的需求，仅靠传统地产品支持，是无法实现对
复杂问题提供既有广度也具备深度的支持的。这对于最大限度
地提高每天交互及使用的协作系统的可靠性至关重要。      

思科协作（Cisco collaboration） 架构

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能够为您解决后顾之忧。无论问题
在解决主案中的哪个部件或接口，只要您发现问题，或者感觉
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您的主要联系人。无论问题在终端、服务
端或混和云端，您只需一个电话联系解决方案支持团队，就可
以收到连续性的服务支持，直到关闭服务请求。思科专家团队
凭借对协作解决技术方案的整体经验，可以更快速地解决问题，
增强网络与协作系统的可用性。无论协议类型 H.323 或是 
SIP；或是问题所属思科或解决方案技术伙伴，都可以通过思
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加以解决。

我们是思科验证设计、参考架构以及思科协作解决方案的
最佳实践专家。我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既了解产品，又懂
得如何与合作伙伴在您的部署环境中合作应用。我们能够为以
下协作解决方案方面提供支持： 

协作

私有云或混合协作
方案

针对运营商与合作
伙伴的设计

思科托管式协作(HCS) 呼叫中心

统一通信
视频会议
呼叫中心
解决方案合作
伙伴

协作
会议
呼叫中心
即时消息
移动性
语音、视频及语音消息

思科呼叫中心企业版
思科客户语音门户
思科IVR 

安全

云服务管理

全数字化网络架构（DNA）软件功能

自动化 分析

虚拟化

DNA 就绪型物理和虚拟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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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甜橙金融快速交付金融云

用户及服务项目背景：

服务挑战：

2011年3月成立的甜橙金融是中国电信集团全力打造的互
联网金融创新企业，是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第三方支付机
构、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基金支付结算机构

甜橙金融升级天翼支付金融云，在南京等地开始陆续搭建
数据中心，部署 SDN 网络

为在激烈竞争中抢占先机，整个项目时间周期很短，对于服
务提出很大压力

甜橙构建 SDN 数据中心采取的是思科最新 ACI 架构技术，
整个技术落地上，可能会有技术风险和挑战，需要专业服务
支持

解决方案

思科 ACI 解决方案
Advanced Service 高级服务（AS）
Cisco Solution Support 解决方案支持服务(SSPT)

甜橙收益

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团队和实施团队密切沟通，针对可能
出现故障提前预防，未雨绸缪，提高效率

服务全程双方充分沟通交流，避免后期，特别是运维阶段的
问题和隐患

思科服务团队为甜橙积极提供外界专家、身最佳实践和经
验，帮助项目如期成功完成

解决方案支持服务，通过简单的沟通接口，提供全面的统一
协调和专业故障排查，大幅缩短故障，解决时间大幅缩短

这项服务补充了我们运维团队在面临新技术使用初
期，运维能力的不足，简化了我们在与多厂商解决
方案沟通过程中的运维流程，提升了我们的服务体
验，也提升了我们用户的服务体验，这正是我们最
想要的服务！

——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部网络架构师  
陈裕頲

“
”

客户实践出真知



用户及服务项目背景：

服务挑战：

作为国内三大运营商之一，某电信运营商致力于在全国范
围内打造首个为客户提供最低时延路径的随选网络，支持
分钟级业务开通

该电信运营商面向企业级用户的骨干网络遍布全国二、三
百个大中小城市，主要提供固网通信、VPN，及大客户支
持等服务

该电信运营商对网络连接的管理相对传统，以订单基于手
工调整的模式反应慢、耗时长，已无法满足企业用户灵活
变更的需求，传统的人工运维模式跟不上网络的迭代需求

通用 SDN 综合解决方案无法就该电信运营商的实际情况
进行定制化和客户化，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快速更迭的用
户需求

该电信运营商本身的技术运维人员无法在短期内具备支持
多厂商、多新技术的能力

解决方案
思科 NSO、WAE 解决方案
Advanced Service 高级服务（AS）
Cisco Solution Support 解决方案支持服务(SSPT)

客户收益
完成了全国产业互联网68个 PE 节点的部署，向产业互联网
转型迈出重要一步，提升了与 Web 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优势

打造了自我感知、自我学习和自我调整的全智慧网络，满足
业务灵活度和服务敏捷度的要求，并实现网络自服务特性

通过咨询、实施、优化的“三步走”战略，完成“共同研发”和
定制化开发。以主要联系人作为统一接口，协调相关供应商
对问题进行跟进排查，将故障解决的时间大幅缩短43%

借助思科提供的技术启动培训及服务流程介绍，让基层运维
人员更快速掌握新方案和新架构，提升运维效率，降低运维
风险 

思科提供的服务，帮助我们开发可编程广域网，实现
网服务的快速发展和调节，促进多供应商设备的自动
化，让我们的按需改变和重新配置工作更加便捷。

—— 某电信运营商受访人员

“
”

案例2：某电信运营商打造开放、领先的产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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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客户实践出真知



从容创新轻松行

为什么选择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从容地开展创新：采用新技术拓展业务。思科专家级工程
师随时准备帮助您取得成功。

集中精力发展业务：我们主动帮您管理解决方案中的技术
问题，使您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客户和业务。

快速解决解决方案级问题：和单独使用产品支持相比，通
过更快速的问题解决来保持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和性能。

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获得支持：查看在协作、数据中心、数
字功能、物联网、网络和安全产品组合方面符合条件的解
决方案。

有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支持服务，您无
需为运维的复杂和繁琐所累：把复杂问
题留给思科去管理和解决，让您的 IT 团
队有更多时间加速转型。只有这样，企
业才能轻松上阵，从容创新。思科解决
方案支持服务为您提供保障。

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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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少企业的 CTO 在采用新技术时往往喜忧参半：
既庆幸自己是敢吃螃蟹的人，又担心运维团队沦为新技术和新
平台的“小白鼠”。

      有没有一种新的方法，犹如海神波塞冬三叉戟的神力，打
破僵局，把运维团队从繁复的维护工作中释放出来，投入到创
新中去？

       这，已成为 CTO 在企业转型过程中要面对
的一项重要议题。

       回顾这些年思科服务过的企业，平均每家拥有 10-20 家 
IT 供应商。随着融合基础架构、云和多源采购的演进，这个数
字还在不断增长，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产品数量众多、加上多供应商管理，让构建解决方案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新技术采用初期，运维人员往往无法获得支持多供应
商的技术能力。

多样化的工作环境产生不一致的服务体验，不利于统
筹解决问题，用户满意度下降。

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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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一部热门的大片——《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证》。
 
      主人公“杰克船长”为了寻找改变命运的三叉戟几经风险和
磨难，恰像不少处于转型期的企业，下定决心引入了新技术，
却发现考验接踵而至：IT 运维面临无数琐碎、又无法摆脱的难
题。

       有时，看上去只是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却由于涉及多家
供应商，只有多方联动才能找出系统的根本原因。而过程中各
家相互推诿、踢皮球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错过问题排查的黄
金时间，最终非但问题得不到解决，小毛病一耽搁还演变成了
大毛病。

       更让人头疼的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各家供应商只从局部
出发，忽略了整体架构，久而久之，运维体系仿佛陷入了
“魔咒”：一线运维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协调、沟通，
不断妥协，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创新就此被耽搁下来，数字化转型遭遇重挫。

      

越复杂，悦简单。

CTO下午茶文章节选
找到海神的三叉戟，打破运维的魔与咒



       以思科 ACI (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为例，它
革新了数据中心，把虚拟网络和物理网络的管理整合到一起，
大幅简化和加速了企业应用到部署。它强大的南向及北向生态
系统可以支持超过 40 多家合作伙伴厂商的技术/产品的集成整
合。

       思科十年来最具颠覆性新一代网络解决方案，思科全数字
化网络架构（DNA）也包括众多第三方软件及南北向接口的生
态系统。

       这些不断突破的新技术一方面加速了企业 IT 运营的效率，
另一方面也对IT部门运维整个生态系统，甚至于多技术／多接
口／多供应商间排障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

       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家自扫门前雪式的传统运维模式已经
无法满足业务需求。

       企业需要一套面向解决方案（而不是单一设备）的，更为
成熟、全面的技术支持服务来弥补短板。也就是说，服务也要
一站式！

       “一站式”是什么？举一个例子。

       在一个由多供应商组成的复杂解决方案中，企业 IT 运维人
员发现了一个不明原因的故障。这时，他直接拨通思科 TAC 支
持中心；电话另一边的思科技术专家，从系统或解决方案出发，
第一时间对问题进行定位与分析。必要时，作为统一接口协调
相关供应商对问题跟进排查，提供最终解决方案。

       一通电话+一位思科专属解决方案技术
专家=一站式服务。

      就像找到了海神的三叉戟，可轻易地将魔咒彻底打破，一
站式服务可以让企业故障的解决时间平均缩短43%！而借助技
术启动培训及服务流程介绍，企业还能更快速掌握新方案和新
架构，提升运维效率，降低运维风险。

       当大量被繁琐事务占据的时间被释放，我们才有精力
去思考业务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议题！

       不论是采用 ACI、DNA 完善数字化之旅，还是涉足协作、
IoT 和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有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做后盾，企业才能轻装上阵，从容创新。

       越复杂，悦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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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北向 API 和 OpFlex 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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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OpFlex™ 南向 API

思科 ACI 架构和 APIC 

自动化 企业监控 系统管理 调和框架管理Hypervisor 

Hypervisors Layer 4–7 服务

主要联系点 面向解决方案
的专业知识

端到端的
故障解决

在主要供应商
之间协调问题

一站式
解决方案
支持服务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
思科解决方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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