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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ACI全面上市：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

今年八月最值得期待的网络产业大事件之一即思科ACI（以应用

与外部网络进行连接。基于GBP概念，我们可以在ACI中直接定

为中心的基础架构）全面上市。自去年9月份起，思科已经开始

义该程序所需要的网络连接配置策略，但是这要求该模型要具

通过“单机模式”部署 Nexus 9000 系列超高速数据中心以太网交

备很强的通用性。比如当某个外界（远程站点及网络流量）群

换机。Nexus 9000 的从第三季度的180个销售订单到第四个财

组连接到DMZ群组，而DMZ又连接到网络内部群组时，该策略

季末的 580个订单，足足增长了三倍。思科在发布 Nexus 9000

可被用于确定面向安全性的网络策略。或者，通过GBP概念，

时曾承诺要实现通过“ACI架构模式”来部署此类交换机，因为

我们甚至能够模拟大多数情况下，如何通过映射到多个群组中

ACI这一模式能够在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网络灵活性、增加网络

的虚拟局域网以及/或者子网进行网络配置。最后，思科希望指

基础架构应用程序连接数量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效果。思科将

出GBP概念下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这样一来就无需劳烦CCIE

这一架构模式以ACI的形式展现出来，而且目前正在致力于实现

（思科认证网络专家）或网络方面的专家来做联网工作。数据

ACI的量产。在本篇 Lippis Report 研究纪要中，我们要来研究

中心管理员则可以将这一过程简单描述为将“一组东西”连接到另

一下ACI到底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当今的数据中心网络结构。

外“一组东西”上。我们随口一说的“一组组的东西”，思科有专门

ACI架构有三个基本构建单元：1）网络策略模型，即将网络装
置按容器式结构划分以及描述设备连接情况的组织原则，2）
APIC（应用基础设施控制器/即SDN中的控制器），提供所有
配置策略的单独管理点和信息库，以及3）ACI架构，即组成
ACI的所有物理和虚拟网络设备的抽象概念。我们通过下面的图

的术语来表达，即EPG（端点群组），代表多个物理或虚拟端
点的集合。所以，EPG可以是实体服务、服务器裸机、或是横
跨多个不同管理程序的虚拟机等等。其重点在于，思科能够将
这些“东西”灵活地安置到群组中，而无需了解它们在整个ACI中
的具体位置。

示迅速重温一下上述三个ACI组成部分。

ACI策略模型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即通过这一模型，我们能够确

策略模型：ACI策略模型创建了一种新的基于“GBP（基于组策

定EPG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之为“合同”，它描述了不

略）”概念的网络连接配置方法。思科的这种策略模型提供了一

同EPG间的数据流动或联网方式。每个合同都包含一个具体的

种通用的网络连接配置方法。举例来说，想象我们要为数据中

协议（或一组协议），我们可将该协议应用于任意群组之间，

心部署典型的三层网络应用程序，该程序可能包含前端网页

或者把它写入4-7层网络服务图来实现网络服务（如防火墙、负

层、中端应用层、以及后端数据库层；同时我们还要将该程序

载均衡等）在群组间联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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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安全策略管理人员看来，ACI策略模型实质是为保证网络安全
而执行的白名单模型，其执行方式跟如今的ACL存在很大区
别。在当今的组网模式下，网络管理人员假设除了那些无法锁
定在ACL中的端点，网络中其他任何端点之间都是互通的；这
即遵循了为确保网络安全而创建的黑名单模型。其实，整个ACI
架构在运行层面上可被视为一个基于内容的大型分散式防火
墙，而这面防火墙在全数据中心范围内执行网络思科把上文提
到的EPG、合同以及外部网络统称为ANP（应用网络配置文

整个ACI系统将网络中要素建模成单个目标对象，并将这些目标
对象安置在思科的 dMIT （分布式管理信息树）中，从而使目标
对象延续上层目标的特性（例如安全权限、属性等）。然后这
些目标对象又会经由APIC以多种方式与外界建立连接，包括
REST (XML/JSON) APIs，GUI（图形用户界面），或类似Linux
BASH环境的命令行shell。思科还会提供额外的SDKs（软件开
发工具包），以帮助某些公司开发与ACI策略模型直接交互的应
件）。这些ANP完全独立于任何物理或虚拟的基础网络架构，

用程序。就即将推出的ACI通用版本来说，此版本已支持并附带

因此它们可以被复制到一个不同的ACI网络中并被再次实例化。

Python SDK，并且思科仍在研发对Ruby和C#的支持。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确定横跨全世界任何pods或站点
的应用网络连接，而无需安排应用程序管理员去了解某个特定
网络的具体构建方式。安全策略。
APIC：ACI策略通过APIC（应用基础设施控制器）进行配置。
APIC在这里专指 UCS C 系列 x86 1RU 机架服务器集群，它们
为所有配置策略以及任何有关网络结构连接、管理、监控以及
故障排除的策略提供单个管理点和信息库；正如思科的观点，
任何东西都可被当做一个策略！需要注意的是，APIC并非用于
转发或查询。实际上，一旦在APIC中配置了某些策略，那么
APIC就是可移动的，而且这种可移动性也不影响网络的任何功
能。说这句话目的仅仅在于强调上面提到的，即转发操作并不
需要APIC。
其实，思科并不建议对AIPC集群进行整体移动，因为这样一
来，至少需要有一个APIC被重新添加到网络之后管理员才可以

ACI矩阵：ACI矩阵其实就是组成网络架构的物理和虚拟设备的
集合，它支持包括查询、转发、策略执行等在内的所有数据平面
功能的处理。这些网络设备可提供转发服务，例如交换机、路由
器、以及/或者4到7层网络服务，例如防火墙、负载均衡器等。
ACI网络架构的核心即思科最新推出的 Nexus 9000 系列旗舰版
数据中心交换机。这些交换机根据分支-主干的网络拓扑结构进
行配置，并具备可扩展的网络连接、性能、弹性以及灵活性。
在推出通用版本时，思科也会推出 Leaf 交换机的两个变体：
• Nexus 9396PX – 48个1/10G SFP+端口 + 12个40G QSFP
上行链接端口
• Nexus 93128TX – 96个1/10G Base-T端口 + 8个40G QSFP
上行链接端口
思科还推出了Spine服务器的两个变体：

对网络策略进行修改。APIC集群同时需要负载平衡和拥有冗余
特性，所以建议用三台设备来组成一个APIC集群，以达到并保

• Nexus 9336PQ –有 36个40G QSFP 端口链接到分支交换机

持平衡稳定的状态。

• Nexus 9508 – 多达288个40G QSFP 端口链接到分支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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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还致力于研发多种容量的Spine和Leaf交换机，包括1RU分

科还想将更大的价值赋予每天两次的操作；即日常管理和运

支交换机，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推出的更小容量（4槽Nexus

行。在配置和构建好ACI之后，管理员需要对其进行监督并了解

9504）和更大容量（16槽 Nexus 9516）的Spine交换机。

这一网络架构实现用户预期的程度以及运行的具体情况。通过

从网络设计角度看，所有的设备都是连接到分支交换机的。而
能够连接到主干交换机的设备只有其他的分支交换机。基于这
一观点，思科在整个网络结构中将IPv4路由选择作为其“底层的”
网络协议，并利用VXLAN（虚拟扩展局域网）这个硬件作为“底
层”网络封装，从而能够在整个ACI

2层/3层网络任意点到点之

间进行桥接和路由选择。

输入“ health scores ”，管理员就能深入、细致地衡量网络故障
点的健康度。如前所述，ACI中的所有设备本质上都是目标对
象，而正因为这些目标对象分布在目标树上，所以ACI就可以对
大部分目标对象的健康度以打分的形式评估。健康度评分也可
以向上汇总至目标树，所以我们可以记录和收集单租户的总分
或整个网络架构的分数。通过这样一个分型模型，我们可以得
到精准的反映网络健康程度的分数，借助这些分数，管理员就

要重点说明的是，ACI网络架构可以控制与之集成的不同管理程

能够深入到设备、部件、或设备功能的层面，例如一个端口乃

序中的 vSwitches（虚拟交换机），无论是通过vCenter运行的

至协议层面。

VMware，或是通过SCVMM（系统中心虚拟机管理器）运行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更或是通过 OpenStack（支持
Ubuntu 和 RedHat变体）运行的OVS。而且ACI还能够通过思
科的 “设备包”插件来控制网络服务，支持 APIC 促进L4-7网络服
务间的相互协调、自动控制以及网络链接；网络策略也随之向
下延伸至这些网络服务，这样一来，网络管理员无需对每台设
备进行单独管理。因此，可以说ACI超越了思科 Nexus 9000 平
台，并且囊括了与之所集成的其他服务。
ACI的实施：健康度评分
思科构建ACI网络架构的基础在于，在推出正式版本时，思科还
会推出配套的工具来协助数据中心管理员部署思科ACI。其中一

比如整个ACI架构的健康度为99%，这个分数相当不错，但是
后来由于网络中某些要素性能下降，这一分数也随之发生变
化。引起分数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端口错误、失灵、或VM
占用ESX主机过多的CPU资源。故障出现后会触发一系列事
件，而这些事件会降低单个目标对象的健康度，并成为网络管
理员发现问题的可视线索。这些基层目标对象的健康度分数随
目标树向上汇聚，最终会拉低整个网络架构的健康度评分。在
数据中心负责网络支持和运行的人员都知道，如果没有良好的
网络环境，想要深入到问题的源头是非常困难的。健康度评分
工具即提供了这样一种理想的环境以及以100为最高分数的评分
系统。

个工具就是健康度评分。除了提供简单流畅的ACI构建方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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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示原子计数器所收集的数据，思科创建了一个简洁的图
表，该图表以热图或流量图的形式展示不同路径和行迹之间数
据流的整体利用比例。该图以颜色编码来表示不同的利用比
例，从而展示数据流的利用水平。这一信息对我们了解网络中
是否存在丢包很有帮助。同时作为一个规划工具，原子计数器
还能帮助我们了解网络中可承担额外工作负载的节点。
网络运营人员在关联多个设备和管理系统的信息时，他们会遇
到网络诊断过程中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对网络运营人员来说，
跟不同的网络设备打交道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他们要运行一
一些网络运营方面的专家认为他们可以创建一种跟健康度评分
类似的系统，该系统通过执行脚本文件来自动收集和处理普通
网络数据。然而这几乎是难以实现的。虽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编写脚本来降低现有组网设计的复杂度，但想象一下，我们要
在网络中每个独立运行的层面编写脚本，这不仅对开发运营人
员的技术能力要求甚高；而且在大网络环境，这一方法不具备
可扩展性。思科在创建系统软件和硬件之前就已经采取了一些
措施来支持这些功能，即开发面向目标对象的数据模型。这一
模型不仅能在管理员创建和移除目标对象时自动增补和删除，
它还能传递单个目标对象的实时属性，以帮助管理员监控目标
对象的状态。这一模型不仅具备了更强的可扩展性，还能在削
减运营成本和提升问题处理效率等方面产生更大作用。

系列CLI命令，例如 “ show ip arp （显示IP地址解析协议）”，
“ show mac-address（显示mac地址）” 等…，然后尝试通过网

可见性和故障排除：原子计数器

络路径图对所有信息进行跟踪。借助原子计数器，网络运营

ACI另外一个重要的运行特征即“原子计数器”，一种故障排除和

人员可以绕过这个冗长且费时的流程而直接渗入到问题源

分析工具。原子计数器可以多种方式来展现，但思科实际上把
它作为避免性能惩罚的特殊硬件功能。思科曾提到要将原子计
数器扩展到其软件交换机—AVS（应用虚拟交换机）， 这样一
来，原子计数器也就有可能存在于其他开放性的软件交换机
中。那么原子计数器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他们的功能非常简
单，但这种简单的功能却极富价值。它们会记录下进出网络的
每一个数据包，同时赋予数据包计数以情景化特征。

头。在这些情境中，原子计数器能够为端对端系统的故障排
除助一臂之力，所以管理员们不仅可以过滤他们感兴趣的特
定租户、EPG、端点等，还能统计出那些符合特定标准的数
据包的数量。
添加应用程序到网络服务
网络基础架构管理员非常想要知道如何将ANP（应用网络配置
文件）添加到网络服务中，而这种4-7层网络服务可以被实例化

我们通常很难获见网络中数据流的移动情况。ACI架构试图利用

成一台物理设备、虚拟容量、或两者的结合。ACI提供多种解决

原子计数器追踪进出上述策略群组内部网络和周边网络的数据

这一设计问题的办法，同时将管理端的数量减少到只有1个。要

流动情况。在进入ACI时，数据包在网络第一个进入点处被标

把4-7层网络服务添加到ANP，管理员无需在不同的装置界面或

记，这些标记在数据包出网时则被消除。被标记的数据包即原

管理系统上进行操作。由于这类服务被建模成ACI架构的一部

子计数器所跟踪和计数的数据流的源头。利用原子计数器，管

分，所以思科主要在上述基于组的策略模型中构建这些服务项

理员能够很快了解到网络的某个入口/出口分支交换机对处（思

目。对ACI架构模型来说，向ANP添加4-7层网络服务还有另外

科称之为“路径”），或甚至在特定入口/出口上行链接端口对处

一个好处，那就是这类服务的位置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它们

（思科称之为“行迹”）是否存在丢包。掌握了这一信息，管理员

可以被添加在网络架构的任何位置。所以当管理员将服务功能

就能对网络中的数据包或数据流信息进行端对端的跟踪，并限

添加到ANP时，网络会自动判断服务的位置，并向服务节点提

定源头和终点间数据流的范围。

供相应的封装协议使数据能够自动按路径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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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将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服务功能（防火墙、负载均衡等）

被添加到ACI网络架构中。具备严格安保控制措施的企业青睐这

的4-7层服务建模到一张服务图上。这张服务图可用于界定

一体系结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虚拟防火墙无法完全保障DMZ

ANP，从而反映出用户所期望的ANP特性。

区域的安全。对这些企业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他们现有
的防火墙平台，无论是思科的 ASA、Check Point 的防火墙、
Juniper 的 SRX 或 Palo Alto Networks 的防火墙。有了APIC的
帮助，IT公司能将现有的防火墙投资直接变成ACI构架的一部
分，从而通过APIC合并其功能和组网策略。
业界对锁定或细分不同应用程序逻辑层之间的通信内容越来越
感兴趣；这就从网络扩展和网络性能的角度阐明了ACI策略模型
的作用。因为网络策略的定义是由ANP定义的，所以这些策略
能够在整个网络基础架构中被广泛应用，并在ACI的第一个入口
点被执行，从而将防火墙功能散布至所有ANP。

例如，如果把4-7层服务图关联至ANP，网络管理员或安全审计

ACI支持面向单个网络租户提供专属虚拟服务，类似于向具有具

员就能充分理解在ACI中，为什么所有指向Web EPG的HTTP/S

体规格的物理设备提供服务。云服务供应商非常想要为每个网

相匹配的数据流量都要首先经过一个特殊的防火墙服务图。或

络租户都建立并定制一个虚拟防火墙或负载均衡的应用实例，

者，在数据流进入末端数据库EPG之前，它为什么需要经过一

从而使得每个租户都能自行对防火墙或负载进行控制和管理工

个负载平衡服务图。思科通过构建ACI解决ANP和网络服务依

作。比如许多IT公司都将网络租户的概念应用到单个业务单元

附关系的方法，削减了IT服务交付链上最大的时槽之一，因为

中。然而，即便添加了虚拟网络服务，要部署虚拟防火墙或负

启动一个VM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配置网络和4-7层服务则

载均衡还需要经过另外一个步骤，那就是进行恰当的版本控制

要耗费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在编写应用程序时，思科ACI集

并安装正确的许可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虚拟服务生命周期管

成了跟思科ASA和ASAv防火墙以及Citrix和F5负载均衡器。用

理。思科跟Embrane合作，以期将这一功能嵌入到思科的ACI服

户可以在相应供应商的站点获得为各个服务节点设计的设备程

务中。

序包。

对IT系统审计师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思科承诺跟十几家4-7层网络服务供应商协力开发更多的设备程

对EPG和“合同”进行显性定义的最大好处在于，网络管理员和IT

序包。要获得ACI体系合作供应商的最新清单，请查看思科有关

审计师能够比较容易地观察到被实例化的策略，以及用户的最

ACI的网页介绍http://www.cisco.com/go/aci

初意图。我们都知道大多数IT公司几乎不保存任何系统策略文

服务链接和复制
4-7层网络服务有两种基本的集成方式：基于物理网络服务，并
将其根据逻辑分割成多个网络环境分配给各个网络租户，或者
为每个租户提供专属的虚拟服务。
ACI能够支持上述两种集成方式，因为大多数IT公司和云服务供

件。如果有的话，那么保证数据准确性和进行文件升级将需要
一笔巨大的IT管理费用。另外，最初的应用程序或平台所有者
可能已经变换了角色，或直接离开了最初的东家，从而留下了
巨大的知识缺口。相关人员不得不重新检索和审查交换机/路由
器/防火墙/负载均衡的配置以推导原所有者的意图，这是一个昂
贵、艰巨、且耗时的过程。

应商对这两种方式都有需求。例如在大多数企业中，数据在进
入企业应用定义域之前必须经过一道边界防火墙。这道防火墙
跟航天器或潜艇的气隙极其相似，其功能通常受到严密控制以
保证极高的安全性。但近几年的事实证明用户并不需要实际存
在的气隙，而大部分安全管理人员希望部署一台实体装置来作
为策略控制点。在这种情境下，ACI能够与思科以及其他网络服
务供应商的防火墙平台进行集成，而这些防火墙平台应当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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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在这个巨大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ACI策略是通过高级

同 时 ， ACI架 构 成 为 多 个 封 装 协 议 类 型 (VLAN， VXLAN，

抽象术语进行描述的，所以IT审计师仅瞄一眼ANP就能了解程

NVGRE)的分散式封装协议归一化点，这样一来，网络管理员就

序所有者的意图。他不需要通过追溯或关联具体的网络和服务

能灵活地终止、解析以及重新编译各类型间不同的封装协议。

配置文件来了解贯穿整个网络架构的策略。此外，思科还针对

这些封装协议在APIC的作用下相互协调，所以网络或虚拟机管

被修改过的目标对象建立了非常详细的审计日志，内容包括修

理员就无需再去调整标记的绑定。当数据包进入ACI时，这些独

改的时间戳、用户、目标对象以及配置方式，从而实现了完整

特的封装协议标记就会消失，在出口处重新生成，或被转化成

的可追溯性。

与多虚拟机管理器相连接的终点管理程序封装方案。
基于ACI与VMM（虚拟机管理器）的集成，管理员能够利用ACI
策略模型以几乎相同的方法处理物理和虚拟工作量。当管理员
创建应用程序层、安全区域、或任何与EPG相绑定的东西，这
些群组就会被推送到位于网络底层的物理和虚拟装置。在
VMWare的vCenter中，APIC将EPG作为VMWare端口群组推
送。在微软的SCVMM中，APIC则把EPG作为VM Networks推
送，而且一旦配置了OpenStack，EPG就被当做简单的网络来
推送。
举例来看,假设在一台 VMWare ESX Hypervisor 上部署VXLAN；

多虚拟机管理器的隧道效应和互操作性

它对经过VXLAN的所有数据包进行标记，但还需要跟另外两个

从根本上说，ACI虽然具备联网能力，但由于应用程序横跨物理

基于VLAN封装协议的ESX Hypervisor进行通信。ACI网络架构

和虚拟两个网络环境，所以设备连接方法又是不断变化的。虽

支持VLAN转换，或VXLAN到VLAN的桥接和路由选择，所以这

然越来越多的物理工作量已经被转化成虚拟的量，但不可避免

些数据包能够通过子网络传输。简言之，ACI在硬件性能方面能

的是，虚拟的工作量仍需与裸机主机的工作量进行通信。此外

够提供完整的VLAN、VXLAN终止、归一以及路由选择功能。

在去年，业界人士对基于容器的工作量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以期进一步优化网络性能，降低数据处理的成本。网络本
身即是IT资产和计算模型最根本的归一化点，因为所有工作量
都依赖网络连接以进行通信。思科力图让ACI成为存在于连接和
策略中不同工作负载标准化的基础。

实现虚拟隧道模式规范化的主机或网络建模方法
与只依靠虚拟机管理器的组网方法相比，ACI提供的是一种不同
的网络构建方法。在前一种方式下，虚拟机管理器负责执行网
络的功能。ACI以虚拟机管理器中的标记和策略执行机制为基
础，并提供监控程序级别上虚拟网络的端到端信息。在这种模

如今最需要归一化的区域存在于虚拟网络中，其中不同的虚拟

式下，每台借助隧道技术连接的主机，也就是隧道端点，需要

机管理器在多个数据平面封装协议（VLAN，VXLAN，NVGRE

进行相同的垂直叠加，例如正在使用中的VMWare、微软、或

等）的支撑下能够提供不同的虚拟网管理方法。目前，越来越

任何公司的虚拟网络隧道架构。虚拟网络隧道架构需要对网络

多的网络环境需要部署多虚拟机管理程序。顺应这一趋势，企

中的每隔一台监控主机进行配套。这就意味着需要把基本的工

业则需要找到最全面的方法来管理这些迥然不同的网络环境及

作量虚拟化并将其与完全相同的监控程序配对。对于支持封装

相应的底层封装协议。

协议和策略混搭、配套的虚拟机管理器系统来说，其相互间几

思科ACI能够与VMware的 vCenter 以及 OpenStack Icehouse
发行版直接集成，支持通过通用软件来运行Ubuntu KVM。思科
还承诺在不久的将来，ACI将能够支持微软的SCVMM和Azure-

乎不存在任何互通性。而且，比如要连接到裸机（非虚拟）服
务器，我们要将相同的虚拟网络隧道结构构建在网络中的物理
交换机上，并将其与虚拟机管理器系统进行深度集成，以实现
封装协议和策略的配套或协调。

Pack以及配置OpenStack的Red Hat KVM。通过多虚拟机管理
器与ACI的集成，APIC则变成物理和虚拟网络策略共同的管理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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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部署还遇到一个更大挑战，因为现在数据中心管理员不但

此模式下部分网页应用程序托管在ESX上来运行VXLAN，将该

需要测试和验证物理底层网络架构（即“网络底层”），还要使用

应用托管在Hyper-V，其数据库托管在KVM和联网的裸机上，

其他成套工具来对虚拟网络（即“网络覆盖层”）进行验证。这其

而相应的网络策略则通过单个管理点配置到整个网络。如果你

实比完备部署整个网络基础架构要多花费一倍时间。

期待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期待拥有高度灵活的数据中心网络基

ACI利用网络来调整虚拟网络隧道架构，而并非在主机级别进行

础架构，那么ACI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配套，这样就能保证每个分支节点的归一性。由于在ACI中，网

结论

络节点即归一化点，所以它可为全部设备，无论是物理设备、

思科研究了IT执行人员在管理现代数据中心网络基础架构时遇

虚拟设备、还是插入到网络中的其它设备，提供完整的连接和

到的一些问题，并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以求尽可能降低运

策略。要真正实现ACI网络架构的广泛部署，数据中心管理员必

营成本、提升IT服务交付速度、横跨物理和虚拟IT资产、支持多

须对ACI进行测试和验证。这是因为ACI在同一平面上将底层网

虚拟机管理器和实现互通性。在组网设计方面，思科一直信奉

络和覆盖层网络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削减了选择端到端解决

一个原则，那就是其构建的网络基础架构能够支持所有应用和

方案耗费的时间。

工作负载，而且能够根据网络连接情况基于策略、自动化和可

因此，大多数网络架构师需要在以下三种方法中做出选择：1）
利用网络作为连接性和策略的归一化点，并一同对物理和虚拟
网络进行限定，2）将网络中的一切虚拟化，要求每台主机都在
整个数据中心里必须运行完全一样的监控程序，并增加一倍的
时间用于网络限定，以及/或者3）运行监控程序和/或裸机服务
器相互间不互通的多个覆盖层网络，以增加一定的限定周期。

编程性实现网络连接情况方面的定制，从而成为通用性的网络
架构。这个全新的方法即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架构，这就是25
年来网络产业内思科所提出的最为深入的新思想之一。尽管要
整个行业完全认可ACI仍需一定的时间，但是大部分业内人士会
发现，思科推出的这个新型组网模式为网络产业带来了宝贵的
技术创新，因为这一网络架构比现在面向设备的网络更容易控
制和管理。就其效果方面，短期来看运营成本将大幅度降低，

在ACI模式下，应用程序可以横跨 Microsoft Hyper-V、VMWare

长期来看，作为新一代数据中心的基础网络架构，这一结构将

ESX、Ubuntu/RedHat KVM 以及裸机服务器多个平台运行。在

在今后的25年内从根本上推动世界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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