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 IWAN 的 LiveAction 可视化和管理 
 
 
概述 
 
无论是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 还是互联网，思科® 智能广域网 (IWAN) 都可以通过任何连接提供不打折扣的

用户体验。思科 IWAN 可以统一跨越不同运营商和链路类型的多个连接的逻辑基础设施，以相同的物理连接

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净带宽。IWAN 保护性能敏感型应用免受限电和停电的影响，为应用提供安全可靠的双活负

载均衡，提高应用性能，同时降低广域网成本。利用 IWAN 不仅可以节约费用以投资于分支机构办公室基础

设施，还可以腾出资源来支持新的创新业务服务。 
 
LiveAction* 软件可持续提供洞察力、服务保障和企业网络控制，简化网络，从而带来更好的全数字化体验。 
其屡获殊荣的网络性能分析平台 LiveNX 可帮助客户深入洞察网络，并应用状态感知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客

户满意度。凭借与思科系统公司合作设计开发的服务质量 (QoS) 控制和广域网功能，LiveNX 可轻松进行故障

排除。 
 
LiveAction 是思科推荐的 IWAN 管理平台。它提供基于 GUI 的管理和可视性，可实现智能路径控制和应用性

能优化。具体来说，LiveAction 可提供以下 IWAN 管理功能： 
 

• 性能路由 (PfR) 路径控制可视化、报告和配置 
 

• 应用可视性与可控性 (AVC) 可视化、报告和配置 
 

• QoS 监控和策略配置，包括 AVC 的应用感知型 QoS 
 

• PfR 控制面板与实时网络运行状况和状态 
 
 
PfR 路径控制可视化、报告和配置 
 
LiveNX 可以在 PfR 进行任何路径更改之前和之后显示流量路径和性能，因此客户可以实现更高的 IWAN 投资

回报 (ROI)。特别是，当 PfR 因为不符合策略 (OOP) 状况而更改路径以保护应用时，LiveNX 会以图形方式将

端到端路径更改从分支机构通过服务提供商传达至应用所在的数据中心，提供比标准 PfR 命令行界面 (CLI) 
输出更有意义且可操作的信息。此外，LiveNX 会显示触发路径更改的 OOP 状况（例如，延迟、丢失或抖

动），并提供有关这些触发事件的具体报告。LiveNX 还会显示与这些路径更改相关联的应用流量。 
 
如要详细了解 LiveNX 独特的 PfRv3 和 IWAN 功能，请观看这个时长为 12 分钟的演示 。 
 
 
应用优化 
 
智能路径控制不仅可以降低广域网成本，充分利用所有广域网带宽，还可以绕过载波黑洞和电力管制来提高应

用可用性和性能。此外，它还会根据延迟、丢失和抖动的实时测量结果，为每个应用选择最佳路径。思科 
IWAN 包括 AVC 统计信息，用于跟踪和报告应用流和性能。利用 AVC，可以从端到端测量进入应用服务器的

流量，从而为网络提供更高级别的应用感知。利用 LiveNX，您可以直接利用 AVC 提供的高网络可视性，解

决 AVC 在受监控的流量类和流中发现的问题。例如，您可以使用 LiveNX 识别和分析网络上影响关键业务流

量的不必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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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充分利用 LiveNX 的独特 QoS 配置功能，通过实施策略和纳入基于思科网络的应用识别 (NBAR) 分
类来缓解任何违规流量。 
 
LiveNX 跨网络拓扑的端到端 AVC 流可视化非常有用，可帮助确保在整个网络和多个服务提供商云之间，提

供适当的流量标记和优先级。LiveNX 还以图形方式显示响应时间统计信息以及 AVC 提供的网络、服务器和

应用延迟的细分。此外，LiveNX 还允许配置 AVC 警报，以提高对网络延迟或重新传输事件的可视性。当超

过这些可配置的阈值时，LiveNX 会生成警报，以便通知网络管理员，使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 
 
LiveNX 具有一个控制面板，可提供前 N 个应用的性能，以及一系列详细的 AVC 报告，用于应用性能分析和

故障排除。例如，当用户的某个文件共享应用占用了大量广域网边缘带宽而导致关键业务应用性能下降时，

LiveNX 可以快速可视化异常流量模式，进行故障排除并解决影响这个用户的性能问题。然后，利用独特的图

形化 LiveNX QoS 配置功能，网络管理员可以使用简单的点击操作调整 QoS 策略，并将策略应用于接口，在

几分钟内即可降低文件共享流量。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查看更改后的流量来验证新的 QoS 设置，以确保应

用性能恢复正常。LiveNX 还具有“恢复”功能，用户可通过点击按钮来退出 QoS 更改。 
 
 
QoS 监控和配置 
 
思科 IWAN 的价值主张集中在优化广域网带宽和提高应用性能上。然而，这些优势需要进行可视化总结，以

便轻松证明其价值。凭借其独特的端到端可视化功能，LiveNX 可以帮助客户更清晰、更直接地查看和优化 
IWAN 网络性能，从而提高 IWAN 的价值。 
 
了解和提高应用性能的部分价值体现在能够有效监控和配置 QoS。通过 QoS 拥塞指示器可视化和性能跟踪，

LiveNX 可提供广泛的分析，使 IT 工程师可以轻松全面地了解其网络上的 QoS 行为。LiveNX 提供主动 QoS 
监控，可在最终用户报告问题之前检测到策略丢失并提醒工程师注意。它的实时 QoS 图形报告间隔时间短至 
10 秒，因此能够快速验证策略更改。LiveNX 一键式策略和性能审计报告会分析 QoS 配置，以查找错误和性

能问题，并通过易于浏览的报告详细说明这些信息。 
 
利用 LiveNX 的图形化 QoS 配置功能，不论 IT 工程师拥有多少经验，都能够轻松自信地在动态网络上创建、

编辑和实施高效的 QoS 策略。基于对思科设备的特性、功能和特质的广泛研究，LiveNX 具备深入的内置 
QoS 专业知识。利用 LiveNX，可以从头创建 QoS 模板，也可以使用具有数百个设备特定个规则和指南的思

科最佳实践模板进行创建。创建 QoS 策略后，可以立即在多个设备或接口上部署这些策略。例如，LiveNX 
可以在动态多点 VPN (DMVPN) 隧道端点上创建和管理 QoS 策略，然后将它们应用于隧道接口。再然后可以

将每个策略分配给期望的下一跳解析协议 (NHRP) 隧道接口。LiveNX 可与 AVC 和 NBAR2 协同工作，允许

在思科路由器上进行全面的 NBAR2 QoS 控制 - 无论是在每个应用级别还是在更高级别的组级别。因此，网

络工程师可以充分利用思科 NBAR2 的分组功能和 LiveNX QoS 的图形化配置，大幅度降低路由器配置的复杂

性和详细程度。 
 
 

© 2017 思科 | LiveAction。版权所有。 第 2 页 



 
 
 
 

PfR 控制面板、网络运行状况和状态 
 
LiveNX 可以为 IWAN 管理提供整体 PfR 和网络运行状况状态，其中包括： 
 

• PfR 控制面板，用于快速浏览 PfR 在重新路由流量或保护应用时的性能 
 

• 网络发现和网络拓扑 
 

• 端到端流可视化 
 

• 在整个网络范围内审计 QoS 策略 
 

• 使用 NetFlow、IP 流信息导出 (IPFIX)，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以及路由和局域网统计信息进行

网络监控 
 

• 超出越阈值警报处理 
 

• 通过控制面板和一目了然的颜色编码状态，可获得最佳应用性能、站点性能、网络设备 CPU 和内存

使用情况、链路使用情况以及接口运行或故障状态 
 

• 接口、链路和第 2 层设备的主要 QoS 状况：丢包和拥塞区域 
 

• 按量排名的热门应用，流量源自或流向的主要国家/地区等。 
 

• 支持多个数据中心环境 
 
 
LiveNX IWAN 管理的优势 
 
LiveNX 可为客户实施 IWAN 提供以下重要优势： 
 

• 节省时间和资金 
– 实现更快的 IWAN 部署和故障排除 
– 可以更轻松地证明 IWAN 投资回报的合理性 

 

• 促进 IWAN 的采用 
– 直观地展示思科 IWAN 在性能和可用性方面的改进 
– 提供端到端的 IWAN 管理解决方案 

 

• 工作效率更高 
– 通过端到端流量可视性，更深入地了解应用流量 
– 使用图形 QoS 控制和批量配置，更快地查找和修复问题 
– 实施强大的 IWAN 报告 

 

• 简化运营 
– 直观可视化路径变化 
– 提供直观的 GUI，以加快部署、配置、监控和故障排除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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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NX 规格 
 
LiveNX 提供 PfRv3 支持，并构建在具有客户端、服务器和节点的三层架构上。各个节点通过允许 LiveNX 的
水平扩展来发现网络设备、获得流量和 SNMP 数据，以及在分布式环境中扩展配置功能。此外，客户端和服

务器已得到增强，可实现大规模可扩展性。 
 
 
客户端应用 
 
客户端应用可以直接从 LiveNX Web 服务器通过 Web 启动模式运行，也可以作为 Windows 或 Mac 的 64 位
客户端应用进行安装。 
 
 
服务器 
 
LiveNX 服务器在 Windows 或 Linux（CentOS 或 RedHat）服务器或虚拟机上运行。它还具有内置的集合节
点，无需任何额外安装即可完全使用。 
 
 
节点 
 
该节点可以添加其他集合和其他功能，并通过提供额外的处理帮助进行水平扩展。该节点在 Windows 或 
Linux 上运行，并与中央 LiveNX 服务器进行通信。 
 
客户可以选择以下 LiveNX 部署方案： 
 

• 单个服务器：LiveNX 的单服务器部署包括在 Windows 或 Linux 服务器或虚拟机上安装服务器。由于 
LiveNX 服务器具有内置的集合节点，因此无需任何其他安装即可完全使用。 

 

• 分布式部署：在分布式部署中，单个服务器照常部署，但可以实施其他节点并与服务器关联（如下

所述）。 
 

• 虚拟机：只要满足计算、存储和网络的性能要求，就可以在虚拟机上部署服务器和节点。 
 
附加节点的使用和位置基于以下三个标准： 
 

• 性能 
– 将性能负载分流给其他节点 

 

• 所在地 
– 将节点放在被轮询的设备附近 
– 放置在分支站点，因此系统不会在整个广域网到服务器所在的数据中心的范围内轮询数据 

 

• 安全 
– 将节点放置在不同的安全区域 (DMZ) 
– 节点将启动从安全区域到服务器的通信 
– 在通信丢失的情况下，服务器或节点可以重新开始通信 

 
有关 LiveNX 性能和推荐的硬件配置，请参阅《LiveAction LiveNX 安装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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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LiveAction IWAN 管理软件可在表 1 至表 3 中列出的思科全球价目表 (GPL) 中找到。 
 

• LiveAction 的 LiveNX 在思科 GPL 上有以下定价模式： 
– 永久许可证：永久使用许可证。购买年度维护时提供软件升级。 
– 永久许可证的年度维护（1 年）：提供 LiveAction 的技术支持，以及对次要和主要软件版本的访

问。对于多年期、3 年期和 5 年期联系，请增加适用 SKU 的数量。 
– 1 年期订用许可证：提供 LiveNX 的技术支持以及对次要和主要软件版本的访问。对于多年期、3 

年期和 5 年期联系，请增加适用 SKU 的数量。 
 

• SKU 基于路由器和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的数量。您可以组合多个许可证以达到要管理的设备数量要求。

例如，要管理 700 台设备，您可以购买一个 500 台设备许可证和两个 100 台设备许可证。 
– 支持思科路由器。 

 

• LiveNX Flow、QoS 监控、QoS 配置、路由、IP SLA 模块支持思科 800、1700、1800、
1900、2600、2600XM、2800、2900、3600、3700、3800、3900、4300、4400、7200、
7600、CSR 1000v 和 ASR 1000 系列路由器。 

 

• 对于思科 ASR 9000 系列和 CRS 1 型号，仅支持 LiveNX Flow。 
 

• 推荐的思科 IOS® 软件版本：12.3 或更高版本，或 15.0 或更高版本，可与软件一起使用

（ASR 1000 系列的思科 IOS XE 2.6.0 或更高版本）。早期的思科 IOS 版本也可以使用，

但不受官方支持。 
 

• 建议使用通用版本的思科 IOS 版本，但早期版本和限制版本版本也适用于 LiveNX。 
– 支持思科交换机。 

 

• LiveNX LAN 支持思科 Catalyst® 2960、3560、3650、3750、3850、4500、和 6500 系列

交换机。 
 

• LiveNX Flow 支持思科 Catalyst 3850、4500 和 6500 系列交换机和思科 Nexus® 3000 和 
7000、9000 系列交换机。有关特定硬件要求，请参阅思科功能导航器。 

 

• 对第 3 层可路由接口和 VLAN 上的 LiveNX QoS 监控和 QoS 配置模块提供有限支持，具体

取决于思科硬件功能。 
 

• 无第 2 层 Qo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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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NX Enterprise 
 

• LiveNX Enterprise 包括多节点、多用户、无限制历史数据以及 LiveNX Flow、QoS 监控、QoS 配置、

路由、IP SLA 和局域网模块的所有功能。 
 

• 在此配置中，LiveNX 路由模块包括基于策略的路由，虚拟路由和转发 (VRF) 的可视化、路由、邻接

表和下一跳路由跟踪。IP SLA 模块包括 IP SLA 控制面板、基于 GUI 的 IP SLA 测试生成、IP SLA 测
试状态可视化和所有 IP SLA 报告。局域网模块功能包括第 2 层 QoS 监控、局域网路径可视化和生成

树协议可视化。 
 
表 1： LiveNX Enterprise、永久许可证、订购信息 
 

思科产品 ID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 

L-SP-LA-E-25-K9=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25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L-SP-LA-E-50-K9=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5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L-SP-LA-E-100-K9=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1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L-SP-LA-E-200-K9=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2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L-SP-LA-E-500-K9=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5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L-SP-LA-E-1K-K9=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10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

多用户 
L-SP-LA-E-2.5K-K9=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25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

多用户 
L-SP-LA-E-5K-K9= LiveNX Enterprise 永久许可证，50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

多用户 
 
 

表 2： LiveNX Enterprise，年度维护，1 年期限，订购信息 
 

思科产品 ID LiveNX Enterprise，永久许可证的年度维护 

M-SP-LA-E-25-K9= LiveNX Enterprise 年度维护，25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M-SP-LA-E-50-K9= LiveNX Enterprise 年度维护，5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M-SP-LA-E-100-K9= LiveNX Enterprise 年度维护，1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M-SP-LA-E-200-K9= LiveNX Enterprise 年度维护，2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M-SP-LA-E-500-K9= LiveNX Enterprise 年度维护，5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M-SP-LA-E-1K-K9= LiveNX Enterprise 年度维护，10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M-SP-LA-E-2.5K-K9= LiveNX Enterprise 年度维护，25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M-SP-LA-E-5K-K9= LiveNX Enterprise 年度维护，50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表 3： LiveNX Enterprise，订用许可证，1 年期限，订购信息 
 

思科产品 ID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 

S-SP-LA-E-25-K9=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25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S-SP-LA-E-50-K9=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5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S-SP-LA-E-100-K9=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1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S-SP-LA-E-200-K9=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2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S-SP-LA-E-500-K9=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5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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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产品 ID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 

S-SP-LA-E-1K-K9=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10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
多用户 

S-SP-LA-E-2.5K-K9=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25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

多用户 
S-SP-LA-E-5K-K9= LiveNX Enterprise 订用许可证，5000 台托管设备，无限制历史记录，多节点，

多用户 
 
技术支持和其他信息 
 
购买永久许可证的年度维护和使用订用许可证时，提供技术支持和软件更新。要获取全天候的技术支持，请访
问 LiveAction 软件和服务支持页面 。 
 
有关思科 IWAN 和 LiveAction IWAN 管理的详细信息，请访问思科智能广域网页面和适用于思科 IWAN 管理
的 LiveAction 页面或发送邮件至 iwansales@liveactio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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