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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常亮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月，主营业务为光电测控仪器设备、光学材料等

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主导产品有电视测角仪、天

线座、光电经纬仪光机分系统、航空 /航天相机光机

分系统、雷达天线座、新型医疗检测仪器、K9 光学玻

璃等。公司现有员工 1000 余人，经过多年的经营和

发展，已在光电测控领域形成强大的综合优势，并在

技术、生产上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企业拥有近

2000台 /套先进的精密机械、光学加工设备和检测

仪器，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材料生产、光学元器件

加工等方面拥有几十项关键技术，具有国内一流的

光学精密机械与光学材料研发和生产能力。其凭借

在光学与精密机械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综合制造优

势，曾参与了包括“神舟”号载人航天飞船在内的许

多重大国家工程任务。

近两年来随着竞争越演越烈，光电企业需要更

为聪明的经营之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正是在

这样的大环境中，长春奥普光电公司通过不久前

实施的思科网络解决方案，使其网络运行更加安

全、稳定而高效，从而为业务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 IT 平台。其 IT 主管工程师周晔表示：“我们

看中思科的自防御网络及 VPN 网络等解决方案，

公司原有数据接入节点 120 个，经过网络改进新增

了 20 个信息结点。随着公司网络规模的不断扩

大，网络的高速性、高可靠性及可管理性，正在成

为新网络的基本要求。思科长春合作伙伴长春思

拓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我们完成了网络设备

的选型、安装、调试等施工工作，帮助我们构建了

一个稳定、高速的现代化局域以太网络，提供了一

个稳定的外网访问系统。”

追求品质 VPN
众所周知，保护企业网络免遭远程黑客的入侵，

一直是管理层最关注的重点。一个安全的企业网除了

需要界定何种形式的远程访问是“允许”的或“不允

许”的，还要确定相应的 VPN 设备和实施选择方法。

一般来说，网络管理者非常关注 VPN 特有的几

个功能问题，除了包括远程访问的资格、可执行的计

算能力、外联网连接的责任，以及 VPN 资源的监管。

还应包括为出差旅行的员工及远程工作站的员工提

供访问步骤。当然，决策中还需要一些技术细节，例

如加密密钥长度，如果 VPN 的加密算法要求公开认

证，则还需要法律的支持保护。对外而言，管理中应

具体说明及时通报远程用户人员变更的步骤，被解

雇人员如何尽快从数据库中清除。这需要外联网用

户机构同 VPN 管理人员之间进行良好的协作。

事实上，一个最终用户采用 IP-VPN 的服务，就

可以在多个地点之间传送 IP 数据包，同时得到一定

程度的服务质量保证和安全保证，就像自己的内部

网一样。访问国际互联网也是这种服务的一部分。周

晔表示：思科的 IP-VPN 解决方案扩充了 Internet能

力，同时其提供的增值服务也可以丰富 IP-VPN 的

应用，包括加密服务、不同形式的数据优先处理以及

主机代管、协同工作和多媒体服务等基于服务器的

应用。数据优先处理可以允许最终用户对网络资源

得到比传统的广域网更好地控制。在资源比较缺乏

的时候（低带宽链路），那些重要的和对延迟敏感的

数据包可以得到特别的对待，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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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依仗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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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低优先级的数据包则被限制在剩

余的带宽内。 同时，CISCO 的IP-VPN 解决方案不

光为企业在组网时节省了大量的费用，还带来许多

其他的好处，包括缩短建设周期以及维护的时间，并

且可以很快地完成在多点之间的移动、增加和改动。

解决方案十分灵活多样，包括两种基于拨号的，两种

基于专线的和一种基于标记交换的。

细化管理靠方案
在奥普光电，网络高速稳定的运行，使得系统管

理游刃有余，尤其对于库存的进出控制效果比较明

显。生产建立起的批次管理制度，着重解决了人工管

理比较困难的批次管理问题，使原料领用与生产同

步，克服了原料的乱领乱用，也保证了原料的及时准

确供应。企业的管理效率有了明显提高，使得本来就

比较精简的管理人员又有所减少，数据更为精确，能

够在各个方面点点滴滴地节省成本。奥普光电有专

门的 IT 人员，在企业员工充分掌握及熟练运用了这

套系统并与实际充分融合之后，未来公司将考虑进

一步完善和提高系统的成本管理和控制能力，加强

系统数据分析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周晔对记者表示：“在沟通的时候，长春思拓电

子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充分考虑了企业的实际情况，

进行具体的方案设计。”他举例说：'方案中使用了

TCL面板和超 5类 RJ45模块布置新增加的 20个信

息结点，这新增加的 20个信息结点通过超 5类双绞

线传输到中心机房，重新整理模块在配线架上的位

置，重新打模块提高网络的稳定性。为了达到网线固

定标准和易于管理的特点，将中心机房出口处的网

线都整理到白钢理线桥架内。通过 SC-LC 改造企业

网络拓扑结构，结合新增的 Cisco Catalyst 3750G 与

Cisco Catalyst 3550核心交换机，实现光纤跳线连接。

光纤连接可以实现千兆级的传输数率，大大增加了

企业数据的交换速度。

周晔说：“此次合作让我们提升了对网络安全的

认识，在网络设备的使用与购置上有了新的定位。思

科 StackWise技术是一种针对千兆位以太网优化的、

先进的堆叠架构。该技术的设计目的是及时地对设

备添加、移除和重新部署做出反应，同时保持稳定的

性能。利用特殊的堆叠互联电缆和堆叠软件，思科

StackWise技术最多可以将 9台单独的 Cisco Catalyst

3750交换机连接到一个统一的逻辑单元中。堆叠相

当于一个单一的交换单元，由一个从成员交换机中

选出的主交换机管理，主交换机可以自动地创建和

升级所有的交换信息和可选的路由表。一个工作中

的堆叠可以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添加新的成员

或者移除旧的成员。”

奥普光电公司的管理层这样评价：“由于该项目

是在原有网络的基础上完成的，对公司的工作效率、

运营管理及应用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和帮助，公司各

级领导及相关人员都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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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近日推出千元双卡双

待智能手机 Lenovo A60，并再次提

出销量过百万的目标。联想集团高级

副总裁兼移动互联和数字家庭业务

集团总裁刘军表示，未来还将推出一

个产品组合，满足高、低端客户群体。

Lenovo A60 是一款中国联通

3G 定制智能手机，拥有 3.5寸屏幕、

320万像素摄像头等配置；支持双卡

双 待 、 一 机 双 模（

WCDMA+GSM )；配

备 1500 毫安时电池；

搭 载 Android2.3 操 作

系 统 ； 同 时 ，Lenovo

A60 预 置了 社 交、资

讯、视频、游戏、工具等

30余款应用。为大力推

广 Lenovo A60 手 机，

联想集团将通过中国

联通所有营业厅，国美、苏宁、京东

等战略渠道以及自有渠道，共计近

万家店面进行销售。作为联想集团

首次推出的低价智能手机，联想已

经为 Lenovo A60定下销售百万部的

目标。据悉，这是联想集团第二次为

单款移动互联终端产品定下百万部

销售目标。去年 5月，联想集团推出

首款移动互联网产品乐 Phone，并为

这一备受关注的产品定下 100 万部

销售目标。不过，因为初期遭遇显示

屏供货短缺等问题，乐 Phone 在上

市一年后，销量仍未达到百万。

刘军透露，乐 Phone 自去年 5

月份上市，到现在销售情况比较平

稳。他表示，乐 Phone销量曾有一个

很快速的爬升，目前已经占中高端

智能手机近 10%的市场份额。“联想

给自己的定位是主流的供应商，我

们希望自己能够逐步地成为主流供

应商，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群的

需求。联想未来将推出一个产品组

合，来满足高端到低端的客户群，今

天发布的 Lenovo A60算是我们在这

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

点评：希望联想未来能推出更

多产品组合，从而满足高、低端客户

商务群体的各种应用需求。

在传统服务器领域，英特尔有

望在 Hot Chip大会上详细介绍其下

一代 8 核“Poulson”安腾处理器，早

在今年 3月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学会 (IEEE)主办的国际固态电路研

讨会上，英特尔就曾简要介绍过这

款新处理器。Hot Chip 大会正值甲

骨文宣布放弃对安腾处理器的软件

支持后数周，因此颇受业界关注。

甲骨文表示，将放弃对采用

Poulson 处理器的新一代数据库、中

间件、应用软件的技术支持，这一表

态在芯片行业引发了轩然大波。安

腾处理器最大的用户惠普随后将甲

骨文告上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庭，上

周西班牙反垄断部门表示，他们正

在对甲骨文可能滥用市场主导权

的行为进行调查。实际上，惠普还

几乎是安腾处理器唯一的用户。甲

骨文自收购 Sun Microsystems后就

未在 ISSCC 或 Hot Chips 上推出

过新产品。但这一次甲骨文将高调

出席 Hot Chips 大会，派出两位负

责新一代 Sparc-T4处理器的设计

师赶赴斯坦福大学。Sparc-T4 定

于今年晚些时候上市，是一款 8核

处理器，搭载 Sun 称之为“VT”的

新核心。这一代号可能并不是指佛

蒙特州，而是指虚拟线程 (virtual

threads)，与 Sparc T 之前型号所采

用的硬编码线程形成鲜明对比。据

甲骨文介绍，Sparc-T4 可以使高

优先级应用获取某个核的线程，将所

有资源集聚于这个核上，显著提升那

个单一线程的性能。甲骨文将这种技

术称 为是“关键线 程 API”(critical

thread API)。

此外，IBM 将展示新一代 16 核

Power A2处理器，这款处理器将成为

未来 BlueGene/Q 超级计算机的核心

部分。为了准备这次 Hot Chips大会，

中国科学院正对今年初在 ISSCC 为

“龙芯”(GodSon)处理器家族所做的演

示文件进行改进。

点评：中国计划开发适用于消费

电子产品、PC、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嵌入式应用、服务器和超级计算机

的龙芯处理器。

英特尔甲骨文将推新一代处理器

联想推出千元智能手机

（上接第 4版）

可旋屏笔记本
戴尔推出 13寸旋屏本 XT3

戴尔率先推出搭载 Intel Sandy Bridge

处理器的可旋屏笔记本 Latitude XT3。从产品

规格来看，戴尔 Latitude XT3是一款可旋屏笔

记本，配以 13.3英寸 LED 液晶显示屏。同时，

由于该机内置双数字转换器，这块显示屏还可

支持至少 3点以上的触摸及触控笔操作。硬件

方面，该机搭载 Intel Sandy Bridge 酷睿

i3/i5/i7处理器，标配 2GB内存，预装 windows7

操作系统且内置 VGA、HDMI 以及以太网等接

口，机身底部同时还配有外接口插槽。

双核 Galaxy Tab
三星双核 Galaxy Tab将开售

8.9 英寸的 Galaxy Tab 已经开始接受预

订，8.9 英寸版 Galaxy Tab 采用了 8.9 英寸

1280×800 像素分辨率触摸屏；内置了双核

1GHz的 NVIDIA Tegra 2 处理器；配置了 300

万像素摄像头和 200 万像素前置摄像头，支

持 1080P 高清视频播放；提供蓝牙 3.0、GPS

导航、WiFi 等功能；并配有一块 6000mAh 电

池。 8.9 英寸版 Galaxy Tab 将运行 Android

3.0系统，预装三星 TouchWiz UX界面。还有消

息称，这款设备可能升级到最新版本的

Android 3.2系统。

APU商务笔记本
惠普发布廉价 APU商务新本

惠普近日发布了一款定位于商务用户的

廉价笔记本惠普 635。从产品规格来看，惠普

635 配以 15.6 英寸 LED 背光液晶显示器，内

置 DVD 刻录光驱，HDMI、VGA、3×USB2.0 接口

及多合一读卡器。至于续航方面，该款廉价商

务本最长可实现 5 小时左右的续航。 硬件

方面，惠普 635为用户提供了多款选择。其中

包含搭载 AMD Fusion E-350 双核处理器 (主

频 1.6GHz)，并集成 HD6310M 显卡芯片的 APU

新品。同时，还包含搭载 AMD Phenom II P360

处理器 (主频 2.3GHz) 以及 AMD Phenom P650

(主频 2.6GHz)处理器，并集成 HD4250 显卡芯

片的新品选择。惠普 635 最低标配 2GB 内存

以及 320GB硬盘。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cbismb.com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