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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业界同仁、朋友们：

首先， 我恭祝大家节日好！

一直以来，您的肯定和鼓励，您的支持和厚爱， 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我们一起走过了

市场的波峰和波谷，一起将很多的梦想变成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友情也日久

弥坚。再此， 我谨代表思科的团队，跟大家说声谢谢，并期待与您更紧密的合作。

龙年伊始，我们推出了这份“运营.商道”刊物， 旨在定期为您提供一个了解业界动

态、趋势、新技术和新业务模式的窗口， 以期能为您运筹帷幄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参

考。在本期中， 您将看到我们对ICT业务的见解；云计算时代城域网及数据中心网络

的架构演进；网络虚拟化的最新技术进展；NTT的云策略以及刚刚过去的MPLS全球大

会的解读等等。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并欢迎您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

再次感谢您的一贯支持，并期待未来的日子与您一路同行！

卷首语

徐启威

思科全球副总裁

大中华区运营商事业部总裁

徐启威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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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思科视点

电信业当前正处于深化转型的时代，传统业务滞涨，以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带动信息通信业务创新节

奏加快，电信行业面临越来越多的跨界竞争和异质竞争。在

这一形势下，电信运营商如何避免被旁路？如何让“哑管

道”变成“智能管道”？业务创新的方向在哪里？思科公司

全球副总裁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运营商应该在

传统经营带宽业务的基础之上，积极向新的服务领域拓展，

以获得差异化优势，其中，企业信息通信应用是非常关键的

市场。

作为一家致力于创新的公司，思科一直不断在寻求为客户带

来实际价值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应用。徐启威介绍说，在当

前这一时期，针对运营商市场，思科确立了五大创新方向。

首先是IP NGN和移动互联网。通信终端越来越多，接入方

式也趋于多样化，全球可用的存储、带宽、计算和信息系

统正在呈现爆炸性增长，这对宽带和移动网络都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以往用户对互联网的即时性要求不高，一封电子邮

件迟几分钟送达或许没有关系，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关键应

用、实时通信应用投入商用，例如视频应用，一旦发生时

延，便会直接影响到用户的使用体验。在大家都将目光聚焦

于创新应用上时，核心网曾一度不被重视，现在看来，其安

全性、可靠性和智能性依然是保证用户体验的基础。也正因

此，思科始终保持了在集群核心路由器、大容量智能边缘路

由器、EPC、IP-RAN回传以及运营商级Wifi方面产品研发的

持续投入。徐启威特别表示：“思科非常注重端到端的应用

体验，而不仅仅只关注于某个方面，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短

板都会对最终用户产生影响。”

其次是视频。根据思科和世界有代表性的运营商所建立的数

据视频指数(VNI)，不久的将来网络流量超过90% 是视频。

思科在内容分发网络（CDS）、流媒体、视频内容的处

理、网络对视频应用的感知、网络自愈能力等方面已经获得

了领先的优势，也收购了很多视频通信领域的领先厂商，如

科学亚特兰大、腾博等，并且将视频业务优化整合到其协同

平台上。

再者是UC（统一通信）和协作。协作需要跨界，需要实

现对各种通信方式和终端的覆盖。徐启威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你用平板电脑，我也用平板电脑，才能进行协作，

这显然会限制企业协作的应用场合。如果你用Cius (思科平

板电脑)或iPhone，我用企业视频终端，他用桌面PC，大家

都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互通的良好视频通信体验，那么应

用潜力一下就被挖掘出来。这显然需要一个良好的UC平台

在后面支撑”。创新的应用经常需要和传统的体系对接，

尤其是在电信运营商中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徐启威介绍

说，有些著名的运营商在与思科的合作中，希望实现UC与

IMS系统兼容，“我们按照运营商的要求实现了这一目标，

但同时发现，他们后来的扩容，基本都是UC的扩容，来满

足用户的需求。”

徐启威说，第四个创新点是数据中心、云计算和虚拟化。

他认为，云计算可能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但是却足以

改变整个信息通信产业的格局。由于引入虚拟化技术，数

据中心变得更加经济可靠。中小企业显然可以借助云计算

具备更多能力和更丰富的IT专长，大型企业采用云计算平

台可以更好地优化IT资源。电信运营商如果愿意在云计算

领域加大投入，他们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网络知

识、服务管理能力、与客户的信任关系，将会带来新的利

总裁
专访

企业应用：
运营商“管道智能化”的利器
——访思科全球副总裁徐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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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来源。“网络是云计算的基础，基础网络能力不够就无法

实现很好的虚拟化体验。如果网络质量足够好，用户在使用

一个数据库时，根本感觉不到是物理的数据库还是虚拟的数

据库，”徐启威说，“正是网络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让思

科在数据中心市场上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增长，IDC最近的报

告显示，自两年前思科推出统一计算系统平台后，如今该平

台已超越x86刀片服务器的市场增长水平，同时思科也成功

跻身x86刀片服务器收入前三强厂商。”

第五个，就是商业转型。在未来的市场上，用户居于中心，

徐启威说，思科将会帮助运营商搭建和运营定制化的解决方

案，来确保其协同、创新和安全地开展业务，从而进一步提

升其竞争力。

今天的电信市场上，早已不再只是一个网络对应一种业务，

融合成为必然的趋势。徐启威说，虚拟化、协作技术的出

现，让跨界通信成为可能，如果运营商真能够深度介入企业

网的这一市场，将会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任何一个

企业都是逐步成长起来的，信息通信设施与业务发展很难保

持同步。在云计算和协作平台的支撑下，企业就能够实现按

需购买。例如，一个企业如果需要一百台各类终端，以及

ERP、CRM等应用，就可以向运营商定制，运营商借助协

作平台，将这100款终端，无论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是

虚拟桌面有机整合起来，并通过“云”将应用推送给他们。

这样，企业就不必自己去建机房和采购软硬件，可以集中精

力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现在，思科正在联手合作伙伴、

运营商、集成商、应用开发商等，打造一个完善的生态体

系，并向着这一目标迈进。

除了终端与应用的融合，网络融合同样是一种潮流，例如

Wi-Fi与公众蜂窝网络的融合。徐启威介绍说，近来，很多

著名运营商开始大规模加大无线局域网的建设。与以往的

“热点”不同，经过升级后的运营商级的Wi-Fi，具备了各

种电信级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与蜂窝网络的无缝协

同，由此，电信界对Wi-Fi也产生出更深的认识和更高的期

望。即便是升级到LTE，现在看来也无法阻挡住移动互联网

海量数据的冲击。不过，由于建网思路的改变，运营商采

购Wi-Fi设备的观念也开始变化，仅仅提供简单连接显然不

够，更要经受“数据洪峰”考验，满足电信级业务的苛刻要

求。徐启威介绍说，思科的设备在巴塞罗那移动世界大会、

北京奥运会等数据量极大的场景都表现良好，这增强了运营

商与其合作的信心。在“热点2.0”时代，思科希望能够与

运营商携手，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无线网络应用环境，为各种

创新应用的良好展示搭建一个更好的基础平台。

“思科拥有大量企业网用户，对企业市场有着深刻理解和认

识。运营商如果仅仅向企业用户提供带宽，只能陷入低价值

的圈子。电信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创新提供差异化的

服务，让管道智能化。我们希望能够与运营商携手，深入挖

掘企业用户的信息通信需求，共同为他们带来价值，使信息

通信技术进步的成果真正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徐启威最后

总结说。

徐启威先生是思科公司全球副总裁，全面负责思科大中华区运营商事业部的业务。徐

启威先生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ICT）拥有二十六年的经验，已在思科任职超过十二

年。徐先生是思科全球电信运营商委员会、思科全球可管理服务和云计算委员会、思

科全球运营商渠道理事会以及思科大中华区领导委员会的成员。

徐启威
全球副总裁
大中华区运营商事业部总裁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新观察思科视点

智能管道：

未来的基础设施云
一、 智能管道的驱动力

通信网络发展已超百年，IP网络也已规模商用了10多年，并

且成功替代了传统以语音为主要业务的电信网和以视频广播

为主要业务的有线广播网，成为三网融合的统一网络技术，

Anything over IP已经成为现实。那么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智

能管道呢？！

首先是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体验要求和新业务发展的要

求。Anything Over IP已经基本实现，但是Anything本质上

是有差异的，实际上对承载的“管道”有不同的要求，尤其

是高清视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应用、电子商务、安全通

信等等。现在运营商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建设网络，但是这些

努力并没有获得客户的认可，尤其是互联网公司（ICP）和

高端消费者抱怨不断。这说明现有的网络架构和运营模式无

法满足客户和应用的需求，这就要求“管道”的内涵进行扩

充并且更加智能。

其次，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的探求。互联网的到来，

完全颠覆了原有通信行业的商业模式，颠覆了原来产业链的

利益分配格局。运营商不再是主要的应用提供商，成为了网

络接入提供商。巨大的网络投资只带来了微薄的回报，无法

实现持续的良性发展。所以运营商希望依托“智能管道”

提供更好和更加丰富的服务，由目前单一的B2C模式发展到

B2B2C模式，能够获得更好的商业回报，从而促进整个行

业的持续良性发展。

最后，新技术发展的自然驱动。传统通信行业的发展力量主

要来自技术的驱动，现代互联网的发展应该是应用和技术的

双轮驱动。大容量路由器技术、大带宽传输技术、检测技

术、智能终端技术、虚拟化技术、云计算技术、自适应技术

等等，使得管道智能成为可能。

二、 智能管道建设的指导思路

1.  智能管道的“管道”应该是广义的管道，将IP网络发展

为IT网络，建设成为基础设施云平台，而不是狭义的网络管

道。

智能管道的水平方向应该包括业务平台、网络和终端，垂

直方向应该包括传输、IP和IT以及各自的管理调度系统。现

在IP网络管道上承载的应用，超过90%是存储转发模式的应

用，实时应用流量比例很少，这严重依赖大量的存储和计算

等IT资源。要实现智能管道，必须将网络、存储和计算等资

源合理分布，统一调度。这就象长江和黄河一样，要实现航

运调度和防洪调度，就必须建设三峡水库以及配套的监测和

调度系统。只有将业务平台和终端纳入管道的范围，将IP网

络发展为IT网络，才能实现管道的智能化。

2.  智能管道的“智能”应该通过应用层对网络层的自动适

应以及应用平台、网络和终端的协同来实现。

IP网络的本质是无连接和尽力而为的网络，网络负载的变化

导致端到端的传送能力是变化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第一方案是通过复杂的控制系统实现IP网络的端到端质量保

证；第二方案是应用层自动适应网络能力的变化。从互联网

发展历史和技术来看，应用层自动适应网络层的变化是较

好的和可行的选择。比如现在主流VoIP在恶劣的公众互联

网上传送效果同样可以接受，主要就是语音编码技术和终端

智能化能力的综合成果。同样，现在视频码率自适应技术

（Adaptive Bit Rate技术）实现了视频质量与网络质量的自

动适应，在现有网络上获得了良好的视频效果，已经成为互

联网视频解决方案的主流。所以，智能管道的“智能”是应

用层与网络层的密切配合，是应用平台、承载网络和终端的

三者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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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思科智能管道的解决方案

1.  基于XMPP协议消息路由系统，实现控制、管理、业务

消息的统一交换。

谈到智能管道，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端到端的管理和控制

系统，类似于电话网络中的七号信令系统。现在有两大流

派：一是传统语音业务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IMS，一是即

时通信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XMPP。在智能管道中，选择

XMPP作为控制和管理的消息总线，能够更好地满足互联网

应用的需求。首先，XMPP起源于即时通信体系，是互联网

时代的宠儿和基因，天生具备消息传递的扩展性、即时性

和应用无关性；其次，XMPP已经在即时通信等领域获得重

大成功，并且成为RFC标准，产业链相当成熟；其次XMPP

是自组织的开放体系，基于XMPP开发的应用众多，相关研

发人才众多，产业链极其巨大，采用了XMPP，就等同已获

得了这些应用。思科的Conductor，采用XMPP协议，构建

了一个开放的消息传送总线。该消息总线可以在业务平台、

终端、网络设备、用户、各种应用等之间传递消息，但是不

对消息进行任何处理，从而成为智能管道的基础设施之一。

近期运营商可以同时采用IMS和XMPP，IMS支撑传统的业

务，而XMPP支撑面向未来互联网的业务。这两者的选择，

有点类似10年前ATM与IP网络的选择和竞争一样，最后的结

果IP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不是说明ATM的技术体系落后，而

是TCP/IP体系开放和应用广泛，深得人心。思科基于XMPP

架构实现了视频领域多屏融合业务中的多屏之间的遥控、切

换、分享、上传等业务功能。

2.  发展是硬道理，大容量、高可靠、低成本的网络是智能

管道的基础。

未来5年，FTTH和LTE/WiFi将迅猛发展，中国宽带接入流量

将增长约10倍，互联网骨干流量将增长4-6倍，超过80%的

流量将是视频。所以大带宽的100G传输、十T级大容量路由

器、T级综合接入路由器、基于10GE PON的FTTH的引入和

规模商用，是建设智能管道的基石。

光传输网络与IP网络之间的架构将重构，目标是光电分离的

网络架构。在100G时代，光器件将占到端到端成本的50%

以上，通过彩光技术，可实现超过1500公里的长距离无中

继传送，能够减少超过60%以上的背对背光接口，将带来显

著的综合建设成本的降低。100G 彩光基于相干光检测技术

的方案已经标准化，并且是唯一和统一的，所以100G时代

应该引入彩光。

3.  WiFi与3G/4G接入融合，实现SP WiFi

现有的WiFi是固网ADSL/FTTH的延伸，管理和认证体系延

续固网体系。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终端具备2G/3G和WiFi的无

线功能，终端已经实现了2/3G与WiFi的融合。WiFi能够有

效分流3G/LTE的流量，降低3G/4G网络的压力和成本。这

就要求将WiFi纳入移动网络的技术体系。3GPP等国际组织

提出了相关的标准，如采用EAP-SIM协议实现WiFi认证和

漫游，该技术体系与现有移动网络一致，所以可实现WiFi和

移动网络之间的无缝漫游，以及WiFi国际漫游。

4.  IP网络向IT网络演变，将导致IP设备与IT设备的融合，

设备形态将重构

网络、计算、存储成为了与应用无关的基础设施，相互之间

紧密联系，相互之间的吞吐量急剧增加，相互之间必须具

备一体化的协同，这促成了新的设备形态的诞生，并将进一

步扩展。比如思科率先推出的UCS，实现了网络与计算的

一体化，综合接入设备ASR9000内置了计算能力，实现了

CDN、NAT444等多种应用。思科领导的这种趋势，得到了

同行的认同和跟进。网络设备与计算设备的一体化已经成为

趋势，这将对网络建设、IT平台建设、运行维护体系带来较

大的变革，甚至颠覆。

5.  视频CDN将成为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视频流量占互联网流量超过60%，视频正在向高清方向

发展，预计到2013年将超过80%。保证视频业务的客户体

验，实现视频流量的科学调度以及承载成本的最低化，是

智能管道需要解决的第一需求。无论现在基于RTSP/CBR

的IPTV，还是PC/Mobile互联网视频都将统一到基于HTTP/

ABR的技术架构。统一的技术架构为三屏融合业务以及融合

CDN奠定了技术基础，减少了系统复杂性。视频内容分发网

络是网络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调度能力、服务能力

一体化的视频云服务平台，是智能管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四、 总结 
智能管道是互联网发展到现在的必然要求，是电信运营商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需要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前瞻的思维、系

统的方法论来指导实践，尤其应该大胆借鉴和使用互联网应

用发展的理念和各种技术成果，摆脱传统电信的惯性思维。

在增加网络容量，维持网络层的应用无关性和简洁性的同

时，增加计算、存储、CDN和消息系统等物质基础，增加管

道的长度和直径，更多依托业务平台的合理分布、终端和应

用层的各种智能技术，将IP网络向IT网络演进，最终向基础

设施云发展。

徐建锋先生，现担任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运营商事业部首席架构师。从

事端到端IP网络架构以及视频（Video）、云计算（Cloud）和IPv6等专业方面解决方案
设计和应用推广工作。

徐建锋先生在运营商工作12年，一直从事IP网络技术研究、规划建设、运营支撑及其应

用开发相关的工作，有丰富的研发经历和运营商运营管理经验。曾担任中国电信科技委

委员兼数据组副组长、中国电信广州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中国电信高级专家、中国电信

网络管理中心副主任。2003年前，从事系统集成、设备开发、网管开发等工作。

徐建锋

首席架构师，运营商事业部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新观察思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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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的企业资源和人力，通过与全球主

流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第三

方市场研究机构以及各种国

际标准化组织的合作，利用思

科分布全球的、超过70%市

场份额的路由器进行全球互联

网流量统计和分析，发布面向

全球及各大区域的互联网业务

发展趋势的报告，思科称之为

可视化网络指数VNI（Visual 

Networking Index）。这份报

告根据最新的互联网流量数

据，结合运营商业务发展形

势，为用户提供了全面可信的流量增长模型预测，帮助运

营商捕捉最新的互联网动态。  

根据思科最新的VNI预测（见图），未来的互联网无论从流

量增长趋势还是业务发展重心上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

些变化将最终影响到未来网络的流量规模、模型乃至网络

架构的演进。从个人及家庭用户的互联网流量构成角度来

看，视频业务将会在2012

年全面超过P2P业务；从流

量模型的角度来看，更多的

流量将会从目前由用户提供

转向由数据中心提供，流

量聚合的趋势愈发明显。

此外，移动数据业务随着

Wifi、3G和LTE的大量部署

将快速增长，成为流量增速

最快的业务类别，这也将对

今天运营商们的移动回传网

络和核心网产生巨大的影

响。例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3G和LTE发展比较成熟的运

营商都开始使用IP-RAN技术替代传统的MSTP建设移动回

传网络。

 思科VNI互联网业务与流量预测报告：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solutions/collateral/
ns341/ns525/ns537/ns705/ns827/white_paper_c11-
481360_ns827_Networking_Solutions_White_Paper.html

思科VNI指数介绍 小贴士

新观察思科视点

介绍

在接下来三至五年期间，有线电视运营商 (MSOs) 将在中

小企业 (SMB) 市场迎来巨大的成长机遇。过去，注重大企

业的传统服务提供商 (SPs) 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细分市场

重视不足。这样，除了时分复用 (TDM) 语音中继线和分解 

T1/E1 数据服务， 中小企业可选的范围很小。

对于员工总数在 20 至 300 人之间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

通常在安全、速度、多功能方面有着和大企业类似的通讯

需求。全球任何地方的中小企业都面临相同的这种状况。

因此，中小企业们目前已经开始使用托管服务，比如基于

以太网的接入服务、IP 虚拟专用网络 (VPN)、网络电话 

(VoIP)、协作、视频会议、基于云的应用和基础设施。

根据 AMI 的研究结果，截至 2015 年，全球托管通讯服务

市场有望保持百分之五至十的年均增长率。届时，传统服

务提供商将通过提供针对性托管服务的方式来满足中小企

业市场的需求。但是，它们的成本结构通常比较僵化，其

运营模式也通常缺少灵活性，以至于缺乏令人信服的价值

定位。包括一些竞争力强的本地交换电信局 (CLECs) 在内

的市场新进入者也大胆地尝试着利用灵活的运营模式来向

中小企业提供基于 IP 的创新型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市场

参与者缺少品牌知名度，通常也缺少对“最后一英里”网

络接入基础设施的全部控制权，因而无法满足对客户的全

部承诺。此外，它们的运营模式也缺少可扩展性。

有线电视运营商具有独特的市场定位，通过充分利用  

DOCSIS 3.0 或超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优势能把握中小企

业托管服务市场内的增长机遇。

DOCSIS 3.0 的市场增长潜力

通过选择  DOCSIS  3.0 平台，有线电视运营商便能在现

有服务区域内向中小企业提供下载速度高于100 Mbps 的

高性价比互联网接入服务。这让小企业享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互联网接入速度 (先前由于价格昂贵，只有大企业才用得

起)，也使得它们有机会使用对带宽有较高要求的应用，比

如网络电话、视频会议、基于云的服务等。

自 2011 年起，Comcast (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截

至 2011年第一季度，其宽带用户总量超过 1700 万人)①

在其百分之八十的服务区域内均采用了 DOCSIS  3.0， 目

前能以每月 199 美元的价格向居民用户提供下载速度高达 

105 Mbps 的宽带服务。

在纽约市场，Cablevision 最近正以每月 99 美元的价格向用户

提供下载速度高达 101 Mbps 的“最佳在线超级服务” 。② 

在欧洲，有线电视服务提供商目前所提供的 DOCSIS 3.0 

服务的价格相比于其美国竞争对手的价格要低很多。比

如，2010 年，维珍传媒 (Virgin Media) 在英国推出了每月

价格为 35 英镑 (折合 57 美元) 的下载速度为 100 Mbps 的

居民宽带服务。③法国有线电视服务提供商 Numericable 

目前提供每月价格为 29.90 欧元 (折合 43 美元) 的下载速

度为 100 Mbps 的居民宽带服务。④

CableLabs  是一个非营利性研究和开发联盟，服务于全球

有线电视运营商，根据该联盟的调查结果，从DOCSIS 3.0 

业务成长和技术引进角度看，亚太地区体现出了最大的增

长空间。目前，在该地区，总共有 12 家以上的有线电视

运营商已提供了 DOCSIS 3.0 服务，在接下来的 12 至 18

个月内，还有更多的服务提供商计划部署 DOCSIS 3.0 平

台。在韩国和日本，此类部署业务的竞争尤其激烈，运营

商正针对目前推出了光纤到用户所在地 (FTTP) 业务的主导

服务提供商和其他运营商展开竞争。

开拓企业服务市场，

有线网络运营商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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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快速互联网接入服务之外，一些中小企业商还需要

在多个办公地点间实现互联互通。过去，它们会用专线 ( 

T1/E1)  或 OTT (Over-The-Top) 虚拟专用网络来连接它们

的远程地点，或者干脆放弃连接这些地点。具有多协议标

签交换  (MPLS) 骨干网的有线电视公司可提供性价比高的 

Layer 2 和 Layer 3 虚拟专用网络服务。这种服务具备速度

快、安全性高的优点 (基于 DOCSIS 3.0 的以太网和 IP 虚

拟专用网络)，低廉的价格让有线电视运营商在中小企业市

场内赢得了先机。

根据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集团  (Cisco IBSG) 的估算

数据， 在美国，截至 2015 年，有线电视运营商可提供中

小企业通讯服务的可开拓市场年均总价值可到达 360 亿美

元。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集团估计，全球市场年均价

值届时可达到 1000 亿美元。

实施 DOCSIS  3.0 所需的架构要素

有线电视运营商具有可提供居民服务的现有资产，通过利

用此类资源便能向中小企业市场提供高品质、低价格的服

务。提供这些服务的最佳架构基于绝大多数运营商已在核

心和聚合网络内部署的参考 IP/MPLS 基础设施。此类架构

的接入组件基于运营商现有混合光纤同轴 (HFC) 基础设施

上的 DOCSIS 3.0 平台。 

为了能向中小企业市场提供电信级以太网和 IP  虚拟专用网

络服务，运营商还需要具备以下关键架构要素：

  聚合和核心网络上的高可靠 MPLS 基础架构

    能可靠地支持 DOCSIS  3.0 速度的 HFC 网络

    将 Layer 2/Layer 3 虚拟专用网络服务从 MPLS 核心

网络拓展至 DOCSIS 3.0 接入网络以便提供 T1/T3 

替代服务的有线电视调制解调器终端系统 (CMTS) 

和有线电视调制解调器    

  经过城域以太网论坛 (MEF) 认证的有关服务

  单播和组播路由、MPLS、虚拟专用网络、服务质

量 (QoS)、IPv6、安全性、电信以太网等

  通过聚合方式提供经优化的服务

 有鉴于以下三个原因，支持 MPLS 和 DOCSIS 3.0 且基于 

HFC 的架构可为中小企业创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平

台：

  1.  绝大多数运营商的现有 HFC 基础架构和 MPLS 骨干

网提供了一个构建有说服力的公司服务组合的基础。

  2.  因为基于 DOCSIS 3.0 的以太网非常可靠、可放大 

(速率为 1 Mbps 至 100 Mbps 以上) 、安全，相比

于传统固定线路 (T1/T3) 和当前城域以太网服务更

具竞争力， 所以它固定线路的可靠接入替代方案，

  3.  MPLS 骨干网是提供 L2/L3 虚拟专用网络服务的基

础。相比于传统固定线路广域网解决方案，该解决

方案更便宜，可通过放大应用于规模更大的企业。

网络架构：经济性优点

在图 1 所示的建议网络中，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集团

可以从多个方面参与到中小企业和运营商的经营活动中。

根据相关反馈，该架构的最大优点在于显著降低了每秒每

兆比特成本。在美国，传统服务提供商通常对提供专用 T1 

线路 (1.5 Mbps) 征收的费用在每月 200 美元至 1200 美元

之间，对提供专用 T3 线路 (45 Mbps) 征收的费用在每月 

5000 美元至 12000 美元之间。在每月低于 300 美元的价

格点上，这种架构让运营商能够提供下载速度为 100 Mbps 

或更高的中小企业以太网服务，而其每秒每兆比特成本仅

相当于传统固定线路成本的五十分之一。

除了以太网接入服务之外，中小企业客户还希望获得其他

的托管服务。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集团最近与抽样选

择的小企业举行了一系列研讨，发现绝大多数小企业使用

了传统电话服务，在很多情况下，为电话中继线和长途电

话服务而支付的每月费用高达 1000 美元。具有多个办公地

点的中小企业还需要为维持各办公地点之间的广域网连接

而支付费用。根据端点数量和所选架构，这种成本在每月

数千美元的范围内变化。

最后，中小企业提到，它们通常会依赖多个运营商来提供

语音、数据和网络互联服务，并表达了愿意从单一运营商

处购买其通讯服务的兴趣。如果价格合适，并能最大程度

降低变更服务提供商导致的运营风险，那么超过百分之

五十的客户都表示它们愿意使用由运营商提供的托管服务

解决方案。有了 DOCSIS 3.0 平台，运营商便能以更便

宜的服务套餐价格向中小企业提供一整套经整合的托管服

务，包括以太网、网络电话、协作、IP 虚拟专用网络。经

过正确的运营实施后，运营商甚至能以更低的价格达到或

超出客户的营利性目标。图 2显示了从多个服务提供商获

取单一服务和从有线电视运营商获得服务套餐之间的成本

差异。

图 2：单独服务提供商解决方案和有线运营商套餐间的成

本比较 (适用于 30人规模的公司) 

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集团与运营商进行的研讨的结果

表明，这种架构的最大优点是能在快速增长的细分市场内

占据更大市场份额，从而获得可观的利润。比如，思科互

联网业务解决方案集团保守地估计，截至 2015 年，仅在

美国市场，一个规模和业务范畴与 Comcast 相当的运营商

有望合理地获得 6 亿美元以上的年收入。这种估计假设该

运营商在可开拓客户总量为 40 万个中小企业的市场中能占

有百分之十五的市场份额，且所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基于 

DOCSIS  3.0 的以太网和 IP 虚拟专用网络和网络电话。

此外，通过整合 (或互联) MPLS 骨干网，运营商便能创建

新观察思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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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全的全球网络，从而跨越现有网络和地域界限提供

快速、可靠的托管服务。网络整合将会催生新型创新业务

模式 (利用收入和成本共享的优点)，并让所有的运营商能

提供有竞争力、可覆盖全球的托管服务组合。

运营商在部署这种架构时将承担的额外资本费用在很大程

度上仅限于升级其 CMTS 基础设施，确保在 DOCSIS 3.0 

和 MPLS 网络内提供无缝以太网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核心

和聚合网络还需要额外的费用，不过这种费用应当与网络

内增加的用户数呈线性正比关系。

从运营费用上来看，运营商必须更加重视利用现有业务模式 

(人员、流程和技术) 来满足中小企业的独特需求。销售、安

装、维护和支持这些服务所需的能力和资质不同于现有运营

商所拥有的能力和资质。对运营商来说，获取这些能力将是

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虽然存在这种挑战，但是这将能带来

引人注目的新收入源。

结论

运营商通讯服务的全球市场正迎来迅猛发展的势头。全球有

线电视运营商都有机会快速、低成本地利用 DOCSIS 3.0 基

础设施进入这个市场。进入市场需要一定量的设备投资 (尤

其是可在基于 DOCSIS 3.0 和 MPLS 的以太网间实现转换

的 CMTS 技术设施)，这样才能实施一个可让运营商获得竞

争优势的架构。运营商必须注重销售、实施、客户管理、网

络监控和维护，从而满足中小企业客户的运营需求。

有线电视运营商还应当考虑整合其 MPLS 核心网络。运营

商提供的解决方案的一个主要限制就在于缺乏地域覆盖面

广的网络。通过整合 MPLS 网络，运营商便能为公司客户

提供安全、可靠的跨区域服务。从技术层面讲，整合是一

个必须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因此，运营商必须确定一个共

同销售和运营模式，从而能实现无缝经营，这是一个更难

以解决，然而却并非无法克服的问题。运营商可有效地利

用通用服务套餐和 CPE 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降低销售和

服务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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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Rowello

思科美国总部解决方案经理

MPLS大会是全球IP/MPLS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参

与者包括了互联网协议撰写人和标准制定者等众多IP领域的

顶尖专家，自举办以来一直获得运营商、内容提供商以及设

备厂家的大力支持。2011年MPLS大会是该项活动的第14届

年会，于10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思科作为白金赞助商参与

此次大会，并且介绍了思科在数据中心虚拟化，数据中心互

联技术以及统一MPLS等领域中的最新研究进展。

2011年MPLS大会的主题包括：MPLS在数据中心的应用、

大规模MPLS网络设计、云计算对MPLS的需求、MPLS标准

进展、MPLS-TP应用及案例、弹性网络设计、移动回传、IP

与光融合的网络架构以及MPLS网络管理和性能分析。

热点话题一：云计算

  思科的数据中心架构师Kapil Bakshi介绍了思科最新

的云计算架构参考模型，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网

络架构、业务编排系统到应用层虚拟化，全方位定

义和整合了云计算的端到端解决方案。运营商和企

业客户无论在进行私有云还是公有云设计时，都可

以参考该模型进行裁剪

  思科杰出顾问工程师、ITU-T云计算工作组的副主

席Monique Morrow女士介绍了业内各种标准组织在

云计算研究方面的热点和最新进展，指出目前云安

全性（接入技术、认证、授权、访问控制）以及云

的业务自动部署是业内标准组织的研究热点

热点话题二：数据中心互联技术DCI

 思科的运营商事业部产品总监Azhar Sayeed探讨

了运营商在云计算大环境下，基于各种业务驱动因

素，数据中心打破孤岛而进行整合和虚拟化的趋势

愈发明显。应用在不同场景下的各种DCI技术都在

快速发展，比如思科提出的OTV、LISP以及PBB-

EVPN技术等。此外思科也在联合若干数据中心的

主力厂商，致力于推动VXLAN（Virtual Extensible 

LAN）在IETF的标准化，思科希望利用此技术，解

决数据中心内跨三层边界的虚机漂移需求：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switches/
ps9441/ps9902/white_paper_c11-685115.html

 思科杰出工程师Ali Sajassi，也是PBB-EVPN IETF

草案作者，介绍了PBB-EVPN的解决方案，具体

信息：http://tools.ietf.org/html/draft-sajassi-l2vpn-

pbb-evpn-00，PBB-EVPN利用MAC-in-MAC实现

数据平面的封装，B-MAC利用EVPN类似机制进行

动态通告，C-MAC利用传统交换机机制通过数据平

面自动学习。巧妙地实现了C-MAC的漂移问题，Ali 

Sajassi在谈到PBB-EVPN愿景时，提到未来思科计

划将PBB-EVPN（数据中心互联技术）与Trill/Fabric 

Path（数据中心内的技术）进行结合。从而实现从

VM到VM之间的彻底漂移解决方案，并且利用Trill/

Fabric path的控制平面解决C-MAC的扩展性问题

 思科技术专家分析比较了PBB-EVPN与Juniper建议

的E-VPN之间的差异性。两者都可以实现：冗余网

关、简化的自动配置和自动发现、快速收敛、ARP

的抑制以及E-tree的拓扑。但是PBB-EVPN的优势是

利用PBB的MAC-in- MAC封装解决了扩展性问题，

EVPN存在以下挑战：MAC地址的扩展性以及MAC

2011
世界MPLS大会

新观察思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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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的学习问题，今天很多路由器都是通过CPU来

实现MAC地址学习、E-VPN的控制平面与转发平面

的紧耦合关系（VM的漂移就会立刻触发BGP的更新

和撤销通告），增加了控制平面的处理负担。

热点话题三：大规模MPLS设计

 德国电信、思科、Juniper、阿朗、爱立信专家分

析了大规模MPLS设计的驱动力。最主要的动力来

自 MPLS所承载业务的扩展，使得传统中应用在骨

干网的MPLS技术开始向接入汇聚乃至数据中心进

行延伸。MPLS域内的节点从数千向数十万的量级

演进

 解决大规模MPLS设计中，几个重点问题需考虑：

1）LDP的信令扩展性，业内专家提出了LDP DoD

（按需的标签分发），改变了传统LDP自由主动分

发的方式。2）BGP 3107方式，利用BGP隔离减

小IGP域，通过BGP标签分配建立连续的标签转发

通道；3）快速收敛，改进的BGP收敛技术实现快

速收敛

 德国电信利用BGP 3107实现了MPLS网络从骨干向

城域网的延伸，值得国内运营商参考。当前的国内

运营商MPLS网络骨干与城域网分离，端到端业务

开通、业务承载能力都遇到很多挑战。如果能够利

用BGP 3107对MPLS网络进行重新整合，未来将会

帮助运营商建立一张更具服务能力的基础架构网络 

 BGP 3107解决方案不仅是简单利用BGP实现标签

的通告，同时提供了一系列延伸的技术：LDP标签

的受控引入和通告、LDP FRR、BGP的快速收敛

（思科的BGP PIC技术）、BGP的AIGP（解决利用

BGP metric进行路由优选）等等。

热点话题四：具有业务感知能力的IP/MPLS网络

 思科杰出工程师Stefano Previdi：Stefano是业内知

名专家，拥有75个专利和标准。他提出运营商所提

供的网络 SLA能力是区别于内容提供商的核心竞争

力。因此，他认为应挖掘IP/MPLS网络本身的智能

性为应用服务 

 Stefano 介绍了一个非常典型和著名的例子：对比

了P2P和运营商参与的P4P；前者对运营商完全透

明，流量无规律且网状传送、后者由于运营商提供

了拓扑信息，因此P2P流量拓扑变的稀疏，流量本

地化效果非常明显 

 Stefano介绍了IETF标准组织ALTO（Application 

Layer Traffic Optimizaiton)工作组在实现网络业务感

知方面的一些最新进展。通过支持ALTO的框架，网

络层设备可以实现业务/应用与邻接性（proximity）

信息的映射和通告。从而为上层业务和应用提供基

于应用的路由计算和拓扑信息 

 Stefano介绍了思科目前在核心路由产品上实现的

NPS技术（网络定位服务）的功能，就是ALTO

架构的具体产品实现。该功能类似GPS提供的

导航功能，可以为应用提供网络的邻接性信息

（proximity）。 

 Stefano谈到了NPS目前的两个成功应用，一个是在

北美某运营商网络中改善P2P，帮助实现P2P本地

化；另一个是在欧洲某运营商，提供视频CDN的本

地化流量推送。思科不仅在技术标准上站在行业前

列，而且在产品化方面也投入大量资金加速创新和

开发

业内览胜思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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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所介绍的网络虚拟化技术，是思科公司针对运营商边

缘网络所开发的一项创新解决方案，包括两个组成部分：

虚机集群技术和接入虚拟化技术。利用该解决方案，运营

商不仅可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及健壮性，极大改善用户对

服务永续的体验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运营商网络架

构“化繁为简”，使得运维成本大幅降低，根据第三方调查

咨询公司ACG所进行的商业模型分析，采用思科此项创新技

术，可以帮助运营商节省高达70%的运维成本。图1/2对比

了采用该方案前后的网络架构，可以看到在原有的网络架构

中，OLT设备通过汇聚交换机层层级联，最终双归连接到冗

余的BRAS或SR。当采用了思科方案之后，虚拟集群替代了

冗余的BRAS和SR，远端设备（Satellite）替代了汇聚交换

机并一直延伸至OLT，所有远端设备都虚拟化成集群上的板

卡，消除二层网络STP，网络架构更扁平和简单。

1 思科虚拟集群技术

1.1 虚拟集群的原理

运营商边缘网络
虚拟化解决方案

图  采用网络虚拟化技术之前

图 采用网络虚拟化技术之后

首先来回顾下典型的分布式路由系统的架构图，如下图所

示，分布式路由系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管理、控制与转发

平面是完全分离，通过专有的基于以太网的带外管理通道

EOBC（Ethernet Out-of-Band Channel）在集中式的路由

引擎和分布式的线路板卡之间同步各种管理和控制平面的

状态信息，使得各个组件保持严格的同步，以避免可能出

现的路由黑洞或其它方面的异常。由此可见，EOBC的可

靠性和效率对于分布式路由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通

常而言，EOBC在分布式系统中都是专有的通道，不会与

交换矩阵通道进行混用。同时，为了实现高可靠性，线路

板卡与主备路由引擎之间存在冗余EOBC连接。一旦引擎

切换或者故障，备份的EOBC通道能立刻投入正常工作。

思科虚拟集群技术的关键创新之一就是将EOBC延伸至单

机系统之外，通过延伸的EOBC通道，将物理上分离的两

台单机系统，从逻辑上构成一个新的虚拟集群系统，在新

的集群系统中：

 管理平面统一，用户可通过单一的管理接口去访

问、配置和控制分布在两个物理单机系统上的所有

硬件资源，并且维护单一的系统配置文件。

 控制平面统一，新的虚拟集群系统对外表现为单一

的路由节点，其它网络节点只需与虚拟集群系统建

立邻居关系即可，控制平面的邻居数量降低一倍，

也不再需要VRRP/HSRP等路由冗余保护协议。虚

拟集群系统的控制信息通过EOBC进行同步，EOBC

提供冗余连接保证高可用性。

 转发平面独立，虚拟集群中两台单机在转发平面上

是保持独立的，即两台单机都可同时转发流量，使

得集群系统的整机交换容量提升一倍。

思科的虚拟集群技术除了将EOBC扩展至机箱之外，还在

软件操作系统上针对EOBC同步进行了专门的优化和加

固，改进了EOBC的同步效率、保证通讯可靠性的确认机

制、EOBC故障检测机制、失效重传机制等；一系列软件

方面的开发提高了EOBC的容错性，也增强了系统对EOBC

消息延时的容忍度。根据思科内部的测试，即便EOBC消

息的延时达到100ms左右（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网络

传输单向延时大约30ms），思科的运营商操作系统IOS-

XR仍然能够保证EOBC消息的正确性。这些软件方面的优

化，提高了虚拟集群技术部署的灵活度。集群内的两台单

机系统之间不再有物理距离的限制，只要EOBC的光纤可

达，或者中间通过波分系统、交换机等，都可构成虚拟集

群系统。这使得虚拟集群技术既可在同机房部署，又可跨

机房部署。

1.2 虚拟集群的优势与比较

思科虚拟集群技术的优势可简要地概括为三个词：更大、

更快和更简单：

 虚拟集群系统提供双倍的单机交换容量。

 简化网络设计和部署，在引入虚拟集群技术之后，

解决方案思科视点

　 虚拟集群 跨机箱链路捆绑（MC-LAG) 冗余网关备份协议扩展

管理平面 一个 两个 两个

控制平面 一个 两个 两个

配置 简单，即插即用 复杂 复杂

接入链路状态 Active/Active接入 Active/Standby接入 Active/Standby接入

跨机热备份复杂度 简单 仅支持少量协议跨机备份 复杂，需要随协议增加而随时扩展

网络收敛 <50ms 秒级 分钟级

跨局址部署 支持 支持 有局限性

图表    虚拟集群技术与其他传统提供跨机箱保护技术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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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快速收敛和高可靠性设计因节点的虚拟化而

简化，运营商无需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复杂的网络设

计和维护。

 提高网络故障收敛效率，在思科的内部测试中，虚

拟集群收敛时间可保持在50毫秒之内，与业务叠加

的规模和类型无关。

 部署方式灵活，即可同址部署又可跨机房部署。

 跨机箱状态热备份需求在体系架构上自动实现。

2 思科接入虚拟化技术

2.1 接入虚拟化的概述

思科接入虚拟化技术包括两个组件，一个是实现集中控制

的边缘路由器，也被称作中心节点；另外一个是提供端口

扩展和远程接入的扩展设备，也被称作远端节点。所有的

远端节点都通过标准的万兆以太网接口连接到中心节点上

的高密度万兆接口卡。当远端节点完成初始化注册和配置

之后，就被虚拟化成中心节点上增加的一块扩展板卡，而

后网络运维人员就可以如同配置边缘路由器一样直接实现

对所有远端节点端口的统一管理和配置。远端节点与中心

节点之间既可以通过光纤直驱连接，又可以透过城域以太

网、MSTP或者WDM传输网络进行连接。从距离的角度，

思科接入虚拟化解决方案可以将远端节点延伸至城域网的

最末端机房、甚至是客户侧网络位置。远端节点上还能够

提供丰富的用户侧接口类型：千兆光口/电口、百兆光口/电

口、xPON接口等，这使得远端节点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用

户场景。

从软件架构的角度，所有的配置和功能对于远端节点和中

心节点是完全一致的，甚至远端节点本身的软件包都可直

接从中心节点下载升级，配置和管理变的简单而直接。

2.2 接入虚拟化的优势

思科的网络虚拟化解决方案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和灵活

性，可以支持多种形态的扩展设备作为远端节点，比如：

高密度千兆以太网端口的扩展板卡、基站路由器、OLT、

第三方交换机等。

思科接入虚拟化技术的优势可简要地概括为三个词：更密

集、更简单、更易用

 远端节点相当于边缘路由器大容量板卡的远端延伸，

运营商可以快速提供成千上万的以太网和xPON端口。

 统一的管理和配置接口，单一网元，一致的软件特

性，运营商的业务开通更加简单。

 即插即用、远程软件升级、批量配置下发、简化的

网络保护方案，降低运营商运维成本。

3 思科网络虚拟化技术的应用场景

思科的网络虚拟化解决方案通过进一步的产品开发，以及与

运营商的合作，可以应用到多种不同的业务场景。例如，通

过支持OLT交换机，可以应用到FTTX宽带用户的接入；通

过支持基站路由器，可以应用到移动业务的回传等。

图表  FTTX的宽带用户汇聚

图表  数据中心互联

图表 移动回传网络 图表  大客户的专线及VPN接入

4 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介绍，可以看到思科的网络边缘虚拟化解决方案确实是IP NGN领域针对未来网络架构演进的技术创

新，该解决方案源自思科对运营商业务、管理和运维需求的深刻理解、并着眼于未来流量增长和新业务发展的愿景，切合

运营商提高业务体验、改善运营效率、降低运维成本的现实压力，适合运营商广泛部署。

蔡德忠（Dennis Cai），清华大学工程学士，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美国

Depaul University数据通信硕士。2000年加入思科加州硅谷总部，现为思科核心技

术产业部高级架构师，思科nV技术架构师。Dennis在运营商以太网领域申请了多项
美国专利，合著了多篇IETF Draft。

王伯剑，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2005年加入思科中国，负责电信运

营商网络与业务的顾问咨询，曾参与过多个国内国际大型网络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现为思科中国电信运营商事业部解决方案架构师。

解决方案思科视点

蔡德忠

高级架构师，边缘路由器产品研发部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王伯剑

解决方案架构师，运营商事业部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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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和云计算时代

城域网架构演进   

一、新一轮流量增长已经到来，视频和云计算是主力

据国内某主流运营商的分析报告，今年中国互联网省际骨

干网络流量增长大约60%，城域网接入网络流量增长约

100%，与前几年增长速度相比出现了少量回落。目前互联

网视频流量占骨干网络流量超过50%，互联网视频与IPTV

流量之和占接入网络流量约60%。视频已经成为网络流量

增长的最强推手。随着三网融合政策的公布和试点，主流

运营商明确将提升网络竞争能力作为第一战略，以xPON技

术为基础加快FTTH建设，将用户接入带宽由现在的2M为

主发展为20M-50M为主。其次，运营商将IPTV和三屏合一

作为视频发展的重点，积极参与和推动视频产业链的双赢

合作，预计未来5年内IPTV用户数将以约50%的速度增长，

用户数将增长约8倍，并且由目前的2M标清向8M高清发

展，高清比例将达到60%左右。再次，电视机厂家开始积

极推动互联网电视的研发和销售，积极寻求与网络运营商

和内容运营商的合作，成为视频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最

后，以PC和智能终端为主流的互联网视频应用，将继续按

照目前的发展昂首前进，码流将由目前几百kbps码率视频

向1-2M标清视频发展。以上娱乐视频的发展，将带来网络

流量超过20倍的增长。

在传统单向视频发展的同时，另一类视频应用正在兴起，

这就是高清视频会议和通话，该业务将由目前的768Kbps

为主的普通视频向高清视频发展、由商业应用向普通消费

者推广。比如思科2006年推出面向商业用户的高清视频

会议系统网真（Tele Presence，简称TP）后，思科2010

年正式推出了面向家庭的UMI高清视频通话解决方案和

服务，支持720P和1080i两种高清视频格式，双向带宽

1.5M-5Mbps。这预示着高清视频通话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意味着网络带宽的极大需求。如果目前64K的语音电话全

部升级为5M的高清视频电话，网络带宽需求将是现在语音

的100倍，相当于现在全部互联网流量。除了极大的带宽需

求外，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将是另一个挑战。

最后，如火如荼的云计算正由空中慢慢着陆，面向企业的

云计算服务和面向家庭的云计算应用开始被大众接受。企

业的IT基础设施资源将由企业内部搬迁到运营商网络，网络

流量将成倍增长增加，网络可靠性、安全性要求将极大。

解决方案思科视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视频和云计算将成为未来网络流量

增长的推动力，未来10年，网络流量将增长至少20倍。

二、互联网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未来10年，网络流量将增加至少20倍，运营商发展面临

如下挑战：

第一：什么样的网络架构和技术能够支撑网络容量增长20

倍？现在解决网络流量增长的主要方式是路由器容量的增

加和传输带宽的增加。我们是否还能够继续依赖单台设备

容量的增加和链路带宽的增加来实现网络的可持续扩展？ 

第二：从目前国内主流运营商公布的大带宽业务价格来看，

提供的网络接入能力提升了10倍，并且增加高清IPTV业务

后，用户的ARPU值只能增长2-3倍。什么样的网络架构、技

术和设备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回报？

第三：高清视频和云计算将成为主流应用，两者对网络质

量和性能要求很高，如何保证网络的质量，尤其是高清视

频通话端到端的网络质量？

第四：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如IPTV STB、家庭网关等，

智能终端的数量将数以亿计，如何实现如此海量终端的有

效管理、安全和运行维护？如何降低终端的成本？ 

第五：制约云计算业务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网络的可靠性、

性能和安全，如何满足云计算业务这三个基本要求？

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文章来探讨如何迎接以上挑战，并

给出思科的远景、架构、技术实现的思路。

三、网络架构的演变

第一：网络的多平面化

多业务融合承载网络的建设，正由单一技术和单一网络的

理想，向单一技术和多个物理网络平面的现实转移。IP/

MPLS技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被大家公认为多业务承

载的主流技术，甚至唯一技术。多年来，全世界运营商都

朝着建设一个多业务融合承载网络的方向在努力，将原来

各种各样的业务网络向IP/MPLS统一承载转移。经过多年

的实践，发现将多业务统一到单一技术比较容易，但是要

统一到单一物理网络，遇到了规划建设、容量扩展、运行

维护、设备升级和年代差异等诸多挑战。    

所以，主流运营商开始尝试按照业务分类、客户分类、运

行维护体制等综合因素进行网络规划和设计，由单一多业

务融合承载网络的理想目标，向2-3个网络平面发展，分别

承载不同的业务或者客户。

第二：网络的扁平化

网络的扁平化，一直是网络架构发展演进的主题，这个主

题将在未来几年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是xPON技术引入后接入网络的扁平化。xPON技术

已经成熟，主流运营商已经选择xPON 作为主要的接入网

络技术。xPON将覆盖半径由xDSL年代的2-3公里扩展到

5-10公里，单个BRAS/SR的汇聚用户数将增加4-6倍，由

目前的2-3万用户发展到10万用户级，BRAS/SR的节点将

减少，网络位置将提升，T级别的设备将成为主流。运营

商多年来一直推动的大容量，少局所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接入网络的架构由FTTB向FTTH演进，网络层次由现在的

BRAS/SR—汇聚交换机—OLT---ONU--家庭网关5个层次，

演进到BRAS/SR—OLT—ONU/家庭网关三个层次。接入

网络的扁平化和BRAS/SR位置的提升，城域骨干网络将由

原来的核心、汇聚和接入层三层架构向核心和接入两层架

构发展。

其次是全国骨干网络的去核心化，城域核心的崛起。目前

的网络架构是汇聚型的网络架构，城域之间的流量都需要

经过由汇聚节点和核心节点组成的骨干网络。这种网络架

构便于流量的管理、控制和疏导，有利于网络路由组织和

安全，但是大量流量穿越骨干网络，骨干网络设备的容

量，尤其是核心节点的设备容量成为发展的潜在瓶颈，其

次，流量的多层次穿越，网络的整体投资明显增加。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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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量急剧增加，城域间采用传输直达链路疏导流量成

为必然的解决方案。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地区之间发展存在

明显的不平衡，表现在互联网上，50个左右的大型城域网

流量之和超过了全部流量的80%。这些城域网之间将率先

直接连接，分流骨干网络的流量，减轻骨干网络的压力。

城域间之间互联的增加，城域网核心路由器将分担骨干网

络路由器的流量和路由，城域核心将越来越重要。

第三：业务提供的边缘化

IPTV、互联网视频、云计算的流量将占到全部流量的80%以

上，这部分业务提供现在集中在IDC内部，集中在骨干网络

和城域核心位置，并且由于空间、电源等因素制约，越来越

向边远地区转移。这种集中的模式方便了IDC的维护管理，

但是增加了骨干网络的流量穿越，降低了用户的业务体验。

将视频业务和云计算业务提供由骨干向边缘转移，向用户

侧转移，能够有效降低网络的穿越流量。这些功能将与

BRAS/SR集成，BRAS/SR向MSE（Multi Service Edge）

发展。MSE将具备视频推送能力、CDN能力、计算能力、

存储能力、网络连接能力、用户管理能力等等，成为名副

其实的MSE。这些能力的边缘化，超过50%的流量将终结

在MSE，城域骨干和骨干网络的流量将大大减少，预计骨

干、城域骨干、接入网络的流量比例将由现在的约4:8:10优

化为1:3:10，这种流量分布的变化带来单位带宽的投资明显

下降，同时还具备了CDN、IaaS云计算的业务提供能力，

带来收入的增长。思科推出的下一代业务路由器ASR9K，

除了具备传统的BRAS和SR的网络接入和控制能力外，集

成了思科的 内容分发系统CDS，提供CDN、IPTV、互联网

视频、手机视频的流媒体服务能力，实现了视频业务的边

缘化服务。

总之，未来几年，在视频和云计算业务的推动下，网络流量

将会再次爆发性增长，运营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网络

架构的多平面化、扁平化和业务提供的边缘化将成为迎接挑

战的主要思路。现在城域网的建设和优化重点服务于视频传

送、云计算、移动互联网，IP城域网与传输网、业务网络之

间不再是承载与被承载的关系，而是相互协调和协同工作的

整体。城域网网络结构扁平化，要求城域核心设备具有强大

的汇聚能力和路由能力。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思科向业界提供了全面解决方案及产

品，以100T比特的核心路由器CRS-3和T比特业务路由器

ASR9K为核心产品的IP NGN解决方案，以满足海量和长尾

特征视频而开发的内容分发系统CDS为核心的视频分发和

服务解决方案、以统一计算系统UCS为核心产品的云计算

解决方案，将为运营商网络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最佳

的整体优势。

技术焦点思科视点

一、数据中心互联的业务驱动

随着云计算业务的兴起，运营商也在积极进入云计算的市

场，一方面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提供标准的云计算业务

如虚拟机和虚拟存储等，另一方面运营商均选择将IP NGN

和云计算两者结合，因为云计算离不开网络的支持，运营

商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网络优势，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服

务，从而建立自身在云计算业务中的竞争优势

目前国外大型运营商如AT&T和NTT都采取了建设大规模数

据中心互联网络(Data Center Interconnect,DCI)的方式来

支撑其云计算业务发展，AT&T推出的CloudNet是典型的IP 

NGN+云计算的应用，通过CloudNet Controller将多个云

计算数据中心以及客户通过VPN实现灵活的连接，为客户

提供端到端的云计算服务；NTT基于全日本20个全互联的

数据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云计算、容灾/备份、数据中心整

合等业务。事实上互联网运营商更为重视数据中心互联，

Google、Amazon、Facebook均建设了规模非常巨大的数

据中心互联网络。

运营商DCI主要业务驱动总结如下：

    ● 提供增值业务：包括DoS防护和DPI等应用，需要分

布式部署和提供可扩展性，比较普及的解决方案：

基于xFLOW的异常流量监测和清洗、以及串并行

DPI部署。

  ● 保障业务永续性：如容灾和备份服务，要求无状态

和策略同步，异地主机Cluster、存储复制、数据库

容灾、VMWare HA/FT/SRM等解决方案实现了业务

永续的需求。

运营商数据中心互联技术

  ● 实现资源优化：如数据中心的维护、迁移和整合，

强调实施的灵活性，因此需要提供虚拟化技术。

  ● 提供云计算型业务：如全局负荷分担和应用迁

移，要求有状态迁移、高带宽和低延时SLA保证

等，vMotion和存储复制是云计算型业务的主流

解决方案。

  ● 节省运营费用：如提供应用的高可用性，要求有状

态迁移和低延时的SLA保证，异地主机Cluster可以

实现此目的。

总体而言，DCI是数据中心业务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云计

算数据中心的迅速发展则进一步促进了DCI的发展，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DCI解决方案总体架构

DCI包含五个层面，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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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用迁移：异地应用HA，实现应用级容灾和备份；

vMotion实现虚机漂移；VMWare HA/FT/SRM实现

虚机的备份和容灾。

  ● 局域网延伸：在数据中心间构建二层互联网络，为

虚拟化/云计算、异地灾备、传统应用迁移和数据中

心整合提供基础设施。

  ● 存储网络延伸：为存储复制提供底层承载、实现容

灾备份和存储同步，使得应用迁移后仍可以访问本

地存储，或者在上层应用迁移后提供远程存储访问

的承载。

  ● 路径优化：保证数据中心的出入方向流量最优，不

存在三角流量。

  ● 数据中心网络结构整合：实现统一运营、高效的

DDoS/DPI业务和内容聚合

三、云计算对数据中心局域网延伸的挑战

运营商提供的云计算业务是多租户的，为了保证DCI对用户

的应用透明以及支撑云计算特有的vMotion等应用，要求运

营商DCI网络必须是二层的，也即要将数据中心内部的局域

网延伸至多个数据中心。

局域网在广域上延伸的普遍实现方式是VPLS，但是VPLS在

客户站点采用多归属接入时，会存在较复杂的环路避免、

故障收敛、负载均衡问题，更重要的是VPLS难以满足云计

算数据中心互联所需要的高可扩展性，针对VPLS存在的限

制，业界开发了很多增强方案，但都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为此思科联合业界其他厂商，提出了MAC Routing的解决

方案，并且思科还对MAC Routing做了非常有效的改进，

能完善解决大规模数据中心局域网延伸的问题。

四、数据中心局域网延伸的发展趋势-MAC Routing

3.1. MAC Routing概述

MAC Routing简而言之就是用IS-IS/BGP路由协议为设备

间MAC地址的学习建立控制平面，取代传统基于转发平面

进行MAC学习的做法，同时对本地MAC地址仍然采取基

于转发平面学习，保持二层交换简单的特性，因此MAC 

Routing综合了二层交换和三层路由的优点，如下图所示：

注：在MAC Routing中并不需要全连接的伪线，因为路由协

议本身有防环机制，并且每个客户的MAC路由可通过

路由协议更新报文中的VLAN/RD信息进行区分，不需

要为每个客户运行单独的路由进程。

思科Nexus 7000交换机支持的OTV以及FabricPath/TRILL

技术就是典型的MAC Routing的实现，此时路由控制平

面是进行二层扩展后的IS-IS，目前OTV已经在标准化过

程中，而TRILL已经成为了RFC标准。OTV和FabricPath/

TRILL可用于小规模的DCI。

为了提高MAC Routing控制层面的可扩展性，满足大规模

DCI的需求，思科和业界其他厂商联合提出了EVPN(Ethernet 

VPN)草案,此时控制平面是BGP，每个MAC地址对应一条

BGP二层网络可达性信息(L2 NLRI)，EVPN在实现上与传统

的三层MPLS VPN比较相近，原理如下图所示：

技术焦点思科视点

3.2. EVPN的问题及PBB-EVPN的提出

EVPN原理简单，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针对

EVPN的局限性，思科又提出了PBB-EVPN解决方案，

PBB-EVPN相比于EVPN是根本性的改进。PBB-EVPN顾

名思义是EVPN通告的不再是用户的C-MAC，而是通过

PBB方式对用户以太帧进行封装后PBB帧头的运营商的

B-MAC，PBB-EVPN原理如下图所示：

经PBB封装后，用户的C-MAC对骨干网不可见，只映射为

少数的B-MAC，如果按一个B-MAC对应1000个C-MAC

计算，那么原来EVPN需要通过200万条BGP NLRI，现在

只需要通告2000条。下面总结了PBB-EVPN针对EVPN问

题的改进：

  ● MAC地址通告方式缺乏可扩展性：PBB-EVPN在骨

干网只通告B-MAC、每个B-MAC可以用于一个甚至

多个站点的C-MAC的PBB封装，使得骨干网的BGP 

NLRI数量大为降低、保证了大规模部署的可扩展性

  ● C-MAC迁移使得MAC子网化无法减轻BGP的控制

面压力：PBB-EVPN中，C-MAC在不同数据中

心之间的迁移不会改变PE通告的B-MAC，而只

是改变了PE上的C-MAC与B-MAC之间的绑定关

系，不会产生额外的BGP NLRI，不会造成BGP

的控制面压力。

  ● 全MAC地址表学习：在P B B - E V P N中，只有

B-MAC才会在全局PE中学习，而C-MAC只会按需

学习、提高了PE上的MAC地址表可扩展性。

  ● 缺乏基于站点的策略控制：PBB-EVPN支持每个站

点设置一个B-MAC，因此可以通过对B-MAC的控制

实现站点级别的策略控制。

PBB-EVPN很好地解决了EVPN存在的问题，并且只有

PBB-EVPN 具备与数据中心内部的FabricPath/TRILL/

802.1aq等MAC Routing技术无缝结合的能力，即在PBB-

EVPN PE处不需终结数据中心内部的MAC Routing，而

是直接针对Nickname进行路由，从而可以支持端到端的

MAC Routing，而C-MAC也可以实现端到端的完全透明。

因此PBB-EVPN可以充分满足大规模云计算数据中心互联

的需求，是数据中心局域网延伸技术的发展方向。

五、总结

运营商数据中心业务的发展需要DCI基础设施的支撑，

尤其是运营商开展云计算业务后，对DCI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本文重点介绍了DCI解决方案中局域网延伸需求所面临的

挑战及解决方案，思科提出的PBB-EVPN方案彻底解决

了传统VPLS和EVPN的局限性，充分满足运营商大规模数

据中心互联局域网延伸的需求，是业界下一步发展方向，

思科也会在ASR9000等产品中实现此功能，特别地若将

PBB-EVPN和ASR9000的网络虚拟化nV技术进行结合，将

可在提供高度可扩展性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网络复杂性

和OPEX，是运营商的理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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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WEB2.0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诸如SNS，微博，移

动等新型应用的不断涌现，互联网数据呈现快速增长的发

展势头；大型互联网运营商如Amazon，Google，Yahoo

等建设了大量分布的、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通过统一管

理和调度等技术手段，这些数据中心的计算资源可以组成

数万台甚至更大规模的集群，用以存储海量数据和处理客

户请求，从而提供云计算服务。

云计算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型。利用虚

拟化技术，把网络资源(如网络，服务器，储存，软件应

用和服务)共享，通过分布式集群应用有效地提供庞大的

计算功能，通过按量付费的商业模型提供服务。云计算

服务通常分为三类：基础即服务(IaaS)，如亚马逊EC2，

RackSpace，世纪互联等；平台即服务（PaaS），如

Google App Engine，Microsoft Windows Azure；软件及

服务（SaaS），如Saleforce，Cisco Webex等。

为了帮助用户能更好地获取云服务，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安

全地访问关键的业务信息，提升效率，网络就成了一个融合

点，而且是在整个云架构中非常重要的融合点；对于云计算

服务供应商来讲，数据中心网络及其内部应用/计算资源是其

业务的关键保障点，直接体现了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云计算对于数据中心网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体现

在网络规模化(Economies of Scale)，资源虚拟化(Virtualization)

和共享，分布式数据中心协同工作等几个方面。

首先看网络规模化。云计算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规模通常在

数千台甚至上万台，而且随着业务的发展，网络规模也要

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布线网络管理也变得更加复

杂。业务流量模型也不再是传统的南北向为主、高收敛

比，而是以Hadoop、Hive为代表的分布式集群应用，流量

模型也以东西向为主、低收敛比（接近线速）。传统的数

据中心网络架构已不能满足需求，需要创新的系统架构、

控制平面以及更大交换容量的核心交换设备。

其次是虚拟化技术在数据中心的广泛应用，虚拟化不但提高

了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能够根据业务需求的变化，快速灵活

地进行资源部署及调度。与之相对应的，计算资源按需调度

（VM迁移）所要求的L2网络环境动态变化，要求大规模的

L2组网环境，而传统的数据中心L2组网技术满足不了要求。

云计算的特点要求业务开展与计算资源的物理位置无关，

要求将不同数据中心间的计算资源整合成统一“资源

池”。如何保证跨数据中心的计算效率，也是云计算所面

未雨绸缪，
“云“背景下的技术创新

思科ASR 9000边缘路由器产品系列

思科DCI解决方案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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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新课题。

针对云计算环境下，数据中心网络面临的这些问题与挑

战，思科在几个方面进行了技术创新，以打造高性能、高

吞吐量、高可扩展性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平台。

创新的数据中心网络架构—FabricPath

FabricPath是Cisco在Nexus系列数据中心交换机上所实

现的一项创新技术特性(Nexus7000已支持该特性，未来

Nexus5000也将支持)，其设计目标是在二层环境下，实现诸

如ECMP、平滑扩展、快速收敛、防止广播风暴和环路、二

层网络配置简单易管理等功能。

从协议层面，FabricPath定义了名为switch ID的全新二层

地址空间，switch ID作为一台交换机的唯一标识，还提

供了节点之间进行路由寻址的依据；定义了二层的TTL字

段，类似IP协议中的TTL机制，以防止数

据帧在FabricPath域中被无限次转发。

FabricPath引入了改进的IS-IS协议作为控

制信令，不再依赖MAC地址进行寻址，而

是依靠交换机的switch ID完成寻址工作，

在节点之间交换IS-IS信令构建二层转发

表，IS-IS协议还会事先计算出最优路径

作为数据转发的依据。改进的IS-IS协议还

实现了16条二层等价路由ECMP，这意味着在使用万兆接

口的情况下，任意两点间的最高带宽可到2.56Tbps（16条

等价链路，每条等价链路为16个万兆portchannel）；高带

宽也意味着FabricPath可应用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组网环

境。

在虚拟化环境下，每个VM都有一个唯一的MAC地址，导

致MAC地址域变得很大，超过传统网络设备的MAC地址容

量，而FabricPath采用 “基于会话的MAC地址学习”，只有

那些目的地址为本地服务器的数据帧里的源地址会被放入网

络设备的MAC地址表，网络设备只保存与本地有会话关系

的MAC地址表项，大大缩小了虚拟化数据中心接入设备的

MAC地址表。

FabricPath作为Cisco重要的二层多路径技术创新，代表

着下一代数据中心网络的发展方向。目前致力于实现二层

多路径的标准化组织主要有IETF的 TRILL，也采用IS-IS

作为路由协议；而Cisco在TRILL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起着主

导作用，FabricPath可以看作一个“增强版的TRILL”，

是TRILL的基本功能加上“基于会话的MAC地址学习”、

“VPC＋”和“多重拓扑”等高级功能的合集。

目前Cisco的FabricPath技术已经商用，FabricPath域最

大可容纳12，288台万兆网卡服务器，或者10万台以上的

千兆网卡服务器。

统一交换矩阵—端到端网络融合的优势

新一代思科Nexus 5500 UP交换机的所有端口都能够根

据需要指定成为千兆以太网、万兆以太网、FC(2/4/8G)

或FCOE接口，这一特性为数据中心带来最大的灵活性。

Nexus5500交换机还支持二、三层交

换、IEEE 802.1Qbh标准，硬件已支

持FabricPath特性。

作 为 行 业 领 先 的 技 术 创 新 ，

Nexus5500的矩阵扩展技术(FEX)

能够确保用户采用统一的交换矩阵

（Nexus5500的内部交换矩阵），实

现从Nexus交换机到服务器物理网卡

以及虚拟机的直连；设计的灵活性、布线的简化以及简单

的管理可以为用户节省了不少的设备和运营开销。

除了相当于远端扩展模块的FEX扩展器（Nexus2000）之

外，思科还推出了Adapter-FEX以及VM-FEX技术将统一

交换矩阵扩展到虚拟机的网络连接上，同时实现了虚拟机

网络流量的硬件交换，提升了虚拟机网络I/O的性能，虚机

连接也变成统一交换矩阵（Nexus 5500）上的一个网络接

口，大大减轻了网管的复杂度。

VN-Tag——虚拟机网络接入标准

VN-Tag是由Cisco为虚拟机组网提出的一项标准，其核心思

想是在以太网帧中增加一段专用的标记 --VN-Tag，用以区分

不同的虚拟机网络接口，从而识别特定虚拟机的流量。

VN-Tag中定义了新的地址类型，用以标识一个虚拟机的网

络接口（VIF），每个虚拟机的VIF是唯一的。一个以太帧

的VN-Tag中包含一对这样的新地址dvif_id（目的VIF）和

svif_id（源VIF），用以表示这个帧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当数据帧从虚拟机流出后，就被加上一个VN-Tag标签，当

多个虚拟机共用一条物理链路的时候，基于VN-Tag的源地

址svif_id就能区分不同的流量，形成对应的虚拟通道，类

似在一条Trunk链路中承载多条VLAN。上联交换机(例如

Nexus 5500)能够识别VN-Tag，并在交换机上生成对应的

虚拟接口VEth，和虚拟机的VIF一一对应，好像把虚拟机

的VIF与物理交换机的VEth直接对接起来，全部交换工作

都在上联交换机上进行，即使是同一个物理服务器内部的

不同虚拟机之间的流量交换，也通过上联交换机转发。这

样的做法虽然增加了网卡I/O，但通过VN-Tag，将网络的

工作重新交回到网络设备。

Cisco已经将向IEEE提出基于VN-Tag的802.1Qbh草案，作

为下一代数据中心虚拟接入机的基础。

OTV技术——数据中心之间的二层互连技术

OTV是Cisco Nexus 7000上的一项创新技术，其原理就是

在数据中心之间建立基于IP的隧道，将二层的以太帧封装在

其中；控制平面采用MAC Routing技术，将其它数据中心

的MAC地址通过控制信令学习过来，放在本地MAC地址表

中，当需要访问其它数据中心的主机时，通过本地MAC地址

表就可找到对方所在数据中心的对应IP地址，然后通过IP隧

道直接访问，其过程如同在本地间互访一样方便。

OTV的优点在于操作简单，不需要改变网络拓扑，也不需

要像VPLS/MPLS那样去专门建立一个单独的控制平面，

只要在现有网络上打开OTV功能，就可以在多个数据中心

之间实现二层互连，其实现方式相当透明。同时由于二层

以太帧是封装在IP包里的，OTV不但可以实现二层互访的

ECMP，而且也避免了二层环路以及广播风暴等风险。

OTV实现了数据中心间的二层互连，有利于实现跨数据中

心的协同计算以及VM迁移等业务。

总结

思科认为云计算将会成为计算和互联网演进的下一阶段。

思科的云战略就是以用户为中心，将网络作为云的运作平

台，确保用户能通过该平台协同、创新和安全地开展业

务，进一步加速云计算业务的不断发展。

围绕这一战略，思科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技术来保障数据中

心网络适应云计算业务的发展要求。

 FabricPath实现了数据中心网络的新架构，不但能

实现大规模组网，大二层的架构也更能适应云计算

环境下资源调度及虚机迁移的要求

 统一矩阵架构能灵活满足不同类型接口的要求，简

化了布线和网络管理，结合802.1Qbh（VN-tag）

技术能更有效地实现虚拟化环境下端到端的组网要

求

 OTV用于数据中心之间的二层互联，配置简单、相

对于网络透明等特点便于快速部署，满足数据中心

间的资源调度和虚机迁移的要求。

技术焦点思科视点

程杨，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互联网运营商事业部资深系统工程师 ，在互联
网运营商行业工作熟练，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精通数据中心、云计算、虚拟化等技术

及解决方案。

程杨

资深系统工程师，运营商事业部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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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客户名称：

FASTWEB 公司

行业: 

服务供应商

位置:  

意大利

公司规模:

3500 名员工

挑战

• 少投入，多产出

• 提高商业灵活度

• 满足严苛的安全性要求

解决方案

• 采用 Cisco  Data Center 3.0 架

构

• 部署 Cisco  Nexus 7010 平台

商业结果

• 以更快、更具性价比的方式对客

户需求作出响应

• 节约开支，以便能够为其它数据

中心项目争取资源

• 投资保护 (支持 Unified Fabric)

C i s c o  N e x u s  解决方案让 

FASTWEB 能够保护投资、降低风

险以及盘活数据中心的发展。

  

挑战

在短短十年时间里，FASTWEB 便一跃成为意大利第二大电信供应商。 该运营

商打造了自己的 IP 下一代网络并迅速成为如何创建和打造 IPTV 服务的全球典

范。 现在，FASTWEB的网络覆盖范围超过 26,000 公里，覆盖了一半的意大利

人口。让企业以及个人用户能够在一张网络接入四重业务 (固定和移动电话、宽

带、有线电视以及 IPTV)。

然而，这也直接导致了网络流量以及对服务的需求迅猛增长，其中包括托管与

存储服务。

FASTWEB 公司 IT 基础架构运营经理 Massimo Vassalli 表示：“虽然我们的数

据中心一直是实现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我们越来越需要以较少的投入完成较多

工作。 重点是要减少计算、存储以及网络系统并简化基础架构。 然后，通过采

用虚拟化技术，我们可以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性能，同时还能更好地利用既有

条件和资源。”

整合和虚拟化之旅始于米兰地区的  FASTWEB 数据中心 :  Caracciolo 与 

Bernina。 这些至关重要的系统让 250 多家客户能够每天开展业务，访问信

息、使用应用程序以及基础工具。 通常，这些数据中心支持和保护 2 拍字节 

(Petabyte) 以上的数据，其中 80% 为网络附加存储 (NAS)，另外 20% 通过存

储区域网络 (SAN) 来传输。

第一个难题是简化大约 4000 台 Sun 以及惠普服务器的管理，其中许多服务器

具有多个网络连接以及不同的中间件和交换依存关系。

由于面临缺少服务器摆放空间的问题，FASTWEB 还想要获得全新的能力，以

便能够快速配置调度资源以适应新客户的要求并对客户要求。 此类例子中，有

一个项目是这样的：在两个专门的封闭场地内从物理上分开并共同放置所有服

务器和应用，这些服务器和应用支持高安全性操作。

解决方案

运营商创新案例分析:  

虚拟化的优势

赢在创新思科视点

“Cisco Data center 3.0 提供了一个合
理的架构，既能保护  IT 投资，又能使数
据中心架构从以服务为中心转变为面向服
务。”
—— Massimo Vassalli, FASTWEB 公司 IT 基础架构运营

经理

FASTWEB 决定根据 Cisco® Data Center 3.0 来调整战略， 

Cisco® Data Center 3.0 是数据中心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Vassalli 指出：“Cisco Data center 3.0 提供了一个合理的

架构，既能保护 IT 投资，又能使数据中心架构从以服务为

中心转变为面向服务。”

Cisco 的整体分析采用一种三

相方法：整合、虚拟化以及

自动化。 最终结果是，服务

器、网络以及存储系统的集成

变得更加紧密，这反过来又有

助于在性能与性价比方面实现

新的提升。

第一步是看一看 FASTWEB 

如何能够提高服务器的利用率，其办法是通过利用包含 

Cisco Catalyst® 4500 和 6500 系列交换机在内的 Cisco 核

心网络技术并将其与 VMware 虚拟化软件集成在一起。 

Vassalli 表示：“我们十分信任自己的 Cisco 网络基础，

因此很明显，首先要从这里开始。 通过利用其开放的标准

架构以及强大的集成功能，我们能够更好地协调服务器和

网络管理。”

该项目创建了一个通用的基础架构，使其能够在单一资源库

中运行多个应用和操作系统，该资源库的范围为数台物理计

算机。 Cisco 网络还支持 BMC BladeLogic 系统管理工具，该

工具可提供 关联供应 (In-context Provisioning)、自动化以及

资源的控制。

接下来，采用这种架构方法，FASTWEB 专注于改善

现有数据中心的物理设计。  主要要求包括：能够在其 

Caracciolo 和 Bernina 这两个数据中心之间实现十分安

全、虚拟化的服务。 FASTWEB 仔细考虑了多种选择，其

中包括对现有的 Cisco Catalyst 网络进行扩展，但最终还

是选择了 Cisco Nexus 7000 平台。

Vassalli 表示：“不管作什么样的 IT 投资决策，有一点是

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将宣传与技术创新分开来看。 我们的 

Cisco 客户经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并安排了演示，因此我

们能够亲身体验到该解决方案的全新优势与特性。”

Cisco  Nexus  7000 平台是 Cisco Data Center 3.0 的一个

关键组件。 它让我们能够引入下一代数据加密和网络虚拟

化功能以及其它全新特性，例如虚拟端口信道 (vpc可在任

何时间利用所有可用的上行带宽)。

虽然这一解决方案符合 FASTWEB 的技

术要求，然而该项目仍然需要在商业方

面行得通才行。 Vassalli 表示：“Cisco 

Nexus 7000 平台代表了绝佳的性价

比，如果在网络中使用传统设备  (三

对 Cisco Catalyst 4500 以及一对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 的话，那么

要使用两倍数量的设备才能够实现类似的性能水平与安全

性。”

该解决方案包含两对 Cisco  Nexus  7010 系列交换机，

由 Cisco  客服高级服务部门设计，可实现 10 Gb 以太网

速度，同时还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可用性以及传输灵活

性。 这些交换机还能够与 Cisco ASA 5500 系列自适应安

全设备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s) 搭配工作，后者可

提供防火墙以及 VPN 智能威胁防御功能并能够保护通信服

务，阻止网络攻击，使其不致影响到企业持续运营。

结果

Cisco Data Center 3.0 为 FASTWEB 提供了长期的解决方

案，能够彻底改变数据中心的面貌，大幅降低成本。

例如，诸多设备的整合以及更高的可扩展能力 (因此，减



34 思科视点 运营.商道   思科视点 运营.商道 35  

少了在新硬件上的投资需要) 将有助于节约资本，而简化

的 IT 管理以及功耗与散热需求的下降将减少运营费用。

“我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在创纪录的时间
内从物理服务器分离和重新存放敏感数
据。 如此一来，我能够满怀信心地满足全
新安全规范的要求，这意味着， 就潜在的
品牌损害或经济处罚来说，我们的风险得
到了降低。”

—— Massimo Vassalli, FASTWEB 公司 IT 基础架构运营

经理

在意大利服务供应商市场上，Cisco Nexus 7010 平台属同

类产品中的首例，部署该平台意味着，FASTWEB 能够提

供更加强大的服务等级协议。 更高的数据中心生产率与灵

活性还可以令客户受益，例如，加快组织及其最终客户采

用全新的应用和服务。

虚拟化提升了商业灵活度。 Vassalli 表示：“Cisco Nexus 

解决方案意味着，我们能够在响应客户需求这方面大幅提

升速度。 在最近的一个特殊项目中，我们能够以更低的成

本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从物理服务器分离和重新存放敏感数

据。 如此一来，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满足客户全新安全规

范的要求，这意味着， 就潜在的品牌损害或经济处罚来

说，我们的风险得到了降低。”

通过这种站略而不是“短期”的修正方法，FASTWEB 还

能够从 Cisco Nexus 7000 系列产品的技术发展蓝图中受

益，它让 FASTWEB 能够以递增而极具性价比的方式更加

轻松地采用全新技术。

例如，下一代数据中心平台可用于部署单一的统一架构 

(Unified Fabric)，以简化服务器连接、线缆连接、数据中

心基础架构 (数据、存储以及服务器集群网络与接口)、 经

营以及管理 (其中包括 Virtual Device Context 以便在不额

外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分割不同的流量层)。

FASTWEB 正在实施的一项计划是使数据中心全面过渡到 

Cisco  3.0 架构上来，成功采用 Cisco Nexus 7000 系列产

品只是这项计划中的最新动作。 之前，FASTWEB 曾使用

一些 Cisco MDS 9000 Multilayer Directors 来打造 SAN，

通过利用 Cisco VSAN 技术可实现“一对多”交换虚拟

化。 此外，该供应商还得益于 Cisco 应用控制引擎模块，

该模块是最新一代的硬件负载均衡器。

FASTWEB 公司 IT 基础架构运营经理 Massimo Vassalli 表

示：“我们将 Cisco 视为整个数据中心的合作伙伴，而不

仅仅是数据中心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正在考虑扩展 Cisco 

Nexus 7000 网络的计划，利用智能 Cisco  Nexus 1000v 

交换机以及全新的统一计算系统来改善我们的服务器虚拟

化战略。

产品清单

路由与交换

•  Cisco Nexus 7010 平台

数据中心安全性

•  Cisco ASA 5580 自适应安全设备

赢在创新思科视点

项目背景与挑战

● NTT Data 的内部 IT 系统在 2006 年经过全面的改

造，这个 IT 系统面临着硬件和软件维护合同过期、

系统维护和管理成本急剧上升的难题。

● 过去，NTT Data以零散的方式对其平台进行优化和

标准化。为了降低与这些平台相关的 TCO，同时

对这些平台进行有效的 IT 投资，这家公司确定有

必要通过集成虚拟化的方式优化这些平台。

● 作为其系统优化计划策略之一，Cisco UCS。在执

行了必要的内部预先评估和验证之后，得到优先考

虑NTT Data对于这款产品足够高的性能和可靠性以

及架构适合“外扩”的特点感到满意。NTT Data 

随后采用了 Cisco  UCS。

● 其计划是在 2012 财年结束之前完成公司内部 IT 基

础设施（主要系统）的迁移。

NTT Data Corporation 将其组织愿景定义为“成为全球 

IT 创新者”，在开发和运作 IT 平台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和经过证实的成功记录，这家全球化的企业在 34 个国

家的 145 个城市内设有分支机构。为了降低内部 IT 系统

的总体拥有成本 (TCO)，从战略角度追加 IT 投资，NTT 

Data希望对其自有系统平台实现集成虚拟化。他们用于

支持这次转型的平台是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UCS)。NTT Data 选择 Cisco UCS 的原因在于其专为

虚拟化而优化、高度创新的架构，也因为其突出的性价

比。自安装 Cisco UCS 之后，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了 

NTT Data 的高度评价。这种集成虚拟化使服务器配置

的前期时间和 TCO 减半。NTT Data 现在能够在其自己

的整体云服务 BIZXAASTM中应用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知

识。这将进一步提升NTT Data以创新合作伙伴的身份为

其客户公司提供解决方案建议的能力。

以降低 TCO 为目的对 NTT Data 的基础设施进行集成虚

拟化

采用 Cisco UCS 作为此过程的平台

 
如何降低内部 IT 基础设施 TCO 是无数企业困扰多年的重

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得到广泛注意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

虚拟化和集成 IT 基础设施。这意味着不必再为每一个管理

应用程序准备一个系统平台，而是构建单独一个在企业范

围内集成的系统平台，并在其中运行管理应用程序。

NTT Data 利用 Cisco UCS 实施内部 IT 系统平台的集成虚拟
化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同时将从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应用于自己的整体云服务 BIZXAAS™

思科CIUS企业级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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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T Data 就是一家利用 Cisco UCS 将这种方法付诸于实践的企业。这家系统

集成商在为业内开发管理系统与构建和运作共享数据中心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和经过证实的成功记录。NTT 自身拥有超过 100 个系统，并积极利用 IT。

然而，NTT Data 信息技术管理办公室的高级执行总监 Hitoshi Kirita 这样回忆

到：“过去，我们为个别业务应用程序设计和搭建系统平台，因此服务器和

其他机器无序增长，运作极度复杂。”这些系统主要是使用 Unix 和 Linux 服

务器构建的，服务器的数量超过 130 台。各系统中存在大量重复功能，硬件

占用了很大的空间，也消耗了大量能源。“大多数此类系统都是在 2004 年至 

2005 年间引入的，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硬件即将过时，而软件

也即将不再受制造商的支持。为了通过未来的战略性 IT 投资取得发展，我们

也需要降低系统维护和运作开销。”

整合之前    整合之后

2009 年 9 月，NTT Data 制定了有关新一代系统平台的计划，旨在解决这些

问题。Kirita 先生解释说：“通过根据可用性和管理流程优先级建模所需的服

务级别，并利用集成虚拟化系统平台交付这一切，我们就能够大幅降低系统开

发和运作成本。”

NTT Data Corporation 系统平台部门系统工程业务部门副经理 Masakazu 

Yamada 先生补充说：“最初，我们考虑安装 2U 的机架安装式服务器。”然

而，在确定 2U 服务器在中型或更大规模的集成虚拟环境中无法实现足够的维

护成本削减之后，NTT Data改变了决定，转为计划安装刀片服务器。经过对

多家领先服务器厂商提供的产品进行功能、运作和成本方面的理论对比之后，

NTT Data 最终决定采用 Cisco  UCS。

Cisco UCS 的全面创新架构得到一致好评
良好的性价比是另一项优势

解决方案

●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UCS)

 - Cisco  UCS 6120 Fabric 

Interconnect

 - Cisco  UCS 5108 Blade 

Server Chassis

 - Cisco  UCS B200  M2 Blade 

Server

● Cisco  Nexus  7000 Switch

● Cisco  Catalyst  3560 Switch

● Cisco  Catalyst  2960 Switch

● C i sco   MDS 9100  F ibe r 

Channel Switch

● Cisco  ASA 5500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

 （自 2011 年 8 月起）

项目效果

● 通过服务器的集成虚拟化以及

利用 Fabric Interconnect 实

现的网络集成，硬件单元的数

量显著减少。凭借云平台的引

入，TCO 降低至安装之前的

一半。

● 服务器的集中管理和配置文

件功能的使用提高了运营效

率。配置前期时间也缩短到

安装之前的一半。

● 通过采用节能型产品并减少硬

件单元的数量，二氧化碳排放

量也随之减少。

 减排量现已达到 79%，根据预

计，五年内的总计二氧化碳减

排量将达到 3,540 吨。

那么，NTT Data 为什么会采用 Cisco  UCS 作为其整个公司的信息系统平台？

Yamada 说：“Cisco UCS 提供了服务器配置文件和结构集成等功能，这使我们

能够在开发和运作阶段采用全新的方法，这非常吸引人。”他解释了这如何促使

NTT Data 利用集成虚拟化来最大化 TCO 削减优势。随后他还指出，大体来说，

这种架构提供了三项优势。

首先，它能带来一种非常简单的系统结构。Cisco  UCS 为极度简洁的架构而设

计，系统整体的结构元素比普通刀片服务器要少得多。网络由 Fabric Interconnect 

承载，因此所需的线缆更少。存储网络也可与 Fabric Interconnect 集成，从而减少

所需的 SAN 交换机和存储连接。除此之外，由于可利用 UCS Manager 提供整个

系统的集成管理，因此运作管理将得到简化，有助于削减成本。

这种架构的第二项优势就是明确的网络相关性。为了通过集成虚拟化使系统“云

化”，就有必要消除网络复杂性。Cisco UCS 的设计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因此

可利用结构扩展器技术消除复杂性，显著减少上述输入/输出集成和管理点，并

促进网络互操作性。

Cisco UCS 吸引人的方面

这种架构的第三项优势就是与虚拟化技术的明确相关性。Cisco  UCS 硬件设计为最

大限度地提升虚拟化技术的收益。举例来说，它拥有一个虚拟接口卡 (VIC)，用于

控制各虚拟 NIC 的 QoS 带宽，提供允许将 多至6,400 个物理核心（截至 2011 年 8 

月）集成于一个单一两层网络中的可扩展性。此外，利用服务配置文件功能，安装

和更换服务器的运作负担也可显著缓解。

这还不是全部：Yamada 先生还指出，Cisco UCS 降低专有云环境 TCO 的能力也

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他解释说：“有了 Cisco UCS，我们就能利用服务

配置文件功能减少外扩虚拟服务器时所需的工时数和前期时间。此外，由于 CPU 

本身十分强大，因此 Oracle 这类软件的许可证数量也有可能大幅减少，而这种软

件的许可证费用根据 CPU 数量的不同而不同。”

“过去，我们为个别业务应用程序设

计和搭建系统平台，因此服务器和其

他机器无序增长，运作极度复杂。

通过根据可用性和管理流程优先级建

模所需的服务级别，并利用集成虚拟

化系统平台交付这一切，我们就能够

大幅降低系统开发和运作成本。”

Hitoshi Kirita 先生

NTT Data Corporation 

信息技术管理办公室 

P M P（项目管理专

家）高级执行总监

“Cisco  UCS 拥有专为虚拟化环境而

优化的创新系统架构。因此，我们认定 

UCS 将使我们能通过这样的集成虚拟

化实现最大限度的 TCO 削减。”

Masakazu

Yamada 先生

N T T  D a t a 

Corporation 系统平

台部门系统工程业

务部门副经理

“我相信，这个内部 IT 系统改造项目

将成为业内云平台开发的典范。我们

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的知识也已应用于

我们的 BIZXAAS 云业务。”

Makoto

Yoshioka 先生

NTT Data Corporation 

系统平台部门系统工程

业务部门高级执行总监

赢在创新思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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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T Data 采用 Cisco UCS 的决策是在 2010 年 4 月作出的。随后NTT Data 立即

着手设计硬件配置，同年 7 月购买了机器。8 月执行了单元测试，10 月完成了整

个 UCS 解决方案的产品测试。从 2010 年 11 月到 2011 年 3 月，他们测试了包括

管理应用程序在内的系统。2011 年 4 月到 5 月上旬，他们执行了系统迁移。随后

在 2011 年 5 月，包括购买管理、电子决策支持和员工考勤管理在内的多个系统于

这个环境中上线。人力资源和薪资管理系统的迁移以及会议支持（特定于项目的决

策工作流）系统也已在 2011 年 8 月完成。

服务器配置时间减半
TCO 减少超过 50%

NTT Data 公司

地址：

Toyosu  Center Building, 3-3, Toyosu

3-chome, Koto-ku, Tokyo

成立时间：

1988 年 5 月

资产：

142,520 百万日元(截至 2011 年 3 月)

员工数量：

10,139（截至 2011 年 3 月）

销售额：

1,161,900 百万日元（2010 财年统计

结果）

NTT Data Corporation 是日本领先的 IT 

企业之一。这家公司的组织愿景定义

为“成为全球 IT 创新者”，在为业内

开发和运作平台系统与共享数据中心

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过证实的成

功记录。除了扩展解决方案、提供跨

组织的服务之外，这家企业还在 34 个

国家的 145 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员

工总数超过 24,000 人，目前也在积极

推广全球业务。通过利用 IT 创造新体

系、新价值，NTT Data 将继续致力于

实现更加丰富、更加和谐的社会。

注意：“BIZXAAS”是 NTT Data 

Corporation 在日本的注册商标。

这些服务器的可靠性和性能均无问题的结论。然而，他回

忆说，在硬件实际投入使用之前，不安的情绪仍然存在。

然而，在服务器开始运行之后，这些疑虑就彻底烟消云散

了。他说：“自从我们安装系统以来，硬件从未发生过任

何故障。它的运行非常稳定。”

目前，内部 IT 系统的迁移仍在有序进行，也已经安装了更多

的刀片服务器。截至 2011 年 8 月，已经安装了 24 台刀片服

务器。整体系统迁移预计将于 2012 财年的年底完成，届时

总共应安装 32 台刀片服务器。

将通过内部  IT 系统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基于云的 
BIZXAAS 服务

NTT Data Corporation 系统平台部门系统工程业务部门高

级执行总监 Makoto Yoshioka 先生说：“我相信，这个内

部 IT 系统创新项目将成为业内云平台开发的典范。”他解

释说，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的知识也已应用于 NTT Data 提

供的 BIZXAAS 服务。BIZXAAS 是一项综合性的云服务，

涵盖了从优化咨询到迁移、云开发、运营管理和平台服务

在内的广泛领域。这项服务于 2010 年 2 月发布，于同年 4 

月正式启动。

Yoshioka 说：“‘云’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词汇，也是一种流

行的观念。随着 Cisco UCS 的出现，平台终于赶上了流行的

脚步。”他继续解释了通过将 Cisco 的前沿技术与社会信息

基础设施、NTT Data 积累的丰富 IT 系统开发成功记录相结

合，能够怎样地交付最优的云平台开发解决方案。“日本企

业如今身处更加艰难的经济环境，对优化云平台的需求与日

俱增。在借此商机求得发展的过程中，Cisco 是一位至关重

要的业务合作伙伴。”

通过利用 Cisco UCS 执行系统平台的集成虚拟化，可维护性

和易操作系大幅改善。据 Yamada 先生表示，服务配置文件

功能带来的服务器配置前期时间缩短尤其值得一提。

他说：“只要预先创建配置文件并安装虚拟化主机，那么在

添加新刀片时，设置即可在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内完成。当

然，我们仍然需要像之前一样安装 OS、检查运行状况，并

执行多项测试，但即便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前期时间也

缩短到了过去的一半”

保持服务级别也变得更加轻松。首先，VIC 的使用使得NTT 

Data能够控制每个虚拟机的网络带宽，还能够保护虚拟环境

内高优先级应用程序的带宽。即便其他虚拟机的流量出现严

重波动，也能保证稳定的访问。

同样，需要对一台物理服务器执行维护时，可使用实时迁

移功能将虚拟机迁移到另一台物理服务器。利用 VIC 提供

的 VM-FEX 技术，虚拟机的网络策略即可在迁移之后得到保

留，这使一切更为简单。也使得业务开通时间大大缩短。

TCO 也显著降低。与过去的系统相比，初始投资减少了 

58%，而维护成本降低了 17%，计价成本降低了 58%。

TCO 的综合减少量超过 50%。

节能方面的收益也不容忽视。由于系统整体包含更少的组成

元素，由于 Cisco UCS 本身为节能而设计，因此所消耗的能

源更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 79%。根据预计，五年内的

总减排量将达到 3,540 吨。

Kirita 先生坦诚地表示：“我们确实将 Cisco UCS 视为一

种先进的产品。但坦白地说，Cisco 是一家网络厂商，我

们过去确实对 Cisco 服务器可行与否心存疑虑。”2009 

年，NTT Data 内部研发部门执行了实际机器测试，得出了

赢在创新思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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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11日，思科宣布加拿大最大的无线运

营商之一：bell mobility将采用思科移动核心网设

备ASR5000来承建bell mobility的LTE核心网。bell 

mobility是加拿大最大的CDMA运营商，2011年9月

宣布将计划提供LTE业务。思科ASR5000是2G、

3G、LTE的共平台核心网设备， 目前已经在全球超

过26家LTE商用网络中规模部署

• 2011年11月10日，思科上海云体验中心正式开幕！

云体验中心旨在为思科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基于

云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的展示。通过这些展示，思

科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将亲身体验 整合了无边界网

络，合作和数据中心/虚拟化技术的业界领先的解决

方案。该中心将提供创新的云计算解决方案的核心

技术展示。 

• 2011年11月10日，思科宣布为Alestra，一家墨

西哥最富创新精神的企业 IT服务公司，提供基于

Vblock的云计算解决方案。Alestra利用思科的解决

方案建立了 面向企业信息服务托管的新的业务模式

“"Enterprise C-Computing”，基于这个新的业务

模式，Alestra可以提供IaaS和SaaS服务。Vblock是

思科联合EMC和VMware的联合解 决方案 

• 2011年9月6日，中国电信进行了IPTV终端的集采招

标，本次的IPTV终端集采包括283万台的IPTV标清

设备和88万台的高清设备（采购规模为 截至2012

年6月的需求量）。17家终端厂家参与了88万台高

清终端的竞价。初次参加集采的思科通过其代理

快威科技获得了高清终端的第一名。http://t.cn/

SZr9L3

• Cisco@Cisco,近日一位思科IT管理员在内网分享 

了如何利用一个周末就完成公司所有员工的语音

邮箱的迁移经历。在这次迁移中，思科的IT部门

不仅要升级统一通讯的软件版本，而且还要将硬

件平台从旧的 7800服务器迁移到新的UCS服务

器。他通过亲身经历证明了UCS平台以及虚拟

化技术为企业生产效率带来的巨大变化 

• 思科日前正式在

其官网上发布了

旗舰边缘路由器

ASR9000平台上的2端口100GE板卡，该板卡的

正式商用标志着思科再次加强路由器核心业务和

产品的研发投入，ASR9000成为业内最高端口

密度和最大转发容量的边缘路由器平台。 

                          

• 思科预测当100G

时代到来后，整

个网络的投资比

重将发生较大的

变化，由人们传

统概念中路由器投资比重较大（在10G/40G时

代），转变为传输网络的投资比重增大（100G

时代）。这种经济性变化的驱动力将催生一系列

未来网络技术的变革，IP+Optical的融合、彩光

技术、LSR路由器等 

                         

  • 思科帮助澳大利亚建设“网真”国家网。自2010年

2月思科与澳洲电讯正式宣布携手建设全国级的网

真网以来，网真服务已经在澳洲建立了36个主要节

点，并 接入了联邦政府、总理、内阁以及议会等诸

多政府部门。有效地降低了政府旅行支出开销。据

澳洲政府的统计，开通网真之后类似节省差旅费高

达1千2百万美金。 

  • 10月27日，加拿大有线电视及通信服务供应商Shaw 

Communications正式宣布将携手思科公司共同实

施一项称为热点2.0的无线覆盖计划，在该计划中，

Shaw将利用思科的运营商Wifi解决方案，为用户提

供更加高速、安全以及

无缝漫游的Wifi服务，

Shaw的宽带用户将无需

复杂的配置即可直接连

入wifi网络 

  • 10月28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与思科首席执行

官、董事长钱伯斯在2011年中东世界经济论坛大会

上，共同揭幕并宣布成立了约旦首个医疗信息化工

作 组。该工作组的主要目的是

提高约旦国家的医疗信息化水

平，思科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

以及丰富的医疗行业经验，将

指导并且协助此项工作 

                       

  • 5年前思科率先推出网真系统，全面改变人们对视

频会议的体验质量，也为业界树立了协作通讯的方

向，并且业内众多友商也在坚持实践思科创新的网

真理念。今 天，思科基于对协作通讯未来发展的

愿景，发布了新一代的网真系统，包括新的单屏网

真、基于Jabber通讯协议的网真客户端和医疗网真

终端 

                               

  • 思科宣布为AT&T的U-ve rse

（IPtv品牌）提供无线IPTV解决

方案。成为业内首家为运营商提

供无线IPTV解决方案的公司。利

用该方 案，U-verse的用户可以

通过无线Wifi方式在家中任何位

置收看视频节目，而无需考虑复

杂和令人烦心的家庭布线。思科

同时推出全新的无线高清机顶盒 和支持高清视频的

无线接入路由器

                                   

  • 思科在10月3日~5日参加了波士顿举行的Openstack

设计大会，并且传递了明确地信息将大力支持云计

算的标准化，这也使得传统观念中，人们认为占据

网络领先地位的思科将拒绝进行网络接口的开放以

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实施上，思科从不拒绝颠覆

性的技术变革，并且将努力领导并且抓住变革带来

的机遇 

  • 今年9月23日，思科联合虚拟化软件厂家Citrix和

Nicira，正式发布了基于Openstack的网络虚拟化开

源软件，被称作Quantum的项 目。Quantum将是思

科领导业界迈向云计算标准化的第一步有益尝试，

应用开发者们将可以利用Quantum提供的标准API

创建虚拟化的网络连接并将 虚机连接到物理网络，

Quantum是完全开源 

  • 2011年10月20日，思科今日宣布收购位于马赛诸

塞州Boxborough的私有股份视频管理软件公司BNI 

Video。BNI提供的管理软件在视频生态系统中扮演

策略性角色，它将内容和用户连接，支持编码转换

和数字版权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以确保内容能带来

适当的用户体验，同时与账单和授权对接。这次收

购将进一步充实思科的Videocape战略

  • 2011年10月19日，思科今天正式向业界发布全新

的数据中心交换产品：旗舰核心数据中心交换机

微博
讯息快递 微博地址：新浪微博@思科运营商解决方案

微博论道思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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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us7000上的第二代F2模块板卡，整机支持768个

全线速L2/L3 10GE接口，为业内最高密度。并且支持

扩展矩阵接口，最高支持12000个10GE到服务器，降

低了单端口功耗；每万兆不到10w。 

• 2011年10月12日，思科正式对外揭幕全新的桌面虚拟

化解决方案和产品。包括：1）集成话音、视频功能

的瘦客户端Cisco VXC 6215；2）虚拟桌面的软件客

户端：Cisco VXC 4000；3）支持Citrix XenDesktop

的虚拟广域网加速产品vWAAS；详细内容请关注思科

的官方发布：http://t.cn/aF34nJ 及思科虚拟桌面解决

方案的官方网站：http://t.cn/aF3cd5，虚拟桌面应用

将随着云计算模式的落地愈加得到广泛关注

• 2011年10月12日，思科今日宣布与Citrix结成战略联

盟，携手开发并且为客户提供更加简化和性能优异的

虚拟桌面解决方案，通过此次战略联盟，将进一步巩

固思科在云计算和 虚拟桌面解决方案的绝对领先优

势，并将特别针对视频应用，开发基于Citrix HDX™

平台的高清可视化虚拟桌面并进一步改善用户的虚拟

桌面体验 

• 2011年10月12日，思科今日宣布携手达科公司为澳洲

西南农村健康项目（SWARH）提供桌面虚拟化与协

作通讯解决方案，以改善农村远程医疗的服务效率和

质量。利用思科的VXI解决方案http://t.cn/aFuCnU，

SWARH通过集中式、高性能数据中心架构为联盟内

的13家大型医疗机构，利用虚拟远程桌面解决方案提

供视频、通讯、数据服务 

• 2011年10月7日，随着新加坡理工学院电子电器工程

学院云计算中心(SPE3C3)正式发布，新加坡理工学

院成为亚太地区首家建立云计算中心的学术机构。他

们将 利用基于虚拟化理念设计的云计算中心为教职员

工和学生提供按需的IT资源服务，提高科研和教学效

率。此项目中，思科联合Citrix和NetApp提供完 整的

云计算方案 

• 2011年10月5日思科发布新一代虚拟化广域网加速

产品（WAAS）和解决方案，致力于改善运营商和

企业客户提供云服务时的服务质量，以及保障虚拟

桌面 (virtual desktop)等云应用的大规模部署。新一

代WAAS设备能同时并发支持15万用户在ipad和思

科平板电脑Cius上同时使用虚拟桌面应用。更多信

息http://t.cn/akJHot

• 2011年9月，思科宣布与成都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

协议，将帮助其构建协作云，并将该协作云打造成

一个为成都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此举是继去年七

月，思科与成都市人民政府签订建设“智能互联成

都”项目之后，双方合作的延续项目。另外，本

次合作将广泛运用思科网真沟通系统。http://t.cn/

aev6IY 

• 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 I n f o n e t i c s近日发布D C 

Networking研究报告表明，数据中心交换机市场已

达到每年$5.6B的市场规模，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专

用的数据中心交换机替代通用交换机成为市场 主流

趋势，约45%的市场属于专用数据中心交换机，而

思科的Nexus7k作为领先的专用数据中心交换机，

占据其中95%的绝对优势 

• 2011年9月20日，今天思科宣布将与微软公司协作

提供数据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在这个新的数据中

心虚拟化解决方案中，将专门基于Windows Server 

8的虚拟化环境提供可扩展性和可运营性的数据中

心设计。包括思科虚拟化交换机Nexus1000v、虚

机交换矩阵延伸模块、Windows Server Hyper-V 

hypervisor都是此方案中重要的组件

微博论道思科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