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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SD-WAN 解决方案

基于分段路由 SR 的 SD-WAN 方案
  

专注于解决复杂的流量工程调度问题

SR 由2012年思科发明，2016年开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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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意图的下一代网络架构

传统金融行业广域网面临诸多的挑战：

挑战一：网络拓扑结构 
传统的星型树状设计难以支持两地三中心或者更多业务中心的
部署需求。

挑战二：实现不同业务在不同物理链路上的分流 
金融行业的特点是要区分上下行业务流量在物理链路上的分流。

挑战三：高可用网络 
如何实现链路和节点故障的快速切换和恢复。

挑战四：网络洞察

基于分段路由 SR 的 SD-WAN 广域网
解决方案

基于分段路由 SR 的 SD-WAN 方案专注于解决客户复杂的流
量工程调度问题，分段路由SR由思科在2012年发明，2016年
开始在全球进行部署。如果客户的底层传输网络全部是类似
MSTP 的专线类型，并且用户希望自己完全控制业务流量在底
层网络上的路径选择的话，例如国内很多银行客户往往拥有多
条 MSTP 专线，可优选基于分段路由 SR 的 SD-WAN 方案。

基于分段路由（Segment Routing)的 SD-WAN 方案主要有三
大好处：

简化 MPLS 网络设计，取消了 LDP 协议，直接在 OSPF 或者
ISIS 中分配 SR/MPLS标签；帮助客户的广域网络获得小于
50ms 的快速链路和节点故障保护，大大提高了网络可靠性；
非常灵活简便地实现了流量工程。

分段路由（Segment Routing)的部署模式，推荐采用 BGP SR 
policy 方式，特点如下:

基于分段路由（Segment Routing)的 SD-WAN 方案

分段路由 Segment Routing 的工作原理可参考思科出版的资
料或者 Ciscolive 上的资料介绍，也可咨询思科的销售代表以
获得进一步详细信息。

思科所倡导的新一代金融广域网的设计在拓扑结构上实现前后
端分离。核心网是前端，DCI 网络是后端，两张网可以是物理
隔离也可以是逻辑隔离。 满足了客户支持多中心互联的扩展
性需求。

物理隔离：核心网和 DCI 网络是独立的 WAN
逻辑隔离：DCI 网络作为核心网的 MPLS VPN 服务

思科目前针对金融行业客户有多种 SD-WAN 解决方案可供选
择，取决于客户底层传输网络的类型和业务需求。

如何检测线路带宽利用率的动态变化 
实现业务传送的可视化（哪些业务在哪些链路上传送，带
宽利用如何） 
如何检测线路的 SLA

实现简单，利用 BGP 扩展方式实现 
部署简单，只需要向头端路由器下发策略 
可靠性高，高可用HA设计，具备完善的控制器失效后的逃
生机制 
小型网络也可无控制器运行（适合小规模的城商行和农商
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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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收益：

灵活简便地部署流量工程     
高可用性：获得小于50ms快
速链路和节点故障保护 
极简设计：消除传统 MPLS 
网络部署的复杂度

BGP SR policy 控制器

实现简单，利用BGP扩展 
部署简单，只需要向头端路由
器下发策略 
可靠性高，HA设计，完善的
逃生机制 
小型网络也可无控制器配置*

企业自建IP/MPLS核心骨干网

基于SRTE提供路径选择

DC 1 DC 2

分支机构一 分支机构二

生产类业务 办公类业务

基于 overlay 叠加网络的 SD-WAN 方案

Viptela 2012年成立，2017年8月
被思科正式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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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意图的下一代网络架构

思科基于业务意图的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简称 
Cisco DNA）是一种开放且可扩展的软件驱动型架构，是基于
业务意图由软件驱动的开放式平台，其中融合了您业务所需的
所有技术，虚拟化、自动化、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功能等。
基于业务意图的网络是指，网络管理运维团队可以用简明的语
言描述想要完成的工作（意图），然后网络就能够将此意图转
化为众多策略，这些策略将利用自动化功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建
立适当的配置和设置变更。通常，此活动需要技术精湛的网络
工程师进行大量的手动操作，以修改需要进行的变更所影响的
每台设备。Cisco DNA 将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确保所部
署的任何服务能满足其预期服务级别的要求。当性能或其他条
件不满足时，Cisco DNA 网络可以通知IT管理运维人员并提出
纠正措施，或者最终自动重新配置网络，以确保满足业务要求。

基于 overlay 叠加网络的 Viptela 
SD-WAN

2017年8月被思科正式收购的 SDWAN 公司 Viptela 于2012年
成立，它主要用于分支机构到总部的连接，并且这种连接的底
层传输网络往往是运营商提供的 MPLS VPN 网络或者是
Internet。

通常，客户无法实际控制自己的业务流量在 MPLS VPN 网络
内部或者 Internet 内部的选择路径；但通过动态构建 IPSEC 
或者 GRE 隧道，Viptela 提供了一种基于 overlay 叠加网络的
SD-WAN 方案，它可以帮助用户选择哪个 overlay 的网络路径
是最佳的用于传送业务数据，通过对 IPSEC 或者 GRE 隧道的
传输延时、抖动、丢包等检测来实现，同时它也内置了针对业
务源的内部分类识别，而不仅仅是根据业务的目的地址来识别
——这很好地满足了金融客户的业务分流需求的特点。

因此，很多证券类客户基于运营商提供的 MPLS VPN 虚拟专
线或者 Internet 线路传输，它们可优选基于 Viptela 的 SD-
WAN 方案。

基于 overlay 叠加网络的 Viptela SD-WAN 方案

不论是基于分段路由 Segment Routing 的 SDWAN，还是基于
viptela 的 SDWAN，金融客户根据它们实际的情况进行选择，
下面介绍的两个案例展示了思科 SDWAN 解决方案带给用户的
巨大收益。

基于云的网络服务及编排系统

为 Cisco DNA定制的物理及虚拟基础架构

自动化 大数据分析

虚拟化网元

Cisco DNA 软件能力

Cisco DNA
图形化控制中心

网络大数据
分析系统

Overlay 解决
方案-SDA

强化的
威胁防御系统

全新
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

整体安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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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1 DC 1

分支机构二分支机构一

生产类业务 办公类业务

利用隧道（IPsec or GRE）
构建 Overlay 网络

通过定义策略
控制 Overlay 选路

（并不用作控制 Underlay 选路*）

运营商B
MPLS VPN

(或者Internet)

运营商A
MPLS VPN

基于业务意图的金融智能
园区网解决方案



智能园区网络运维

思科基于业务意图的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具有全网
络可视化智能运维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运维平台，能够对整
个企业网络具有预警机制，能够看到基于网络设备、用户和应
用三个维度的关键指标和大数据分析结果，通过该平台能够快
速了解网络运行状况，快速定位网络所处故障，并及时解决问
题，以减轻运维压力，从原来的被动响应模式转变为主动响应，
提升运维服务质量。

例如，智能运维平台能够清楚地反映网络设备和用户的关键指
标数据，并可以快速定位无线网络体验不好的用户，包括获取
DHCP IP 地址时间比较长的用户、认证超时用户、无线漫游不
好的用户、无线场强不好的用户，并给出故障的原因分析和解
决的办法。

园区网络的自动化部署和虚拟化

思科基于业务意图的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中的虚拟
化功能允许网络或传输功能与底层硬件元件分离(decoupling)，
并提供在网络中实例化服务所需的灵活性和速度。Cisco DNA 
控制器集中了基础设施的网络控制平面，并在自动化操作中发
挥关键作用。它配置管理网络访问和传输的策略。

智能反馈机制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智能运维平台对网络状态反馈机制也进
行了显著改进。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通过遥测（Telemetry）
的方式获取数据，支持主动故障排除，达到了以用户和应用程
序的颗粒度。

应用和用户感知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智能运维平台可以识别用户，并且能够
识别应用程序，即使它们是加密的。通过对应用和用户感知可
以正确地处理优先业务流或应用期望的传输策略。

园区网络自动预警机制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智能运维平台可以通过无线 AP 进行自
动网络测试，包括 DHCP IP 地址获取测试、DNS 服务器测试、
认证平台测试、重要 Web 服务器测试、邮件应用测试、重要文
件服务器测试。

网络故障回溯功能 
Cisco DNA 智慧企业网智能运维平台通过网络故障回溯功能，
可以分析发生网络故障当时各个网络设备的情况，分析网络故
障发生的原因。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的智能网络运维还具备以下功能

思科智慧园区网 Cisco DNA 解决方案
的业务价值

传统 SNMP 方式与 Cisco DNA 智慧企业网遥测(Telemetry)
方式的对比

SNMP Polling Streaming Telemetry

被动查询方式

高CPU占用率

获取原始数据

非实时的通知和错误报警

数据颗粒度大，容易漏报

主动上报 

低CPU占用率

获取优化后数据 (KPI, 事件等)

秒级的通知和错误报警

数据颗粒度小，实时上报

数字化业务转型

安全移动性 物联网 多云

网络

意图 情境

安全

智能学习

面向意图的网络架构

以业务意图为动力，深刻洞察业务情境

任意网元均可成为运维传感器
将近 200 种可操作性的情境关联场景（ 还在持续增加中！）

客户端 | 应用 | 无线 | 交换 | 路由

智能运维将网络数据转化为深刻洞察力
从网络设备 KPI 向用户和应用真实使用体验的转向

遥感遥测收集
海量网络情境数据

将复杂的事件情境
化关联

洞悉问题所在 引导修复

IPAM

CMX
AppD

IPSLA

SNMP

OID

Telnet
DNS

MIB
Ping

CLI

DHCP

Wireless
AAA

Syslog
Router

Netflow

Traceroute

Metadata 
extraction

Complex 
correlation

Steam 
Processing

Clients Baseline

Applic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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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的关键好处是将用于 IP 分组转发和虚拟化网络功能的
服务传输架构与底层硬件（物理链路、物理主机）分离。这样
做反过来使 IT 管理运维人员能够灵活地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
快速部署功能，并显著提高部署速度，大大简化网络操作。

在软件定义的接入 (SD-Access) 建立在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
构的理念之上，可以彻底转变网络的构建和管理，使之变得更
快速、更简单，并且有助于提高业务效率。通过将网络功能与
硬件分离，SD-Access 可实现开放性和可扩展性并降 低运营
成本，并在此基础上确保策略一致性，促进更快速启动新业务
服务，显著加快问 题解决速度。 全数字化转型迫使企业开始
寻找新途径来支持数字化功能，提供 IT 服务并管理资产。 

在 Cisco DNA 架构下，IT 管理人员可以真正的做到一网多平
台，将企业内的办公网、一卡通、物联网等多个业务网络运行
在一个物理硬件平台上，并且在日常网络运维中，通过虚拟网
络 VN，快速的部署一个新的业务网络。

智慧园区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分段与用户策略随行 
分段和微分段是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安全接入的关键构成
要素。高级分段通过区域的概念提供，低级分段通过组的概念
提供。区域中的组可以相互通信，跨区域的组只有在策略允许
的情况下方可相互通信。使用安全接入进行分段可确保在不同
类型的用户、设备之间分离流量，并增加对用户和设备身份的
可视性。IT 管理运维人员现在可以借助网络安全分段满足为物
联网/万物互联设备和控制台建立分散网络的需求，并通过 
Cisco DNA Center 进行管理和运营。

Cisco DNA 智慧企业网能够真正做到用户策略全网跟随，不论
用户使用何种设备使用何种方式连接入企业网。Cisco DNA 智
慧企业网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安全分组，定义多种不同的安全
策略，策略的类型也可以随之网络的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策略也可以是动态的，随着用户情景信息发生变化，安全
组发生变化，为该用户下发的安全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并且
Cisco DNA 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可视化管理网络，只与用户的身
份相关，与用户的 IP 地址等无关，并且的策略不依赖于传统
模式的 IP 地址，VLAN 等，不需要使用命令行在网络内的各
个网络设备上输入，只需要在 Cisco DNA Center 的可视图形
化界面下轻轻点击按钮即可完成用户的安全策略部署，简单高
效。

可视化的内网安全监测 
随着公共云托管应用、自带设备 (BYOD)和移动办公人员数量
不断激增，威胁媒介总能伺机从外界潜入网络。因此，网络迫
切需要采取从外到内的360度全方位网络安全保护措施。

Cisco DNA 架构使得网络安全与网络基础设施保持更加紧密的
关系，Cisco DNA 架构中的所有网络设备都可以作为网络传感
器。通过网络传感器收集上传的数据，Cisco DNA 架构中的 
Stealthwatch 安全组件可以对网络流量做到端到端的360度全
方位可视化管理，可以在网络中持续查看网络流量活动（包括

在加密环境下)，并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来
检测异常的流量，端到端可视性与机器学习技术相结合将能
够快速识别潜在威胁（例如恶意软件传播等等），快速的定
位异常主机，并通知 IT 管理运维人员或使用自动化功能立即
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保护网络安全。

只需点击鼠标即可完成用户安全策略部署

基于组的策略 策略与用户紧密捆绑全自动化

用户

设备

应用

图形化部署

Group 1 Group 2

校园办公虚拟业务网

Group 3 Group 4

IoT 虚拟业务网

Group 5 Group 6

访客虚拟业务网

• 任意构建完全隔离的虚
拟网络

• VLAN/IP 地址与用户策略
分离

• 基于用户组的策略

• 策略和用户身份绑定，
创建一次，无需维护

Cisco DNA

• 基于 VLAN 和 IP 地址

• 基于 IP 地址的访问控制
列表用于策略控制

• 手工维护策略

现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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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1对1实时演示
深入了解Cisco DNA中心

https://engage2demand.cisco.com/LP=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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