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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多云时代IT和网络面临的新挑战

金融行业客户是IT和网络应用和运维最为成熟的客户，在今天的多云时代和互联

网金融等新的需求下， 金融行业将继续推进深化金融改革，在业务创新，渠道拓

展和管理方面都会继续投入。信息化建设直接关系到金融行业的竞争力，信息技

术的应用正在从业务操作层提升到管理决策层。为提高数据应用水平和提高产品

的创新能力，金融行业越来越重视IT系统建设的战略规划，重视整体考虑应用系

统的生命周期、扩展兼容性和风险管理等关键因素。

目前金融行业面临的来自于 IT 和网络的主要挑战包括：

网络已经是IT的基础平台，IT和业务对于网络的依赖越来越高，可用性、性

能、安全性方面出现问题影响可能非常严重
 

降低运营故障带来的损失，主动降低运营开支

网络规模和技术的复杂度也随之提升，对于网络团队的运维能力有更高要求

网络运维要求洞察网络事件趋势，做到防患于未然，提供主动式服务来解决

客户的各类风险，如硬件、软件、设计、变更等等

IT战略规划既要满足业务创新的需要，同时要有明确的投资回报
 

数据中心的升级、改造、迁移，云计算、虚拟化技术的采纳和上线

支持业务的转型，支撑区域和国际业务的迅速发展

推动业务流程及服务创新的重要基础

法律监管的合规要求， 内部审计要求

01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基础设施、核心网及跨架构的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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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面临的挑战

金融业务对信息基础架构
多业务场景的快速实现

借鉴同业内最佳实践并和
金融客户个性化需求的结合

信息基础架构在未来3～5
年内的阶段性建设路线

思科服务方法论及内容

1. 信息基础架构规划服务

信息化基础架构优化咨询服务从充分理解客户的战略出发，分别对业务需求和信
息化需求进行调研和分析，透过企业架构模型，理顺从业务到技术需求关系，结
合国内外的先进实践，从而设计信息化蓝图，最终为客户提供切实可行的信息化
规划和实施方案。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财务

资产价值增长

降低成本 提高资产利用率 增加收入

客户

内部流程

学习与发展

以客户为
中心的策略

业务创新
转型

网点与渠道
创新

标准化与集
中化的运营

支持

确保
质量一致性

与运营卓越性

统一风险
管理流程

缩减新产品
和服务上市时间

渠道合并
与整合

1, 发展卓有成效的数据中心
2, 创建业务通信平台架构
3, 采用统一通信提高员工生
产率

1, 分行网络、网点
标准化及备份标准化
2, 通过业务流程改造
3, 改善内部协作能力

1, 实现IT的标准化
2, 实现IT流程制度
化

领导力

服务管理
质量 响应

灵活性 可用性

运
维
管
理
城

安
全
城

A
C

I管
理

、
证

书
、

权
限

、
SS

L、
Ja

va
 策

略
文

件
、

防
火

墙
...

...

业务战略

业务流程城

数据城

应用架构城

基础设施城

金融创新 服务市场 稳健经营 高效运行

账户管理 证券买卖 财富管理 贷款与
金融

信用卡
服务

外汇买卖

参考数据 标准交易 XML方案，
模型

业务词汇 系统/
数据流

业务职能

贸易融资 现金管理

记录基础设施系统

数据服务

业务服务
贷款应用、贷款支出、贷款回收、信用评估......

客户应用
Sense and Response

规则引擎

采购系统
WebMethod，Siebel

员工生产率应用
浏览器、Outlook/Notes、统一通信客户机、

MS Office

应用基础
统一通信终端、企业电邮服务器、呼叫经理、数据库服务器、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中间件、批处理......

操作系统
OS/400，AIX、Linux、Windows、Car OS、IOS......

物理基础设施
服务器平台、介质、DSP、交换机、路由器、存储、网关、关守、电话/视频终端、客户机硬件......

管理服务
监控、趋势分析、利润分析

面向用户的服务
语音、电子邮件、在场、IM、

会议、打印.......

面向系统的服务
监控、DNS、DHCP、AAA、

AD、L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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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信息基础架构规划服务的核心内容

金融行业信息基础架构规划服务的方法论

业务架构现状分析

描述基准业务架构
制定一个目标业务架构
基准和目标架构之间的差距分析
选择业务架构观点以演示如何利害相关各方的关切问题

数据架构现状分析

定义支持业务所需的数据的类型和来源,采取的办法是
利害相关各方可以理解的

应用系统架构现状分析

定义处理数据并支持业务的各种应用系统 

技术架构现状分析

制定一个目标技术架构以作为后续实施和迁移计划的
基础

机会和解决方案制定

迁移计划制定

审查目标业务架构的能力，整合确定的缺陷，然后组织
构建模块实现必要的功能
设计一系列的转型架构提供连续的业务价值 
设计和达成协商一致的大纲实施计划和迁移策略 

优先考虑所有工作包、项目和构建块的商业价值和进行
成本/业务分析
完成架构愿景和架构定义文档确保与协议的实施方法一
致

服务组件 核心内容

现状评估

需求调研

架构规划
建议

规划方案
蓝图

对金融行业的组织架构、业务发展规划、数据及应用
系统整合与增长和信息化建设需求作出调研。调研有
三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把业务案例映射到能力，再把
能力匹配到成熟水平，最后整理出功能实现的优先次
序。

对于多方面的技术领域 - 数据中心，信息安全体系，
灾难备份，信息化服务管理 - 为重点环节提出建议。
建议包括确定的机会和解决方案。

提出基础架构可选建设规划方案，计划和预算。该蓝
图提供了可选建的项目，项目执行的优先次序，高层
的项目计划和成本估计。蓝图同时亦会考虑到不同技
术领域中迁移过程的需要和安排。 

深入了解金融行业现有业务、数据、应用系统和技术
架构。对现状进行详细分析和总结，并提交现状分析
总结报告。

您的价值收益
由资深专业顾问提供规划方案制定、帮助金融行业客户借
助外界成功经验达成绩效；立足于客户的真正需求，从业
务和风险出发综合进行分析和规划；帮助客户理清信息化
建设问题、思路与方法。

服务价值将在多方面体现:

提高效率 - 高扩展性、灵活性、易管理性的网络架构，缩 
                 短信息系统实施周期，提高部署效率；

强化安全 - 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有效以及可控；

减低成本 - 具备前瞻性、扩展性的数据中心，实现资源的
                 虚拟化整合，节省空间、能源和维护成本；

降低风险 - 适用于自身的灾备规划建议和原则，为灾备建
                 设提供依据，增强合规能力；

优化管理 - 持续优化的运维管理体系，保障业务稳定运行
                 和新服务的快速交付，提高整体可视性；

推动创新 – 增加IT和业务流程之间的配合，缩短产品推向
                 市场的时间。

服务交付件

《现状分析和未来需求报告》

《基础架构规划方案》

《建设规划方案、计划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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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设计 实施 迁移

调研业务需求 

调研应用逻辑和访问

关系 

调研网络现状和挑战

审核用户规划和现有

网络设计

开发网络高层设计 

开发网络底层设计 

开发网络安装计划、

实施工艺 

网络设计和安装方法

的实验室验证 

网络验收测试方案 

评估制定核心网络运

维流程

网络安装实施的技术 

督导及支持 

对网络的实施安装

提供技术支持 

安装过程中的问题跟

踪处理，包括硬件，

软件等问题 

现场培训和知识传授

开发各网络节点具体

的配置模板和配置工

艺要求 

迁移实施和指导

您面临的挑战

核心网日益成为金融业务的
重要战略资产，面对当前核
心网建设的多种不同的技术
路线选择，需要通过科学的
评估和分析，确定出核心网
建设与交付的最佳技术方案

遵循行业安全、高度可靠与
扩展的建设要求，核心网的
升级改造与迁移同时必须考
虑保证良好的客户体验做到
平滑迁移；

关键网络技术的正确选择
确保核心网建设成本 CapEx 
和后期运维成本 OPEx 的最
佳实践

思科服务方法论及内容

2. 银行核心网

思科高级服务的技术架构规划方法论基于业内领先的 TOGAF，在用户业务愿景和
发展战略指导下，重点分析业务需求场景、技术能力要求，技术架构参考模型，
完成目标架构设计和差距分析，进而形成发展路线图和实施迁移计划。银行核心
网规划、设计及实施服务的完整工作流程包括规划、设计、实施和迁移4个项目阶
段，每个阶段的服务内容如下：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服务交付件

《客户需求确认文档》

《核心网架构设计确认文档》 

《核心网总体设计文档》

《核心网详细设计文档》

《核心网技术要点实验室模拟验证报告》

《核心网上线前测试方案》  

规划阶段

设计阶段

《核心网项目安装现场培训文档》

实施阶段

《核心网迁移技术方案》

迁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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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价值收益

网
络
篇

客户案例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核心网规划项目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核心网规划、设计与迁移项目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下一代网络架构规划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两地三中心建设项目

核心网架构规划愿景

通过核心网构筑的业务承载平面, 将流量汇聚与转发功能从目前的数据中心中
解耦合，同时为全行提供部分基础性网络服务，实现整体结构稳定和全行网络
架构的高扩展性和灵活性; 数据中心/灾备中心与后台业务中心作为服务提供平
面，实现银行 IT 服务的集中与高效。

有效地提升业务服务能力和客户体验，从而实现客户拓展、推进业务创新，更
灵活地支持全行的生产和灾备，有效利用企业资源，支持新兴业务模式和横向
流量的增长，支持企业内外协助、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并能更好地支持业务节点
的变化、支持应用快速部署。

06

数据中心

客服中心

NOC/SOC

一级分行

一级分行

合作伙伴
外联单位

网点
二级分行

网点
二级分行

移动办公用户

分支机构

一级分行

灾备中心

后台业务中心

核心网
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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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篇

网
络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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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面临的挑战

思科网络自动化运维服务

网
络
篇

1. 网络自动化运维

随着云及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场景的出现，网络规模日益
增大，各种网络新兴技术的使用也变得更加频繁，网络变
更的数量成指数级增加及其对时效性要求也日益提高；传
统的网络运维方式面临来自内、外部用户关于运维流程可
视化，运维手段多样化，运维过程自动化等大量需求；同
时，异构而复杂的网络运维环境客观上也造成网络运维手
段复杂，效率不高，配置变更不易回溯等困难。

网络自动化运维服务-网络运维自动化工具及平台服务聚焦
提供网络运维自动化平台所需的自动化组件及相应的维护
优化 。思科提供平台架构的规划咨询、平台工具的测试与
推荐、API 的设计、关键组件的设计与实施、应用样例的
开发和传授。

具体服务内容包括： 
- 网络自动化工具平台需求分析
- 网络自动化运维策略及路线图
- 网络自动化运维平台架构设计
- 网络自动化平台搭建及组件开发
- 网络自动化工具及平台开发技术交流及培训
- iNetwork 运维工具集
- 二层广播风暴监控工具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网络自动化运维服务-NSO网络业务编排服务聚焦于业务
编排，采用灵活开放，可定制的服务交付方式和模块化的
解决方案架构，来帮助金融行业客户解决多厂商多平台的
业务编排、网络服务定义以及配置管理的难题，并结合客
户的运维目标，实现网络自动化运维具体服务内容包括：

具体服务内容包括： 
- 客户运维场景分析与评估
- 确定网络自动化运维的实施方向与预期
- 从 CLI-Based 配置管理到 Model-Based 演进的路线与
   规划
- 自动化运维需求与设计
- 定制开发与代码实现
- 项目测试验收
- 知识转移

08

- 网络配置自动生成
- 网络配置批量下发
- 网络数据采集
- 网络验证
- 等等

自动化
可视化
智能化

集中运维
由传统工具化，分散化向平台集中
运维方向发展

一体化平台
搭建“全网运维一体化平台”，实现
“事件集中，数据互通，价值共享”

NetOps
开发驱动运维、打破传统开发、部署和

运维的界限，实现灰度发布和持续
运维能力

AIOps
基于运维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实现对容量

的规划、故障的预测和自动修复以及自动调优

自服务
由传统面向设备、资源的运维向面向业务、
服务的运维方式发展

跨资源编排调度
由传统单一资源技术域的运维向跨资源
全技术域的统一运维方式发展

01 02

03 04

05 06

NSO（网络服务自动编排）

A1 A2 A3

C2

B1 B2 B3

T1

T1’

Metro 1

A4 A5 A6

C5

B4 B6 B6

CORE

A7 A8 A9

C8

B7 B8 B9

Metro 2

NSO：支持多厂商设备驱动和
自动服务编排

WAE：支持多厂商服务路径调
度优化

NSO+WAE:SD-WAN控制器，
支持端到端流量调度，基于网
络服务进行自动化部署

NSO+WAE实现端到端服务和路径编排架构

您的价值收益

针对运维需求，按需定制和提供网络自动化运维工具集，
提供软件技术支持，构建自动化运维平台，降低风险，提
高生产运维效率 。

基于思科NSO和可定制的运维流程，实现对新服务和新设
备进行快速响应；将设备级进行抽象，通过统一的API进
行业务部署；

- 多厂家设备支持一个平台支持多厂家
- 通过标准化南北向接口对业务进行管理
- 北向接口基于标准化的YANG模型
- 南向接口基于设备可支持协议（NETCONF, LI,
   RESTAPI Etc）
- 基于服务周期管理
- 基于Device的管理，能保证 NSO 和网络设备配置之
   间的一致性



客户案例

国内某股份制商业银行私有云建设与自动化运维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络自动化运维平台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络运维工具

某大型商业银行运维自动化

国内某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络运维

国内某城商行网络运维

国内某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络运维

- 基于 Service 的管理，能保证 NSO 和业务之间的一
   致性
- 基于Fastmap的核心技术可以对设备或者业务进行回
   滚、修改、删除操作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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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面临的挑战

思科网络健康性评估与分析专业服务

2. 网络健康性评估与分析

网络架构出现不可预见的故障现象，且往往因为非单
一故障点或无法故障重现来排查故障原因

网络架构正常，但支持的业务应用慢，应用与网络对
故障定位无法达成一致

当有新的应用或技术部署计划时不确定网络架构是否
就绪

由于机构重组等业务层面的变化造成网络架构的互联
互通、多厂商异构、支撑应用分布等方面发生大幅度
调整或变化

无法量化和洞察当前网络架构和应用之间相互关系

既然网络故障无法避免，如何实现快速故障定位，最
大减小网络设备故障的影响

网络中的设备数量、厂家种类与型号、网络变更数量
都在增加，如何了解全网的运行状况

如何确保网络冗余、健壮性和业务与应用部门的需求
相匹配

针对客户网络现状，采用设备健康检查与架构弹性分
析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深度分析网元层和网络架构的
专业化服务。网元层面和架构层面使用专业工具
(CSPC 和 OPNET IT/SP Guru）收集数据，同时结合
行业最佳实践和专家分析，多维度对现网运行状态进
行评估

设备健康检查
检查方法：搜集静态配置信息与动态运行数
据，结合思科知识库对比分析

检查方向：性能、故障、配置、容量

检查分类：最佳配置、运行状态、安全建议、
网络审计、软件风险、设备/服务停卖、
Syslog

性能

指出瓶颈
指出提高
资源可用
性的建议

指出影响
网络稳定
性的配置

找出未用
的容量

故障 配置 容量

设备健康检查

网元层、架构层的专业的分析

分析方法：通过网络建模等手段，结合最佳
实践进行分析比较

检查方向：拓扑架构分析、高可用分析、配
置关联分析

可视化
拓扑

拓扑
架构分析

高可用
分析

配置
关联分析

针对客户网络现状，采用设备健康检查与架构弹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全面深度分析网络架构、静态配置、动态运行状态，发现潜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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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价值收益

客户案例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中心网络优化项目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中心网络可用性分析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络版本分析和推荐（含

数据中心和各个分行）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中心健康检查项目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华东数据中心健康检查项目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南方数据中心健康检查项目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中心健康检查项目

主动预防网络重大故障的发生；消除潜在的网络故障可
能性
按优先级别与紧急程度，列出当前网络架构达到高可
用、稳定网络的优化措施及改进建议
结合和借鉴思科的专业技术服务提升运维水平
思科利用专有的信息采集工具、强大的后台最佳实践数
据库以及集合国内外网络专家对企业网络进行量身定制
检查
借助全球各大金融企业的案例，通过NRA将潜在的网络
风险呈现出来，并且解决
思科所有的工具以及后台数据库在传输信息都进行严格
的数据加密，保障金融企业的安全
多个服务包，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择合适的服务包
基于思科领先的网络知识库，做到对网络网元层面的性
能、故障、配置、容量方向深层次检查与分析
通过建模工具，实现现网1:1的模拟环境，可视化网络物
理拓扑与逻辑拓扑，基于流分析功能和网络检查医生，
支持非思科设备，分析拓扑架构、高可用、关联配置，
发现网络潜在危险
提供领先的应用性能管理与应用可视化解决方案，梳理
应用端到端架构，快速定位应用性能瓶颈，解决各部门
相互推诿根源

- 检查方法：搜集静态配置信息与动态运行数据，结合
   思科知识库对比分析
- 检查方向：性能、故障、配置、容量
- 检查分类：最佳配置、运行状态、安全建议、网络审
   计、软件风险、设备/服务停卖、Syslog

设备健康检查

采集周期对网络应用流量监控，结合关键交易的深入分
析，梳理应用端到端系统架构和主要应用关联关系，分
析网络应用协议（TCP）性能和关键应用交易响应时间
性能。对当前网络工作状况做深入梳理，并形成总体分
析报告；结合经过思科和业界验证的、预先定义的准则
和最佳实践进行分析，并提出性能分析报告和优化建
议，与客户一起探讨确定需要实施的优化建议。

- 分析方法：通过网络建模等手段，结合最佳实践进行
   比较分析
- 架构层面的建模原理：搜集网络设备配置信息，利用
   OPNET IT Guru 生成模拟的网络环境，呈现完整拓
   扑，并通过内置功能组件，针对协议、架构、配置等
   方面进行专业分析
- 检查方向：拓扑架构分析、高可用分析、配置关联分
   析

架构弹性分析

网元层面和架构层面检查使用的工具为CSPC和
OPNET IT/SP Guru，同时结合行业最佳实践和
专家分析，多维度对现网运行状态进行评估

手工取圆

XX银行网络

专职工程师

咨询服务

数据收集

知识库

（SNMP、SHOW）-900 MIB/CLI 命令

CSPC 网络收集器

ITGuru 建模

分析、诊断引擎

结合客户实际，人工分析

报告

网络属性文件，网络监控，
软件策略

拓扑架构分析

高可用分析 配置关联分析

运行告警分析 设备组件分析

IOS分析 最佳实践分析

优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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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您面临的挑战

3. 金融骨干网流量调度

SDN 作为网络自动化 (Network Automation) 一种应用场
景，实际上就是将 SDN 和网络自动化的思想和技术进行
了封装以产品或者服务的形式提供给最终用户，在实际用
户环境下部署 SD-WAN 的解决方案往往会遇到以下几个

思科金融骨干网流量调度服务：

需要采购新的硬件或者软件CPE，虽然这笔开销相比采
购传统设备有了一定程度的节省，但是随之而来的人员
培训、系统集成等费用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保护已有的设备投资?

在编排器或者 SDN 控制器失效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
现有网络资源提供逃生通道?

金融骨干网流量调度服务基于 BGP 协议的流量调度 SDN 
控制器 (BGP TE controller)。BGP TE controller 融合了 
SDN 理念，针对企业、银行流量调度的特点和需求进行了
优化; 通过 BGP Flowspec 协议发送流量调度策略，将流
量调度到相关的设端口，通过 BGP Segment Routing 
Policy 优化流量穿行网络的路径。底层网络可以是用户现
有网络设备通过软件升级支持 FlowSpec 和 Segment 
Routing 即可。

您的价值收益

灵活的骨干网流量调度；根据网络资源使用情况 (如拓
扑、带宽、通讯资费等) 计算并调整流量调度策略，
如：最小时延路径、符合带宽要求的路径等;充分利用
网络中等价路径 (ECMP) 以及非等价路径 (UCMP)，
做到最大化利用网络资源

易学、易用、可控；使用用户熟悉的网络技术，最大
程度上降低用户学习曲线;同时需要有良好的用户操作
界面，使得运维人员容易上手操作;调度策略的运行状
态、效果应当清晰可见，方便运维人员管理控制，在
控制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需要利用现有网络协议作
为逃生通道，避免因控制器脱网导致流量异常转发或
者黑洞。

最大化保护现有投资

助力银行网络加快业务创新，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
优化业务体验，增强市场竞争力，逐步实现从运维到
运营的演进。

客户案例

某大型商业银行核心骨干网自动化运维项目

某城商行核心网流量调度项目

11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数
据
中
心
篇

数
据
中
心
篇

12



您面临的挑战

您的价值收益思科服务方法论及内容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1. 数据中心网络 DCN 规划、设计及实施

数据中心网络规划、设计及实施服务是思科高级服务部针
对数据中心推出的系列服务之一，它可以帮助客户实现数
据中心网络从架构规划、方案设计直至建设实施，确保交
付的数据中心网络能够有效地支撑客户业务战略愿景及IT
战略目标的实现。

提高网络架构的弹性，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及
其他 IT 组件对网络的需求
 
降低数据中心网络系统的运维难度及风险，有力支撑数
据中心的安全生产

提高客户网络团队的网络架构规划和设计能力，适应今
后网络持续建设的要求

提高数据中心网络的可用性、可扩展性、安全性及可管
理性

在满足网络架构的多种非功能性要求的同时，有效管控
成本的增加

提供中长期的数据中心建设路线图，实现“统一规划，分
步实施”

思科的网络规划和设计方法论，从企业架构出发，能够保
障网络架构对业务架构的有效支撑。

从架构规划到高层设计、底层设计、实施工艺是一个从宏
观到细节，需求逐步清晰、明确，架构从业务层面向网络
层面逐步深入和细化的过程，分解网络规划与设计的复杂
度

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不同

架构规划关注业务需求与网络架构的关系

高层设计关注网络技术的解决方案

底层设计将输出网络设备的配置模板，描述技术细节

实施工艺的目的是完成设备配置模板到具体配置文档的

转换

客户案例：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股份制商业银行北京数据
中心规划、设计、迁移/两地三中心规划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股份制商业银行两地三中心
建设&迁移 
某大型商业银行两地三中心网络建设  
某大型商业银行三地五中心规划/海外中心设计/IT
运维体系规划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股份制商业银行同城双活数
据中心/ACI设计

数据中心网络建设四步法

架构规划 高层设计 底层设计 实施工艺

服务交付件

类别 交付件 描述

架构规划
（Architecture Planning）

底层设计
（Low Level Design）

高层设计
（High Level Design）

实施工艺
（Node Design）

《现状评估及需求分析》
《网络架构规划设计》

《实施路线图》

《网络详细设计》

《网络架构规划设计》

《网络施工配置文档》

从高阶层面描述网络，展示其如何支持业务
的需求。通常包括一个层次化的结构，此结
构由许多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完成一个任
务，部分之间通过定义好的方式交互，但不
涉及具体的通信方式。是网络设计的框架和
技术基础。

是最终用于实施的文档模板，描述具体技术
细节的实现，包括特性、厂商等，提供足够
详尽的信息以完成设备配置模板。

通常包括一个高层网络结构图，定义网络拓
扑、网络功能区等，需要描述其中的组件、
接口、互联关系，还要说明组件之间如何通
信，同时明确设计的假设、前提、风险。不
涉及具体配置。

负责完成从设备配置模板到具体设备配置文
档的转换。他是项目集成实施时的交付件。

《网络现状评估及需求分析》
《网络架构规划报告》

《网络方案设计》

底层设计 《网络详细设计》

实施工艺 《网络施工配置文档》

架构规划

高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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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面临的挑战

数据中心迁移的核心内容

思科服务方法论及内容

2. 数据中心迁移

将现有数据中心架构向新的数据中心迁移过程中，追求
最理想的迁移路径和实施效果；
通过对数据中心现有应用的梳理和分析，评估迁移影响
范围，确定关键业务应用和迁移步骤；
为确保整体迁移步骤的高效有序，寻求专业化的第三方
技术支持和服务资源；

服务交付件

您的价值收益

《现状分析总结》

《网络迁移需求调研报告》

《数据中心迁移设计方案》

《数据中心迁移演练方案》

《项目管理标准文件》

－ 系统关机和整体物理搬家
－ 迁移阶段

－ 建立并行系统，逐步完成
    老系统到新系统的迁徙工作

－ 物理和设施的限制
－ 应用程序的可用性
－ 应用性能相关的风险

－ 与超出迁移预算或停机时间
    相关的风险
－ 有关数据丢失的风险
－ 其他风险，如合规性等

服务内容 核心内容

数据中心迁移服务的方法论

调研分析应用和设备之间隐藏的相互依存关系

选择合适的迁移策略

风险分析

－ 迁移工作小组的数量确定（根据基础设施的大小，
    风险水平，新和旧的数据中心之间的距离，容灾恢复
    能力等）

－ 针对应用程序依赖映射服务和应用传输延时分析服务
    的结果和IP地址的相关分析结果，识别和定义相应的
    迁移工作包

确定迁移对象的分类

迁移计划

－ 搬迁前规划
－ 备份数据和图像
－ 备用服务器识别/准备
－ 制定温控车辆运输计划时间表
－ 指挥和控制的应急计划
－ 测试和验证计划

－ 库存验证/标记
－ 裸机还原计划
－ 计划和安排资源
－ 沟通计划
－ 计划运送顺序，运输，
    卸载，货架等

－ 确保沟通顺畅，解决通信障碍 
－ 针对重点突出的风险和管理问题
－ 定义交付工作与交付保证 
－ 有效地利用资源

－ 管理跨职能团队
－ 详细的性能和价值分析
－ 降低整个项目的管理
    成本

执行迁移计划

架构和项目管理办公室

－ 准备验证“搬迁前计划”
 － 跟踪物理迁移计划中的每一个
     小环节

－ 执行迁移计划中的每一
    个步骤
－ 通讯/状态更新报告

负责整个项目执行过程中思科人员调度安排，工作任务计划制定，
项目执行质量控制等工作。

深入了解现有数据中心应用现状，网络运维现状，网络可用性指标，
网络安全性架构。针对现状做详细分析和总结，并提交现状分析总结
汇报。

网络应用情况调研：详细调研迁移应用系统的使用情况，例如应用系
统所关联的系统、应用系统使用时间等。网络应用流量调研：调研迁
移应用系统在现有网络中的数据流向和数据流等特点，例如应用采用
的协议、协议端口。协议是否长连接等。网络现有安全策略调研：详
细调研迁移系统在现有网络中所使用的安全策略，例如防火墙安全策
略等。

系统迁移的策略与方法制定，制定各个网络模块的迁移策略、迁移详
细步骤、迁移结果确认方案、迁移回退方案。

根据迁移方案，制定迁移的演练方案。

迁移变更时段现场支持，负责现场操作步骤复核及故障排除

项目管理

现有数据中心现状分析

网络迁移需求调研

数据中心迁移设计

数据中心迁移演练方

数据中心实施演练、
迁移现场指

有效地计划和控制项目迁移进度，将迁移的风险降到
最低。
尽量减少迁移成本，时间和资源的消耗，使新的数据
中心达到最佳的投资回报率。
确保业务的连续性，保持应用的可用性和性能，并保
证整体迁移服务水平达到最少或没有非计划性的服务
中断或性能降低，不会影响用户体验。
强化不断进化的数据中心策略，满足业务目标和业务
发展从而增加数据中心的投资价值。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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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I 网管运维

客户案例：

某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金融云ACI项目

您的价值收益

实现了多中心的统一中文的门户及视图，提升了运维效率，并对安
全策略的部署方面实现了优化
成为一个运维平台，持续集成各种自动化测试用例
Multi-site/Multi-Pod 支持的全 Spine/Leaf/Trunk link 的拓扑呈现；
和日常运维管理流程相匹配的运维管理工具整合；
符合运维流程需求的定制化监控管理界面（租户, APIC 状态，NTP， 
容量,….Etc）
结合运维需求，基于ACI的开放架构从自动化运维角度进行优化和
定制；

您面临的挑战

多数据中心网络采用独立的ACI架构缺乏统一管理运维的手段；
ACI 原生的英文管理界面操作够不友好；
ACI 的管理界面无法和用户已有的网络运维工具集（平台）统一在
一起；

客户案例

某商品交易所数据中心迁移项目
莫大型跨国公司新数据中心搬迁技术管理
某省城市商业银行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搬迁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中心迁移项目
国有银行数据中心建设及迁移项目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中心规划及建设项目
某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股份制商业银行代数据中
网络迁移项目  

思科 ACI 网管运维专业化服务
提供针对 ACI 运维需求的内容聚合，
提高网络运维体验 
网络拓扑显示内容的定制化 
与运维知识库平台的整合与对接  
基于网络优化需求的深度定制化 
软件开发、测试与部署

拓扑呈现

和运维知识库的集成

拓扑管理 资产管理 ACI系统监控 容量管理 知识库 系统配置

15



安
全
篇

安
全
篇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1416



您面临的挑战

服务交付件：

思科安全架构规划、设计与实施服务：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1. 安全架构规划、设计与
    实施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确保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做好新时期的金融稳定工作
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推动金融业加快了技术应用
创新步伐，极大地改变了金融服务市场、服务客户的能
力。但由于上述新兴技术尚处于成长期或初创期，本身也
蕴含着尚未明确的风险和安全隐患，必须加以研究、识别
和有效防范。

《现状评估差距分析报告》

《安全规划路线图：业务需求分析，IT 需求分析，安全需
求分析，差距分析，规划路线图》

《渗透测试报告：渗透测试方案，渗透测试发现与建议》

《IT安全技术体系架构方案：安全体系现状分析，安全技
术架构设计》

《网络安全架构方案：网络安全现状分析，网络安全架构
设计》

《虚拟化安全方案：虚拟化环境分析，网络虚拟化安全设
计》

思科安全架构规划、设计与实施服务是从金融客户业务的
安全需求出发，结合可视性安全控制和安全管理，帮助客
户在基础架构的规划、设计、实施环节提供专业化服务和
技术支持。 按照金融客户基础架构建设的不同阶段，思
科提供丰富而灵活的安全服务内容：

- 信息安全评估与架构规划服务：快速找到企业当前面
临的安全问题，了解企业业务对安全的需求，勾画出企
业的安全架构蓝图、及其三到五年发展路线图

- 信息安全体系差距评估：按照ISO 27001/27002国际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的十一个域对企业整体信息安全
体系细化分析，定位安全短板

- 网上银行安全评估：根据人民银行《网上银行系统信
息安全通用规范》和银监会《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
评估电子银行的安全技术规范、安全管理规范和业务运
作安全规范

- PCI-DSS评估：根据国际通用的《支付卡行业资料安
全标准 (PCI-DSSV3.2.1) 》对六大方面十二项要求进行
评估

- Red Team渗透测试服务：模拟现实世界网络犯罪分
子的活动，但没有真实的攻击危害风险。 在测试期间，
我们的安全专家使用尖端的黑客技术和公共或独特的专
有工具来尝试获取组织敏感信息并测试您的防御。 我们
通过最容量被利用的攻击面来实现这一点，以便能够突
破组织的安全边界并在内部横向移动和获取数据。可能
包括以下类型的测试：

远程测试，例如：情报收集，网络渗透测试，应用程序
安全测试和社会工程测试（例如，鱼叉式网络钓鱼）。
现场测试，例如：网络渗透测试，物理渗透测试，社会
工程学测试和无线渗透测试。

安全架构规划阶段

- IT安全技术体系设计：根据行业最佳实践和业务需求，
设计出模块化、动态化、先进性的整体 IT 安全技术体
系，与企业安全管理体系、运维体系相结合，实现企业
安全纵深多层次防御

- 网络安全架构设计：分析业务数据流在数据生成、流
转、存储方面的需求，针对企业全网合理架构安全设备，
选取安全技术，设计安全策略，有效地保护业务数据

- 虚拟化安全设计：结合思科虚拟安全网关、虚拟防火
墙的特性，为企业提供虚拟化环境下端口策略、安全策
略和安全访问控制的设计

安全架构设计阶段

- 安全域优化调整：经过主观与客观业务数据流分析，
优化调整安全域，达到清晰网络边界、优化网络结构、
安全保护区域化和针对性保护的目的

- 防火墙迁移服务：对旧有防火墙 (PIX/Checkpoint/
Juniper）升级改造为高性能ASA防火墙往往涉及复杂
的访问策略整合变更，当防火墙访问控制列表多至成千
上万条时，可采用思科高级服务设计的专门迁移工具与
流程快速解决

- 防火墙优化服务：防火墙通常会成为路由交换的瓶颈，
优化服务会从防火墙架构、数据链路层优化、连接处理、
传输层协议、应用层检测等几方面对性能调优，大大增
强防火墙的吞吐率、扩展性与可靠性

安全架构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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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域优化方案：业务数据流分析，差距分析，安全域
设计，安全域实施，安全域测试》

《防火墙迁移方案：基线分析报告，差距分析报告，迁移
方案》

《防火墙优化方案：防火墙性能评估，调优方案，测试方
案》

18

您的价值收益：

评估IT安全隐患及薄弱环节, 进一步完善IT系统架构, 为
企业内外部IT应用构建高度安全的运行环境,共同规划、
设计、实施、运作, 达到保护信息系统安全的目的,筑起
全方位的安全屏障；

将先进安全产品及技术应用于防火墙、入侵检测、身份
认证、远程访问等不同安全领域。

您面临的挑战

思科安全运营规划、设计、实施服务：

2. 安全运营中心（SOC）

随着客户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和网络安全意识的提高,很多防
火墙、防病毒与 IDS (入侵检测系统)、审计等安全产品已
得到部署应用,但网络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工程。大
量安全设备的维护变得日渐庞杂,同时安全设备往往都是各
自为政,'信息孤岛'现象严重,设备之间难以联动,误报率和漏
报率较高,用户面对每天产生的海量的安全日志,很难得出具
有价值的系统整体安全形势分析报告,难以面对当前更加复
杂多变的安全威胁环境。

无论客户是在考虑构建自己的安全运营中心（SOC），还
是尝试改善其当前的SOC功能，思科的SOC规划咨询和建
设服务都能提供正确的基础。从制定适当的战略计划，针
对关键的改进领域，思科将依托我们在全球的SOC项目实
施经验和自身的实践经验丰富的咨询和服务实施团队来帮
助客户从头开始设计SOC直至最终的实际落地实施。

我们的SOC规划咨询和实施服务包括：

服务战略：思科将在高层次上定义和记录战略愿景，捕捉
驱动因素，任务，治理，目标和预期结果。

服务设计和架构：思科将根据首选的运营模式记录规划设
计所提供的SOC服务。每项服务都分为不同的元素，例如
服务描述，业务目标，流程和程序，运营模型，服务级别
和指标。

SOC评估和测试：确定当前的成熟度和有效性，提供弥补
差距的建议。

实施规划：一旦为SOC制定了明确的策略和设计，思科将
帮助您开发设计实施路线图，并记录详细的计划以指导您
的SOC建设规划。

落地实施：思科将依据前期规划设计的输出结果，以及我
们丰富的实施和实践经验，提出具体产品和解决方案指导
建议并且协助实施，或者协助针对客户不同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将其具体落地实施。

客户案例：

国内某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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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防火墙

您面临的挑战

伴随互联网新兴业务的广泛开展，应用系统从开发、部署
模式也在发生改变，要求能够快速部署、按需及时调整访
问需求，这就对防火墙访问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防火墙
访问控制列表（ACL）也应能够快速调整，满足应用系统
访问需求。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功能分区的增加和基于不同
访问策略的访问控制要求，客观上造成网络防火墙的部署
数量在不断增加，ACL的条目也呈几何数量的增长，防火
墙的统一管理日趋复杂….如何通过高效而简单的维护方式
实现全网防火墙ACL的统一管理、检测ACL的一致性、避
免访问控制ACL的冲突是摆在运维部门前的具体问题。

防火墙自动化运维服务的软件架构采用组件化，微服务
模式作为架构基础。除了对外提供API功能接口完成配
置下发，还具有平台性功能，通过Web Portal提供用户
管理，防火墙管理，配置下发日志管理，防火墙策略全
面检测等功能；

帮助客户重新梳理现有的防火墙策略管理制度及流程；
构建统一管理平台，实现对于防火墙安全策略的集中管
理；对新增的安全策略，进行统一的集中管理、检查、
部署、记录及审计，并定期进行防火墙的配置扫描和主
动发现。

清晰的战略：为安全运营提供全面的战略远景，重点关注
实现这一远景的实际方法。

清晰的路线图：模块化的服务设计允许多供应商、多产品
的分阶段实现

最佳实践执行：充分利用现有的能力，包括现有的技术和
人员，以最佳实践为指导实际实施执行。

您的价值收益：

您的价值收益：
与业务紧密融合：自动化的防火墙运维能够快速响应业务
部门的需求，并能够轻松访问实时信息，而这些信息是迅
速做出完善决策所必需的；

提升响应速度：对于业务应用部门提出的访问需求以及新
系统投产上线的访问需求通过本次项目的实施能够成倍提
高需求的数量级，并且能够快速部署；

提升工作效率：面对大规模的防火墙策略，比如面对万级，
10万级体量的 ACL 策略，人工是无法判断出策略的正确
性，通过自动化工具分析出防火墙健康状况，帮助管理员
更高效更准确地管理防火墙ACL策略。

客户案例：

某大型保险公司网络防火墙统一管理项目

客户案例：

某国家政府的国家级 SOC

某国家电信运营商 SOC

东南亚某国第三大商业银行 SO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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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管平台 CMP 是企业云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在多云环境下，IaaS 提供的服务

普遍缺乏；对不同类型的云资源池的服务生命周期管理缺乏基于用户和租户的

权限管控；不同的云平台之间以及云平台和 SDN 之间缺乏统一的云平台管理

工具支持面向运维和部署的需要，缺少以用户管理和部署为和中心的云服务编排

与部署、云资源监控和供给的统一管理工具。

您面临的挑战

国内某股份制商业银行云管平台项目

通过云管平台专业化服务实现云服务的自动化开通与快速部署

基于 ACI 提供开放统一的 API 定制支持多种云平台

云管平台 API 开发定制

提供基于租户/用户的统一管理入口；

面向计算的云管平台技术实现；

面向 SDN 网络的 ACI 云管平台技术实现

云资源合同管理；

思科云管平台专业化服务CMP

您的价值收益

您的价值收益

1. 云管平台建设

21

云资源管理

租户/用户管理

计算资源管理

网络资源管理

服务内容

解耦&模块化

功能抽象

可扩展

北向对接业务门户

南向调用多云及SDN资源

服务编排

R&D OA PRO

API

CMP
思科CX云管平台CMP开发定制化服务

APIC

Cloud Management API Platform

API Controller

Compute

Cloud Resource Management | Tenant/User Management

Flavor
Mgmt

Image
Mgmt

Instance
Mgmt

Network Virtual
Network

Address
Mgmt

Contract
Mgmt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云
篇

22

您面临的挑战 您的价值收益

思科金融行业云规划、设计与实施服务

2. 网络自动化运维

当前多云环境下，如何从银行的发展战略出发，满足相
关行业监管要求，适应金融行业新的竞争态势和业务发
展趋势，并且达到更高等级的业务连续性及业务部署敏
捷性？

在基础架构层面，如何以保障业务平滑迁移为前提，强
化基础架构平台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实现资源池化及自动
化管理？

在支撑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 当前多数据中心架构如何
支撑多租户的云服务交付与管理运营，如何实现行业云
数据中心的服务供应能力,以便满足未来5-8年业务发展
和多样化的需求？

在规划阶段，基于对现有业务及应用的需求分析及发展
的分析，规划出金融行业云基础架构方案及实施路线图

在设计阶段提供《云架构总体设计方案》、
《OpenStack 平台部署方案》、《云架构下 IP 与安全
策略设计》、《数据中心IP网络总体设计方案》、《数
据中心IP 网络详细设计方案》、《存储网络设计方案》
等设计文档

在实施阶段提供《Openstack设计验证测试方案》
《Openstack设计验证测试报告》《P2V测试方案》
《P2V测试报告》《集成测试方案》《集成测试报告》
等实施文档

在迁移阶段，提供《应用梳理工作方法及汇总报告》、
《总体基础架构迁移方案设计》、《迁移实施方案审核
报告》、《迁移实施监控测试报告》等技术文档

面向整体基础架构的基础架构即服务（IaaS+）供应及
运营能力

基于 OpenStack 的行业云及私有云项目通过专业、领
先的 IT 服务，进一步提高银行全业务能力

开放的体系架构实现自主可控要求

实现同城双活数据中心总体架构。结合 DNS、防火墙
和均衡负载等网络服务层的双活设计，实现应用系统
Web 和应用层的双活部署。实现稳定的 Openstack 
版本上线，包括KVM虚拟化和 CEPH 分布式存储部分

实现现有 C类和 D 类应用从物理服务器环境迁移到虚
拟化环境（KVM），实现总体迁移原则和策略设计，
完成应用迁移可行性分析及验证，完成功能和性能验
证；实现数据库即服务（RDS）的能力封装，完成业
务系统数据库的简化和整合；从自动化角度完成KVM
和存储的自动化部署，实现宿主机的自动化配置；实
现网络层面的部署自动化。完成网络自动化流程及资
源编排设计，完成VTS的部署及与 Openstack的集成

实现云智能运维平台的整体架构设计和智能运维平台
能力要求的需求梳理；实现云应用的建模设计；完成
云服务目录和云服务门户的设计；进行配置优化技术
创新，实现并验证网卡数量的优化方案

客户案例

国内某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云规划设计实施迁移项目

国内某股份制商业银行私有云规划（1期+2期）

国内某互联网公司金融云ACI项目

国内某运营商 OPENSTACK项目

国内某互联网公司云架构规划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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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科视频会议架构的智能会议管理

您面临的挑战

缺乏易用性，视频会议系统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
 

视频系统闲置率高；同时，由于视频终端昂贵，无法大

规模普及视频沟通业务
 

组织视频会议成本高；视频会议的机密性缺乏必要的管

理手段
 

根据业务场景不同，视频会议系统应能实现灵活的的开

会方式，如金融会议，主席制会议，指挥调度会议等，

事实上，这些会议形式往往因为视频会议系统没有与客

户的 OA 系统对接，缺乏支持多种会议模式的会议预约

流程定制
 

使用和维护不方便： 具体体现在预约繁琐，技术门槛

高，运维难度大

您的价值收益

思科会议管理助手易于部署与升级，支持多种语言（简体
中文、繁体中文及英文），可灵活控制视频会议和管理系
统与终端。完善对会议控制的便捷性、高效性与灵活性。
通过对视频会议的功能控制来提高会议体验，同时完善视
频会议的可操作性与互动性。

思科会管服务内容

思科会议管理助手(CMMA)采用 B/S 软件结构，独立的协

作系统管理平台，可提供单独的硬件或软件安装，支持虚

拟化的服务器部署。用户通过WEB浏览器直接打开操作界

面，即可实现灵活的分级化多用户的会议管理，无需用户

安装任何客户端软件。

它是思科视频协作平台的中间件，通过调度现有视频系统

接口实现可视化的管理。由会议预约、会议日程、会议控

制、会议模板、统计与报表及系统设置6大功能模块组成。

可实现对 SIP、H.323视频终端的呼入、呼出及控制管理；

可与邮件网关、短信网关进行集成，完成会议预约提醒功

能；可监控管理设备与系统健康及使用情况等。支持移动

端 APP（Android）的会议管理，实现会议预约与管理。
 

思科会议管理助手作为管理视频协作系统的中间件，通过

与 CMS 和 CUCM 的集成完成主叫与被叫终端的呼叫管理，

从而实现对会议的功能控制。可呼叫与控制思科 SIP 主流

终端及 H.323终端，也可以呼叫与控制第三方终端。（前

提需要基础视频系统呼叫可达性）

金融 IT 基础架构建设指南

CMMA会管软件功能
灵活，敏捷，开放

会议预约

会议预约

会议预约

会议预约 云直播

统计分析

设备管理

邮件短息通知

RESTful API

会议管理中间件

思科协作平台

会议助手 自动办公系统 视频云平台 第三方系统
1 2 3 4

Cisco endpoints

CMMA
CMS #1

CMS #2

CMS #3

CUCM VCS

H.323 endpoints

3rd end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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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

浙江某农商银行

某国有银行吴江分行

某城商银行

某汽车品牌厂商（广州）生产厂

某省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某市第一医院

重庆长安民生物流

某省广电

国内某电信运营商科技公司

某大学附属中学

某外国语学校

某大型餐饮连锁集团

某大学

某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企业

上海某医院

某药业公司

某省石油化工企业

某汽车装备外资企业

某集团公司

国内某大型企业集团公司

某汽车品牌厂商（中国）公司

某大型集团四川能源有限公司

某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局

某电梯制造厂商（中国）有限公司

某省大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某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某互联网云厂商

国内某大型铁路集团

上海某医疗机构

某市海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