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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1995年：始发地和最初的增长

视频
思科的第一个路由器，高级网
关服务器(AGS)路由器(1986)
Cisco系统在1984年12月建立了由桑迪Lerner，计算机设施导向器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
Lerner与她的丈夫成为了伙伴，伦纳德Bosack，是负责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computers.[6]

思科的最初的产品有根在斯坦福大学的大学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员和人员斯坦福的;包括
Bosack，在连接所有的校园的使用的技术学校的计算机系统与互相谈，创建作用的机箱，当一个多
协议路由器呼叫“蓝色框。“[7]蓝色框使用了在斯坦福最初被写由研究工程师威廉Yeager.[7]的软件

在1985年， Bosack和斯坦福员工柯克Lougheed正式开始了项目对网络他们适应耶格的软件到的斯
坦福的campus.[7]什么里成为Cisco IOS的基础，尽管耶格的要求他被拒绝了权限商业上出售蓝色框。
1986年7月11日， Bosack和Lougheed被迫从斯坦福辞职，并且大学在1987年冥想归档刑事起诉
Cisco和其创建者其软件、硬件设计和其他智力properties.[7]盗窃的，斯坦福准许路由器软件，并且两
个计算机板对Cisco.[7]除Bosack、Lerner、Lougheed、格雷戈Satz (程序员)和理查Troiano (谁之外
处理了销售额)，完成早期的Cisco公司的第一CEO是票据坟墓的team.[7]，在1988年担任职务从
1987年到1988.[8]， John Morgridge被任命了CEO.[9]

名字“Cisco”从城市名旧金山获得了，是公司的工程师为什么坚持使用小写“cisco”在其早期。徽标打
算表示金门Bridge.[10]的两个塔

1990年2月16日， Cisco系统在NASDAQ证券交易所公开了与市场资本化$224百万和列出了。
1990年8月28日， Lerner被射击了。当听到新闻后，她的丈夫Bosack辞职了表示抗议。夫妇轻易了
地胜过与$170百万的Cisco， 70%做到他们自己的charity.[11]

虽然Cisco不是出售商业上成功的路由器的一个第一个支持古典的多个网络protocols.[13]开发和出售专
门的网络节点的第一家公司， [12]，早期的Cisco设备基于CPU的体系结构加上允许的操作系统的
IOS的灵活性为跟上演变的技术通过常见的软件升级需要。该时间一些普遍的型号(例如
Cisco2500)在生产设法几乎坚持十年实际上未改变地。公司是快速捕获涌现的服务提供商环境，进
入与产品系列的SP市场例如Cisco 7000和Cisco 8500。 [ c i t a t i o n  needed ]

在1992年和1994年之间， Cisco值得注意地获取了在以太网交换的几家公司，例如Kalpana， [14]全
部连接点[15]和，马力欧马佐拉的渐强的通信，一起形成Catalyst业务部门的[16]。在，公司构想了第
3层路由并且分层堆积(以太网，令牌环)时候交换作为另外智力和体系结构补充功能的2 —前面是慢
的，并且复杂，后者是快速，但是简单的。此原则控制公司的产品系列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 c i t a t i o n  needed ]

在1995年， John Morgridge由John Chambers.[17]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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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2005年：互联网和硅智力

John T. Chambers导致了
Cisco作为其在1995年和
2015之间的CEO。(生动描述在
2010 世界经济论坛，在 达沃斯
， 瑞士)。
网络协议(IP)变得广泛采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 c i t a t i o n  needed ] Cisco在市场上引入范围自调制解调
器访问架子(AS5200)的产品挖出果核GSR路由器，做他们一个主要球员。 [ c i t a t i o n  needed ]在2000年
3月下旬，在dot-come泡影的高度， Cisco在世界上成为最重要的公司，与市场资本化超过$500个
billion.[5][18]在2014年7月，用大约上限US$129十亿， [19]它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companies.[20]

编程的路由功能的被察觉的复杂性在硅的导致了确定的几启动的形成查找新的办法完全地处理IP和
MPLS信息包在硬件方面和弄脏在路由和交换之间的限定范围。他们中的一个， Juniper
Networks，在1999年发运了他们的第一个产品和由2000慢慢缩小了大约30%从Cisco SP市场份额
。合情合理Cisco后开发了本地出产的ASIC和快速的处理卡GSR路由器和Catalyst 6500交换机的。
在2004年， Cisco也开始了迁移对新的高端硬件CRS-1和软件体系结构IOS-XR.[21]

2006年– 2012 ：人力资源网络

俄罗斯总统 德米特里・梅德韦
杰夫和加利福尼亚在Cisco的
Gov. 阿诺史瓦辛格， 2010.[22]

作为一rebranding的活动一部分，在2006年Cisco系统采用缩短的命名“Cisco”，并且创建“通告的人
力资源网络” campaign.[23]这些努力被认为做Cisco “家庭”品牌—设计的策略支持低端Linksys产品和将
来消费品。 [ c i t a t i o n  needed ]

在更加传统的企业边， Cisco继续开发其路由、交换和所持有的价格证券。以太网的迅速成长的重
要性也影响公司的产品系列。IOS限额和过期渐强的体系结构也强制Cisco查看在载波以太网段的商
人硅。这导致打算的一个新的ASR9000产品系列在基于EZChip的硬件和IOS-XR附近统一公司的载
波以太网和订户管理事务。 [ c i t a t i o n  needed ]

在mid-2000s中， Cisco在印度也建立了重大的存在，设立其全球化中心东部在$1个billion.[24]的

Cisco班格洛也被扩展到新市场由获得—是一个的示例便携专家Starent Networks.[25] 2009购买

Cisco继续由国内阿尔卡特Lucent、Juniper Networks和国外竞争对手华为挑战。由于比预期低的利
润，在2011年Cisco减少年度费用按$1十亿。在有接受出资购买和计划排除多达的及早报废程序的
3,000位员工10,000个工作(大约14% 73,400位完全员工，在削减)前在2011个分析员呼叫期间的
.[26][27]，思科的CEO John Chambers名义上召集了几个竞争对手， [28]包括Juniper和HP附近被剪
切的公司。

2012年7月24日，在2013年Cisco从EU得到审批获取NDS (TV软件开发商) US$5的billion.[29]，
Cisco出售其Linksys家庭路由器单元对Belkin International Inc.，发信号班次对对企业的销售额而不
是consumers.[30]

当前日

前葡萄牙总统 卡瓦科Silva、
前Cisco CEO John
Chambers和Cisco高级导向
器创新在2011总统访问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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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登海尔德Antunes，向美
国。
在2013年7月23日， Cisco系统发表最终协议获取$2.7 billion.[31]的Sourcefire 2013年8月14日，
Cisco系统宣布了它将削减从其劳动力的4,000工作，是大致6%，开始在2014.[32]在2013结束时，
Cisco在新兴市场上宣布了恶劣的收入由于沮丧的销售额，造成由经济不确定性和由对国家安全局的
恐惧种植后门的其products.[33]

在2014年4月， Cisco宣布及早阶段固定的资助能着重事互联网。投资基金是分配对投资在IoT加速
器和启动例如方士加速器，那年晚些时候Ayla网络和EVRYTHNG.[34]，公司宣布了它解雇另外6,000工
作者或8%其全局劳动力，作为第二个restructuring.[35]一部分2014年11月4日， Cisco宣布了一次投资
在Stratoscale.[36]

在2015年5月4日， Cisco宣布了John Chambers会退出作为2015年7月26日的CEO的CEO和主席
，但是保持主席。Chuck Robbins，高级副总裁全世界销售额&操作和17年Cisco退伍军人，是宣布
，下CEO.[37]在2015年7月23日， Cisco宣布了其电视机顶盒和有线调制解调器事务divesture对
$600百万的SA彩色印片， Scientific Atlanta思科的$6.9十亿购买最初形成的划分。交易来自作为思
科的逐渐退出一部分个人用户市场和作为由思科的新的领导的一个努力一部分着重在企业分段的基
于网云的产品。Cisco表明与在视频products.[38]的彩色印片将合作2015年11月19日， Cisco，沿着武
器储备、Dell、Intel、Microsoft和普林斯顿大学，建立OpenFog协会，促进利息和发展在雾computing.[39]

在2016年1月， Cisco在VeloCloud投资了，与提供为配置的和优化的分支机构网络的网云的软件被
定义的广域网(SD-WAN)启动。Cisco造成了VeloCloud的$27百万系列C舍入，导致在3月大写Partners.[40]前

在2017年2月， Cisco启动一个基于网云的安全互联网网关，称为Cisco伞，提供对不使用他们的公
司网络或VPN连接到在报告他们的第四季度收入之后的远程数据centers.[41] 2017的用户的安全的互
联网访问，思科的7%跳的价格每共用值，而其每股收益从60增加的比率到每股61分，由于一部分
对分析员expectations.[42]思科的表现优秀在2017年9月， Chambers宣布他从行政主席作用会退出在
他的在板的术语结束时在2017年12月11日的12月2017.[43]， Robbins决定成功Chambers作为行政主
席，当保留时产生了他的角色作为CEO和Chambers退休“的主席的头衔。“[44][45]

路透社报道“思科公司的在2017年(CSCO.O)产品收入在俄罗斯增长了20%，在思科的技术产品收入
增长前在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其他所谓的BRIC国家(地区)。“[46][47]

2018年5月1日， Cisco系统同意采购AI主导的商业智能启动为$270个million.[48][49]随附于在2018年
6月， Cisco系统排列了444th在富比世全局2000张列表，与$221.3十亿市场ca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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