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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技术发展史

新兴电信公司崛起的时期，面对由行业管制的解除和竞争的加剧所导致的全

球电信市场的巨大变化，他们不惜重金铺设先进的光纤网络、建立超级数据

中心、构建全球性信息基础设施，由此，电信业经历了一场类似计算机行业

所经历的革命性重组、融合与变革，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创造极高的公司价

值。在网络各就各位的状况下，众多企业都准备参与网络经济。

1998年，欧洲电信市场开放计划正式启

动，全球电信联盟重新组合风起云涌；同

年，电子商务、网络拍卖、网络门户网站

发展得如火如荼，电子贸易、XML、入

侵检测等成为最新被关注的技术；

1999年，德国电信和意大利电信合并；同

年，网上银行等成为关注热点；

2000年，美国在线购并全球最大的传媒集

团时代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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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期，全球电信、IT、互联网产业，基于同一个基础平台进行整合，产业
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链互相缠绕，各种标准趋于融合，最终形成.NET和
J2EE两大阵营，他们以无可替代的强势地位主导了新一代互联网的市场格
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整个IT产业，激起了产业链中诸多企业的创新变革
和横向融合。其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向应用服务转化。

2003年8月，中国国务院做出批复，隆重

启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China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2004年3月19日，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

网主干网CERNET2（第二代中国教育

和科研计算机网）试验网在北京宣布开

通，该网络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采

用纯IPv6技术建成的下一代互联网主干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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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自2000年以来走向低迷，在感受互联网带来巨大的摧毁式创新的同
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网络不仅仅要具备外部特征，也要从中产生实际的

效益，“有效益的信息化”成为人们的一种期待，各大型IT企业都在各自
的领域提供解决方案，促进企业和机构实现网络效益。

这是互联网产生、发展的时期。它以其日益显现的巨大威力逐渐

从军事、社会层面进入到商业领域，直到互联网的商业化运作正

式开始，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1995年，NSFNet恢复成学术网络，美

国大部分主干网业务由互联的网络服务

提供商办理；本年度WWW与搜索引擎

成为最热门技术，同时出现可移植代

码、虚拟环境、协同工作工具等新技

术；

1996年，美国电信法案通过，本地和长

途市场开放竞争；本年度搜索引擎、

JAVA、网络电话成为最热门技术，同

时出现网络计算机等新技术；

1997年，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基本电信

业务协议”，希望彻底结束电信业的垄

断与封闭；同年，推送、多址广播成为

最热门技术，同时出现流媒体等新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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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导入期(1995年以前)

网络就绪期(1995年-1998年)

网络影响期(1998年-2002年)

网络效益期(2002年-今）

1957年，美国国防部（DoD）组

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

标志着科学技术的应用进入军事

领域；

1969年，美国国防部委托开发

ARPANet，进行联网研究；

1978年，计划将TCP选路功能分

出一个单独称为Internet IP的协

议；

1984年，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

家Len Bosack和Sandy Serner

创建思科系统公司；

1985年，“.com”和“.edu”

域被分配出来；

1986年，NSFNet建成，掀起与

Internet连接高潮；

1987年，在德国和中国间采用

CSNet协议建立E-mail连接，钱

天白教授发出中国第一封电子邮

件；

1990年，ARPANet停止运营，

演变为Internet；

1957年，美国国防部（DoD）组

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

标志着科学技术的应用进入军事

领域；

1969年，美国国防部委托开发

ARPANet，进行联网研究；

1978年，计划将TCP选路功能分

出一个单独称为Internet IP的协

议；

1984年，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

家Len Bosack和Sandy Serner

创建思科系统公司；

1985年，“.com”和“.edu”

域被分配出来；

1986年，NSFNet建成，掀起与

Internet连接高潮；

1987年，在德国和中国间采用

CSNet协议建立E-mail连接，钱

天白教授发出中国第一封电子邮

件；

1990年，ARPANet停止运营，

演变为Internet；

思科智能化信息网络宝典 25

智能化信息网络宝典·史部·



思科智能化信息网络宝典 26

智能化信息网络宝典·史部·

1984年，思科公司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成立；

1986年，思科系统公司推出全球第一

台商用网路由器——AGS路由器。

1990年，思科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一

批远端接入路由器IGS交付。

1984年，思科公司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成立；

1986年，思科系统公司推出全球第一

台商用网路由器——AGS路由器。

1990年，思科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一

批远端接入路由器IGS交付。

2000年，成功购并Aironet公司和JetCell公司，同时推出针对中小

企业及大企业的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同年发布新的互联网通信

软件组与五结点统一通信软件策略，思科开始向无线局域网领域

快速发展。

2000年，召开全球分析师大会，会上思科第一次提出了“互联网

是网中之网”的策略理念。思科这一策略的目标是将服务供应商

的运营网络与企业内部网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统一

网络。

2001年，参与APEC会议重要活动，帮助各成员减少“数字鸿

沟”；同年，在发展最大的Ipv6 研究网络方面成为全球领先者，

同时创出思科长距离以太网宽带网络解决方案。

2002年，推出下一代无线局域网产品；针对企业推出“网络虚拟

机构”策略。思科升级为全球通信设备供应商。

2002年，思科推出“SAFE蓝图”策略，思科开始全面进入网络安

全市场。

2002年，思科系统公司日前宣布推出综合的多层智能存储交换机

Cisco MDS 9000系列，进军高速增长的大规模存储交换市场。

思科策略

思科率先提出“互联网是网中之网”的理念，推出将服务供应商

的运营网络与企业内部网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统一

网络的观点。在这个时期，思科同时提出了“发掘互联网的所有

可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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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思科推出12000系列路由器，

该系列是用于建立 IP 优化的主干网以

及为建立高速 IP+光纤网络的服务供应

商提供边缘和集合功能性。

1997年，首次提出语音、视频、数据融

合的技术策略；同年，推出网络技术学

院计划。

1998年，推出光网络技术策略；同年思

科成为端到端解决方案供应商。

1999年，推出全面企业VPN策略大纲及

一套VPN解决方案；同年发布统一通信

策略，并获得一项VoIP技术创新专利。

思科策略

思科认为：通过向客户提供端到端的网

络应用方案，帮助客户建立起统一的信

息基础设施，实现方便快捷的信息传

输，从而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生产力，

获得最大价值。在这个时期，思科提出

了“你准备好了吗？”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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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推出通信服务器家

族、Cisco 3000低端路由器平

台、Cisco 4000系列。

1993年，思科收购Crescendo, 

并在1994年推出Catalyst交换

机，从此进入交换机市场。

1993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由

1000台路由器组成的网络。

1993年，推出Cisco 7000高端

多协议路由器、Cisco 2000远

端接入路由器平台。

1994年，推出五条全新产品

线；推出首个ATM路由器界

面、ATM交换机、用于客户/

服务器工作组的第一款智能交

换机。

1995年，推出第一个多层模块

——将交换、路由、虚拟LAN

功能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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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就绪期(1995年-1998年)

网络影响期(1998年-2002年)

网络效益期(2002年-今）

创建时期
(1984年-1990年）

单一网络产品时代
(1991年-1995年）

端到端网络时代(1996年-1999年)

网中网时代(2000年-2002年）

智能化信息网络时代(2002年-今

网络导入期(1995年以前)

2002年，思科召开全球分析师大会，会上思科首次提出了“智能化信息网络”的理念。智能化信息网

络包含了融合网络的理念，它帮助企业通过简便、有效地集成数据、业务流程和应用将合作伙伴，供

应商和客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智能化信息网络是思科公司坚持在产品研发上力求完美，不断超越的

成果。它能把数据、语音和视频集成到一个综合的、单一的、基于IP的通信网络。与此同时，思科在

继续关注路由器和交换器市场的同时，又瞄准了四个新的核心领域：安全、无线、语音和存储。

2003年，思科宣布收购Linksys，标志着思科正式挺进家庭网络市场。

2003年，思科中国成立“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arket事业部”，该事业部的成立标志着

思科除将继续保持其在路由和交换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之外，也将在更多的已经涉足的技术领域如

光网络、网络安全、中小型办公及家庭网络、IP语音、无线、网络存储六大方面一展作为。

2003年，推出Cisco 12800核心高端路由器和7600光纤路由器。

2003年，思科召开全球分析师大会，会上思科展望了未来几年内将引领网络产业发展的智能化信

息网络理念及思科公司与此相对应的三阶段发展战略。

2004年，思科推出当今世界上容量最大(92TB)的运营商级路由系统一号(CRS-1),并被收入2004年

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2004年，思科推出自防御战略计划，以提高网络发现、防御和对抗安全威胁的能力。

思科策略

思科认为：融合的网络能帮助企业通过简便、有效、智能地集成数据、业务流程和应用将合作伙

伴，供应商和客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而提出了“构建安全的智能化信息网络”的战略。在这

个时期，提出了“这就是网络的力量”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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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网络理念及思科公司与此相对应的三阶段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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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思科推出自防御战略计划，以提高网络发现、防御和对抗安全威胁的能力。

思科策略

思科认为：融合的网络能帮助企业通过简便、有效、智能地集成数据、业务流程和应用将合作伙

伴，供应商和客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而提出了“构建安全的智能化信息网络”的战略。在这

个时期，提出了“这就是网络的力量”的口号。

新兴电信公司崛起的时期，面对由行业管制的解除和竞争的加剧所导致的全

球电信市场的巨大变化，他们不惜重金铺设先进的光纤网络、建立超级数据

中心、构建全球性信息基础设施，由此，电信业经历了一场类似计算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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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链互相缠绕，各种标准趋于融合，最终形成.NET和
J2EE两大阵营，他们以无可替代的强势地位主导了新一代互联网的市场格
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整个IT产业，激起了产业链中诸多企业的创新变革
和横向融合。其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向应用服务转化。

互联网自2000年以来走向低迷，在感受互联网带来巨大的摧毁式创新的同
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网络不仅仅要具备外部特征，也要从中产生实际的

效益，“有效益的信息化”成为人们的一种期待，各大型IT企业都在各自
的领域提供解决方案，促进企业和机构实现网络效益。

这是互联网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时期。它以其日益显现的巨大威

力逐渐从军事、社会层面进入到商业领域，直到互联网的商业化

运作正式开始，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背景链接：关于思科系统公司

思科系统公司，全球领先的互联网设备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其先进的网络设备和解决方案被应用于世界

各地，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传送信息。通过向客户提供端到端的网络应用方案，思科公司帮助客户建立

起统一的信息基础设施，实现方便快捷的信息传输，从而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生产力，获得最大化的网

络效益。

作为美国最成功的公司之一，思科公司自1986年生产第一台路由器以来，在其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占有

第一或第二的市场份额，并成为市场领导者。它提供业界最为广泛的网络硬件产品、互联网操作系统

（IOS）软件、互联网解决方案及专业技术支持，其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公司、大

学、企业和政府部门建立互联网的基础，用户遍及电信、金融、服务、零售等行业以及政府部门和教育

机构等。

思科相信，互联网的发展将极大地改变企业的运营方式，并产生“全球网络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任

何规模的企业都能使用信息交换技术来保持一种强大、交互性的业务关系。

作为“全球网络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思科利用跨越互联网以及内部网的网络应用，使运营成本大幅降

低，增加收益，提升客户与合作伙伴满意度，提高在客户支持、产品预定以及交货时间上的竞争力。

目前，思科公司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商务站点，全球90％的业务交易通过网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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