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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刘永春

一个企业的IT系统，如果由主要IT供应商来提供，会比多个供应商提供低多少？

SageResearch公司给出的数据是TCO（总体运营和拥有成本）乃至新应用和技术增加的成本

会降低26%－47%。这就是IIN（智能化信息网络）的价值所在，而且这个IT系统网络也更具

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潜质。

由于主要的IT供应商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了网络设计与规划、改善网络监测和错误诊

断、以及集成语音和数据之上，IT系统的成本控制和可持续发展才得以如此有效地实现。

当然上述效果并非智能化信息网络惟一的价值所在，由于采用了可编程的ASIC芯片、分

布式体系架构，和弹性设计、集成安全与管理、适应性系统功能，未来的网络将更迅速更

聪明和更持久。正如思科首席开发官员Mario Mazzola先生所言，“通过重新设计思科的所有产

品，将其建立在一个统一标准的基础和体系上，我们可以迅速降低开发和生产的成本并扩

大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智能化信息网络的技术愿景中，思科就是芯片产业领域的Intel、软件

产业领域的Microsoft和IT系统产业领域的IBM所组成的综合体。

IOS—平台化软件的基石魅力

随着IT产业的发展，专有软件操作平台的生存空间会被大大压缩。就犹如汽车领域中美国通

用等几大汽车生产厂商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而其它专有汽车厂商分得“剩余残羹”以

外，同样的情景在软件企业领域将再演。

实际上，上述的趋势已经初现端倪。在个人操作平台领域，Microsoft一支独秀；服务器领

域，IBM、HP、SUN和微软四分天下，且越来越有聚合的可能性；而在网络设备操作系统

领域，思科则凭借强大的研发力量和市场感知能力，独领市场风骚。很显然，网络设备一

定是在共同语言下工作的，如果不同的网络设备讲不同的“方言”——使用不同的操作系

统，都会需要一个网关，这样就会给整个网络的性能带来瓶颈。

思科正在部署覆盖所有产品的基础技术，以推动智能化信息网络的发展，其产品可以提供

端到端的功能，以及集中、统一的控制，从而提高技术应用与信息传输的效率。在这个过

“平台化—网络智能的建筑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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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关键阶段是从创建网络组件转向开发网络系统——一个具有通用的集成化资源、特

性和功能的系统，用以优化通信和管理。

实际上，思科目前已经在两个关键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首先是如何将硬件功能与软件功能

更好地结合起来？如Catalyst 3700和Catalyst 6500就是实现上述功能的典范；其次是如何将

IOS软件系统贯彻到硬件设备中去，从而保证整个网络都是具有智能化特性的。

IOS可被视作一个网际互连中枢——一个高度智能的管理员，负责管理和控制复杂的分布式

网络资源和功能。

目前，思科IOS软件已经发展到12.3T版本，通过将安全性、语音、无线技术的创新融合到

统一的平台中，它提升了企业生产力，并为企业、接入和服务商集团客户提供可促进生产

力提高的功能。IOS确保数百个新的关键业务功能，并支持更多的新硬件和保障网络持续进

行质量改进。

而新近改进的IOS具有了更高的模块性、灵活性和安全性，思科的客户可以在不关闭路由器

和交换机的情况下，就添加新的功能，并帮助企业更快地部署各种服务。而与此同时，他

们还能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这个新的IOS已经在思科新的最高端路由器—

—CRS－1上得以使用。为了使得网络变得更加智能，思科不断地为IOS软件集成了更为丰富

地Qos、安全、管理方面的功能，从而使快速高效地创造新的服务和业务成为可能。

由于IOS的强大功能，思科的工程师们在研发各项技术的时候，能够以全局的眼光去系统地

实践各种技术，比如我们在研发IP通信产品的时候，就会考虑如何实现Qos，如何实现安全

防范，如何使得整个系统具备路由器、交换机和IPCC的功能。又譬如，思科的防火墙产品

功能很强，但是我们在设计防火墙产品的时候，却不会忽视其它性能，如速度和投资保护

方面的考虑。

从长远来看，思科不会再有单独的平台系统，所有的平台系统都是一体化的。如此，得益

于思科是一家大的网络设备厂商，IOS软件又足够强大，再加上良好的客户反馈机制，思科

能在平台化方面至少领先友商2－3年。而这种优势显然能够反馈到智能化信息网络之上。

“站得高，看得远”的体系架构

对于IT巨头而言，其相对与专有IT厂商的优势就在于，“站得高，看得远”。

思科最近发布了其下一代路由器产品CRS-1，能够满足未来10年的网络需求。CRS-1被设计

用于为电信运营商和研究机构提供不间断的系统运行支持、出色服务灵活性和更长系统寿

命。这一创新路由系统，有助于支持客户将网络容量扩展到全新等级，在通过融合的IP网络

提供下一代数据、语音和视频服务的同时，有效保护其在系统方面的投资。

实际上不仅仅是CRS-1，由于重视平台建设，思科公司的产品一向以经久耐用而著称，对

思科客户的网络架构而言，其投资保护就会持久，在升级或者更新换代的时候，只需要重

新灵活地予以配置即成。有例为证，比较典型有思科的Catalyst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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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一方面加紧开发各种独立的网络产品，力争每个产品都独具特色、享有专门的特性和

功能。而另一方面，思科可以将精力集中于开发各种有助于创建统一网络系统的设备。

对于客户以往的投资行为，思科的产品因为采用了统一的标准而降低了产品的开发和制造

成本，也不需要从头开发每个新的路由器或交换机。这种方法还进一步鼓励客户使用思科

其他产品和组件，且可实现更加统一的制造和测试。同时，思科产品的模块化设计能力使

得用户的“智能化信息网络”的建设工作，完全建立在已有网络体系的基础之上。通过整

合和添加新的模块，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涵盖企业已有的设备和未来添加的各种设备。

ASIC编程——高速公路奠基者

摩尔定律认为，芯片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对于智能化信息网络而言，所有的性能都必须

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网络必须足够的快速。

就芯片而言，业界经常提起的会是Intel、AMD或者Sun，但实际上，思科同样是工业界领先

的芯片设计者。就其刚刚发布的CRS-1而言，正是采用了可编程的ASIC芯片，CRS-1成为了

业界第一款可扩充至92TB带宽容量的路由器，在业界率先提供了40 Gbps的光纤接口。这一

速度比现有世面上所有接口的最快速度连接还高4倍。一款CRS-1系统能够为每个美国家庭

提供850 Kbps的连接，能够在4.6秒内完成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内容的传输，并能够每秒支

持30亿个电话呼叫。

无论是线径、晶体管个数，还是晶片尺寸，CRS-1的芯片——SPP都是芯片设计和制造厂商

中的佼佼者。

从基于实线的ASIC，到基于微编码的可编程ASIC，再到基于C语言编程的ASIC，在网络智

能信息化的过程中，芯片可实现最大化的软件增值。

正是通过上述的芯片、软件和系统技术，智能化信息网络才不仅仅是各项部件的汇总，而

是一个系统整体，从而为客户带来了安全的基础设施、更快速布置服务和应用、减少复杂

性降低总体运营和拥有成本等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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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就绪、服务就绪与网络的智能化

■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智能业务事业部总经理 黄君平

网络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

今天我们来审视IT产业的时候，“连接”这个网络界曾经最风靡的词语正悄悄地退居次席。

IBM开始祭出“随需应变”(Business on Demand)的大旗,HP喊出了“动成长企业”(Adaptive 

Enterprise）的口号，EDS推出了“敏捷商务”(Agility)理念，微软.net谋求对所有PC和服务器基

础设施的主动权，网络产业的风向标正悄悄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网尽其能”更多地被提到了日程上来。

网络的“剩余价值”

实际上，今天的企业对网络的兴趣点，已经从基础的连接性能，转向对关键应用和服务的

渴望。企业CIO（首席信息官）越来越多地为这样地问题所困扰：如何利用“冗余”的网络

带宽为企业管理贡献更大的价值？如何让网络敏捷高效地响应服务和应用需求？

在如此的市场需求前提下，深层次地挖掘IT系统的“剩余价值”，使其成为变革企业管理

和运营的基础构件，便成为包括IBM、HP和微软等业界领袖的共识。而作为网络的基础架构

师，思科在这种变革趋势中理所当然要扮演“主角”的角色。在我们看来，网络是IT系统中

一切解决方案之源，只有使网络变得智能化，整体的IT系统才能敏捷高效响应企业的服务和

应用需求，成为企业管理运营变革中实实在在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思科而言，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下，“网尽其能”成为其责不旁贷的任务，并且为此付出

了相当长的时间与相当大的精力和资源投入。

IP通信、安全、存储、光网络传输、无线通信（WLAN）和家庭网络，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我们突然发现，网络的“剩余价值”，就在于其能快速地应对企业服务与应用的需

求，和敏捷的业务响应。

网络的“业务就绪”

“网尽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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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网络“剩余价值”挖掘的渴望，就成为了思科感知客户需求，与客户共同成长的动力。

举一个例子来讲，随着IT系统诸如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IT系统受到病

毒的攻击，以及人们操作不当所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越来越频繁。蠕虫（例如Slammer和

Blaster）的迅速蔓延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正以几何级的数字增加。这就为我们的网络带来了

新的课题，通过终端防病毒软件以弥补网络安全漏洞和抵御病毒攻击的传统方式多少显得

力不从心。而在思科与客户的共同成长过程中，思科发现只有从基础网络层面开始的多层

防御才能使整个网络消除安全隐患和威胁。

实际上，思科正在倡导“集成化网络和安全管理”的理念。思科将早已闻达于业界

的“SAFE”蓝图进行了延伸，提出了“自防御网络”（SDN）的概念。作为一个创新、多

侧面的安全战略，SDN旨在提高网络发现、防御和对抗安全威胁的能力。使今后的计算机网

络不但要具有保护网上主机系统，网上终端系统，网上应用系统的能力，关键是要网络本

身也具有自我保护能力，自我防御能力，自我愈合能力。在SDN的重要步骤—网络接入控制

（NAC）中，思科联盟了IBM、赛门铁克和趋势科技等安全厂商，结合了自身关于网络安全

的其它技术，如入侵检测、防火墙、网络管理与流量分析、VPN等加在一起，从而构成了自

防御网络的全部内涵。

很显然，在SDN中，除了集成化的网络之外，安全管理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思科与

客户的接触过程中，思科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而言，安全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企业的管理问

题。只有将一切隐患扼杀在摇篮之中，才能从最大程度上限制安全问题的发生。而更为重

要的是，在赋予了网络“集成化”和“安全管理”的功能之后，智能化网络的其它性能如

速度并未受到影响。

企业的“业务就绪”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在企业的IT架构中，企业更多会“随需应变”，而

并不关心自己的网络架构采用哪种设备和系统。比如企业的数据存储中心，在思科智能化

网络的架构中，它不会成为企业内部网络之外的第二张IT网络，而是与其内部网络融合为一

体，更易于管理和维护。IP通信和IP呼叫中心同样也是如此。

很显然，就现在和未来的网络而言，集成化的网络和安全管理仅仅使智能化网络的基本性

能之一。网络在逐渐变得聪明的过程中，弹性设计和适应性系统功能同样不可或缺。

最近思科的IOS系统在升级的过程中就充分体现了上述两点，新的IOS XR具有了更高的模块

性、灵活性和安全性，思科的客户可以在不关闭路由器和交换机的情况下，就添加新的功

能，并帮助企业更快地部署各种服务，例如VoIP、QOS和安全。而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在最

大限度上降低发生故障的可能性。

在一个全面的IT基础设施之上，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提高企业业务灵活性、创造企业“业

务就绪”的基础平台。

网络的“服务就绪”

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尽管其网络与企业网络正在融为一体，然而由于其多少带上了公共

事业的特征而颇为不同。由于电信网络服务群体非常之大，而且跨区域之大，使得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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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化方面与企业网络相比又有着相当多的特性，比如QOS等等。

以IP为基础的数据网络，正在成为催生“网络服务”的孵化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网

络也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单就“连接”而言，也在从面向数据包的“连接”转变为面向服

务的“连接”。电信运营商的网络趋向正是遵循了此种轨迹。 从目前阶段来看，无论是业

界关注度颇高的NGN（下一代网络），还是呼声颇高的3G，都与数据有着莫大的干系。

但是随着数据收入比重的增长，以及国内“5＋1”电信格局所造成的竞争加剧，国内电信

运营商传统的TDM架构使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保护原有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两

难命题”面前，电信运营商多少感觉棘手。

实际上，就时下的电信市场而言，“服务驱动网络”（Service driven Network）成为电信运

营商大势所趋。在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中，他们的客户不会在意你的网络构建在何种技术

之上，或者使用了哪家厂商的产品，而更多会在意你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和服务的品质如

何。实际上，在国内市场上，相当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就电信服务的品质和种类对电信运营商

有所要求，而“大客户战略”的重要性，也将引导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此之上有所作为。思

科IP+光等的电信运营商解决方案，使得电信运营商在“服务就绪”方面得心应手。

目前，与思科合作密切的美国有限电视运营商Comcast Cable，就是利用统合式封包架构的

网络提供高速因特网、随选视讯(Video on Demand；VoD)及网络语音服务(VoIP)的，这样既

节省了成本，又增加了获利。

在网络融合的趋势之中，更加紧密地联系、感知和响应联网应用、资源和设备的需求，是

思科智能化信息网络的目标。思科正在通过诸多措施来实现上述愿景——不断地拓展和丰

富产品线以“网尽其能”；站在更具前瞻性的立场去规划和构建完整网络平台。

就前者而言，思科不断地并购企业来完善产品线，如安全领域并购了Riverhead等。而就后者

而言，思科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联盟了IBM、HP和微软等业界领域共同谋划“智能化信息

网络”的蓝图。我们与IBM合作的业务就绪数据中心蓝图，就将Cisco Catalyst 6500 内容交

换、防火墙和SSL 服务模块，Cisco IGESM，和Cisco MDS 9000 SAN 交换机系列，与IBM的

Tivoli Provisioning Manager结合在一起，降低了管理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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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代表产品

路由 Cisco IOS软件；Cisco SOHO系列安全宽带路由器；Cisco 800系列；

Cisco 1700系列；Cisco 2500系列；Cisco 2600系列；Cisco 3600系列；Cisco 

3700系列；Cisco 7100系列VPN路由器；Cisco 7200系列；Cisco 7300系列；

Cisco 7400系列；Cisco 7500系列；Cisco 7600系列；Cisco 10000系列；Cisco 

10700系列；Cisco 12000系列；Cisco SN5400系列存储路由器； 

交换 Catalyst 2900系列；Catalyst 2948G-L3；Catalyst 2900XL系列-模块化交换机；

Catalyst 2950系列；Catalyst 3500XL系列；Catalyst 3550系列；Catalyst 4500系

列-模块化配置；Catalyst 4000系列-固定配置；Catalyst 5000系列；Catalyst 

6500系列；Catalyst 8500系列；

无线 Cisco Aironet 1200系列接入点；Cisco Aironet 1100系列接入点；Cisco Aironet 

5GHz 54Mbps无线局域网客户端适配器；Cisco Aironet 350系列客户端适配器；

Cisco Aironet 350系列无线网桥；Cisco Aironet天线和附件；CiscoWorks无

线局域网解决方案引擎；Cisco Aironet BR350系列无线网桥；Cisco Aironet 

BR350系列网卡；Cisco 3200系列移动接入路由器；

IPT、 Cisco 7900系列IP电话；Cisco CallManager3.3；CiscoWorks IP语音环境监视器；

Web Cisco IPCC 企业版；Cisco IP IVR；Cisco IPCC Express版；Cisco Unity-统

协作 一消息和语音邮件；思科个人助理；IP电话应用；Cisco MCS 7800系列介质融合服

务器；Cisco ICS 7750集成化通信系统；Cisco IAD 2400系列集成化接入设备；思

科语音网关；Cisco IP/VC 3500系列视频会议产品；Cisco IP/TV3400系列视频服

务器；思科Web协作选项；思科电子邮件管理器；Cisco Emergency Responder；

Cisco ATA系列模拟电话适配器；Cisco CTE-1400系列内容转换引擎；

安全 Cisco PIX 防火墙；Cisco IOS 防火墙；用于Catalyst 6500的 Firewall Blade；

Cisco VPN 3000系列；思科IDS网络检测器；思科安全代理；Cisco 7100系列；基

于Windows的思科安全接入控制服务器(ACS)；思科安全用户注册工具(URT)、\ 

CiscoWorks VPN安全管理解决方案；Cisco 806、1700、2600、3600、7200、

7400、和SOHO 70系列；

内容 思科内容引擎500系列；思科内容引擎7300系列；内容引擎网络模块；Cisco 11500 

网络 系列内容服务交换机；Cisco Local Director；思科内容分发管理器4600系列；思

科内容路由器4430；用于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的内容交换模块(CSM)；用于

Catalyst 6500的思科SSL模块；Cisco 11000系列安全内容加速器(SCA 11000)；

Cisco CTE-1400系列内容转换引擎；Cisco DistributedDirector；Cisco GSS 

4480全球站点选择器；

宽带、 Cisco AS5350系列通用网关；Cisco AS5400系列通用网关；Cisco AS5850通用管

拨号 理；远程拨号接入网络管理；SS7信令和软交换机产品；Cisco uBR7100系列通用宽

接入 带路由器；Cisco uBR7246VXR通用宽带路由器；Cisco uBR10012通用宽带路由

思科技术架构及代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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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Cisco RF交换机；客户端设备（CPE）；Cisco uBR900系列有线电缆接入路

由器；

DSL接入CPE；宽带服务汇聚；

Cisco BPX 8600系列交换机；Cisco MGX 8850系列高级ATM多服务交换机；

Cisco MGX 8830系列多服务网关；Cisco IGX 8400系列多服务广域网交换机；

Cisco MGX 8200系列多服务网关；

Cisco Catalyst 2950 LRE XL交换机；思科LRE CPE设备；思科 LRE POTS 

分流器；思科宽带建筑物服务管理器；

光 Cisco ONS 15200城域DWDM系列；Cisco ONS 15302/15305 SDH 多服务

CPE和汇聚平台；Cisco ONS15327 SONET 多服务CPE 和汇聚平台；Cisco 

ONS 15501掺铒光纤放大器；Cisco ONS 15216和15501光传输系列；Cisco ONS 

15501光放大器；Cisco ONS 15530 城域DWDM汇聚平台；Cisco ONS 15540 扩

展服务平台；Cisco ONS 15600 多服务交换平台(SONET/SDH)；Cisco 传输管

理器(CTM4.x)(网络管理)；Cisco 10720互联网路由器；

IOS、 CiscoWorks For Windows；Cisco IOS软件；CiscoWorks小型网络管理解决方

网络 案；CiscoWorks路由广域网管理解决方案；CiscoWorks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

管理 CiscoWorks VPN/安全管理解决方案；CiscoWorks Manager IP电话环境监视

器；用于语音网关的CiscoWorks语音管理器；Cisco QoS策略管理器；思科以太

网用户解决方案引擎；CiscoWorks主机托管解决方案引擎；Catalyst 6500系列网

络分析模块1和2；思科安全用户注册工具；基于Windows的思科安全接入控制服

务器(ACS)；

存储 Cisco MDS 9000系列多层智能化光通道交换机系列；Cisco MDS 9509 多层导向

器；SN54存储路由器；Metro DW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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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自防御网络 

抵御扩散速度更快、更加具有破坏性的网络威胁需要采用新的安全战略和技术

作者 Rhonda Heldman Raider

不久前，计算机病毒还只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小问题，很少引起高层管理人员的关注。但是现

在，自我繁殖的安全威胁、协作式应用和互联环境让安全或缺乏安全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

评估风险

“谈到安全威胁，计算环境现在已经不像五年或十年前那样安全了。”思科高级网络安全

服务（ASNS）部门的业务发展经理Lance Hayden指出。

不仅威胁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它们所具有的破坏力也在大幅加强。今天，大部分攻击都

与拒绝服务（DoS）有关。如果特洛伊木马或蠕虫开始利用分布式计算能力，或者建立点对

点的文件共享，风险将会迅速增加。

为了保护自己的网络，IT人士需要了解以下新安全特性的特征：

• 从内部攻击转向外部攻击

• 反应时间缩短

• 威胁检测更加困难

• 成为黑客的门槛降低

转向自防御网络

随着安全威胁的对象从单个网络转向基础设施，思科的安全方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

如，思科为网络提供了三个防御系统：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IDS）和行为异常检测软

件。行为异常检测软件可以采用先进的数学算法判断哪些是“正常的”网络活动，哪些是

异常的、可能会构成威胁的网络活动。这种三重防护的方法好比一个银行采用的物理安全

措施：防火墙就像是站在银行外的警卫；IDS相当于一个24×7的视频监控系统；行为异

常检测软件就相当于一个站在保险库外，警惕可疑行为并准备立即采取措施的保卫人员。

身份管理类似于在客户获得银行服务之前要求客户提供一个照片ID或输入个人身份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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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通过多种检测和防范攻击的方法，机构可以加强其防御系统。

然而，尽管现在已经有多种有效的安全技术，但是很多公司并没有采用这些技术。为了

帮助企业和政府机构发现、防范和克服新的IT基础设施威胁，思科创建了自防御网络计

划。第一个名为网络准入控制（NAC）的解决方案处理的是信任关系和身份管理——这

在过去指的是索取用户名和密码。在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同时，它可以忽略计算机的

安全证明。为了添加这种重要的信任关系，思科最近宣布与防病毒软件开发商Network 

Associates, Symantec和TrendMicro建立了合作关系。

其工作方式为：思科安全代理（CSA）中集成的思科信任代理可以从PC和主机中搜集各

种安全状态信息，例如，防病毒软件和操作系统补丁的版本。当该节点试图连接到网络或

VPN时，思科信任代理会将安全状态信息发送到负责执行准入控制的思科网络接入设备，

例如路由器、交换机、无线接入点和安全装置。这些设备将会把安全证明发送到思科安全

访问控制服务器（ACS），由它根据客户事先定义的策略决定制定允许、拒绝、隔离或限

制决策。NAC甚至可以为具有或没有思科信任代理的主机执行不同的访问策略，让NAC可

以在很大范围内保持高效的原因是无所不在的客户端代理。

IDS和行为异常检测软件进一步增强了思科NAC的功能。如，当内嵌于思科路由器中的

IDS检测到DoS攻击的特征时，思科ACS将会在几秒钟之内命令网络中的所有路由器拒绝该

流量。如果流量模式以一种可疑的方式发生变化，但是并不具备已知特征，行为异常检测

软件将可以根据企业自己的业务规则，中断可疑的流量。“NAC可以补充而非取代已被广

泛使用的传统安全技术，这其中包括网关防火墙、入侵保护系统、用户身份验证和通信安

全等。”

第一步

企业怎样开始使用一种有效的安全方法？首先，思科高级服务团队将会为机构提供一个针

对其网络安全状况的、名为安全状况评估（SPA）的全面评估服务。SPA由拥有专业背景

的思科ASNS专家进行。

SPA的主要目标包括评估网络系统的安全状况，最大限度地消除严重的或长期的威胁，判

断现有工作人员在检测和响应安全事件方面的能力，以及提供建议，帮助系统和网络管理

人员加强他们的安全性。ASNS团队使用先进的工具和方法来进行广泛的、非破坏性的网络

漏洞检测和测试，并模拟攻击者在试图获得未经授权的访问权限时可能采取的措施。他们

将评估各种网络组件，包括网络周边防火墙、路由器、内部防火墙、交换机和虚拟LAN。

SPA还会检查主机、防火墙、用户工作站，并测试安全策略的执行效率。

从内部评估安全的目的是，寻找可能让敏感信息被未经授权的或意外的行动破坏的安全漏

洞。从外部评估安全的目的是发现可能让内部数据受到威胁或资源被拒绝的缺陷。SPA将

使用一套由思科工程师开发的软件和一些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的工具，其中包括完全开放

源码工具，经过修改的免费工具，以及专门定制的专用工具等。

在进行内部SPA时，思科工程师会以一种受控的、安全的方式模拟一个入侵者的攻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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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工查找缺陷，包括主机间信任关系中可能被利用的漏洞、密码缺陷，或系统的管理

员访问权限。这些顾问将模拟一个心怀不满的员工、耍赖的承包商或者其他拥有信任关

系的内部用户对网络进行的攻击。在外部SPA期间，思科工程师将会模拟试图攻击周边设

备和互联网安全控制的恶意攻击者的典型攻击活动。这可能包括对一个机构的电话号码

的“War-dialing”分析。这往往会提供通过未知的或不安全的远程接入服务器轻松进入网

络的后门。高级服务团队也会为无线网络提供类似的服务。

在评估完成后，思科ASNS团队将编写一份报告。除了一些技术细节外，该报告将按照重要

性说明安全漏洞，并就如何提高网络的安全性提出一些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建议

集中于技术和策略，有时甚至涉及到新的网络设计方案。在任何情况下，思科高级服务部

门都可以在整个企业中设计和部署深度防御安全。

IT管理和交流

安全保护还需要IT管理。企业发现，他们不仅要从水平方向上考虑安全——从桌面到网络

核心，还要从垂直方向上考虑——从首席技术官或董事会到在防火墙中部署的策略。

事实证明，防御攻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在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开放的交流和合作。作

为一种防御网络攻击的武器，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归根结底，思科安全方法的目的并不是保护系统本身，而是保护用户的生产率——他们开

展工作的能力。“在安全领域，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Hayden表示。“新技术，例如

思科NAC和思科信任代理，都非常强大，但是仍然只能作为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的组成部

分。一个有效的安全战略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还需要关注与业务流程和步骤有关的管理

问题。” 

通过思科安全状况评估发现的趋势 

企业在针对它们已经遭遇过的威胁采取预防措施方面行动缓慢，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技术

可供采用。但思科高级网络安全服务团队现在仍然经常会在很多大型企业网络中看到同样

未受保护的调制解调器。下面是Lance Hayden和他的思科团队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现的其他

一些关键趋势：

• 面临安全威胁的主机不断增多

• 传播代码与漏洞关系密切

• 黑客正在新的地方寻找漏洞

• 不安全的密码

• UNIX系统中的明码协议

• 不安全的无线网络

• 更多的流量通过80端口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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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

以太网 一种价格适当的替代接入技术

全球各地的服务供应商将以太网视为一种价格适当的替代接入技术

作者：David Barry

由于城域以太网技术的采用，意大利的数万个企业和家庭获得了革命性的10Mb/s互联网连

接。但是这项技术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提供很高的带宽。客户可以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获

得更多的广播电视频道、视频点播和无限制的语音服务，且价格还低于他们为较基本的语

音服务和速度较低的接入服务所支付的价格。

简而言之，城域以太网让一些技术先进的服务供应商，如意大利的FastWeb，能够以低于

传统供应商的价格，提供速度更快、种类更加丰富的服务。

FastWeb是e.Biscom (米兰新市场: EBI)的一家在三年前刚刚创建的子公司，目前已经在意

大利获得了巨大成功，并继续不断获得新客户。在正式开始商业运营的两年后，该公司就

提前实现了盈亏平衡。该公司在2002年3月底时只有76700个客户，但该数字在2002年第三

季度结束时就迅速增长到超过13万个客户。据估，该公司年底在意大利和德国市场将拥有

接近25万个客户。

以太网的优点

以太网正在改变城域网环境的面貌，并且正在为服务供应商在家庭和企业市场中创造出新

的销售机会。“以太网的优点在于您只需要为一个多住户单元铺设一条光纤，就可以通过

一次上门服务接入该建筑物中的所有客户”，思科的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分公司

的城域以太网产品营销经理Bernard Lamy表示，“一旦某个服务供应商将光纤引入了某个

建筑物地下室的交换机中，它就可以采用多种基于以太网的接入技术，例如光纤、铜缆或

无线，以10Mb/s在最后一码连接客户。”

对于企业而言，城域以太网采用了通用的以太网客户接口，因而可以利用广泛部署的企业

以太网系统。这种著名的LAN技术可以独立使用，也可用于访问现有的网络服务，例如互

联网或帧中继和ATM网络。它可以通过SONET/SDH、波分复用（WDM）、光纤网络设

置，或者通过动态分组传输（DPT）网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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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控制面板，城域以太网可以使用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第二层隧道协议版本

3（L2TPv3）、IP和IEEE 802.1Q隧道。802.1Q隧道技术是一种在一组虚拟LAN（VLAN）

标签内部以隧道方式传输另一组VLAN标签的标准方法，可以在使用不同的VLAN部署的服

务供应商网络和企业客户之间实现兼容。

与传统的传输服务（例如专线、帧中继或ATM）相比，以太网可以提供强大的优势。城域

以太网比帧中继或ATM更加灵活。例如，企业客户能够在同一个网络端口上，以1Mb/s或

更低的带宽容量为增量，从10Mb/s一直增加到1Gb/s。而在使用帧中继或ATM时，客户只

能以很大的增量调节带宽，例如，从T1/E1 到T3/E3，再到OC-3/STM-1，可能无法获得

他们所需要的带宽。城域以太网让服务供应商可以为多种客户提供度身定制的价格和服务。

此外，升级ATM或帧中继带宽需要为每种速度安装一个新的物理端口，这要求服务供应商

向每个需要升级的客户派遣技术人员。这是一个非常费时的过程，整个设置阶段通常需要

90天时间。相比之下，服务供应商可以利用Cisco IOS®软件，在几分钟之内完成对以太网

带宽的远程升级。这种替代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服务供应商的运营成本，还可以加快计费和

获得收入的速度。

城域以太网正在全球各地迅速普及

尽管SONET/SDH仍然是主要的传输方式，但是全球各地的很多服务供应商正在积极采用

城域以太网技术，将其作为一种经济有效、高利润的替代传输方式。以太网到MxU（多住

户单元和多租户单元）也被称为ETTx，让服务供应商可以通过为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提供

创新的宽带服务，迅速获得投资回报。

在米兰、罗马、热那亚、都灵、博洛尼亚和那不勒斯开展业务的FastWeb在网络核心安装了

Cisco 12000系列互联网路由器，并利用Cisco Catalyst 6000系列交换机建立与所谓的“微型

POP”建立光网连接。这些POP位于居民区中，直接为附近的建筑物提供服务。FastWeb在

微型POP和Cisco Catalyst 3524与2950交换机之间铺设了光纤——在每栋建筑物的地下室中

安放一台交换机。光纤随后在建筑物内部连接每个公寓。

FastWeb在每个住宅中安装了一个用于宽带连接的家庭接入网关。模拟电话可直接连接到

网关。网关能够立即将流量转换为IP语音（VoIP），随后将其作为分组在网络上传输。

还可以在该网关上插入一个IP电话。作为分组化的数据，语音流量所需要的带宽只是一个

64Kb/s的模拟呼叫所需带宽的一小部分。

家庭接入网关还可以通过思科IP组播技术，提供多个广播电视频道。同一个连接还可以

通过单播技术提供视频点播服务。FastWeb已经与主要的美国电影制作公司签署了内容供

应协议，其中包括Universal Studios、Fox Home Entertainment（即以前的Twentieth 

Century Fox) 和Dreamworks，以建立一个庞大的视频资料库。用户可以通过屏幕上的电

子节目指南选择一部电影，并且可以像观看录像带或DVD一样进行暂停、倒退、快进操

作，区别仅在于他们在看完之后不需要将电影还给商店。利用FastWeb的VideoRec服务，

客户还可以通过任何一个Web浏览器登录到FastWeb的门户网站录制某个电视节目，以便

以后观看。

MAN和M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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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Enterprise Networks公司（即以前的GNG Networks）正在沿着6个主要韩国城市（

包括汉城）的地铁线建设一个光传输城域网（MAN），并且计划为企业提供城域以太网服

务。Enterprise Networks采用了Cisco 15454光传输平台。它配备了4端口千兆位电信级以

太网卡，可以支持密集波分复用（DWDM）城域网。Cisco Catalyst 6506 和 6509 系列交

换机将安装在POP，并连接到相邻企业中的Catalyst 3500和3550系列交换机，从而在低成

本的以太网上提供高带宽的IP虚拟专用网（IP VPN）和基于IP的存储服务。

在瑞典，瑞典领先的服务供应商之一B2 Bredband AB (B2)建设了一个城域以太网，并将

家庭多住户单元（MDU）作为它的目标客户。为了拓展它的核心IP网络和WAN，B2从本

地传输服务供应商那里租用了网络容量，以支持36个城市POP。它还在利用思科的ETTx解

决方案连接家庭住宅楼。在接通某个建筑物之后，B2只需要为用户提供一个网卡、连接

电缆和一个自动安装软件，就可以开始为其提供服务。每个用户都能以每月大约30美元的

价格，获得一个双向的10Mb/s以太网连接。B2的竞争对手则只能以同样的价格提供基于

DSL或有线电缆的512Kb/s（即大约0.5Mb/s）网络连接。根据瑞典的Internet World杂志

所做的调查，用户对B2所提供的服务非常满意。83%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对这项服务感

到满意或非常满意。用户将很高的速度和可靠性、较低的安装费用和月费，以及无需使用

一个调制解调器视为关键的成功要素。

城域以太网和传统的WAN服务并存

对于那些仍然在使用帧中继或ATM服务的客户而言，城域以太网交换还可以与传统的

WAN服务相结合。例如，很多客户的分支机构和地区办事处已经通过不超过T1/E1速度

的时分复用（TDM）、帧中继、ATM服务满足了自身的大部分需要，但是在与总部的

WAN连接方面仍然面临一定的带宽限制。将这些总部连接从T1/E1升级到T3/E3，或者从

T3/E3升级到OC-3/STM-1都将会是一个非常昂贵、费时的过程。

基于多协议标签交换的任意传输（AToM）是思科为了在一个IP/多协议标签交换（IP/

MPLS）骨干网上传输第二层分组而设计的解决方案。AToM让企业客户可以将他们的企

业WAN路由器升级到以太网连接，同时保护他们在分支机构中对ATM或帧中继的投资。

此外，这个解决方案还让服务供应商可以在提供增强带宽服务的同时，保护他们对于现有

WAN技术的投资。

这些改进意味着服务供应商可以通过将他们现有的ATM、帧中继和TDM基础设施无缝地与

城域以太网服务互联，保护他们对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获得的收入。通过用同一个平

台提供城域以太网服务和传统服务，服务供应商可以大幅提高设备管理、设置和服务保障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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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

扩展传统路由协议

对传统路由协议的扩展可最大限度减少网络中断

作者： Jaykumar Thontakudi

众所周知，要获得很高的网络永续性，需要使用具有热故障恢复功能和连接不同网络路径

的主路由器和备用路由器。但是仅仅这样并不够。路由器本身—尤其是那些位于不安全

的WAN边缘的路由器—应当配有内部冗余硬件组件，例如交换矩阵、线路卡、电源和路

由处理器（RP）。高可用性路由器还必须支持快速软件恢复技术。

利用可隔离控制和转发面板，并使用平稳的重启机制—也被称为思科不间断转发

(NSF)—的路由器，可以大幅延长网络和应用的正常运行时间。这种软件恢复技术可在

RP流程发生中断时，保持分组的正常传输，从而控制中断对网络的影响。

双RP和连续分组转发

RP包含了路由器的“大脑”。它负责存储最佳路径路由信息的数据库，保存与对等路由器

的邻接关系，以及处理特定的管理职能。冗余硬件可以提高网络组件在发生故障时的可用

性。思科的双RP设备包括12000、10000和7600系列高端路由器，以及Cisco 7500和7300系

列路由器。

两个RP状态信息的同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路由器能够以多快的速度从进程

重启或从故障中恢复。这需要在两个极端的备份形式之间进行平衡。一种极端形式是

RP的“冷”备份，即不包含任何关于第二层连接、邻接关系和最佳路径路由表的状态信

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信息都需要重新构建，因而可能会导致极长的恢复时间。另

外一种极端形式是在两个RP之间不间断地使所有信息同步，这可能会占用过多的处理资

源，影响到网络的可扩展性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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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在这两种极端的RP同步方式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即将大部分（但并非

全部）恢复信息加载到备用RP中。这种同步可以在切换RP和集中路由表的过程中，继续进

行第三层分组转发。

安装在上述路由器平台上的Cisco IOS  软件12.0(22)S版本或更高版本可以支持思科NSF。

它能在主RP进行预定维护或RP发生意外故障时缩短路由器的停机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

要实现思科NSF，重启路由器和其对等路由器必须保存针对所有可以通过重启路由器到达

的网络的转发信息。在重启路由器上，在从主RP向备用RP切换的过程中，控制面板和转发

面板必须互相隔离，以便让转发面板能继续转发数据流量。

路由协议扩展

为了实现NSF，部分思科路由器可以采用常用路由协议——包括边界网关协议（BGP）、

IS-IS和开放最短路径优先（OSPF）的新型平稳重启扩展。这些扩展可以在判断主RP能否

迅速恢复的同时，暂时继续转发分组和保持网络连接的稳定性。

要让大部分思科NSF/平稳重启部署可以发挥作用，重启路由器的对等路由器也必须支持这

些扩展。这主要是由于下面两点原因。首先，RP切换并不代表拓扑变化，仅仅表示RP恢

复。对等路由器可以利用平稳重启扩展区别这两种情况，从而避免对外广播停用和启用重

启路由器的信息。这可以防止不必要的广播信息和路由变化。其次，它让对等路由器能在

恢复期间继续向重启路由器转发分组，从而提供NSF。它还必须知道应当交换哪些消息和

信息，以帮助主路由器迅速恢复。

 

平稳重启的基本步骤

所有路由协议的平稳重启步骤都是类似的。下面是基本步骤：

  确定对等路由器“支持NSF”

  发送/接收重启位，以便对等路由器知道正在进行恢复

  暂时保存邻接信息，以便分组可以继续使用最后知道的路由继续转发

  在恢复完成后交换新的路由数据库信息

 

但是，因为每种路由协议都使用不同的机制来建立路由器的邻接关系或对等关系，以及交

换路由信息，所以每种协议的平稳重启步骤和消息都有所不同。

例如，BGP利用底层TCP协议来建立对等关系，而OSPF和IS-IS使用Hello消息来建立邻接

关系。这两种路由协议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在发现重启路由器无法恢复和决定重新利用完

全网络融合进行传统恢复之前，持续转发分组的时间。

BGP平稳重启



43

因为BGP重启的影响可能会非常深远，所以BGP是进行高可用性改进的重要对象。BGP可

以承载大量的路由，所以在某个BGP软件发生故障后进行网络融合的时间通常长于其他

支持较少路由的路由协议。此外，因为BGP是一种域间路由协议，所以一个发生故障的

BGP流程可能会传播到多个网络，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域。

在BGP网络进行重启时，协议改进会在初始BGP连接建立之后开始。重启路由器及其对等

路由器会通过在建立进程的初始BGP OPEN消息中交换BGP功能代码64，表明对思科NSF的

支持。

在通常情况下，当路由器重启它的BGP进程时，与对等路由器的TCP连接将被清除，从

而导致对等路由器清除所有与重启路由器有关的路由。但是，在进行BGP平稳重启时将不

会进行这样的操作。相反，对等路由器会将这些路由标为“过期”，并根据对重启路由器

将会迅速重新建立BGP进程的预期，继续用这些路由转发分组。同样，重启路由器还将在

BGP协议进行重新融合时继续转发分组。

当重启路由器建立新的BGP进程时，它将会再次向它的对等路由器发送BGP功能代码64。但

是在这一次，平稳重启功能交换中的标记位设置将让对等路由器知道BGP流程已经重启。

在继续转发分组的同时，对等路由器将向重启路由器发送一个初始路由升级。对等路由器

将通过一个end-of-RIB（EOR）标记表明它已经将升级发送完毕。这个标记实际上是一个

空的BGP UPDATE消息。在重启路由器从所有对等路由器收到EOR以后，它就知道它可以

利用新的路由信息再次开始选择最佳路径。

同样，重启路由器也会向其对等路由器发送所有升级，再利用EOR标记表示发送完成。这

将让对等路由器可以用从重启路由器接收到的升级取代过期的路由。

IS-IS的特性

如前所述，IS-IS利用Hello协议发现相邻的路由器，以及建立和保持邻接关系。当路由器

重启时，它会通过Hello协议数据单元中的一个重启请求（RR）位向其对等路由器发送信

号。在一个IS-IS网络中，对等路由器可以直接向重启路由器发送数据库信息，而无需等待

确认消息。

在路由器重启之后，它会发送一个带有特殊的RR位设置的Hello分组，从而让对等路由

器知道它已经重启。对等路由器会通过在它自己的Hello消息中设置一个特殊的重启确认    

（RA）位，确认这个重启信号。在对等路由器知道另外一个路由器已经重启（因而没有任

何路由信息）之后，它会发送一个所有连接状态分组（LSP）的汇总列表，随后再发送该列

表中指明的LSP。另外，一旦汇总列表符合，重启路由器就会升级它的数据库。从这个角度

上来说，这种功能与BGP平稳重启流程中的EOR相当类似。

思科为可以利用命令行界面（CLI）进行设置配置的IS-IS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即将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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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接和LSP信息保存或者暂存到备用RP中。在切换完毕之后，新的主RP将利用暂存的数据

保持它的邻接关系，并可以迅速地重建它的路由表。

RP的切换过程只需要几秒钟时间。IS-IS可以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重建它的路由表，并与

网络重新同步。在这个时候，IS-IS会等待一段指定的间隔，随后尝试第二个思科NSF重

启。在此期间，新的备用RP将会启动，并将它的配置与主RP保持同步。

在同步完成之后，IS-IS邻接关系和LSP数据会暂存到备用RP；但是，只有在间隔时间结束

之后，IS-IS才会尝试新的思科NSF重启。另外，重启路由器将会用第一个汇总列表验证它

所缓存的LSP的有效性，从而保持IS-IS协议的状态。

OSPF的工作方式

当某个支持OSPF NSF的路由器进行RP切换时，它会执行两项任务，以便与它的OSPF邻居

重新同步它的连接状态数据库（LSDB）。首先，它必须在不重新设置邻接关系的情况下，

重新学习网络上的可用OSPF邻居。其次，它必须重新获得网络的LSDB的内容。

在RP切换后，重启路由器会以很短的间隔时间，向支持思科NSF的相邻设备发送一个

Hello分组，并在其中的扩展选项类型长度值（TLV）中设置重启信号位。对等路由器将意

识到，与重启路由器的邻接关系不需要重新设置。在重启路由器收到一个Hello响应（作为

对它的Hello消息的回复）后，它就会开始与它的对方路由器进行数据库同步。

在数据库同步结束之后，重启路由器将会升级它的路由信息库（RIB）和转发信息库      

（FIB）。如果网络或者连接状态信息与重启路由器在数据库同步期间收到的信息不同，重

启路由器将会把这些信息发送到对等路由器。

高可用性网络必须在很多方面进行加固，包括采用冗余的网络拓扑设计。此外，还需要部

署配有冗余组件和软件智能的路由器。这些软件智能可以进行故障恢复和减轻暂时中断对

网络的影响。

很多思科路由器都以路由协议扩展的形式支持内部设计和软件智能，因而可以帮助服务供

应商和企业加固它们的网络。

 

计算路由器的正常运行时间

系统的可用性是通过路由器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即设备正常工作总时间—

—和平均故障恢复时间（MTTR）衡量的。MTTR表示系统不能处理和转发分组的时间。

用MTBF除以MTBF和MTTR之和，再乘以100，就得出某个特定系统的可用性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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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

IP电话和融合网络的力量

凭借IP电话和融合网络，中型零售商Edwards Fine Foods实现轻松通信

作者：Janet Kreiling

Edwards在加州、犹他州和其总部所在的佐治亚州共有五个分公司，其1000名员工常在旅

途之中，制作符合国家大奖水平的高质量产品，并向食品服务公司、饭馆和零售超市进行

销售。Edwards去年9月安装的思科IP通信解决方案向主公司等提供了动态通信－IP电话、

统一信息处理、分机移动性、虚拟专用网（VPN），有助于员工在旅途中与在办公室中效

率一样高。

Edwards Fine Foods的基础设施经理Steve Alsop称，移动员工的出色通信对Edwards尤为

重要，因为其员工比大多数中型公司的差旅更多。鉴于该公司必须使产品新鲜并在全美国

分销它们，Edwards的生产工厂位于分销、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因素都十分合适之处。网络

必须可靠、灵活地连接各远程地点且支持移动员工——公司通过使各地点间共享在全国各

地旅行的销售人员和经验，保持着领先地位。

Edwards的母公司The Schwan Food公司最近收购了Mrs.Smith s Bakery，并融合两个子

公司。这为构建一个包括9个地点的IP网络创造了机会。“管理人员看到了IP电话，统一信

息处理，互操作性，移动、添加和修改的简便性，以及快速投资回报的价值”，Alsop称。

Edwards初始融合网络的ROI将为18个月，包括一些新光纤和其它基础设施的扩建将在今年

完成，预计其投资回报将为26个月。仅是Edwards网络中IP电话的话费绕行费用节约累计

每月达1600美元左右。此外，Alsop的三名员工自行构建了网络，现正进行扩建和所有维护

工作。

由思科针对中型企业的IP通信解决方案系列构成的初始网络，得到了Cisco AVVID（集成化

数据、语音和视频架构）的支持。该网络的核心是一个安装在佐治亚州Norcross的集成通信

系统——Cisco ICS 7750，它配备了Cisco CallManager呼叫处理软件和Cisco UnityTM统

一通信软件。由此核心，T1和帧中继连接呈辐射状连到位于5个地点、作为语音网关的

Cisco 3725多服务接入路由器。为在各地点间划分带宽并向每个电话供电，Alsop的团队在

网络中安装了26台Cisco Catalyst 3524 PWR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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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端口都可提供以太网供电，我们可随处插入电话”，Alsop说。桌面上放置的是

Cisco 7940G IP电话，而整个生产工厂中则分布着Cisco Aironet 1200系列无线接入点。

除核心交换机外，扩建几乎也是相同的。Alsop将安装一个Cisco Catalyst 6513交换机作为

新数据中心，它位于前Mrs.Smith公司在佐治亚州Suwanee的总部，为这两家公司提供服

务。Cisco Unity和Cisco CallManager现通过此交换机，即新网络汇聚点实现连接。

Alsop在位于Suwanee、宾夕法尼亚州Pottstown、南卡罗来那州Spartansburg和俄克拉

荷马州Stiwell的新地点安装了Cisco 3725路由器，并添加了20多台Cisco Catalyst 3524 

PWR交换机。仅Suwanee一地250个新IP电话，实际上就将网络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随时随地随心通信

“我们的基础设施中所有设备均为思科设备”，Alsop说，“我们拥有虚拟专用网解决方

案、移动解决方案、远程接入解决方案。我们具备人们在旅途中快速获得信息所需的各种

方式。我们的员工能随时随地针对任何事情进行沟通。”

此灵活性的关键是Cisco Unity统一信息处理，Alsop说，“我们的经理能灵活地通过电子

邮件系统向分布列表上的每个人发送语音留言，如，向其销售人员发送产品最新信息等。

只需点击几下，他们可将信息拷贝至在多个地点的多个人。如果员工未在办公桌旁，他们

可通过IP电话、手机、笔记本电脑获得语音和电子邮件；如果员工在办公桌旁，他们就能

以其原始形式获得语音或电子邮件。”

此外，所有语音留言都由同一Cisco Unity系统处理，所以暂时前往其他地点的员工也可访

问自己的地址簿、快速拨号或旧信息。任何员工，无论在家中还是旅途中，都可向其他任

意员工发送语音留言。通过Cisco CallManager实现的易用电话会议也可实现员工的聚会和

沟通。

Cisco CallManager也可服务于移动员工。其分机移动特性让他们能登录位于WAN中的任

意Cisco IP电话7940G，并使用自己的分机、用户简况、配置和特权。“这样我们就可以更

方便地在各地点间共享人员”，Alsop说，“一位工程师可前往Stilwell，登录电话，并获

得其所有快速拨号、电子邮件、语音邮件等一切服务，就如同他在亚特兰大一样”。

无论在家中、旅途中还是在办公室中，员工只需拨打他们需要通话的分机号，不必拨打冗

长的10位号码，即可致电全国网络中的任意地点。“我们尤其需要在所有机构中设置按分

机拨号的功能”，Alsop说。

Alsop还受益于Cisco AVVID的另一特性：为其家庭设立安全IP VPN的能力。有几位员工

在家中使用VPN，他们均配备了带内置防火墙保护的Cisco 3002 VPN客户机系统。当在家

中工作时，这些员工拥有WAN上的所有特性，如分机拨号和电话会议等。

Edwards的新网络提供了可靠性及其路由器上Cisco IOS®具备的可存活远程站点电话

(SRST)特性。

“今年亚特兰大地区发生了几场暴风雪，电网时常断电”，Alsop说，“已经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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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T大显身手的实例。它经由一条到PSTN的PRI线路为建筑物持续提供语音服务。”为

确保工厂厂房也能获得新网络的优势，Edwards安装了Cisco Aironet 1200系列无线接入

点，使员工能实时处理更新库存等任务，以便更有效地进行规划和供应链管理。

为数据人员提供简单易用的IP电话

现在，Alsop的公司在专用于语音的线路，特别是网络中的分机拨号方面实现了节约。“如

没有思科IP电话，我们就不得不购买独立T1，将其用作电话线路。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些

线路完成其他任务，只能将其用作分机拨号。”

谈到思科IP电话，他指出，“您可将线路用于传输电子邮件、生产系统应用和其他数据，

您有很多需要一条数据线路的理由，但需要语音线路的理由只有一个。采用IP电话，您就

可以利用已有线路。”

Edwards在Cisco Catalyst 6513上端接所有网络连接类型——语音、数据、光纤、铜缆。

此外，他补充道，“Cisco AVVID如此灵活，我们能完成很多操作，如将家庭办公电话转接

到我们的公司网络等。” Alsop的员工很容易学会IP电话的使用。“它就是另一个数据流。我的

员工在一、两周内就掌握了它。IP电话对数据人员来说十分适合。”

IP通信：竞争必备技术

IP通信包括IP电话、统一通信、基于IP的音频和视频会议以及客户联络解决方案等，正在

成为技术公司不可或缺的技术。

Edwards Fine Foods具备了所有部署IP电话的理由。思科IP通信可：

 • 改进对于移动和远程人员的支持

 • 为快速实现未来通信奠定通信基础设施

 • 实现通信基础设施的标准化

 • 降低、抑制或避免开支

 • 提高IT人员和员工的效率

IP通信转变为了一个融合语音和数据网络，可运行大量应用。应用包括即时通信、远程学

习、带数据共享的电话会议和桌面电视会议。思科在创建融合网络方面有丰富经验，具备

可帮助公司启动IP通信的文档和出色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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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1启动核心芯片SPP

SPP的成功应用使CRS-1具有极高的性能、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

随着思科系统公司革命性的核心网络路由器——思科运营商路由系统（CRS-1）的发布，负

责制造CRS-1核心芯片SPP的IBM工程师表示，这款芯片比他们所遇到过的任何ASIC都要复

杂一倍以上。该芯片的成功应用使CRS-1具有极高的性能、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

思科的技术竞争实力决定了思科芯片在业界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思科系统（中

国）公司CTO刘永春指出：“虽然思科从未做过商用芯片，但我们的很多网络产品完全具

备了最先进的商用芯片级技术，甚至有的产品性能超越P4几倍。”

CRS-1与SPP

“SPP芯片架构和通用编程模式可以适应新的协议，支持多种新型功能和服务”，思科路由技

术部硬件工程主管Rajiv Deshmukh表示，“作为CRS-1转发引擎核心的SPP，达到了我们所有

的预期。在高风险的ASIC芯片设计领域，这就相当于在世界大赛中击出一个全垒打。”

CRS-1是思科新一代IP路由器，针对全球最大规模的通信网络而设计。从微处理器到线

路卡，从交换矩阵到软件，CRS-1都针对可扩展性、可用性进行了专门的优化。它能

够在每个插槽中，以40Gbps的速度处理大量的带宽。这意味着CRS-1的总容量为每秒

92Tb(Tbps)，足以在不到五秒的时间内传输完毕整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资料。

尽管建立全球第一个40Gbps处理架构需要很高的复杂性，思科路由技术部仍然成功地开发

出了SPP。这种架构建立在一组以SPP芯片为核心的8个ASIC的基础上。它的主要功能是通

过硅芯片实现的，包括分组处理、流量整形和数据排序。针对物理接口、分布式控制面板

和CRS-1的交换矩阵的不同功能，都是在硅芯片中运行的，而不是通过软件。

解读SPP

Deshmukh及其团队克服了很多硬件难题，才实现了CRS-1的性能、可扩展性和可用性目

标。第一个成功的创新就是硅分组处理器SPP。SPP是一款可以软件编程的网络处理器，包

含一个由188个内嵌CPU内核组成的大规模并行阵列。每个SPP组件都可以访问分组、内存

和其他资源。让所有这些CPU内核协调工作就像让188匹汗血宝马以相同的步伐前进一样令

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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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P的成功研发使思科路由技术部处于芯片设计领域的前沿地带。采用先进的110纳米硅技

术制造的SPP集成了超过3800万个逻辑门、100万个触发器、8Mb嵌入式内存和1600个信号

I/O引脚。它们能够以千兆赫兹的频率在芯片中存取数据。这些组件通过7个金属层相连，

并被集成到一个324平方毫米的硅芯片模上。

SPP芯片的成功应用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揭开了序幕。利用强大的处理能力，CRS-1可

以帮助运营商将多个传统网络集成到同一个基于IP的通信基础设施上，从而实现融合，并

节约了成本，由此畅通了大幅加强运营商级可扩展性、性能和融合的道路。

由此看到，CRS-1极高的性能、可靠性、可用性和可扩展性将会改变运营商网络，方便实

现新的应用和效率。

思科系统公司总裁钱伯斯、CRS-1总设计师Mike Volpi与CRS-1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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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XR，将互联网提高到新水平 

思科最新推出的、用于CRS-1的IOS XR可以利用分布式架构提供独一无二的可用性和可扩

展性。

思科运营商路由系统一号（CRS-1）是第一款支持40Gbps光传输接口（OC-768/STM-

256C）的路由器。作为世界上传输容量最高的互联网路由器，它的总吞吐量高达92TB，即

每秒92万亿个比特，从而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作为思科IOS互联网操作系统

家族的新成员, IOS XR运行在CRS-1之上，是目前惟一一个设计运行在大规模分布式多机

框体系结构上的万亿比特级（T-Bit）的路由系统。

但是，由于经过升级的操作系统可以简化网络管理、加强安全性和为思科创造新的软件产

品，因而最终将被用于多款思科产品。

关于IOS

思科网际操作系统（IOS）是一个为网际互连优化的复杂的操作系统——类似一个局域网操

作系统（NOS），如Novell的NetWare，为LANs而进行优化。IOS为长时间经济有效地维护

一个互联网络提供了统一的规则。简言之，它是一个与硬件分离的软件体系结构，随网络技

术的不断发展，可动态地升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硬件和软件）。IOS可以被视作一个

网际互连中枢：一个高度智能的管理员，负责管理和控制复杂的分布式网络资源和功能。

思科IOS软件被运行于80%以上的互联网骨干网路由器中，无论对于思科自身还是整个行

业来说，它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思科系统（中国）公司CTO刘永春说：“我们掌握

了网络产业的核心技术，即软件IOS，它就像PC里的Windows一样，是网络产业的操作系

统。”

IOS XR与CRS-1

创新的思科运营商路由系统一号（CRS-1）运行的是最新的路由器操作系统，被称为

IOS-XR，其软件的体系结构与互联网的体系架构极为相似，它管理着一个功能强大的IP/

MPLS网络平台，能够支持高吞吐率、高带宽、高度可用的全球通信，为下一代互联网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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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建至今，思科IOS一直是这个网络巨人所有产品的软件平台。IOS对于网络设备的重要

性就如同Windows对于PC的重要性，因为全世界几乎所有接入互联网的企业或服务供应商

都在使用运行IOS的思科产品。

“IOS XR的核心理念是：解决几乎所有可用性、可扩展性和性能问题的关键是将功能分散

化。”思科杰出工程师，也是CRS-1的软件设计师David Ward表示，“因此，CRS-1中

的所有系统节点都具有独立的智能，可以与其他节点异步运行。尽管具有分布式的功能，

但是每个CRS-1都可以被视为网络中的一个集成化单元，进行统一的管理。它就像一个爵

士乐队，每个人都独自表演，但是音乐仍然浑然一体。”

与没有使用集中枢纽作为通信手段的互联网一样，CRS-1采用了一种高度分散化的架构，

这可以带来极高的可用性和容错性。Ward及其团队为收发高优先级通信数据——例如路由

和MPLS融合——对该系统进行了专门的优化。内部数据库可以尽可能地靠近需要数据的应

用，这确保了处理和其他功能可以更加统一、准确、迅速地获取数据。此外，CRS-1还采

用了新的接口，这使其可以方便插入最先进的网络管理系统中。

CRS-1的分布式架构可以为其他一些创新功能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在同一个网络基础设施

上提供语音、视频、专用数据和互联网流量。它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发分组，并可通过

服务隔离和分组处理，优先处理对延时较为敏感的信息。就像思科在20年前通过第一款基

于思科旗舰操作系统IOS的多协议路由器彻底改变互联网的面貌一样，采用IOS XR的CRS-

1将利用多种新型应用，如在相同的连接上提供视频点播和IP电话，来改造下一代互联网的

结构和功能。

分布式架构的优势非常明显。通过让各个节点彼此独立而又互相协调，可以确保网络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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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时传输——即使在进行维护、升级，或发生组件故障时。各个组件甚至可以在故障之

后自动重启和重新进行同步。它使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地设置路由规则和定制报告。它还支

持Ward所称的“随发展”式的升级和扩充。

“IOS XR可以在不改动系统架构的情况下添加新的功能、线路卡、软件升级或服务，因而

可以方便地扩大规模、增加容量或提升性能”，Ward表示，“这使客户可以轻松采用新功能

或新技术，而不需等待系统升级。”

通常，客户在一款软件推出之后提出的问题都是：“它为什么不具备这种功能？”或者“它可

以怎样适应我的特殊环境？”但是，在IOS XR推出之后，客户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我什

么时候可以得到它？”

升级后的IOS

经过升级的软件可以帮助思科客户更加方便地改进他们的产品。它还让思科可以将IOS分

解为一个基本的软件产品和多个高级附件的组合，从而降低低端产品的价格，同时创建新

的、更加经济的高端软件系列。

新软件采用了一种所谓的模块化架构，它可以在不同的软件流程上运行不同的路由和交换

功能。通过这种设计，思科的开发人员可以方便添加新的功能和升级部分代码，而不会对

代码的其他部分造成任何影响。因此，客户在为他们的路由器添加新的功能时可能遇到的

软件漏洞将大为减少。这种设计还意味着网络管理人员在进行常规升级或安装漏洞补丁

时，不需要中断路由器或交换机的服务。

“我们将继续改进Cisco IOS软件，并将其作为提供思科创新成果、提高网络的统一性和支

持关键IP应用的重要手段”，一位思科发言人在通过电子邮件向CNET News.com发送的

一个声明中表示，“思科IOS软件可以支持模块化架构，从而让思科可以为不同的市场、产

品和应用提供经过优化、度身定制的IOS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