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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荷兰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中坐落着许多世界知名的创新企业。通过利用网络虚拟化特性将 IP 
网络分成多个虚拟分区并提供新型智能服务，园区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开放的’科研环境。

园区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全球研发协作，这个新模式正在帮助下一批创新先驱快速将创新成

果推向市场。 
 
 

 

业务挑战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 1999 年由荷兰飞利浦电

子公司创建，旨在为许多全球知名的高科技

企业以及新兴的创新公司提供先进的研发

(R&D)设施。园区始终致力于支持飞利浦开

展享誉全球的研发活动，如创建 DVD 和 CD 
等全球标准制式。此外，园区还负责 IT 和设

施管理以及大楼出租等事务。 
 
迄今为止，飞利浦公司共投资6亿欧元，为园

区配备了全面的研发设施并将其分成五个技

术版块– 微系统、生命科学、高科技系统、

信息娱乐和嵌入式系统。这个占地22英亩的

园区包有大约30所大楼– 包括整洁的休息

室、实验室和办公室– 由来自50多个国家的

5,000多人组成。 
 
受动态市场的影响，研发市场本身也在不断

变化，变化速度从描述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

中可见一斑。1 据摩尔定律描述，集成电路上

晶体管的数量每隔18个月便会增长一倍。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ore’s_law 
 
 

 
 

概述 
客户名称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 
 
客户所属行业 

 研发(R&D) 
 
业务挑战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 1999 年由飞利

浦公司创建，旨在为入驻园区的著名

高科技公司创造支持环境，以便他们

能够更高效、更富有成效地提高协作

和科研水平 
 简化 IT 设施的管理工作 
 提高园区资源的使用率和可用性 
 降低运营成本 

 
解决方案 
服务导向网络架构(SONA)提供了全新

的虚拟化功能，允许将一个网络分成

多个逻辑网络以创建‘开放的’研究环

境。思科 SONA 交互服务包括： 
 语音和协作服务 
 移动性服务 
 安全服务 

 
业务成效 

 通过‘边增长边付费’的服务以及成本

分担等促进创新– 允许更多的公司访

问研发资源，与规模无关。 
 通过扩展全新的 IT 模式和架构来创

建虚拟的全球园区 – 扫除时间和地理

位置的障碍。 
 对研发项目产生正面影响– 缩短研发

周期，允许公司以更加经济高效的方

式快速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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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造的开放式研发环境可帮助缩短研发周期并允许客户– 大量全球知名的高

科技公司–以更加经济高效的方式将创新成果快速推向市场，从而为研发提供正面

支持。推动这些创新最终将使这个行业、消费者、广大民众乃至全世界从中受

益。” 
Patrick Stemkens 
首席信息官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 
 
 
虽然以上理念现在看来仍然能够站稳脚跟，但是，园区最迫切需要的是在极短时间内满足

企业对灵活性以及合作伙伴协作的要求，以便缩短上市时间(TTM)并有效抗争全球竞争威

胁。为此，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希望创建‘开放的’研究环境来更好地迎接战略性的商业挑

战。 
 
解决方案 
这次转型的基础是部署能够利用网络智能的更集成、更具响应性的架构，以便优化园区的

现有基础设施。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与思科系统公司密切合作，启动了基于思科服务导向网络架构(SONA) 
的全新IP模式和未来研发蓝图开发计划。 
 
SONA是一个架构框架，其中的智能网络作为一个通用单元将 IT 基础设施的所有组件连接

在一起并发挥作用– 包括客户机、服务器和存储器等，以加速应用、优化流程并最大限度

地提高 IT 资源利用率。 
 
思科为园区部署的 SONA 以交互服务层为重点 – 客户机、服务器和存储器等网络基础设施

与应用层之间的链路– 使园区能够通过基础设施来增强协作工具和业务应用。 
 
除了为整个园区中现有的 IP 电话、IPTV、数据和移动通信提供集成支持外，SONA 框架中

还提供虚拟路由和转发(VRF)以及虚拟防火墙等新功能，允许园区通过基础设施提供智能

服务，为园区转型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思科 SONA 使园区能够迎接下面的战略性业务挑战： 

 通过虚拟化特性将一个物理网络分成多个逻辑网络，从而提高园区的运营效率并更好

地满足多住户的需求。 
 创建全新的服务模式，以更加经济高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包括研发预算有限的

新兴企业。 
 允许更轻松地访问研发资源和设备，从而提高资产利用率和价值。 
 提供业务转型和协作研发环境，使各公司能够更轻松地开展集体研发工作并交流思想

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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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思科服务导向网络架构(SONA)的框架图 
 
业务成效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首席信息官 Patrick Stemkens 说：“我们创造的开放式研发环境可帮助

缩短研发周期并允许客户– 大量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公司–以更加经济高效的方式将创新成果

快速推向市场，从而为研发提供正面支持。推动这些创新最终将使这个行业、消费者、广

大民众乃至全世界从中受益。” 
 
提高运营效率 
过去，园区必须实际构建双核心网络为新项目工作组提供支持。项目结束后，又不得不拆

除这些交换设备和线缆，因此必须面对转移、添加和更改(MAC)等问题，通常需要12个月

才能完成（管理2,000多个额外请求），无形中加重了管理负担。 
 
使用全新的灵活模式后，园区 IT 部门现已能够通过快速、简单、集中的软件配置来创建虚

拟网络环境，允许一家公司或多家公司以安全方式同时访问摆放在整洁的房间或实验室中

的显微镜和其他研究工具与设备，无需更换硬件。此外，IT 部门还能轻松地隔离、交换这

些资源，并在其他研发项目中重复使用。 
 
创建全新的服务模式 
全新的虚拟模式还使园区品尝到了共享服务和成本分担的好处。成本分担在吸引下一批部

署者方面特别有用。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 IT 经理 Peter Linssen 解释说：“SONA 提供的新

型设计框架能够创造巨大的优势 – 尤其是在帮助新兴公司开发科研项目方面，许多新兴公

司都能凭借独到的见解开发出卓尔不群的产品。通过将 SONA集成到业务模式中，我们现

已能够为园区中的客户提供‘边增长边付费’的研发服务。” 
 
SONA 的设计亮点从一个近期项目便可见一斑。园区中的一家小公司希望租用 HDTV 设施

来测试其专为防止非法复制而开发的数字‘指纹’系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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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SONA 之前，虽然只是短时间使用，公司也不得不购买昂贵的放映和编辑设备，但鉴

于预算相对有限，因此常放弃演示计划。部署 SONA 之后，新环境不仅本着成本分担的原

则允许各公司根据需要共享设备，而且还使各机构能够利用飞利浦公司提供的其他 HDTV 
技术、专利信息、组件数据和其他工具。 
 
价值提升 
原来不灵活的网络环境还存在着电子显微镜和 MRI 扫描仪等主要研发资源利用不足的问

题。要想使用这些产品，公司不得不提前一段时间租用，而且这些工具不提供虚拟防火墙

功能，因而无法阻止其他项目组访问数据。 
 

 
 
 
“SONA 提供的新型设计框架能够创造巨大的优势 – 尤其是在帮助新兴公司开发科

研项目方面，许多新兴公司都能凭借独到的见解开发出卓尔不群的产品。通过将 
SONA集成到业务模式中，我们现已能够为园区中的客户提供‘边增长边付费’的研

发服务。” 
Peter Linssen 
IT 经理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 
 
 
部署 SONA 使园区将共享访问扩展到了一般性的园区应用，同时确保它们与 ERP 等其他商

业应用相隔离，并且允许作为研发工作的一部分始终开发新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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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ssen 解释说：“思科解决方案使我们能够通过改造现有的 IP 基础设施来为多住户环

境提供新服务，无需全面改造网络，因此能够更好地利用设备和实验室等研究资源，从而

有能力迎接未来挑战、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优化资产利用率。” 
 
下一步 
放眼未来，园区正在评估通过扩展模式在全世界创建虚拟园区的可行性– 扫除时间和地理

障碍，与其他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和优秀的学术中心联手搞科研。 
 
如果园区决定从现在的网络连接存储(NAS)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设计迁移到 SONA，新架

构还能为园区推出虚拟存储服务提供路线图。 
 

 
 
 

“思科解决方案使我们能够通过改造现有的 IP 基础设施来为多住户环境提供新

服务，无需全面改造网络，因此能够更好地利用设备和实验室等研究资源，从而

有能力迎接未来挑战、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优化资产利用率。” 
Peter Linssen 
IT 经理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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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蓝图 
爱因霍芬高科技园区网络基于思科服务导向网络架构(SONA)，这个框架能够很好地支持迁

移，允许企业有计划地实施智能信息网络构想，将现有基础设施及其所有的互连组件变成

一个将不同的网络、应用和数据库统一在一起的集成系统。  
 
这个架构支持第2和第3层服务(包括面向通用设施和安全管理服务的约 700 个现有的虚拟局

域网)，同时还支持交互服务，包括： 
 
语音和协作服务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在园区网络核心安装了6个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每个交换机

都能传输包括 IP 电话、IPTV 和数据应用在内的千兆以太网的流量。 
 
移动性服务 
SONA 架构还将交换平台与园区的无线局域网(WLAN)全面集成，使移动用户能够通过450
个安装在公共场所的接入点连接网络。 
 
安全服务 
SONA 架构内嵌全新的虚拟功能。虚拟路由和转发(VRF)以及虚拟防火墙允许通过基础设施

提供智能的安全服务。 
 
SONA 架构还将交换平台与园区的无线局域网(WLAN)全面集成，使移动用户能够通过 
Cisco Aironet 1100 和 1200 系列接入点访问园区网络服务。Cisco Wireless LAN Solution 
Engine (WLSE) 负责集中管理接入点和无线环境。此外，SONA 架构还将安全功能构建到

每个组件中，并通过采用思科最新 PIX 技术的思科防火墙服务模块(FWSM)进一步增强了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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