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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制造企业的网络要面临四大挑战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业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制造业不但贡献了中国超过三成的GDP, 总规模也占全球大概20%左右，名列第

一位。然而随着近年来消费者需求逐渐转向个性化，原有依靠大规模生产获取

低成本优势的制造模式已经不再有效，过剩的低端产能在将企业拖入价格战的

同时，也严重制约了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制造企业迫切需要转型。知名咨

询公司麦肯锡在《中国工业4.0之路》中建议中国制造企业要转变发展战略，向

数字化企业转型，致力于打造高灵活度、高资源利用率的“智能工厂”，实现从

产品开发、采购、制造、分销、零售、到终端客户的连续、实时信息流通。这

条贯穿整个商业价值链的“数字线程”，大大提高信息透明度，实现运营成本大

幅降低、产品高度个性化、以及灵活高效的制造与产品开发流程，并促进商业

模式的创新。

企业要向数字化转型，就必须采取全方位的创新战略，不仅要在研发领域加

大创新的投入，也要在组织架构和运营流程上创新，打破原有金字塔式的企

业架构。用扁平化、专业化的组织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变化。以青岛海尔推

行的“人单合一”模式为例，海尔平台上有3000多家小微公司，每个小微公司

不但可以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客户还可以在网上定制自己专属的产品，真

正实现企业（人）和客户（单）的统一。但这样的架构势必对企业的管理提

出更高的要求，因为每天都会有小微公司诞生、壮大、合并、分解、解散，

所以企业的生产、运营、财务、供应链等后台系统也必须能够快速地调整。

其次，创新的制造模式也是对企业生产、品质控制、供应链管理能力的考验。企

业只有把分布在总部、分支机构、研究院、工厂、生产线、设备、生产工人、

产品、运输车辆、渠道、服务机构、销售网点，以及ERP、MES、CRM等各

种运营系统中的数据都连接在一起，加以分析，才能实现高效的产品开发、定

制化和智能化生产。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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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系统是数字化企业的神经系统，各种业务创新既需要IT系统的支持，也会对

现有IT系统产生冲击。而网络又是IT系统的基础设施，所以网络最先感受到这

种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灵活、稳定的网络就没有可靠的IT系统，很

多业务创新也不具备实现的技术基础，更不会有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作为制

造企业的CIO，在规划企业的网络平台时要专注于业务创新带来的挑战，由于

这些挑战大都是以前的业务模式中没有碰到过的，所以企业要选择能够以创

新手段克服挑战的合作伙伴。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如何支持灵活的组织机构？

如何管理规模空前的网络？

如何简化运维？ 

如何保护网络安全？

总体说来，数字化制造企业的网络要克服四个挑战：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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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持灵活的组织机构？

未来的制造企业要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就要有能力快速组建、合

并、重组旗下的业务单元。然而这对于传统的网络就是一场梦魇，因为每个业

务单元都包含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功能团队，能把这些功能团队迅速

整合到一张虚拟网络中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其次每个功能团队还要能在共享公

司功能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与其他业务单元做出区隔，需要一套复杂的策略。

而且接入网络的设备可能是海外研发中心的工作站，也可能是出差途中员工的

智能手机，甚至是工厂生产线上的数控机床，这就意味着对有线、无线、物联

网、园区网、广域网、数据中心的统一管理。凡此种种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传

统网络架构能力的边界。

思科公司推出的全数字化网络架构(Digital Network Architecture, DNA) 正可

以帮助制造企业克服以上挑战。DNA将策略驱动的方法和软件定义战略扩展

至整个网络（从园区到分支机构，从有线到无线，从核心到边缘，从数据中

心到云），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管理企业网络。

DNA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软件定义接入（Software-Defined Access，即

SD-Access） 。软件定义接入是业内首个基于软件定义网络（SDN）的覆盖

无线、交换、路由和安全管控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可将有线、无线和广域网

网络视为一个安全网络矩阵（Fabric）加以管理。由于在单一网络矩阵上提供

了自动化策略执行与网络隔离功能，它可以大幅简化针对联网用户和设备的

网络访问管理工作，企业因此可以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软件定义访问

功能靠DNA 内置的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企业模块 (APIC-EM)实现，

APIC-EM通过自动化配置、部署和故障排除等日常任务，可以显著缩短调整

网络所需的时间，将问题解决时间从几周或几个月缩短至几小时，同时大幅

减少安全漏洞的影响。思科针对试用客户的初步分析和内部测试均已表明，

网络配置时间可缩短67%，问题解决时间可缩短80%，安全漏洞影响可降低

48%，同时运营支出可减少61%。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思科解决方案：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面向制造业的思科DNA

软件定义接入（SD-Access）

思科APIC-EM

软件定义的接入 (SD-Access) 服务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dex.html#~stickynav=1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industries/manufacturing.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application-policy-infrastructure-controller-enterprise-modul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global/zh_cn/solutions/collateral/enterprise-networks/nb-09-dna-SDS-AAG-SO.pdf?oid=aagen00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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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办公网络，车间里的生产网络同样需要高度的灵活性。举一个例子，企业

想收集设备工况数据，如噪音、振动、温度、压力等，分析并预测可能产生故

障点，进而给出相应的维护维修建议。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建议，提前处理有风

险的设备，从而避免计划外停线的发生。这个过程就是通常说的预测性维护。

因为预测性维护可以保证企业连续生产，减少维护频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所以成为最受企业重视的先进制造技术1。但是企业在试图连接生产设备时会碰

到一连串的难题，首先是要连接的设备、传感器种类和数量都很多，使用的工

业协议也不尽相同，而且鉴于已经发生了好几起黑客利用物联网设备攻击网络

的案例，每一台联网设备都要做必要的网络安全防护，但由于设备功能不同，

每种设备可能要执行不同的安全策略……传统的网络管理手段肯定是无法胜任这

么复杂的情况了。如果企业决定扩大预测性维护设备的范围时，挑战将变得更为

棘手。因为不同品牌、不同种类的设备有可能要靠不同的厂商负责维护，所以每

一台设备的连接、安全策略都不完全相同，但都共享同一个物理基础网络。其管

理难度可想而知。

软件定义接入 (SD Access)可以帮企业解决这个挑战。软件定义接入针对网络

中的所有应用为用户或设备应用恰当的策略，并能从云端到网络边缘自动执行

这些策略。比如IT管理员可以为所有联网设备建立一个“IoT 设备”组 (Group)，

然后为这个组设定“不允许访问公司机密数据”的策略，就可以避免黑客操纵勒

索软件，通过联网设备攻击企业的风险。一旦有新设备加入网络，也会自动遵循

这一策略。与手工操作相比，既降低了员工的负担，也避免了人工失误的可能。

当企业扩大预测性维护的应用范围时，比如纳入来自不同厂商的不同种类设备，

软件定义接入的优势将表现得更充分。APIC-EM可以为每一种设备 (如 A 品牌

的机器人、B 品牌的数字机床) 建立独立的虚拟网络，每家设备提供商通过自己

的虚拟网络维护自己的设备。所有虚拟网络共用一个物理基础网络，但互相隔

离以保证安全性。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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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除了上面的例子，软件定义的接入（SD-Access）还可以解决柔性生产给生产

网络带来的挑战。采用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模式更容易满足客户越来越

个性化的需求。然而一旦产品发生变化，原来处于一个子网络中的加工设备、

夹具、产线、检测设备可能都要打散，放进生产不同产品的多个子网络，传统

网络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组网的任务。软件定义的接入 (SD-Access)功能通过

自动化策略执行，可以快速配置联网设备，组成新的网络，从而提高生产的柔

性和效率。

此外，思科还提供软件定义的接入 (SD-Access) 服务，帮助用户制定 SD-Ac-

cess 架构战略、实施路线图和设计，从而管控迁移中的风险，加快方案的实施

速度。

案例研究：

某大型跨国高技术工业公司

随着人员、设备、应用与数据量的增加，某大型跨国高技术工业公司亟需

更高效的办法管理网络，保证网络质量(QoS)。借助思科APIC-EM，该公

司不仅可以更智慧地部署和调配全球资源，还将原本需要 6 个月的流程缩

短到几分钟，保证了企业重要应用及时上线。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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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如何管理规模空前的网络？

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支持政策的逐步升级，很多中国制造企业都在积极拓展

海外业务，企业网络也要覆盖更广地域内的更多分支机构。而且随着数字化转

型的深入，像视频会议、云服务、访客WiFi接入等新业务也给网络带来了更大

的流量压力。传统上，企业只能租用更多MPLS链路才能保证高性能，但MPLS

昂贵的价格又迫使企业不得不用更经济的互联网专线承担一部分业务，可是互

联网专线的性能又差强人意，企业总要在成本和性能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思科基于DNA架构的智能广域网(IWAN)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用相对低

的成本，稳定提供高性能体验的选择。IWAN可以识别多达1300多种业务应

用，并根据业务的重要性和线路的繁忙状况，灵活选择最合适的线路（例如 

MPLS、互联网或混合广域网）来完成传输。IWAN使以往仅作为备份线路的

互联网专线也可以用来传输非关键应用数据，降低了对MPLS的使用，所以整

个网络租用成本降低了，但关键业务的体验没有降低。

为缩短用户的学习曲线，充分发挥DNA的全部功能的价值，思科还提供DNA

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制定正确的迁移策略和计划，既能维持升级过渡期间的网

络稳定性和可靠性，还能让企业采用合适的技术实现业务目标。

案例研究：

某国内大型家电集团

依靠持续不断的并购，某国内大型家电集团已经在全球构建了庞大的业务

网络。但现有的广域网租用了11条链路，不但成本高，而且体系复杂、

灵活性不足，难以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 通过部署基于思科全数字化网

络的智能广域网解决方案，集团部署新应用的时间节省了80%，工作效率

大幅提升的同时还提高带宽利用率30%以上，大大节省了链路租用成本。

思科解决方案：

思科软件定义广域网

DNA咨询服务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telligent-wan/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global/zh_cn/services/pdf/solution-overview-c22-738468.pdf?oid=sowsv00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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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简化运维？

制造企业的信息化领导总要面对一个难题，一方面应用越上越多，网络平台

越铺越大，另一方面网络运营维护人员并没有增加。有限的人员管理越来越

复杂的网络，导致每个员工都处于超负荷状态，这既降低了响应业务要求的

速度，也埋下了事故隐患。企业迫切需要能够智能自我管理的网络，将人从

繁杂琐碎的运维工作中解放出来。

思科提供了DNA中心（DNA Center）来集中管理网络和实现网络自动化。

DNA中心能够简化网络管理，让 IT 人员利用直观的工作流程和可重复使用的

模板快速扩展业务，配置和调配整个企业范围内的数以千计网络设备只需分

钟，而不用耗费几个小时。DNA中心还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降低成本、通过

提供分析和保障功能改善网络性能，以及通过提供安全功能降低风险。

思科DNA分析和保障（Cisco DNA Analytics and Assurance）功能通过对企

业网络实施主动监控，收集来自设备、应用以及用户的信息，再利用机器学

习来分析这些信息得出前瞻性的洞察，比如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

何解决问题的建议。这样隐患在发展成故障前就可以被化解掉，网络总能以

最佳性能运行。

网络运维中还有一件令企业头疼的事：由于网络连接的产品和子系统来自多

个厂商，一旦发生故障，很难准确定位并解决故障。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可以让企业在发现问题后，只需与思科联系，由思科负责联系其他合作伙伴

解决问题。企业可以从复杂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将精力集中于业务发展上。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案例研究：

KPIT 技术有限公司

KPIT公司使用APIC-EM提供的网络自动化使设备配置时间从几天缩短到

数小时，从而释放更多的 IT 资源用于业务创新。

点击了解详情  https://www.cisco.com/c/dam/m/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

works/aviation-infographic/pdfs/KPIT-Case-study-zh-cn.pdf?oid=csyen000399

7

思科解决方案：

DNA中心

DNA分析和保障

DNA咨询服务

思科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dna-analytics-assurance.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global/zh_cn/services/pdf/solution-overview-c22-738468.pdf?oid=sowsv000460
https://www.cisco.com/c/zh_cn/services/technical/solution-support.html#~stickynav=1
https://www.cisco.com/c/dam/m/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aviation-infographic/pdfs/KPIT-Case-study-zh-cn.pdf?oid=csyen00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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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网络安全？

随着企业走向数字化，制造业面临的安全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根据卡巴斯基

实验室题为“2017年上半年工业自动化系统威胁情况”报告，2017年上半年，

遭受攻击的工业控制系统计算机中，来自制造业的占三分之一，在所有行业

中排第一，中国工业系统遭受攻击的比例（57.1%）有所增加，在所有国家

中位列第五位。臭名昭著的勒索软件也影响了工业企业，遭受加密木马攻击

的工业控制系统计算机数量显著增加，在3月份增加了3倍。事实上，对网络安

全的担忧已经成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掣肘。抵御网络攻击的一个难点在于

近半数的网络攻击隐藏在加密流量中，并且这一比例还在持续增长。目前，大

多数组织都不具有可检测到加密流量中恶意内容的解决方案。如果采用批量

解密、分析和重加密的传统威胁检测手段，即要消耗大量资源，又严重影响

性能，所以也不可行。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DNA) 解决以上挑战的办法是部署包括Stealthwatch

系统和身份服务引擎 (Identity Services Engine，ISE)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Stealthwatch 系统的加密流量分析(Encrypted Traffic Analytics)功能解决了

此前被认为无法解决的网络安全挑战。它可以接收来自您交换机和路由器的

Cisco IOS® NetFlow 数据，再使用思科Talos团队提供的网络情报以及机器      

流量模式，在无需解密流量的情况下发现加密数据中的威胁。身份服务引擎

（ISE）可收集所有试图访问网络的用户和设备的身份信息。StealthWatch一

旦在加密数据流中发现异常行为，便会利用ISE隔离可疑的设备，从而避免损

失扩大，为补救措施争取时间。思科能够实现对加密流量进行准确性高达

99%的威胁检测，同时实现低于0.01%的误报率。因此，思科新一代网络将

在可靠保护隐私的同时为企业带来更高安全性。

思科解决方案：

思科企业网络安全

思科 Stealthwatch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ISE）

工业网络安全洞察与解决方案

思科安全服务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案例研究：

农夫山泉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网络威胁，农夫山泉部署了思科Firepower防护墙和

身份服务引擎(ISE)保护自己的网络。

点击了解详情   https://www.cisco.com/c/dam/assets/global/CN/offers/assets/pd-

f/Security_NongfuSpring_CaseStudy_CN.pdf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index.html#~stickynav=1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industries/manufacturing/connected-factory/security.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service-listing.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index.html#~stickyna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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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挑战，用创新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

思科全球CEO罗卓克在DNA发布时曾表示，思科正在为未来30年重新定义网络，

可以预测互联网上的活动，避免安全风险，并且能够持续进化与学习。因此我们

可以在DNA中使用到许多创新的，有些还是业界首次使用的技术，来简化、自动

化网络的建设与管理。事实上，很多企业都已经从部署DNA中获得了收益。全

球知名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IDC采访了八家已经采用思科 DNA 解决方案的组织后

发现，用户用9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收回投资，五年投资回报率 (ROI) 为 402%，IT 

网络员工团队工作效率提高 28%，应用交付速度提高 17%，广域网分支机构

部署速度提高 42%2。

与以上这些短期回报相比，DNA对制造企业更重要的意义是，其着眼未来的

创新设计理念契合了中国制造业向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因而可以为企业

发展提供长远的支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带给网络的挑战很多：一方面，

未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AR、VR、工业物联网等智能技术会深入制造企业

的运营，海量设备的联网和海量数据的传输给网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另

一方面，企业要更快地适应市场的变化，更注重价值链整合的要求也给网络运

维提出新的课题。更不要说无处不在的网络威胁时刻考验着网络的安全性。

这些非传统的挑战已经不能再靠个别技术的更新来应付，企业亟需一个能够

按照用户意图，可以自我学习、自我调整和自我演进的智慧网络才能克服挑

战。这就是思科开发软件定义接入(SD Access)、智能广域网(IWAN)、DNA

分析和保障（DNA Analytics and Assurance）、加密流量分析(ETA)等创新

技术的目的所在。

总之，网络技术的进步不但使许多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可能，也为企业的安

全运营提供了保障，还为企业创新经营模式的提供了必要的支撑。DNA使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构想成为现实，也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更快实现。

2017思科和/或其附属机构，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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