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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数字转型 创新金融 

近年来，金融科技早已成为全球资本追逐的热点。有数据显示，截止至2018年上半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
额高达580亿元。金融科技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一山又比一山高的变革与创新。人工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物联网（IoT），区块链（Block Chain）
等新兴技术，不断催生金融科技的新产物、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改变的客户期望和偏好，也在重新定义金
融机构该以何种方式向客户提供服务。

有报道称，约有32%的中国金融企业愿意投入约年收益的三分之一支持企业金融科技的发展，并对此类金融
科技项目的回报有所期望。随着金融科技3.0时代的发展，金融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呈现以下特征：

数据的安全与稳定
鉴于行业的独特性、手机端业务的迅速普及、移动支付的爆发式发展、股票交易的实时性操作，促使金融行
业对于网络、存储的安全性及稳定性的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严苛。据统计，有超过71.3%的金融企业计划增
加在数据安全方面的投入。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对于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拓展，使得
传统的网络边界变得模糊，如何更好的实施控制和威胁防御，将是金融业系统安全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科技创新是业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在金融科技3.0的发展过程中，科技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不再只是辅助的作用。更多的会将变成金融业务发
展的重要驱动力。应运科技而生的金融解决方案，已逐步改变金融行业对客户的服务方式。自2016年起，全
国银行营业部数量首次出现了下滑。取而代之的是在线业务的发展。保险行业更是出现了仅需手机上传资料
就可完成“智能赔付”。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已自行创建了科技发展实验室或科技技术公司来应对推陈出新的
技术革新。

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
险管理工具，健全监测预警、压力测试、评估处置和市场稳定机制，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强监管之下，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想要在这场持续改变的环境中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从繁复的传
统技术环境中释放更多效能，一个更富活力与效率的金融科技生态正在形成。

01



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思科全数字化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概述
基于意图的下一代网络架构

全球金融行业正经历完美风暴，国内金融界面临创新、换轨、转型的过渡期，市场化改革的压力也带给金融企业
更多的转型动力。此外，新金融科技力量在推动中国金融行业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数字化金融科技
正在改变金融业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作为全球科技领导厂商，思科正助力金融行业向科技新金融方向全速
前进。金融科技不仅局限于产品创新、生产流程的改造和成本的节约等方面，更会进一步带来业务模式的改变、
创造更大商业价值。思科依靠从中国金融业信息化伊始就积累起的深厚行业经验，携手生态伙伴，使在全球领先
金融机构得以验证的解决方案得以本土化落地，并提供灵活的云消费模式选项，全力助力金融客户实现新一代科
技金融。

思科为金融行业全数字化转型定制了全方位的集成系统架构，确保金融客户平滑转型。思科在基础架构之上，配
合基于 SDN 的策略管理与自动化架构，搭建 PaaS 平台，进行应用生命周期和多云服务商管理，提供 IT 服务订
购，并以 Cisco Tetration Analytics 的卓越安全和分析能力，保障云端和数据中心的安全。深耕中国市场二十余
载，思科对中国金融行业全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痛点有着深刻洞察。凭借全球领先技术和行业经验，未来，我们
将继续携手生态合作伙伴，将整合信息化技术赋能给中国金融机构，助推中国金融行业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建设，共同打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全数字化金融新生态。

下面我们将以实际金融客户的部署案例诠释思科基于意图的数字化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如何真正帮助客户解决它们
实际的应用部署和运维问题。

鉴于客户隐私问题，部分客户名称将隐去，如您感兴趣请和思科销售代表进一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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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金融行业客户无论是在建设新的数据中心还是改造旧数据中心
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划分应用分区，因为分区一旦划分完，
竖井化设计的布线系统固定了网络分区的物理边界，从而限制
了网络、计算、分布式 IP 存储等各种资源的利用率，资源部
署缺乏灵活性和扩展性。传统的竖井化模式的网络物理分区设
计使得分区硬边界无法动态调整，所以无论是以哪种维度去划
分应用分区，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总会发现当初的设计无法
满足业务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面向互联网业务的应用以及管理
类应用。

SDN 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应用分区硬边界一旦设计完无法动态
调整的状况，所以客户会马上发现，即使在开始时没有考虑周
全，在后续各类应用不断上线过程中，还是可以非常方便地进
行动态调整。在 SDN 系统部署中，基于标准的 TOR 布线系
统，可动态调整分区区域的物理边界，构建了网络、计算、分
布式存储的资源池，从而实现了应用的灵活部署。

思科 ACI ：源自 SDN，更多超越
思科推出的 ACI 系统不仅仅实现了传统 SDN 网络（例如 
EVPN/VXLAN）对于网络资源池的构建，而且引入了分布式安
全机制，以 EPG 端点组为单位进行安全访问策略控制，满足
了金融行业数据中心内部对于应用系统东西向访问的安全合规
方面的要求。

ACI 已经上市已经快6年了，全球超过5000+用户，已经进入
产品稳定期，近几年国内金融行业客户越来越多地采用。思科
可向用户提供完善的 ACI 部署和迁移方案。

ACI 网络扩展
针对在一个数据中心内部如何扩展 ACI 网络规模，思科提出
了多 POD 解决方案，即用一组 APIC 控制器控制多个 ACI POD
分区。该方案适合部署在某个客户数据中心内部。另外针对金
融机构很多是两地三中心的情况，思科提出了多站点解决方案。
每个数据中心内部有自己独立的 APIC 控制器来管理内部的 
ACI 系统，而多个数据中心需要互联时，通过部署 ACI 多站点
控制器，即实现了多个数据中心容灾（隔离性要求，即一端控
制器失效不影响另一个数据中心运行），又可以支持那些按一
定需要进行跨中心部署的应用。

除了具备与生俱来的优秀的可编程能力之外，ACI 可以提供诸
多强大的功能以满足金融客户的苛刻的要求。

ACI 交换机通过硬件转发芯片实时监测全网端到端不同物
理路径上负载情况，能够动态调整在不同物理路径上的流
量分担比例，智能规避拥塞点，降低丢包率，提高系统可
用性

ACI 提供一键配置回滚、快速定位终端位置、自动防环等
可靠运维的手段

ACI 可提供逻辑分区的健康分值报告，流量热图等可视化
运维手段 
ACI 配合 NAE 和 Tetration 形成配置、审计、监控、分析、
优化建议的闭环的基于意图的自动化网络系统，可有效地
避免人为变更错误引发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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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业务分区设计

区域边界交换机

区域ToR接入交换机

区域核心交换机

VTEP VTEP VTEP VTEP VTEPVTEP

VTEP VTEP

VTEP VTEP

分区边界

G G G G G G

RR RR

负载均衡

防火墙

业务分区一

业务分区二

业务分区三vFW vFW

vLB vLB

Application Network Profile

策略配置及下发：EPG及其访问控制

WEB RMI SQL

web app db

outside

分区切片，每个分区内部由多个ANP组成，每个ANP由一组具备合约策略的EPG组成

多中心互联架构设计- ACI 多站点方案

由 ACI 多站点控制器负责两边 ACI 互通策略建立，可同时支持 L2 和 L3 互联

Site 1

ACI 多站点 

数据中心互联网络
DCI

EP1 
EPG

EP2 
EPGC

Si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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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据中心网络就绪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数据中心基础架构的演进路线，很多金融机
构已经完成了1和2的步骤，正在向自动化运维的阶段迈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完整的用户访问银行核心应用系统
的过程中涉及到多个环节，多个安全设备的策略配置，网络系
统的配置，存储系统和存储网络的配置。如何避免多个环节下
人为配置错误出现的情况，

基于网络服务编排的自动化运维解决方案可实现应用端到端的
部署和监控，包括快速的配置分析比对和配置回滚等操作，思
科的 NSO 平台可管理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IPS、WAF、
链路负载均衡、服务器负载均衡等多种类网络设备。

解决方案 
    思科 ACI 数据中心全新网络

客户收益

类似 DEVOPS 的系统维护模式，思科倡导 DEVNET 的网络维
护模式。思科所有的 NEXUS 交换机都具备强大的可编程能力，
用户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发一些自动化运维的工
具或平台。

成功案例

伴随业务爆发式增长，需要新增大量交换机、防火墙等设
备，导致业务增长而带来的附加网络建设成本急剧增加 
业务复杂度和关联度不断提高，相同和不同业务分区内业
务互访关系日渐复杂，传统网络访问、安全策略难以适应 
传统网络架构下，无法快速针对业务上线、下线而进行相
关网络资源调配，影响业务快速启动 
传统数据中心网络架构无法满足未来的云化发展趋势，对
未来的业务系统的快速增加、调整无法良好支撑

支撑业务所需交换机、防火墙等网络设备数量急剧减少，
有效降低IT成本 
运维可视化，降低运维难度和成本的同时，更可快速将网
络策略统一下发、调整，更有效支持新业务的快速上线以
及网络资源调整 
平滑过渡到未来的云化数据中心，支持未来的业务云化趋
势，做好投资保护

客户背景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贵州农信）成立于2003年12月
30日，始终坚持立足县域，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
微企业的市场定位，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已成为贵州全省资产规
模最大、存贷款余额最高、支农支小力度最强、金融服务最宽、
机构覆盖最广、从业人员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业务挑战

贵州农信

整合、标准化

资源整合
（规划和标准化）

应用归类和业务
分区整合
服务器整合
网络整合
存储整合

虚拟化和池化

资源池化

服务器细腻华
存储虚拟化
桌面虚拟化
网络虚拟化
网络服务虚拟化

自动化（初级）

资源池自动化部署
按服务目录需求
调度和编排各种
网络服务资源

自动化（高级）

应用部署和监控
分析自动化和
可视化
机器学习，数据
挖掘和人工智能

1 2 3 4

基础设施和资源整合

资源虚拟化、池化，逐步形成可以调度的资源地

基于资源池的自动化业务编排

智能应用运维

实现业务编排

资源池化供应
策略灵活控制
流量按需调度

运维模式改变

DEVOPS
+DEV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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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Spine 节点

ACI Leaf 节点

核心交换机N7K 业务网防火墙 管理网3524

APIC

Border leaf

VPC

……

业务网F5

服务目录和服务交付平台 网络运维门户
REST，NETCONF,JSON-PRC,Python CLI,Web UI

网络基础架构自动化配置管理平台：网络服务配置（基于标准化模型驱动）、设备配置（基于事务型
处理保证，配置一致性检查、配置回滚）

NETCONF,CLI,RESTNETCONF,CLI,REST NETCONF,CLI,REST

隔离区 核心交易区生产区（前置服务器区，
MIS区，开放平台区等等）

ACI

Non-ACI
ACI

广域网外联网互联网（网银） 集中式IP存储（NAS） FC SAN存储

网络基础架构自动化运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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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思科 ACI（应用为中心的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现有架构可扩展规模有限，基础设施缺乏弹性、现有的应
用部署模式不够敏捷、整体利用率不高 
现有网络分区无法针对业务系统变化，进行系统资源的灵
活调度 
随着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安全策略维护日益复杂，无效策
略无法回收 
应用互访频繁催生更多的东西向流量,但现有网络无法支撑
如此大流量，且相应控制力弱

整体架构可弹性扩展，缩短业务上线周期 
将网络和应用解耦，实现高效灵活的面向应用的自动化运
维。精简了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提高了资源利用率，释
放了 IT 人力资源 
数据中心内部可通过 contract 提供东西向安全控制，保证
了安全性 
为服务器提供 1/10/25G 网络接入,Fabric 内部40/100G
互联，无惧东西流量未来提升 
有丰富的云集成能力，为后续云平台建设提供友好的支持；
通过 multi-Site 的方式实现对多数据中心的管理，最大限
度实现投资保护

业务挑战

主要应用包括财富管理， 普惠系统，贷款以及会员平台等
多种新型金融服务 
多数通用应用单机运行， 部分应用实现虚拟化，核心数据
库服务器建立了通用的集群管理 
应用服务基于传统的计算、存储和网络三层架构， 系统可
扩展能力有限 
贷款以及会员平台需要大量的App支撑， 虚拟机数量明显
上升， 当前存储在容量和性能上有明显的瓶颈 
没有统一的 IT 基础架构管理平台， 关键应用的可靠性保证
存在较大的风险 
没有完整的应用及数据备份机制 
没有完整的灾备的规划

思科 Hyperflex 超融合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思科 ACI 以应用为中心的网络基础架构

业务挑战

解决方案

思科超融合基础设施集计算、存储、网络以及虚拟化运行平
台为一体，实现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的快速部署，实现集中
的运维管理。大大减少应用系统的部署时间， 有效地简化
IT 基础架构管理和运维的复杂度， 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应用
系统扩展和升级的敏捷性， 降低了应用双活和同城灾备的
技术复杂度 ， 并最终有效地降低了客户在系统建设和运维
的总体拥有成本

基于 ACI 的有效的可扩展的网络架构，更可快速将网络策略
统一下发、调整，更有效地支持新业务的快速上线以及网络
资源调整

客户收益

某金融机构

支撑企业关键应用 财富管理/普惠/私募/车贷/信审/会员平台

灾难避免 最大的在线时间 零RPO 自动灾备 DR

DB APP DBAPPD8应用扩展集群

HX Data Platform 分布式数据平台

公司总部 数据中心SSD SSD SSD SSD SSD SSD

同步数据复制

双向数据复制

SRM 灾备自动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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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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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广域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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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SD-WAN 解决方案

基于分段路由 SR 的 SD-WAN 方案
  

专注于解决复杂的流量工程调度问题
基于 overlay 叠加网络的 SD-WAN 方案

Viptela 2012年成立，2017年8月
被思科正式收购

SR 由2012年思科发明，2016年开始部署

Segment 
Rou�ng

SDN
Controller

Applica�ons

Data Center Campus Branch Home Office

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传统金融行业广域网面临诸多的挑战：

挑战一：网络拓扑结构 
传统的星型树状设计难以支持两地三中心或者更多业务中心的
部署需求。

挑战二：实现不同业务在不同物理链路上的分流 
金融行业的特点是要区分上下行业务流量在物理链路上的分流。

挑战三：高可用网络 
如何实现链路和节点故障的快速切换和恢复。

挑战四：网络洞察

基于分段路由 SR 的 SD-WAN 广域网
解决方案

基于分段路由 SR 的 SD-WAN 方案专注于解决客户复杂的流
量工程调度问题，分段路由SR由思科在2012年发明，2016年
开始在全球进行部署。如果客户的底层传输网络全部是类似
MSTP 的专线类型，并且用户希望自己完全控制业务流量在底
层网络上的路径选择的话，例如国内很多银行客户往往拥有多
条 MSTP 专线，可优选基于分段路由 SR 的 SD-WAN 方案。

基于分段路由（Segment Routing)的 SD-WAN 方案主要有三
大好处：

简化 MPLS 网络设计，取消了 LDP 协议，直接在 OSPF 或者
ISIS 中分配 SR/MPLS标签；帮助客户的广域网络获得小于
50ms 的快速链路和节点故障保护，大大提高了网络可靠性；
非常灵活简便地实现了流量工程。

分段路由（Segment Routing)的部署模式，推荐采用 BGP SR 
policy 方式，特点如下:

基于分段路由（Segment Routing)的 SD-WAN 方案

分段路由 Segment Routing 的工作原理可参考思科出版的资
料或者 Ciscolive 上的资料介绍，也可咨询思科的销售代表以
获得进一步详细信息。

思科所倡导的新一代金融广域网的设计在拓扑结构上实现前后
端分离。核心网是前端，DCI 网络是后端，两张网可以是物理
隔离也可以是逻辑隔离。 满足了客户支持多中心互联的扩展
性需求。

物理隔离：核心网和 DCI 网络是独立的 WAN
逻辑隔离：DCI 网络作为核心网的 MPLS VPN 服务

思科目前针对金融行业客户有多种 SD-WAN 解决方案可供选
择，取决于客户底层传输网络的类型和业务需求。

如何检测线路带宽利用率的动态变化 
实现业务传送的可视化（哪些业务在哪些链路上传送，带
宽利用如何） 
如何检测线路的 SLA

实现简单，利用 BGP 扩展方式实现 
部署简单，只需要向头端路由器下发策略 
可靠性高，高可用HA设计，具备完善的控制器失效后的逃
生机制 
小型网络也可无控制器运行（适合小规模的城商行和农商
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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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收益：

灵活简便地部署流量工程     
高可用性：获得小于50ms快
速链路和节点故障保护 
极简设计：消除传统 MPLS 
网络部署的复杂度

BGP SR policy 控制器

实现简单，利用BGP扩展 
部署简单，只需要向头端路由
器下发策略 
可靠性高，HA设计，完善的
逃生机制 
小型网络也可无控制器配置*

企业自建IP/MPLS核心骨干网

基于SRTE提供路径选择

DC 1 DC 2

分支机构一 分支机构二

生产类业务 办公类业务



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基于 overlay 叠加网络的 Viptela 
SD-WAN

2017年8月被思科正式收购的 SDWAN 公司 Viptela 于2012年
成立，它主要用于分支机构到总部的连接，并且这种连接的底
层传输网络往往是运营商提供的 MPLS VPN 网络或者是
Internet。

通常，客户无法实际控制自己的业务流量在 MPLS VPN 网络
内部或者 Internet 内部的选择路径；但通过动态构建 IPSEC 
或者 GRE 隧道，Viptela 提供了一种基于 overlay 叠加网络的
SD-WAN 方案，它可以帮助用户选择哪个 overlay 的网络路径
是最佳的用于传送业务数据，通过对 IPSEC 或者 GRE 隧道的
传输延时、抖动、丢包等检测来实现，同时它也内置了针对业
务源的内部分类识别，而不仅仅是根据业务的目的地址来识别
——这很好地满足了金融客户的业务分流需求的特点。

因此，很多证券类客户基于运营商提供的 MPLS VPN 虚拟专
线或者 Internet 线路传输，它们可优选基于 Viptela 的 SD-
WAN 方案。

基于 overlay 叠加网络的 Viptela SD-WAN 方案

不论是基于分段路由 Segment Routing 的 SDWAN，还是基于
viptela 的 SDWAN，金融客户根据它们实际的情况进行选择，
下面介绍的两个案例展示了思科 SDWAN 解决方案带给用户的
巨大收益。

客户背景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于2002年4
月设立的一家具有网上交易资格的证券专营机构，发展至今业
务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2月营业网点增至110家，2017年母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4亿元，利润总额4.51亿元，净利润
3.35亿元，分别位居行业56位、59位和64位。

业务挑战

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

财达证券

广域网缺乏有效的业务流量控制机制，导致所有业务都抢占
带宽，造成重要业务数据传输卡顿，影响业服务质量 
网络设备数量众多，传统模式下人工手动进行网络策略和配
置调整，增加运维复杂度和压力 
无法实时了解业务流量带宽占用情况，难以进行业务带宽的
有效调整，网络出现故障后才进行远程维护，影响业务敏捷
性 
广域网虽有备份专线及互联网线路，但鲜有数据传输，伴随
业务数量和流量增多，用户只能购买更多广域网专线带宽保
证业务质量，导致成本飙升

思科 SD-WAN 智能广域网解决方案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解决方案（Cisco DNA）

客户收益

自动根据不同业务类型，进行广域网的链路选择，带宽控制，
有效保证业务可靠性 
实现对广域网的全程可视化管理，甚至网络健康度的提前预
警，提升业务可用性 
通过自动化推送实现全网设备配置统一调整，提升运维效率 
有效利用所有网络连接满足业务数据传输需求，在不提升专
线带宽前提下满足更多业务流量，有效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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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1 DC 1

分支机构二分支机构一

生产类业务 办公类业务

利用隧道（IPsec or GRE）
构建 Overlay 网络

通过定义策略
控制 Overlay 选路

（并不用作控制 Underlay 选路*）

运营商B
MPLS VPN

(或者Internet)

运营商A
MPLS VPN



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业务挑战

解决方案

广域网基于传统专线架构，针对关键业务只能手工进行流量分配调
整，影响业务稳定性 
业务数量不断增加，广域网业务流量类型日益复杂，运维成本和复
杂性不断增加 
不同业务流量无法实现有效隔离，业务数据安全性存在隐患

思科 Segment Routing 智能广域网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提供了快速收敛及灵活的流量工程能力，广域网最快节点收敛速度
可达7ms，保证关键业务的可靠稳定性 
对不同业务流量提供全程控制能力，提升流量与应用的感知体验，
提升运维效率 
具备 MPLS VPN/EVPN 业务能力，多种业务安全隔离 
网络实现 SD-WAN 就绪，满足未来15年发展需求，实现有效投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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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2 DC1

3
11 12

22

DC3

1

2
5 6

支持 ECMP
SRv6,支持 IPv6
No LDP,No RSVP
BGP EPE 出向流量控制
根据 BGP 路由自动生成隧道

SR-TE Policy

微环路避免
中间节点无状态
源路由，与 SDN 完美结合
自动生成备份隧道（TI-LFA）,
支持50ms保护

4
21

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金融行业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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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金融服务行业正经历巨大变化，金融服务专业人员需要在任
何地方与客户合作；70%以上的业务完全无需人工干预便可
电子化完成。这些变化提升了数据、系统和网络的风险级别，
网络犯罪通过恶意软件、钓鱼、勒索软件等方式进行攻击。

思科提供完善的金融行业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我们的方案由
强大的思科 Talos 团队提供支持，可在全球不间断跟踪和监
控威胁，并将该数据与我们的客户分享。最终实现最佳解决
方案组合，全面保护业务和客户数据。

思科集成架构式安全解决方案旨在保护面向公司和客户的系
统，防止遭受不断演变的安全威胁：

思科网络安全产品以及服务不仅在连续攻击的一个点上提供
安全保护。它们会在每个事件期间、之前和之后保护您的组
织。我们将这些解决方案与我们最好的高级服务结合起来，
通过确定战略机遇来保护绩效，创造竞争优势，并从安全中
获取长期可持续的商业价值，从而带来更好的结果。

思科金融服务网络安全

这些解决方案满足了金融服务行业的需求，因为金融服务行
业正转变为一种新的经营方式。

我们的解决方案基于：

对安全领域的深入理解，让安全保护更有效的同时降低成本
和复杂性 
我们帮助您改善自身的安全态势，并优化多供应商安全环境
的效果 
弥补安全人才短缺的能力。思科可以提供所需的能力管理大
型金融系统

Cisco Firepower NGFW 是行业首个专注于威胁的下一代防
火墙 (NGFW)，其将部署数量最多的状态防火墙与应用程序
控制、下一代入侵防护系统 (NGIPS) 以及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相结合 
思科网络威胁防御 使用自动化功能来检测、跟踪、发现和隔
离高级威胁，并减少攻击可能性以及发现和修复的时间。
Cisco Active ThreatAnalytics 将该功能以服务形式提供。 
Cisco Rapid Threat Containment 集成了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和 Cisco TrustSec® 技术，以缓解并修复安全威胁 
身份和安全策略管理 可指定金融企业中不同职位人员和设备
可以访问网络，以及可以执行哪些操作，控制对金融企业资
源的访问 
网络可视性 思科提供网络可视性，例如在整个网络中启用流
分析，可以更好地检测和规避内部威胁，例如僵尸网络、数
据泄露和源自内部网络可以流量的其他攻击 
基于软件的细分 简化网络访问的配置，加快安全运营，并持
续在网络的任何地方实施策略 
威胁情报 思科 Talos 团队能够通过对复杂系统进行智能大数
据分析，为思科安全产品提供全面的威胁情报，为金融服务
行业用户提供最为全面、实时的威胁防御 
安全服务 利用思科不同类型的安全服务，金融客户可以在遇
到威胁和事件时，迅速得到思科服务团队的主动响应；发展
并改善安全状态、安全策略，以及安全基础设施的有效性；
通过电子靶场（Cyber Range）培训安全人员自身可以获得
应对现代网络威胁所需的技能和经验，了解最新安全漏洞破
解方法，如何利用高级工具和技术来根除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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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

业务挑战

集团将多家子公司业务进行统一调配资源的同时，也对数据
中心进行集中化管理，各个子公司IT资源和业务应用都要求
安全隔离

海银集团化后面临更多数据生成、更多方式网络接入，需要
更强大的整体防御能力支撑

作为金融行业对于客户商业信息异常敏感，需要从网络边界
到网络内部，整体实现安全防御，并将安全防御覆盖到攻击
的前、中、后全周期范围

双中心二层“打通”后，传统独立 HA 通过手工配置方式，配
置异常繁琐繁琐

传统手工运维配置，会因为人为因素导致两地防火墙策略配
置不一致，影响两地双中心整体安全性

传统 HA 模式下，双中心中业务切换时所有业务会话需要重
建，对业务连续性影响很大

解决方案

思科 Firepower 4100 下一代防火墙虚拟化技术 
思科具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5500 系列下一代防火墙 
思科 ISE 身份认证服务引擎 
思科 Talos 团队实时安全防护服务

在数据中心多租户网络中保障业务数据的安全隔离，确保海
银不同子公司多元化发展 
全面的集成防护，在威胁发生之前就能快速发现，并自动操
作隔离消除，提供全方位防护 
ISE 结合无线网络进行身份认证，让海银更灵活保护企业网
络安全，消除未授权、有风险威胁用户隐患 
在思科 Talos 团队服务支持下，第一时间响应最新威胁，实
现快速精准防御

公司背景

海银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银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核心区。
目前集团旗下拥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二十余家，员工人数约
5000人，管理资产突破1000亿人民币。集团业务已分布全球，
海银通过资源整合优化打通投融资两端，建立一个由集团统一
调配资源的运作体系，形成海银大金融的战略格局。

公司背景

渤海银行

渤海银行是1996年至今国务院批准新设立的唯一一家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是第一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进境外战略投
资者的中资商业银行，是第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

渤海银行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下辖分支机构网点总数达到
252家，网点布局覆盖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及中西部地
区的重点城市。

业务挑战

解决方案

    思科防火墙集群解决方案

思科 Firepower 4100 下一代防火墙产品为核心的集成架构式
安全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单点管理方式，同城双中心防火墙策略配置自动同步，简化
运维  
在同城中心业务切换时具备会话保持能力，切换过程不影响
业务 
提供防火墙性能、容量伴随业务发展需求弹性扩展 
设备或链路故障时，防火墙群集冗余和灾难恢复

客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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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思科勒索软件防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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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什么是勒索软件？

勒索软件是指可加密个人计算机上文档、照片和音乐等信息的
恶意软件或恶意代码。用户必须支付费用才能解密并赎回这些
文件。

勒索软件的入侵方式主要分为：

集成化防御架构，才能实现有效的安全 

勒索软件会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入侵，因此单点产品孤掌难鸣，
必须采用一种集成化的防御架构方法才能遏制勒索软件的感染
及扩散。 
思科集成化防御架构由业界一流的思科 Talos 研究小组支持，
包括了思科众多勒索软件防御工具，产品间实时共享安全事件，
威胁情报，策略和情景信息，实现自动化联动协作，通过分层
架构方法快速降低勒索软件的风险，实现有效的安全。

使用更有效的安全方法降低勒索软件风险

减少勒索软件感染的风险需要基于产品组合的方法，而不是单
个产品，在威胁尝试植入前进行阻止，从而降低勒索软件感染
的风险。

思科勒索软件防御利用思科安全架构来保护业务，其防御范围
从网络扩展到 DNS 层、邮件以及终端。我们的解决方案由业
界一流的 Talos 威胁研究提供支持，实现了针对勒索软件攻击
的全面防御。

思科勒索软件防御之道：
集成的架构和、涵盖攻击前、中、后期
全过程的解决方案：

NGFW 与 NGIPS 在互联网出口检测并阻挡恶意勒索软件的
进入 
面向终端的思科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可以阻止勒索软
件在终端上打开 
配备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的思科邮件安全可阻止垃圾
邮件和网络 钓鱼邮件以及恶意邮件附件和 URL 
Web 安全网关拦截钓鱼网站的访问 
思科 Stealthwatch 能够实现网络可视化与异常行为分析，
通过与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配合，检测终端 C&C 连接行为，
并且可以与ISE 联动实现对网络进行动态分段阻止勒索软件
内部扩散

针对勒索软件，思科安全服务提供远程漏洞扫描和钓鱼软件
模拟攻击测试等高级服务

Umbrella (OpenDNS) 服务切断恶意域名解析，在 DNS 层
实现预先阻止勒索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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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钓鱼或

垃圾邮件中的链

接或打开附件

利用感染恶意软件

的广告（恶意广

告）潜入

使用漏洞攻击包（用

于识别终端系统中软

件漏洞的软件套件）

控制系统进行攻击



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识别终端主机的 C&C 连接 
拦截含有恶意附件的邮件 
识别或改写邮件的 URL钓鱼链接 
零日威胁爆发过滤 
集成 AMP 防护

利用云智能分析技术 
恶意代码一旦被发现后，则实现 
后续的检测和拦截 
对已知的恶意文件拦截最有效

检测和发现感染主机与 C&C 僵尸网络的通信 
对连接 C&C 的通信企图进行告警 
借助网络设备作为探针来发现和降低风险

远程漏洞扫描 
钓鱼软件模拟攻击 
勒索软件一日攻防演练

扫描二维码
了解思科勒索软件防御方案

了解思科更多安全方案

16

思科勒索软件防御方案包括：

AMP高级恶意代码保护

高级安全服务

StealthWatch

Firepower NGFW/NGIPS 和 Email 防护



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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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业务意图的
金融智能园区网解决方案



思科基于业务意图的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简称 
Cisco DNA）是一种开放且可扩展的软件驱动型架构，是基于
业务意图由软件驱动的开放式平台，其中融合了您业务所需的
所有技术，虚拟化、自动化、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功能等。
基于业务意图的网络是指，网络管理运维团队可以用简明的语
言描述想要完成的工作（意图），然后网络就能够将此意图转
化为众多策略，这些策略将利用自动化功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建
立适当的配置和设置变更。通常，此活动需要技术精湛的网络
工程师进行大量的手动操作，以修改需要进行的变更所影响的
每台设备。Cisco DNA 将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确保所部
署的任何服务能满足其预期服务级别的要求。当性能或其他条
件不满足时，Cisco DNA 网络可以通知IT管理运维人员并提出
纠正措施，或者最终自动重新配置网络，以确保满足业务要求。

智能园区网络运维
 
思科基于业务意图的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具有全网
络可视化智能运维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运维平台，能够对整
个企业网络具有预警机制，能够看到基于网络设备、用户和应
用三个维度的关键指标和大数据分析结果，通过该平台能够快
速了解网络运行状况，快速定位网络所处故障，并及时解决问
题，以减轻运维压力，从原来的被动响应模式转变为主动响应，
提升运维服务质量。

例如，智能运维平台能够清楚地反映网络设备和用户的关键指
标数据，并可以快速定位无线网络体验不好的用户，包括获取
DHCP IP 地址时间比较长的用户、认证超时用户、无线漫游不
好的用户、无线场强不好的用户，并给出故障的原因分析和解
决的办法。

园区网络自动预警机制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智能运维平台可以通过无线 AP 进行自
动网络测试，包括 DHCP IP 地址获取测试、DNS 服务器测试、
认证平台测试、重要 Web 服务器测试、邮件应用测试、重要文
件服务器测试。

网络故障回溯功能 
Cisco DNA 智慧企业网智能运维平台通过网络故障回溯功能，
可以分析发生网络故障当时各个网络设备的情况，分析网络故
障发生的原因。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的智能网络运维还具备以下功能

思科智慧园区网 Cisco DNA 解决方案的
业务价值

基于云的网络服务及编排系统

为 Cisco DNA定制的物理及虚拟基础架构

自动化 大数据分析

虚拟化网元

Cisco DNA 软件能力

Cisco DNA
图形化控制中心

网络大数据
分析系统

Overlay 解决
方案-SDA

强化的
威胁防御系统

全新
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

整体安全设计

C97-

739108-00  © 2017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isco Confidential

数字化业务转型

安全移动性 物联网 多云

网络

意图 情境

安全

智能学习

面向意图的网络架构

以业务意图为动力，深刻洞察业务情境

任意网元均可成为运维传感器
将近 200 种可操作性的情境关联场景（ 还在持续增加中！）

客户端 | 应用 | 无线 | 交换 | 路由

智能运维将网络数据转化为深刻洞察力
从网络设备 KPI 向用户和应用真实使用体验的转向

遥感遥测收集
海量网络情境数据

将复杂的事件情境
化关联

洞悉问题所在 引导修复

IPAM

CMX
AppD

IPSLA

SNMP

OID

Telnet
DNS

MIB
Ping

CLI

DHCP

Wireless
AAA

Syslog
Router

Netflow

Traceroute

Metadata 
extraction

Complex 
correlation

Steam 
Processing

Clients Baseline

Applic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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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网络的自动化部署和虚拟化
 
思科基于业务意图的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中的虚拟
化功能允许网络或传输功能与底层硬件元件分离(decoupling)，
并提供在网络中实例化服务所需的灵活性和速度。Cisco DNA 
控制器集中了基础设施的网络控制平面，并在自动化操作中发
挥关键作用。它配置管理网络访问和传输的策略。

虚拟化的关键好处是将用于 IP 分组转发和虚拟化网络功能的
服务传输架构与底层硬件（物理链路、物理主机）分离。这样
做反过来使 IT 管理运维人员能够灵活地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
快速部署功能，并显著提高部署速度，大大简化网络操作。

在软件定义的接入 (SD-Access) 建立在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
构的理念之上，可以彻底转变网络的构建和管理，使之变得更
快速、更简单，并且有助于提高业务效率。通过将网络功能与
硬件分离，SD-Access 可实现开放性和可扩展性并降 低运营
成本，并在此基础上确保策略一致性，促进更快速启动新业务
服务，显著加快问 题解决速度。 全数字化转型迫使企业开始
寻找新途径来支持数字化功能，提供 IT 服务并管理资产。 

在Cisco DNA 架构下，IT 管理人员可以真正的做到一网多平
台，将企业内的办公网、一卡通、物联网等多个业务网络运行
在一个物理硬件平台上，并且在日常网络运维中，通过虚拟网
络 VN，快速的部署一个新的业务网络。

智慧园区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分段与用户策略随行 
分段和微分段是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安全接入的关键构成
要素。高级分段通过区域的概念提供，低级分段通过组的概念
提供。区域中的组可以相互通信，跨区域的组只有在策略允许
的情况下方可相互通信。使用安全接入进行分段可确保在不同
类型的用户、设备之间分离流量，并增加对用户和设备身份的
可视性。IT 管理运维人员现在可以借助网络安全分段满足为物
联网/万物互联设备和控制台建立分散网络的需求，并通过 
Cisco DNA Center 进行管理和运营。

Cisco DNA 智慧企业网能够真正做到用户策略全网跟随，不论
用户使用何种设备使用何种方式连接入企业网。Cisco DNA 智
慧企业网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安全分组，定义多种不同的安全
策略，策略的类型也可以随之网络的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策略也可以是动态的，随着用户情景信息发生变化，安全
组发生变化，为该用户下发的安全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并且
Cisco DNA 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可视化管理网络，只与用户的身
份相关，与用户的 IP 地址等无关，并且的策略不依赖于传统
模式的 IP 地址，VLAN 等，不需要使用命令行在网络内的各
个网络设备上输入，只需要在 Cisco DNA Center 的可视图形
化界面下轻轻点击按钮即可完成用户的安全策略部署，简单高
效。

可视化的内网安全监测 
随着公共云托管应用、自带设备 (BYOD)和移动办公人员数量
不断激增，威胁媒介总能伺机从外界潜入网络。因此，网络迫
切需要采取从外到内的360度全方位网络安全保护措施。

Cisco DNA 架构使得网络安全与网络基础设施保持更加紧密的
关系，Cisco DNA 架构中的所有网络设备都可以作为网络传感
器。通过网络传感器收集上传的数据，Cisco DNA 架构中的 
Stealthwatch 安全组件可以对网络流量做到端到端的360度全
方位可视化管理，可以在网络中持续查看网络流量活动（包括

智能反馈机制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智能运维平台对网络状态反馈机制也进
行了显著改进。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通过遥测（Telemetry）
的方式获取数据，支持主动故障排除，达到了以用户和应用程
序的颗粒度。

应用和用户感知 
Cisco DNA 智慧园区网智能运维平台可以识别用户，并且能够
识别应用程序，即使它们是加密的。通过对应用和用户感知可
以正确地处理优先业务流或应用期望的传输策略。

传统 SNMP 方式与 Cisco DNA 智慧企业网遥测(Telemetry)
方式的对比

SNMP Polling Streaming Telemetry

被动查询方式

高CPU占用率

获取原始数据

非实时的通知和错误报警

数据颗粒度大，容易漏报

主动上报 

低CPU占用率

获取优化后数据 (KPI, 事件等)

秒级的通知和错误报警

数据颗粒度小，实时上报

只需点击鼠标即可完成用户安全策略部署

基于组的策略 策略与用户紧密捆绑全自动化

用户

设备

应用

图形化部署

Group 1 Group 2

校园办公虚拟业务网

Group 3 Group 4

IoT 虚拟业务网

Group 5 Group 6

访客虚拟业务网

• 任意构建完全隔离的虚
拟网络

• VLAN/IP 地址与用户策略
分离

• 基于用户组的策略

• 策略和用户身份绑定，
创建一次，无需维护

Cisco DNA

• 基于 VLAN 和 IP 地址

• 基于 IP 地址的访问控制
列表用于策略控制

• 手工维护策略

现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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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密环境下)，并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来检测异
常的流量，端到端可视性与机器学习技术相结合将能够快速识别潜
在威胁（例如恶意软件传播等等），快速的定位异常主机，并通知
IT 管理运维人员或使用自动化功能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保护网
络安全。

成功案例

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该银行是 中国前十大的银行，发展目标是成为中国领先的零售银行。 
2018年7月，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该银行位列其
中。

业务挑战

虽然总行大厦实现有线和无线网络覆盖，但是稳定性差，接入体验
不好 
一旦出现网络故障，只能人工去排查、解决，运维压力极大

解决方案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Cisco DNA 2.0）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实现无线射频的优化，提升无线网络的稳定性；同时实现有线/无
线网络的一体化 
用户将现有的手工运维方式，转换成图形化，自动化的方式，网
络运维自动化、高效部署灵活变更；大数据分析系统提前故障预
警，加速定位和故障恢复，提升运维效率 
实现了有线/无线网络的 SDA 多平面网络架构，提升网络体验和
运维效率

客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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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C

BYOD 内部员工外部员工

软件定义的园区网架构—SDA

ISE/AD

Fabric WLC

互联网

访客Fabric 节点 (FB)

B C B C

SD-Access 
Fabric

SSID
Blizzard

Fabric APs
SSID
Guest

VXLAN 隧道到访客边界点

VXLAN (Data)

Fabric-enable
大楼园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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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协作平台解决方案



思科智慧协作平台优势
 
思科致力于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实现金融行业协同各种应用
场景的真实还原和协同办公。

金融行业借助思科智慧协作技术有助于扩大业务机会，取得更
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地位。有了它，金融机构有能力拓展更多业
务，在线培训可以像传统的面对面互动一样有效。同时，协作
培训模式正在改变金融从业者和客户的接受培训和服务的方式。

思科提供的最新一代 MCU — Cisco Meeting Server（简称
CMS）具备强大的兼容和开放性，在一个会议中可以同时支持
硬件终端、软件终端、WebRTC 浏览器客户端、语音电话
（PSTN/IP）、互联网终端、第三方标准 H.323 视频终端、微
软 skype for business 客户端等多种类型终端同时加入会议。
方便部门内员工在公司内、外没有阻隔的会议连接。同时还采
用了思科的互联网连接技术，不需要 VPN 的基础上提供安全加
密的互联网使用环境，并相对使用VPN线路可以获得更加稳定
的视频图像质量。

通过思科的个人虚拟会议功能，系统可以为每位员工提供个人
专属网络会议室，方便员工可以随时随地的召开会议。与会者
没有加入会议的地点限制，他们可以通过公司专属硬件设备入
会，可以在出差的路上使用3G/4G/5G信号软件入会，可以在
公共场所使用浏览器加入会议，在没有网络的地方也可以通过
电话语音入会，也可以在客户那里利用客户的视频终端通过
B2B（企业互联通道）加入会议。

思科采用 MCU 集群技术，可以让会议资源进行直接叠加，向
全网提供超大容量会议资源。CMS 支持业界最先进的双路全
编全解机制能力，可以同时为主流视频和副流/双流视频2路通
道进行图像全编全解处理，保证了全网大会的图像稳定性。尤
其是副流/双流全编全解机制作为业界唯一解决方案供应商，可
以在全员大会的场景中确保共享的文案图像清晰和不抖动。

通过思科强大的会场分屏功能，可以在主会场实现针对下面分
会场的多画面轮询功能，提供高效的全体会场的视察观看功能。
具备双屏的分会场则，可以利用思科独有的双屏网真呈现技术，
在第一块屏幕上满屏展现主会场大画面，在第二块屏幕上展示
各个分会场的等分屏多画面，达到32：9的超宽屏幕显示效果。

客户体验提升：新金融技术促进网点布局重新规划设计、
网点组织架构的改变和工作流程优化、网点服务能力和工
作效率提高、全新的客户交互和服务交付模式  
创新技术运用：客户统一视图和综合服务能力支持、数码
媒体和新式交互技术应用、远程顾问：整合优质资源为网
点重点客户服务、虚拟柜员：提供扩展时段的虚拟柜员服
务 
提高效率：在线培训和业务技能的提高、通过企业沟通和
协作平台提高内部效率 
风险合规加强：全流程操作风险监控和管理、数字视频监
控和分析

思科智慧协作平台解决方案
  
常规会议

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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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X86高清能计算平台，虚拟化
弹性的分布式部署，高扩展性，高可用性
最大兼容性
RESTful API
CMS2000：单台 700*HD 端口
CMS1000：单台96*HD 端口

互联网

Internet 公网 企业内网
基于浏览器的协作通讯

一键入会

极简的应用体验

URL超链技术

WebRTC技术



协作架构v3.0 --- 发展的眼光看世界

任何地方，任何设备，任何方式的沟通  开启万物互联

语音

视频

IM

分离的通信 v1.0 统一通信 v2.0 以应用/人为中心的协作
云平台v3.0

我们
在这
里

协作终端

协作对象

沟通渠道/
方式

无状态
融合架构，非凡体验，统一管理，完美集成

互联互通，多渠道服务，允许移动

独立的系统，单一的通讯方式

新一代呼叫中心:基于 IP 网络的新一代客户服务中心平台，
服务中心部署与地域无关，支持语音、视频、影像等多媒
体服务，提供视频服务队列管理、集成式坐席员视频服务
平台。  
远程虚拟柜员服务:通过集成的机具，为客户提供远程虚拟
柜员服务。可以提供借记卡开户和发卡、签约、帐户和密
码挂失、信用卡申请、信贷申请、业务咨询等功能，并符
合业务合规要求。  
远程专家服务:整合专家资源，通过高清视频为银行网点提
供专家咨询服务，提升网点的服务能力。 
智助网点:将传统的自助服务设备和远程虚拟柜员封装为可
以独立部署的服务仓，独立部署于机场、车站、社区、商
业区 等场所，低成本、快速地扩展业务覆盖、提供银行企
业形象。 

规模：20-30人，培训会议室面积在70平米左右的房间 。

思科提供多镜头全景画面智能跟踪技术，并可以集成会议室内
的高清电视、投影、吸顶麦克风/桌面麦克风等多种外设。支持
一键操作，在培训者与受训者之间自由发言时，可智能化地捕
捉到培训师和受训者发言的每个特写画面。

通过思科最新的语音识别及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实现培训师、
受训者双向自动跟踪功能，无需专业人员配合、无需培训会议
室定位改造就可以实现；简化了培训会议室操作切换，让远端
能更自由的看到培训师与受训者的自由交流。

拍摄培训师与受训者的镜头，可以根据培训师位置及受训者发
言的情况，实现师生画面的自动切换，使整个讨论过程中画面
切换连贯，使远端观看者可以同时看到讨论双发的画面，思科
首家实现这样的教室镜头自动追踪，也是远程培训中不可或缺
的场景和功能

培训会议

现在金融行业都致力于异地数据中心的建设。思科在核心的统
一通信服务器和多媒体MCU服务器提供在多数据中心部署的备
份集群解决方案，通过这一方案，让在企业的通讯平台永远为
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统一通信服务器和 MCU 的异地备份集群

随着越来越多的浏览器厂商开始支持基于浏览器的通讯方式，
WebRTC 也开始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特别是金融行业在多种
创新服务中，正在快速地应用这种解决方案。思科智慧协作平
台可以提供基于各种浏览器如IE、Edge、Chrome、Firefox 等
的通讯技术，为创新金融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基于浏览器的通讯解决方案 WEBRTC

智能远程服务是金融行业网点创新的关键，思科的智慧协作技
术可以提供：

智能远程专家与远程服务

思科提供一个统一的协作平台，它能提供无缝的、高效的、最
佳体验的协作利器，能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解决：一、找人难，
交流难，效率低；二、沟通方式受环境制约，孤立的用户体验；
三、以设备为中心，凌驾于业务之上，用户体验差。

思科基于统一通信服务器的多种通讯方式一体化平台，能够有
效地把各种通信方式统一在一个平台上，并且统一会议资源于
一体，真正做到语音、视频、即时会议、预约会议、虚拟会议、
网络会议、自建会议、云端会议、混合会议集中在一个平台上，
打破各个异构系统之间的隔阂、避免重复建设，

多通讯渠道一体化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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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微软 Lync/S4B浏览器
WebRTC

桌面终端

Jabber 客户端

Spark

WebEx Desktop &
 Mobile

IP 电话

第三方终端



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

某证券公司

解决方案 

对客户软终端数量支持无法达到未来6000个点要求 

某基金公司

客户背景 
某基金公司创立16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基金公司之一，
服务客户5900万，资产管理规模11000亿，已发展成为一家
综合性最强、业务范围最广、投资业绩最优异的综合金融服务
商。

业务挑战

解决方案 

某基金公司协作平台未来扩容所有海内外机构，以及所有
APP 终端客户，但原有协作技术的扩容实现复杂且成本巨大 
原来协作技术无法支持任何终端、任何网络都能统一接入协
作会议 
原来协作技术无法实现多品牌的IP电话，软终端和硬终端共
同开会

思科 CMS+CUCM+Expressway 防火墙穿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支持超过192个某基金公司海内外机构的1080p 高清视频会
议能力 
支持旧有硬视频终端的在专网和互联网线路下1080p 高清
会议  
防火墙无需复杂配置，即可支持协作视频安全穿过边界防火
墙，降低运维压力  
整个协作平台具有超强的可扩展性，满足某基金公司未来业
务发展时所需的更多终端数量

客户背景 
某证券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全国性、 全牌照、全业务
链证券公司，经过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公司已发展成为
一家实力雄厚、功能齐全、管理规范、业绩突出的综合金融
服务商。在全国有400多家营业网点。

业务挑战

未来视频会议平台要扩容到400家全国网点，旧有平台技术
扩容成本巨大

思科 CMS+CUCM+ 并发许可的解决方案

客户收益

支持超过300个营业网点的1080p高清视频会议能力 
支持旧有硬视频终端的在专网和互联网线路下1080p 高清
会议 
整个协作平台具有超强的可扩展性，轻松应对某证券公司未
来业务发展

大连银行

客户背景 
大连银行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重要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68亿元。银行提供个人业务、公司业务、国际业务
等综合性金融业务服务。服务渠道包括24小时电话银行，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等不同的服务渠道。 在北京、上海等全国多个
城市建设有分行营业部。

解决方案 
思科呼叫中心解决方案 PCCE

客户收益

构建了纯 IP、虚拟化架构平台，提供大连银行灵活的业务
扩展和规模扩展能力 
同城双中心部署架构，提供高可靠系统平台 
新一代全媒体呼叫中心平台， 可灵活整合新的不同电子平
台渠道

业务挑战

原有呼叫中心使用多年，扩展困难  
多套不同业务平台需要整合统一平台适合扩展 
需要建设同城双中心热备系统  
分布式坐席缺乏统一管理

对于软、硬终端的会议一致性无法满足，同时对于其他终端
支持也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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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未来已来，
思科与您携手迎接金融科技4.0

思科始终致力于将全球的研发力量和技术能力引进到中国，与本土企业共同研发为中国行业发展
量身打造的本土化产品。凭借专业的技术与对行业的深入了解，思科提出的基于意图的数字化金
融科技解决方案独具优势。

未来，科技将会越来越多的引领金融的发展， 监管科技、内控科技也将迅速崛起。5G 的竞争也
将愈演愈烈。 思科将继续携手生态合作伙伴，整合信息化技术赋能给中国金融机构，助推中国金
融行业全科技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共同打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金融新生态。

未来已来，思科与您携手迎接金融科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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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
北京银泰中心银泰写字楼C座7-10层

邮编：100022
电话：（8610）85155000
传真：（8610）85155960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
东银中心A栋21-25层

邮编：201103
电话：（8621）22014000
传真：（8621）22014999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
东路6号周大福金融中心24层
03-06室
邮编：510620
电话：（8620）85193000
传真：（8620）85193008

成都
成都市滨江东路9号B座
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12层

邮编：610021
电话：（8628）86961000
传真：（8628）86961003

武汉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
1398号企业天地2号11楼
11-08、11-09、11-10单元

邮编：430014
电话：（8627）8229 2500
传真：（8627）8316 2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