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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如今，IT 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竞争也更加激烈。接近 70% 的预算花费
在业务运营上，只有 10% 的预算花费在转型上。1 除了成本以外，组织还需要处
理因不同技术、人工操作和全数字化创新而产生的复杂性增加、效率降低、风险
和技能缺口等问题。 

机器学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风口浪尖上，企业一方面在预测故障和
防范风险方面拥有更多利器，但是也不可避免的陷入更加复杂、多变的运维环境
中，并最终影响公司整体业务的增长。

在Gartner最近开展的首席执行官调查中，57%的受访者表示，构建技术和数字
化能力是帮助他们公司实现增长的关键。然而，也有59%的首席信息官承认，受
IT复杂性影响，他们无法调整业务流程。据统计，全球企业平均70％的IT预算用
于保持业务运营，只有30%用于业务增长和转型。

卓越的企业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只有简化复杂性、优化IT、降低运营成本和加
快技术转型，才能最终在市场中建立竞争优势。

IT 复杂性影响业务增长

1，2017 年 Gartner IT 预算报告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是一组可配置的订阅服务。作为新一代的优化服务，它提供切实可行
的分析、自动化、合规性和无与伦比的技术专业知识，帮助客户预测机遇，规避风险并
驾驭技术转型。

直面挑战——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IT 成本和复杂性增加
各种 IT 技术混杂，流程严重依赖
人工，效率低下

缺乏专业知识
需要正确的专业知识来驾驭 IT 复
杂性与转型

安全与合规性要求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安全和
合规要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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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型面临三大挑战

三层服务框架
这个新的服务产品组合采用包含以下三个主题的转型框架，帮助客户实现更好的成果：

基础服务 加速服务 转型服务
实现成本效益 更快地实现业务敏捷性 制定转型计划

跨架构

诸如基础分析、合规
与修复、威胁防御等，
帮助您夯实基础，稳
定网络

诸如设计审核、安全
保护、编排和自动化
等，帮助您确保设计
符合标准，加速业务
增长

基础服务 加速服务

诸如战略规划、转型
管理等，在您需要转
变业务模式时，确保
技术架构符合业务
目标

转型服务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正常运行时间和交付速度对我
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科优化
服务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整体
正常运行时间和网络性能，也
使我们能够对最常见的用户请
求进行标准化和模板化。这使
我们能够更快地为业务消费者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

”
—— 大型 IT 公司 

 IDC 2017 年思科优化服务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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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四大核心能力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思科自动化故
障管理，从发生故障到完成TAC 
Case的开立，时间可从平均2小
时缩短到5分钟以内，全过程无
需人工干预；网络环境复制和测
试自动化，快速测试新功能，以
便安全部署。

自动化

基于云的人工智能 (AI) 引擎和
在线门户（关键业务洞察），
为 IT 基础设施和上层应用数
据，提供准实时分析和可视化
展示

分析

发生安全事件时提供紧急响应；
提供主动防御，以消除漏洞、防
御潜在威胁

安全

可自动完成设备软件升级、配置
最佳实践、以及多个监管/行业
标准的合规性检查（例如 ISO、
PCI、SOX 和 HIPAA），针对思
科和第三方产品

合规



服务组件实例一：关键业务洞察

关键业务洞察服务能识别缺陷和潜在风险，以增加思科基础架构和应用环境的可用性、
稳定性和性能，它包含思科设备的配置最佳实践、硬件生命周期管理和诊断分析等众
 多内容。

我们根据您的需求，按需收集和分析各种数据，例如设备配置、硬件和软件信息、设
备诊断信息（syslogs）、性能指标、资源利用率等各种数据。然后结合思科的智力
资本，其中包括数百个行业标准配置最佳实践和数千个系统日志规则，得出改善基础
设施的见解和建议。

自定义 KPI /指标  
创新分析  
多架构、大数据
平台和第三方解
决方案集成  
自定义软件和应用

设备配置 
软件平台信息  
硬件平台信息 
系统日志 
思科专利知识库 
数据关联

配置一致性 
安全漏洞 
软件一致性 
硬件生命周期状态 
已发布的已知软
件/硬件问题 
设备/网络性能

思科专家提出可
行建议，并帮助
客户确认执行的
优先顺序

加强风险和合规
性跟踪  
改善整体网络性能  
改进异常检测  
改进补救跟踪  
通过趋势分析和前
瞻式洞察，尽可能
缩小运营差距

自定义控制面板
和集成

数据收集与
关联分析

洞察控制面板 思科专业咨询 预期成果

服务组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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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Syslog

KPIs

Good morning screen



优化运维，提速增效

262%

74%

21%

30%

5年投资回报率

停机时间减少

运营成本降低

效率提高

软件映像管理

   通过评估确定当前正在使用的映像
   与思科智力资本全面集成，提供包含映像推广、恢复和监控在内的高级服务

配置管理

   根据所需策略进行配置
   在应用数据库中嵌入2500项最佳实践和配置准则

法规和行业合规性

   实现并持续监督法规合规性
   将思科专业知识与行业标准相结合，依据法规制定内部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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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件实例二：合规和修正
  
我们对您的思科和第三方设备进行连续自动扫描，根据您为它们设定的指标或行业/监管
的标准进行审核，对于每个发现的问题，我们都会标记违规行为，并提出您需要采取的
行动。该工具可以融合客户的工作流程，并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软件映像管理：自动软件升级等功能
配置管理：可根据自定义规则或思科最佳配置实践进行审核与纠正
法规和行业合规性：多个监管/行业标准的合规性检查（例如 ISO、PCI、SOX 和 
HIPAA）

自定义工作流程管理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优化运维，提速增效

服务组件实例三：自动化故障管理
  

思科自动化故障管理服务，使用系统日志，近乎实时地检测网络故障。当检测到故障时，
它会生成技术支持中心（TAC）服务请求，它还会向您的网络运营中心（NOC）联系人
发送通知，以立即启动排障。

通过将收集的系统日志与思科或客户自定义的系统日志规则进行比对，可以识别网络中
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故障。一旦系统日志消息匹配思科的签名数据库，TAC服务请求
会自动创建，并且自动收集相关的设备的信息，以便加快问题解决的速度。

自动化故障管理，可以及时发现故障，提高问题/故障解决的速度，减少网络停机时间，
从而减少业务关键服务的停机时间，提高用户的整体满意度。

对比签名

收集数据

提交思科技术
支持中心（TAC）

支持请求

将支持请求发送
到网络运营中心

（NOC）
监控遥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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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降低复杂性和成本：
通过自动化、编排和技术专长

加速业务敏捷性和转型：
通过先进的分析，机器学习和
战略架构规划，深刻洞察基础
架构和上层应用

增强安全性：
通过主动威胁管理和安全服务

降低风险：
通过自动合规和补救服务



面向数据中心的关键业务服务基于跨架构框架，提供符合您的关键业务成果的基准交付成
果和定制化能力。我们的专家团队首先会了解您当前在转型之旅中所处的位置，然后推
荐适当的服务功能框架,帮助您强化数据中心基础,增强应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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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技术，让创新无虞
1. 面向数据中心的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概述

如今的数据中心不仅需要支持其传统的工作负载，同时还要高效地扩展，以适应瞬息万变
的市场。除此之外，安全威胁和漏洞持续增加，使客户及其关键业务数据面临巨大风险。

面向数据中心的思科关键业务服务可以主动应对这些挑战，帮助您加快IT部署；优化性能
和监管；降低应用、数据中心交换机、服务器、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ACI) 和 SAN 
面临的风险。

收益

通过将您的数据中心转变为集成式系统
并提供整体操作视图，我们面向数据
中心的关键业务服务可以帮助您:

    协调人员、流程和 IT，降低成本和
    复杂性，加快 IT 部署

    创建更加可靠的环境,减少停机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改善性能，加快上市速度

    增加跨计算、网络、ACI 和存储资
    源的可扩展性

    增强全数字化转型旅程的安全性和
    合规性

主要服务内容

分析与自动化: 利用关键业务洞察获得对您的基础实施的高级分析。通过实现任务自动化，降

                       低风险，减少错误

软件生命周期管理: 帮助规划未来版本，提高稳定性，预防软件问题

技术专长: 利用专家建议、经证明的经验和 IP 驱动型创新方法，我们提供培训和知识，弥补                   

                人才短缺

转型工程: IT 专家帮助您制定未来路线图，使适当的 IT 战略与您的业务优先任务保持一致

合规和修正: 通过自动化合规和补救确保您的数据中心符合当前行业法规要求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基础服务: 通过使用我们的基础分析、合规和修正、提高运营效率、威胁缓解以及可靠性工程服务,
                   让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环境更加高效、稳定并有效地运行。 
    加速服务: 通过包括设计工程、应用支持、安全保护、高级分析、编排和自动化以及开发工程在内
                   的各种服务获得前瞻性和预测式洞察,然后根据这些洞察进行安全、敏捷和自动化的网络
                   设计,从而实现更快速的增长。

    转型服务: 获得相应的帮助，设定您保持竞争力所需的网络转型日程。我们帮助您制定适当的战略,
                    对您的网络进行创新、扩展和转型。服务包括架构战略和规划、设计和部署策略、服务
                    采用策略以及转型工程。
 

关键业务服务可以帮助您有条不紊地走完网络转型之旅的三条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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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网络的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概述
要维持一个可以随业务变化而扩展的高性能网络，您需要清楚了解网络、应用、系统和联网
设备的当前状态。一个专为性能和安全性打造的网络架构可以让您更快速地交付IT解决方案。

面向网络的思科关键业务服务可以助您一臂之力。我们提供持续的专家指导、分析和自动化,
帮助您预测商机、防范风险，并有条不紊地实现重要的网络转型。

作为在网络设计和实施服务领域拥有超过30年经验的行业领导者，我们可以帮助您评估网络
就绪性，识别差距，推动业务增长，支持未来网络战略。

收益

主要服务内容

通过分析采取行动 
将数据转换为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的专家会充分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我们提供您需要
的信息，监控已发生的事件、预测和防范即将发生的事件，以及立即做出恰当而明智的决策。

1. 降低风险,加强合规 
合规几乎可以自动实现。对您的设备执
行连续扫描的同一平台可以推出配置变
更、软件升级以及法规或行业政策修正。
它可以让您快速从非合规变为合规，没
有发生人为错误的风险，而且全部在您
的变更批准流程内。

2. 提高运营效率 
减少排除故障所需的时间，将更多时间
用于开展创新。我们的运维精通服务和
自动化故障管理可以帮助您实现流程自
动化，访问网络智能，降低运营支出。

3. 实现快速且敏捷的转型 
信心满满地开展创新和转型。我们的战
略服务和转型工程可以帮助您为业务制
定适当的技术路线图，然后规划监管和
流程，帮助您更快速地完成目标。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专家指导：获得有关维护协作解决方案最佳做法的专家建议，以及解决合规性和安全漏洞的
                修正建议。 
价值实现：通过业务价值来评估您的解决方案。调整您的技术并添加最新的创新技术，以提
                 供您的业务所需的功能。 
协作自动化：获得专家帮助，以部署和配置安全、自动化的思科协作解决方案，以及测试服
                     务架构设计，帮助确保理想的用户体验。 
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通过确保所部署的技术(从云到本地或混合技术,我们会将它们无缝集成并
                               解决所有问题)都能够很好地协同工作，从而降低复杂性。

通过涵盖分析、自动化、合规和修正以及安全性的产品，我们的服务可帮助制定更明智
的决策、降低复杂性和风险并保护您的业务免遭威胁。以下是可帮助您取得成功的100
多项关键业务服务的一些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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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向协作的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概述

为了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并提供领先的协作经验，您需要一个优化的协作基础设施。它
必须能够扩展以支持更多用户、新软件、更多终端和更多地理位置，同时IT面临着降低
成本和提供安全视频、语音、会议和即时消息基础设施的压力。
 
面向协作的思科关键业务服务可帮助您应对这些挑战。我们的新一代优化服务将我们无
与伦比的工程专业知识与集成式分析和自动化相结合，使您能够预测商机，防范风险并
有条不紊地实现关键技术转型。

收益

主要服务内容

更加自信地管理您的基础设施和应
用环境

提高 IT 和终端用户的工作效率

控制成本

为 IT 和业务创新铺平道路,并支持
增长

降低风险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事件响应：通过思科保护您的业务。我们将我们的安全专业知识、行业领先的工具和成熟的
                方法有机结合在一起，使用主动式服务和应急响应预防内部和外部的攻击以及修
                补目前的缺陷。  
战略和架构：我们提供一系列广泛的计划、架构和合规服务，帮助您根据业务目标调整战略。
                    我们支持您的方式是集成建议，并优化您的环境以实现峰值安全性。  
网络分段：采用一种新的分段方法，更加全面地考虑业务和应用影响以及平面网络的垂直特
                定设计模式。  
渗透测试：我们识别您的内部和外部网络上对业务有明显影响的漏洞，并提供切实可行的修
                复指导。

我们的安全优化专家会提供指导，改善您的整体安全计划和战略，帮助优化安全实施。我们
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战略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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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向安全的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概述
您的组织必须灵活且安全——适应新技术并遵守规定。而且，随着网络边界逐渐消失，安全关
注点也有所变化。如何确定迁移到云的安全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访问您的网络，您的安全策略是否充分而有效？ 您如何对网络进行更
改，而不影响到可靠性或安全性? 在 IT 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面向安全的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可以帮助您对应这些挑战。我们的新一代优化服务将我们无与伦比的工
程专业知识与集成式分析和自动化相结合，使您能够预测商机，防范风险并有条不紊地实现
关键技术转型。

通过与我们的安全专家合作，您将能够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最佳实践、每季度实地考察，以及
定期分析。我们的团队还将帮助您以安全的方式实施安全技术，并与您合作管理风险和威胁，
帮助您满足不断发展的合规要求。

收益

主要服务内容

通过识别网络基础设施和设备中的
漏洞，提高网络的安全性

在您陆续添加新应用、新技术和不
断改进网络安全的同时，确保你遵
守相关政策和法规

始终遵守安全支付流程和其他法规
或业务驱动型要求

支持您的员工与第三方云协作并连
接到第三方云，同时保护信息和关
键数据

获得专家帮助，对网络进行分区，
保护机密数据的安全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案例一：利用关键业务服务将创新推向新高度
概述

思科服务团队向该客户团队演示了，在他们现有的支持合同的基础上，业务关键服务和
高价值服务可以如何为他们带来更多价值。续约之后的动态交付模式，可以实现敏捷性，
同时妥善应对客户挑战、KPI 和不断变化的要求。 

客户简介

客户名称：某零售商
所属行业：零售
客户规模：全球共有132000名员工、64个国家设有4351个门店，年收入220亿美元

客户挑战
该零售商想要继续为自己的全球 IT 组织和门店网络提供支持，同时他们还需要通过思科
服务实现更高价值、效率和敏捷性。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技术服务：高价值服务（智能网络支持服务、尊享技术服务）
高级服务：关键业务服务（架构、咨询服务、实施、平台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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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收益

获得了数据洞察力，从而可以
通过自动化报告更好地了解和
响应客户

提高了网络稳定性、加快了上
市速度，并降低了运营成本

通过自动化功能和合规性，提
高了效率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案例二：简化对虚拟化移动网络发布的管理
概述

借助关键业务服务提供的工具、技术和专业知识，思科帮助客户减少了网络中断，简化
了网络基础设施管理，并缓解了 IT 人才短缺问题。

客户简介

客户名称：某电信运营商
所属行业：电信
客户规模：全球共有30000名员工，2016年收入超过320亿美元

客户挑战

该电信运营商推出了网络功能虚拟化基础设施 (NFVI) 平台，作为其虚拟化移动网络的一
项内容。由于系统升级、新版 iPhone 上市和 IT 人才短缺（整个公司都实行自给自足的 
IT 支持模式），导致系统日益复杂，使得他们在 UCS 平台方面遇到问题。

解决方案

确定客户 KPI，并围绕这些目标提供推荐的解决方案——关键业务服务
服务包括关键业务洞察（基础版和高级版）、自动化故障管理和软件服务
该电信运营商部署的第二版 NFVI 将以网络应用虚拟化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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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收益

就如何利用关键业务服务成
功完成 NFVI 网络下一阶段的
建设制定了明确的规划图

简化了网络管理，提高了一
致性

IT 团队得到更好的培训，为
今后的发展做好了准备

思科关键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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