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思科全数字化
教育平台？
根于教育，潜心教育。

教育传承思科的过去，造就思科
的现在，开创思科的未来
高科技行业巨头素有从车库或地下室起家的传奇故事，思科也不
例外：如今在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思科公司在三十多年前也是从
大学校园中起家的。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 Len Bosack 和
Sandy Lerner 在不同的教学楼内工作，他们想找到一种有趣又
便捷的方式，让两人可以在工作内 “互诉衷肠” ；这对伉俪在各
自的教学楼之间运行网络电缆，然后开发出一种安全的多协议路
由器，以促进不同局域网协议的通信。思科就这样诞生了。
如今，植根于教育的优秀传统支持着我们对持续学习和创新的
承诺，这也正是思科文化的核心。思科公司投资了诸多项目，
其中包括初中和高中的 STEM 计划，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前沿
研究。思科与开发人员社群（包括高校校园）开展合作，共同
推动数百个技术项目。20 年来，思科网络技术学院为 180 多个
国家/地区的 600 万学生提供了接受 IT 职业教育的机会。
思科对教育的承诺超越了公司倡导的举措。它丰富了我们的文
化，并激发了员工对教育和学习的热爱。所有思科员工都有机
会担任自己所在社区的大使，思科还会支持其中一些员工参与
当地学校的志愿者工作，以及会让所有年龄段的学习者受益的
社区计划。
当然，在为中小学和高校提供教学协调解决方案方面，我们也处
于领先地位，这归功于思科全数字化教育平台打造的完全集成的
安全数字环境。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在新地点
采用新资源进行教育和学习，打破传统教室的限制，将教学场所
扩展到令人兴奋的全球学习社区。

2017 财年，思科员工提供志愿服务的时间超过了 358,000 个小时，相比 2016 财年，增长
了 64%。2017 财年，每名思科员工向非营利组织和美国学校提供的员工捐赠、配捐以及志
愿者服务时间在价值上平均超过了 15.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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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工作者领导的教育实践
思科教育实践团队由一支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团队领导。该团
队富有激情，通过开发、提供和使用技术来帮助其他教育工作
者、中小学校及高校扩大其影响范围，促进互动和学习，提高学
生成绩。这支创新者队伍中既有过去数十年奋斗在教育第一线的
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员，也有活跃在 K-12 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
在职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员，他们在坚持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将
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思科和其他思科客户。思科教育实践团队的教
育工作者对教育行业客户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有独到的见解，可
确保对思科技术及其如何有助于实现教育转型开展真诚且切实有
效的对话。

思科核心价值观：
通过志愿活动回馈社会
在发展教育的道路上，思科并非独自前行。我们有 70,000 多名
员工，每名员工都在思科的支持下积极回馈自己所在的社区。
到 2020 年，思科希望有 80% 的员工通过奉献出自己的时间、
金钱和专业知识来回馈社会。
员工无论是投身到中小学校和高校，还是参与到面向不同年龄
层的社区学习团体，都会产生影响。2016 年，近 3000 名思科
员工向中小学校和高校捐赠了 155 万美元，超过 1000 名思科
员工奉献了近 20,000 小时的宝贵时间提供志愿服务。思科通
过 Time2Give 项目和配捐资金等方式，支持员工带薪提供志愿
服务。
典型事例：位于芝加哥的思科员工协助芝加哥城市学院在
Michele Clark 学术预备高中开展 “预备大学 STEM 学校” 计
划。近五年来，思科员工坚持在这所 99% 的学生都来自低
收入家庭的学校提供志愿服务，教授课外课程并参与学校的
STEM 实验。Michele Clark 还被指定为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合作学院，员工会向学生教授如何构建、操作和维护
计算机网络。员工每提供一小时志愿活动，思科基金会捐赠
10 美元，每名员工最多 1000 美元。

思科教育实践团队由一支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团队领导。该团队富有激情，通过开发、提供和使用
技术来帮助其他教育工作者、中小学校及高校扩大其影响范围，促进互动和教学，提高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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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教育行业会扩大全球商机

思科还与神经科学和教育社会影响组织 MIND 研究所合作，该组
织致力于确保所有学生具备解决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数学难题的

思科与世界各地的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企业开展合作，助力培

能力。思科帮助 MIND 为中小学推出了基于网络的 ST 数学计划。

育未来的 STEM 后备力量。例如，思科新推出的全球问题解决

ST 数学已被证明可以使学校的数学熟练程度增长两倍或三倍。

能手 (GPS) 挑战赛旨在表彰高校学生和毕业生团队开展相关项
目，利用物联网 (IoT) 和全数字化趋势创造突破性的技术、产品
和服务，推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思科帮助这些专注于解决社区和全球紧迫问题的未来企业家将其
解决方案提升到新的水平。首届年度 GPS 挑战赛吸引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 450 多所学校的 1100 多名注册者。

思科加入了 iSchool 计划，iSchool 已经在
8 个国家/地区、42 个州和超过 250,000 名
教育工作者中落地，以助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移动学习。

全球问题解决能手 (GPS) 大赛：系列挑战赛，旨在向中学生介
绍在全数字化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包括：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人员管理，以及与他

Generation Yes（ “GenYES” ）是一项技术支持计划，旨在帮助

人协作。学生可以将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作为课

学生团队为 K-12 教师和 IT 员工提供支持，他们希望整合技术以

题，例如缺乏清洁水、食物短缺和缺乏受教育机会。他们将了解

改善学生的学习。GenYES 开发了必要的支持策略、在线工具、

到提出想法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后续还涉及到解决方案的设

课程和数据，为 2100 多所 K-12 学校提供了实现其技术集成目

计、生产、部署、维护以及支付。通过像企业家一样接受社会变

标的基础。思科最近与 GenYES 合作开展了亚利桑那州尤马市的

革，并应用技术来加速实现变革，学生们可以学会寻找可扩展、

一个项目，该项目有 1000 多名学生接受了学生技术领导者方面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的培训。2017 财年，有 7 万多名学生加入该计划。

思科还为 CyberPatriot 这一重要的美国国内青年网络防御联赛

为了进一步推动教育变革，思科加入了 iSchool 计划。iSchool

提供支持。CyberPatriot 由美国空军协会赞助，向高中和中学生

的愿景是通过技术实现教育体制革新，并促进移动学习文化。他

团队提出挑战，在各种场景下找出网络安全漏洞。这些团队在州

们通过 iSchool 巴士旅游、社区和地区意识研讨会，学生和教师

级和地区赛事中一争高下，获胜者有机会参加全国决赛，获得认

实践培训以及分步式技术路线图规划进行教学，来助力打造这

可和丰厚的奖学金。参赛者可以培养领导力和团队合作技能；获

种文化。如今，iSchool 已经在 8 个国家/地区、42 个州和超过

得通过创新和分析来解决问题方面的实践经验，了解计算和网络

250,000 名教育工作者中落地，以助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移动学

原则以及基础网络安全指南；并且在考虑未来的职业道路时，认

习。思科正在构建促进打造 “移动学习文化” 所需的可靠且安全的

识到 STEM 学科的价值。

网络基础设施。
2006 年，思科开始为战争儿童国际组织提供产品补助，以提高可
达性和通信能力。战争儿童国际组织是一个非营利国际组织，为
受冲突影响地区（包括阿富汗、布隆迪、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
和国、黎巴嫩、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南苏丹、斯里兰卡、苏
丹、叙利亚和乌干达）的 26 万多名弱势和贫困的儿童及青少年提
供教育、社会心理支持和保护方案。2013 年，思科捐赠了多笔资

2018 年 CyberPatriot 冠军 - 北好莱坞（加利福尼亚州）高中
队 Togo - 从参加秋季比赛的来自美国各地的 5500 多支球队中
脱颖而出，成为晋级决赛的前几名球队之一。北好莱坞高中队
Togo 是来自洛杉矶的三支高中球队之一，最终晋级决赛，该团
队还获得了今年的思科网络冠军。CyberPatriot 的思科网络挑战
大赛基于思科网络技术学院课程。许多 CyberPatriot 教练本身
还是网络技术学院讲师或毕业生。同样，CyberPatriot 的竞争对
手也经常参加思科网络技术学院以培养他们的技能，并为这个需
求较大的领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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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支持通信。

南苏丹的教学计划，旨在通过基于平板电脑的教师专业发展

伯克利分校、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法国的 Inria 和印度统

计划改善儿童的学习成果。仅仅三年后，就有 150 名教师和

计研究所；教工和学生利用思科提供的支持（通常是由思科工程

4500 多名学生加入该项目。

师提供指导）来帮助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此外，得益于这些互
动，学生经常能够识别并获得实习和全职就业机会。思科仅在网

思科还为 Can’t Wait to Learn program（乐学计划）提供支

络安全研究方面的投入就超过了 300 万美元。

持。该计划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技术模式，专为儿童提供优质教
育，夯实国内教育体系，在苏丹进行成功的概念验证后，继而复
制推广到了约旦和黎巴嫩。该计划由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难民组织共同选中，加入人道主义教育加速计划。在
未来两年内，人道主义教育加速计划将帮助战争儿童国际组织改
进其衡量、评估和扩展其影响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是到 2020 年
年底，覆盖四到五个州的 65,000 名儿童。

促进专业发展，帮助创新教育者
实现互联并激励他们

支持应用开发，进一步促进创新
和新的解决方案开发
思科开发人员计划 DevNet 为高校校园的应用开发人员提供了必
要的工具，来找出方法控制和自动化思科以及第三方物理和虚拟
计算环境。DevNet 为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提供了一种理
想方式来与思科合作开发技术项目。成果：开发出了可以销售给
思科客户的思科支持的应用，以及可以增强或管理现有思科技术
的思科 API。

教师是指导学生学习的专家，他们通常也是技术创新者。思科互
联教育工作者是一项专业的开发计划，旨在表彰教育工作者在课
堂上对技术的创新使用。它为教师提供优质的协作工具，并创建
了一个由教师领导者组成的虚拟社区，他们在扩展学习的数字边
界时共享资源和进行互联。
思科互联教育工作者徽章用于表彰教育工作者的成就，他们通过
使用思科视频和协作技术，创建了更好的内容，提升了教育和学
习水平和行政管理水平。

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以推动创新
通过思科的研究和高级研发团队、思科高级安全研究团队和思科
研究中心，思科与大学研究人员建立了联系。思科合作的研究
机构包括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维克弗斯特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

思科参与了世界上最大的学生创业竞赛 - 赖斯商业计划竞赛 ，鼓励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
问题的技术创新。思科创新挑战赛旨在认可、促进和加速采用突破性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实现
价值并造福社会。思科设立的奖项包括第一名获得 100,000 美元的奖金，直接支持正在开发技
术型企业的学生企业家，这些企业可以获得全数字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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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包括分布在 180 多个
国家/地区的数千个合作学院，每年吸引
超过 130 万名学生加入。

思科 NetSpace 和网络技术学
院为未来的员工提供支持
IDC 针对思科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由网络强力驱动的创新革
命使得社会对经过培训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专业人员的需
求不断上升，但获得培养 ICT 技能教育的机会有限导致技术技
能缺口持续存在并日益增大。在全球范围内，训练有素的 ICT
工作者供不应求。
思科、思科 NetSpace 和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 多方
联动，协同发力。NetSpace 提供强大、功能丰富且动态的环
境，使社交社区、主题专家、学生、教育工作者、客户和合作
伙伴能够实现互联、一起开展协作和推动创新。通过利用云计
算的各个方面，NetSpace 支持开发有价值的职业技能，例如
解决问题、沟通和协作能力。
Cisco Networking Academy（包括超过 180 个国家/地区
的数千个合作学院，每年吸引超过 130 万名学生加入）使
用 NetSpace 平台，帮助推动 ICT 技能教育。Networking
Academy 向学生教授如何设计、构建、管理和保护计算机网
络，支持当地社区的教育需求，并帮助学生为在全球需求量都
很大的职业做好准备。Networking Academy 课程在欧洲、拉丁
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重要地区开设，许多地区为生活水
平较低、贫困和残疾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课程。课程以 19 种语
言提供。例如，在印度， “网络技术学院无国界” (NWB) 计划面

网络技术学院计划是思科持续时间最长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 计
划，通过与教育机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 (NGO)、政府机
构和社区中心建立起的公私合作关系，获得了全球性支持。

向视觉障碍者提供采用盲文的网络技术学院课程。在肯尼亚，
一项类似的计划向听力受损者提供课程；此外，乌克兰还设有
一个向孤儿授课的机构。

2017 年，思科首届全球问题解决能手挑战赛的一等奖奖金（100,000 美元）被授予给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的 Project Vive。Project Vive 公司致力于向残障人士提供经济适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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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教育领域的解决方案 思科全数字化教育平台
思科对前瞻性思维教育的承诺为未来的员工队伍树立了标准。
思科的全数字化教育平台集成了教育解决方案、服务和合作伙伴
功能，可连接不同校园、学校和地区之间的教室和学习空间，创
建安全的虚拟教室，简化 IT 管理，支持和增强网络安全，从而
提升学生、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体验。该平台由安全的核心
网络、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统一语音、最先进的无线和全面的
安全性组成，并集成了协作、视频和虚拟化，使中小学校和高校
能够满足他们最关键的业务要求：确保他们的学生能够获得必要
的资源，掌握当今雇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在思科的支持下，中
小学校和高校可以利用与世界各地的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合作建立
的经过验证的最佳实践，加速实施，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降低风
险。
借助思科服务，确保成功实施和持续运营，加速实现新技术的
采用，保护数据并满足安全合规性要求。作为研究机构团队的延
伸，我们对现有的资源进行补充，使学校能够将技术转化为学生
的成功。机构可以从思科 Capital 的一系列助学计划中受益，这
使得中小学校和高校能够利用当今的创新并将优先级从资本支出
转移到运营预算。思科还可以通过捐款和债券帮助客户识别本地
或区域融资机会，以扩大其投资潜力。

不限于教育

在中东和欧洲，思科利用核心竞争力帮助难民：鼓励员工做慈善
并进行配捐，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财政支持；捐赠思科设备，为难
民建立 Wi-Fi 热点和连接；利用工作时间提供志愿者服务和非现
金的技术支持；并向战略性非营利性合作伙伴提供现金补助，为
当地的难民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和协调服务。
2010 年，思科首次与 Water for People 合作，帮助该组织实现
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 2018 年在 9 个国家/地区的 30 个地区
获得永久性的安全饮用水。思科支持开发一种名为现场级别运营
观看 (FLOW) 的移动应用，该应用可通过移动电话和基于 Web
的控制面板收集和分析与水有关的数据。现在由 Akvo 基金会管
理，该基金会是一个为援助组织构建开源软件应用的非营利组
织，FLOW 被 40 多个国家/地区的 258 多个组织采用，通常是
被缺乏可靠基础设施的偏远社区采用。FLOW 为组织提供数据，
帮助他们及时做出明智的决策，从而实现安全且可持续的发展；
该软件在 2016 年影响了近 1100 万人。
要详细了解思科加速解决全球问题的信息，请阅读 2017 年思科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思科首席执行官 Chuck Robbins 表示： “当我们将业务实力与
回馈社会的愿望结合起来时，我确信我们处于最佳状态。” 虽然
思科与教育渊源颇深，并致力于扩大全球的教育机会，但我们知
道，平等的教育机会可能受到内战、基础设施破败和清洁用水限
制等严重问题的阻碍。思科同样专注于支持其他全球社会和环境
计划。 事实上，在 2016 年，思科承诺到 2025 年将对 10 亿人
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下面仅列出几个示例：
2015 年 10 月，思科在华盛顿特区推出了第一个 “灯塔之城” 。
随着这项举措在未来几年内变为现实，它将说明变革性技术如何
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思科正在建设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从智能路灯和停车场到水上监控器 - 将使成千上万人能够实现可
持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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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如何两个学区 - Shawnee Mission 和
特洛伊城市学校 - 如何通过虚拟实地考察，
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在线协作等方式改
变教育和学习方式。

思科是一家教育公司
学习和创新是思科文化的核心。思科致力于确保当今的中小学
校和高校取得成功：
• 帮助管理人员达成教育使命，同时支持教育 “业务” ，提高
教工发展的效率，加强员工之间的联系；
• 为管理人员提供技术和资源，以帮助加强校园和在线的安
全性；

思科全数字化教育平台 - 借助思科服务，确保
成功实施，持续运营和保护网络 - 让教育工作
者和学生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在新的地点以及
采用新的资源进行教育和学习，打破传统教室
的限制，将教学场所扩展到令人兴奋的全球学
习社区。

•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所需的资源，使他们能够为学生提供出色
的相关学习体验，并将课堂扩展到教室之外；
• 使所有学生，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获得他们茁壮成长所需的
工具、技术和灵活的学习环境。
原因很简单：当教育可以跨越墙壁和世界，就变得非常强大且
具有吸引力，学生可以真正 “无限制地学习” ，这会形成一个良

马上开始体验！
点击了解更多有关协助 K-12 中小学校和高校
思科解决方案重构教育模式的信息。

性循环的多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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