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问题 回答

1 企业的云端如何保证“安全”？

如果问题是如何安全的透过WAN连接到云端， PaaS可以

使用 VPN 技术；SaaS可以使用 Cisco CWS, OpenDNS

以及新一代ISR4000路由器上的 FirePower 和内建的

Snort。

2
广域网对带宽的要求以及感知方面传播延迟

的要求有标准吗？

应用软件有标准，例如语音一般要求150ms以下，某些

ERP 软件要求 100ms 以下。然而距离等物理条件经常会

有限制，运营商不一定能提供合乎软件要求的的延迟，此

时就需要WAAS设备进行优化。

3 linux 服务器传输也有这个问题吗？ 也会有 TCP window size 的问题。

4 QOS支持按域名打标签？设置优先级？

可以。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

xml/ios/qos_nbar/configuration/15-mt/qos-nbar-15-

mt-book/clsfy-traffic-nbar.html#GUID-282B8171-

F2C0-4083-B0B7-E723DB4F725C

5
能不能简单说说WAAS/Akamai Connect加

速原理？

透过 TCP 协议优化、压缩、重复数据删除、七层应用优

化、缓存、CDN、动态URL识别等技术进行加速。

6

WAAS加速的原理是基于重复数据缓存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是基于数据流还是数据

块？

优化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块的重复数据删除。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ro

uters/wide-area-application-services-waas-

software/white-paper-c17-732248.html

7 带宽是如何保证的/？

使用思科AVC技术，可以透过 QoS 配置保证应用取得的

带宽。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

xml/ios/qos_nbar/configuration/15-mt/qos-nbar-15-

mt-book/clsfy-traffic-nb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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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老师，您好！有一个广域网的问题困扰我很

久了，今天乘这个机会问一下。   现在的广

域网链路多半都是MSTP线路，MSTP线路的

特征，运营商如果出问题了，接口是不会

DOWN的，也不会有任何日志或者SNMP消

息，这种情况下路由器通过什么方式通知网

络管理员呢？我用过CiscoR Prime

Infrastructure 管理路由器测试过，MSTP链

路断掉后根本不会有任何提示。有什么其它

方法检测这种MSTP的广域网链路么？

在路由器上启用 BFD 或 IP SLA 侦测链路状态，链路异常

时可以触发 SNMP trap 或 产生 syslog到网管工具，并由

网管工具通知管理员。BFD：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12_0s/fea

ture/guide/fs_bfd.html  IP SLA：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

xml/ios/ipsla/configuration/15-mt/sla-15-mt-

book/sla_icmp_echo.html

9  wass/akamei加速的原理是？
透过 TCP 协议优化、压缩、重复数据删除、七层应用优

化、缓存、CDN、动态URL识别等技术进行加速。

10

我们的SaaS应用基本都是基于HTTPS协议

（例如邮件、文件管理等），WaaS或者

Akamai能对封装在HTTPS协议里的这些文件

进行缓存/加速吗？

可以，在 WAAS 6.2 以上版本支持 Single- side-SSL 优

化功能。

11
 WAAS/Akamai Connect要加速office365,

需要2端都要有WAAS router嗎?

如果是直接连到互联网不需要两端都有WAAS，在 WAAS

6.2 以上版本支持 Single- side-SSL 优化功能。如果是分

公司连到总公司后再上互联网，分公司和总公司2端都部

署WAAS效果更好。

12 看起来像是CDN？ CDN 是优化技术中用到一种手段。

13

请问下，Akamai 的优化机制是如何实现

的，是基于外出Internet IP地址，还是DNS

的解析?

是基于缓存、CDN、动态URL识别等技术进行加速。不是

透过路径选择做优化。PfR才是基于带宽、延时、抖动、

掉包的路径选择优化技术。

14 akamai connect 针对邮件是怎样加速的

基于 HTTP 的邮件视为HTTP流量进行优化，不是基于

HTTP的，例如SMTP、POP3、RPC/TCP等，使用WAAS

本来就有的应用优化。

15 现在CRS路由器如何加载这个akamai功能

ISR 1900/2900/3900/4300/4400 与 ASR1000 才能直

接配合 WAAS/Akamai Connect。如果使用其他路由

器，可以选择 WAVE Appliance 串接。



16 在视频监控方面能优化么

在TCP部分可以优化。由于视频本身已经妥善压缩，而且

并非是重复播放的随选视频，在压缩缓存方面估计不理想

。

17  WASS是否支持微软的TDS协议
可以优化，但效果依据不同的TDS配置(例如是否加密)有

所不同，建议购买前先进行测试。

18
WAAS技术是否具备缓冲机制？比如多少Mb

的缓存模块

WAAS 的DRE重复数据删除会用到硬盘(使用的硬盘空间

大小，以不同型号的WAAS而不同)，但是跟QoS的缓存功

能是无关的

19

请问WAAS工作时和Steelhead一样，需要

server side和client side peer吗？加速

Internet主要是靠缓存吗？

HTTP以外的协议是需要两边都有WAAS，对于 HTTP 可

以只有单边存在WAAS。缓存是加速Internet其中一种手

段，其他还包括 CDN、动态链接识别等技术。

20
广域网的分支机构有Internet出口，有什么

好的安全解决方案？

可以使用 Cisco CWS, OpenDNS 以及新一代ISR4000路

由器上的 FirePower 和内建的 Snort 与 Zone Based

Firewall。

21

比如，各site 有了本地的Internet 线路，但

DNS 用公司总部统一的服务，解析的地址可

能是国外的，这样的情况Akamai还能做到很

好的优化吗

还是可以的，Akamai Connect具备本地缓存功能。

22
 WAAS/Akamai 方案和riverbed WAN

optimization 方案类似吗？

既有的传统 WAAS 功能较为类似，配合 CDN 的 Akamai

Connect HTTP 优化功能只有思科支持。

23
WAAS的缓存和Blue coat SG相比有什么区

别和优势？

WAAS/Akamai Connect的缓存能够配合全球最大的

Akamai CDN 提供多层次缓存。并集成于路由器上，与路

由、安全、流控协同运作。

24
通过IPSEC接通公司网络，如果人多了，用什

么技术可以保证大家均可以访问资源

使用PfR技术合并多条线路的带宽，使用基于 AVC 的

QOS 保证应用分配到合理的带宽，使用WAAS/Akamai

Connect 优化流量。



25
waas 的DRE功能是针对所有文件有效吗？比

如doc，excel，图片，网页等

针对不同传输协议有不同优化方式，例如用 HTTP 和用

FTP 传输 EXCEL 使用的手段也是不同的。大部分的类型

的文件都支持DRE优化。

26
akamai connect 在既有waas產品上也可啟

用?該如何設定

在 WAAS 5.4 版以上即支持 Akamai Connect。在 WCM

中的 device 里选取 WAAS，再到 config > akamai

connect 里，将 enable akamai connect 打勾，确认，

即完成配置。

27

以前我记得WAAS是需要插一块卡进路由器

的，现在是集成在ISR中吗？需要额外购买

license吗？

新一代ISR4000路由器以集成完整版的 WAAS，无需外插

SRE 或 UCS-E模块。如果需要更高性能，仍然可以再外插

UCS-E模块。

28

公司使用O365，如用akamai 后，意味着这

个WAE 也对出internet 的去向AKAMAI 平

台的会话进行优化。一个会话是不是WAAS

中的一个活动连接？因为WAAS 是有活动连

接限制的。比如我们使用的是2500。担心的

是如启用WAAS AKAMAI 后，连接数大大增

加。

对的，akamai connect 也是使用WAAS的活动连接，因

为 Akamai Connect 可以算是 WAAS 的一个功能。

29
ISR4000 搭配的switch型號建議? 還是任何

brand and model 都可搭配?

符合标准以太网交换协议的 switch 都可以连接在路由器

的端口上。

30 WAAS  和 Ipanema 有什么区别？
既有的传统 WAAS 功能较为类似，配合 CDN 的 Akamai

Connect HTTP 优化功能只有思科支持。

31
思科ISR4000可接入终端数《ERP等企业应用

等》？

在终端数上没有具体限制。终端数目不影响路由性能。个

别功能各有不同限制。

32
能写一下您刚才提到的支持HTTPS协议的第

二种方法名字吗？

Single-Side-SSL，在 WAAS 6.2 版以上 WCM 管理画面

中可以看到此选项。

33 可以针对https里面的内容进行加速吗？

可以，分为两种场景：第一种是从分公司连到总公司或数

据中心的企业内部网站，两边都有WAAS可以进行加解密

。第二种是访问外部网站，在 WAAS 6.2 版以上，可以使

用Single-side-SSL功能对能容进行优化。

34
 WAAS 能否对视频流量进行优化，比如

H264,UDP

由于视频已经做过优化，只有重复播放的视频才有较好的

优化效果。



35
ISR有4400跟4300..它們在啟用WAAS時需

要特別的LICENSE嗎??

需要 APP license，如果是购买 AX 或 C1 bundle，里面

已经包含 APP License。

36
优化广域网只是在现有架构上做应用设置，

还是要格外安装应用程序实现？
在现有架构上做应用设置

37 路由器上能缓存多大内容？
存放空间依不同型号有所不同，范围从数十GB到数百GB

。

38
 waas能对exchange 2010 加密加速吗？操

作只要跟域结合就可以了？

可以，是的。2013也行。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app_ntwk_se

rvices/waas/waas/v553/ws553xrn.html#pgfId-

259018

39

wass如果通过压缩的方式加速，那对端终端

设备也需要能支持解压缩吧？两边的终端都

需要cisco的路由器？

HTTP以外的协议是需要两边都有WAAS，对于 HTTP 可

以只有单边存在WAAS。如果没有思科路由器，也可以购

买  WAVE 专用硬件。

40
是不是只有200G的内置硬盘，这个容量足够

吗？

也有较大的内置硬盘，不过如果需要较大的缓存空间，建

议使用 UCS-E刀片。

41 选路能实现故障链路切换么？

可以。不但可以在故障时切换，还可以在延时增加、抖动

增加、掉包增加时切换。即便线路要断不断，也可以做到

切换。

42
39系列的路由器要开启iWAN系列功能的

话，系统要升级到哪个版本？
建议升级到 15.5 以上

43
WAAS 的license 需要激活吗，还是部署相

应连接数的虚拟机就能用了

需要购买相应 License，测试时部署相应连接数的虚拟机

就能用了

44
如果需要加速的应用及地址 并没有在内置的

优化list库里面,可以自己定制吗
可以，在优化list库里面的，也能手动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