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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博网络JUNOS软件

与众不同的操作系统：

提供卓越的网络可用性、

运行效率和灵活性来推动创新



瞻博网络    JUNOS软件

网络是业务的基础。您的网络操作系统如何帮助您

实现卓尔不群的扩展、竞争和创新呢？

JUNOS软件是一款网络操作系统，采用与众不同的战略设计

和开发机制，能够提供卓越的网络可用性、运行效率和灵活性

来推动创新。

构建方法是JUNOS软件与其他网络操作系统的本质区别——

JUNOS是一款采用单一模块化架构、单一版本不断增强的操

作系统。

这些战略性技术优势是JUNOS软件提供长期价值的基础，包括：

●   持续运行的系统：通过高性能的软件设计、高可用性

（HA）特性、防止人为错误和前瞻性运行评估来提高网

络可用性以及应用和服务的交付能力。

●  自动运行：一致地特性实施、容错配置、自动执行运行任

务的脚本，以及单一软件版本的轻松升级等特性均有助于

降低复杂性，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运行成本。

●  加速创新：JUNOS软件基于标准的开放模式以及对平滑

扩展的支持允许客户更灵活地提供新型服务和应用，包括

允许合作伙伴及客户公开参与产品开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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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网络成为日益迫切的需求

网络从根本上决定着高绩效企业和电信运营商的创新潜能。然而，需要大幅度改造的复杂网络将

放慢企业应对竞争和实施全新业务计划的速度。 

虽然传统硬件以及过时或者低效集成的技术是导致出现问题的原因，但是，消耗大量的运行时

间、导致发生大多数的运行问题并为运行改进设置障碍的通常都是运行在传统网络中的操作系

统。传统网络操作系统通常都基于十几年前构建的操作系统，因此存在大量局限性，包括：

• 非模块化软件架构，大量的混合进程争用产品平台中的共享计算资源，因此，即便一个进

程中出现了微小的问题也将会快速蔓延，对多个其他进程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网络的稳

定性、性能和安全性。

• 复杂、容易出错的运行任务，不仅延长了日常工作的时间、加重了工作负担，而且还提高

了发生人为错误的风险，可能会造成大范围的故障中断或造成安全漏洞。

• 多个版本模式和软件版本，需要广泛的测试、资格认证和培训，因此将会减慢网络升级速

度，同时延迟全新服务特性和修复包的可预测交付。

那么，高绩效企业如何通过创新来提供高价值服务，同时维持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呢？

为网络提供基本支持的基础解决方案最为重要。如果您能够更好地依赖为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的网

络操作系统，特别是操作系统中最具战略意义的分布式组件。那么，网络运行人员将能够集中精

力开展旨在推动业务增长和提高生产率的项目。

JUNOS软件：构建高性能网络的基础 
高性能企业日益依靠瞻博网络来帮助他们解决扩展、竞争和创新期间遇到的网络问题。作为瞻博

网络值得信赖的网络操作系统，JUNOS软件为构建此类高性能网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独树一帜的设计和开发方法

构建方法是JUNOS软件的主要优势—瞻博网络将其称为 “1-1-1”： 

• 使用单一源代码并且一致实施所有特性的单一操作系统

• 单一软件版本模式，通过极其严格的既定开发流程不断扩展

• 单一的模块化软件架构，适用于从分支到核心的多个平台

单一操作系统 
JUNOS软件的独树一帜取决于其最基本的优势：单一源代码。有别于包含多个独立程序却冠以

同一个名称的其他网络操作系统，JUNOS软件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始终都是单一系统。 

单一源代码意味着我们的工程师只需开发一次JUNOS特性即可。当新平台需要控制面板特性

时，工程师只需使用现有代码，无需像其他系统那样重新开发特性。单一源代码不仅能够简化开

发流程，而且还能将众多优势扩展到我们的客户。 单一操作系统 单一版本 单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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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源代码的优势

对于负责运行网络的用户来说，JUNOS软件降低了使用新特性的培训要求。单一通用界面基本

上允许管理员以相同方式配置和管理所有特性。此外，您的团队成员还能使用相同的一组工具来

监控、管理和更新网络。当他们第一次使用JUNOS软件时，拥有UNIX背景的人员将发现JUNOS

软件提供类似于UNIX环境的优势，因此，现有知识对他们很有帮助。

对于负责改造网络的用户来说，一致实施所有特性的固有互操作性允许他们大幅度简化新特性的

部署、软件升级和其他网络改造工作，与平台或软件版本无关。例如，由于编写特性的代码是完

全相同的，因此，在一个平台中经过验证的控制面板特性无需重新验证便可在其他平台中使用。

单一软件版本 
瞻博网络通过奉行单一版本模式的严格的开发流程，系统性地增强了JUNOS软件的单一源代

码。瞻博网络坚持每个季度推出一个新版本，并同步为所有的产品线安装JUNOS软件的新版

本。全新的生产版本中必须包含上个版本中的全部特性，并且必须确定不存在重大的回归错误，

以便确保整个版本的可靠运行。

其他网络操作系统不像JUNOS软件那样遵从严格的开发流程，因此多年来分裂出几百甚至几千

个不同的软件版本，从而造成了多个级别的不一致性并不断加剧网络复杂性。这些操作系统的新

版本和新特性充满变数，无法预测。实施新特性可能带来网络故障中断的风险。为了避免此类风

险，许多企业都委派大量的工程师在部署之前专门负责测试和验证新版本；其他企业则简单地选

择不去升级软件，仍继续使用原来的软件，宁愿放弃新功能来换取稳定性。

8.5

Q407

9.0

Q108

9.1

Q208

9.2

Q308

9.3

Q408

单一软件版本的优势

JUNOS软件的开发优势体现在更稳定的代码库上，不仅能够减少意外系统事件的数量，还能减

少计划内维护和升级的次数并缩短持续时间。如想升级软件，您只需选择更高版本的编号即可。

我们的客户对JUNOS软件的可靠性和可预测的表现充满信心，他们将升级视为日常维护工作，

而不是高风险的、耗时的网络项目。虽然没有太大必要，但我们的许多客户都选择每年至少实施

一次升级，以确保根据需要在现有版本中随时激活最新特性。 

单一模块化软件架构

模块化架构是系统性增强JUNOS软件的基础，能够跨越多个平台实施灵活而稳定的创新。这个

架构的基础是瞻博网络将数据包控制与数据包转发功能相隔离的创新之举。全面的隔离允许这两

个功能彼此完全独立地运行，并支持各类不同的冗余硬件设计，从而实现高可用性。

JUNOS软件的模块通过定义完备的界面进行通信。每个模块都运行在受保护的内存空间中，以

防彼此影响，同时允许单独重启每个模块。这个构架与单片操作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单片操

作系统架构中，一个模块发生故障将影响到其他模块，导致整个系统的故障停机/重启。

单一操作系统 单一版本 单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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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JUNOS软件—可预测

的单一版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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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架构的优势

JUNOS软件采用创新的分布式架构，能够提供高性能、高可用性、安全性和设备稳定性。例如，

模块化接口（CLI）永远不会锁定，即便在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下也不例外。控制面板始

终都能获得所需的计算资源，以便管理员通过添加全新过滤器对攻击流量实施丢弃或限速处理。

此外，JUNOS软件的模块化架构还能简化新产品的开发流程并允许完全集成新添加的服务，令

传统的开发方法望尘莫及。开发新功能时，我们的工程师可选择添加新模块或者更新现有模块，

无需完全重写整个代码。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已向最初的网络操作系统中添加了几十个新模

块，以便支持不断扩展的、越来越丰富的新型服务和特性。

为构建高性能网络奠定基础

JUNOS软件独特的基础设计和开发方法使其多年来能够通过不断改进来满足越来越复杂的应用

和服务需求，以及越来越严格的性能和可靠性要求。JUNOS软件每年坚持推出四个新版本，凭

借越来越丰富的特性来逐渐增强众多战略优势，包括：

• 持续运行的系统：通过高性能的软件设计、高可用性特性、防止人为错误和前瞻性运行评

估来提高网络可用性以及应用和服务的交付能力。

• 自动运行：一致地特性实施、容错配置、自动执行运行任务的脚本，以及单一软件版本的

轻松升级等特性均有助于降低复杂性，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运行成本。

• 加速创新：JUNOS软件基于标准的开放模式以及对平滑扩展的支持允许客户更灵活地提供

新型服务和应用，包括允许合作伙伴及客户参与产品开发的工具。

针对122名网络运行团队主管开展的调查

网络运行任务 JUNOS软件平均节省的时间

故障排除和意外事件解决 54%

监视和优化 24%

升级和维护 23%

添加基础设施 29%

全部的网络运行任务 25%

表1：JUNOS软件的运行数据（Lake Partners 2007）

持续的系统运行

在现代化的多业务网络中，故障中断将带来客户连接中断和交易丢失、因无法履行服务水平协议

（SLA）而遭到罚款，以及失去客户信任等严重后果，使公司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运行

团队在提高网络可用性方面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计划内的维护工作、硬件和软件的意外事件以及

人为错误（多个调查证实，人为错误是故障停机的最大原因）都可能导致网络设备故障停机。要

想避免故障停机，企业需要采用多层面的方法、前瞻性地考虑所有的基本要素来设计系统。

基于JUNOS软件的产品素以持续运行和运行稳定性而著称。从工程的角度看，系统的持续运行

源自JUNOS软件长期严格遵守设计和开发原则；这个原则绝不是能够轻松更改的特性或属性。

JUNOS软件通过不断增加新特性来支持高可用性。例如，路由和桥接功能的透明切换以及瞻博

网络分支路由器和交换平台的集群功能都是我们最新添加的特性。

单一操作系统 单一版本 单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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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软件用于支持系统持续运行的其他创新成果还包括一系列丰富的可定制脚本编写工具，

这些工具运行在产品上用于确保无错配置并加快问题解决的速度。下一节，我们将讨论面向自动

运行的多个工具，这些工具不仅能提供故障安全机制来规避人为错误，还能减轻意外网络事件的

严重性并缩短持续时间。

自动运行

JUNOS软件的运行优势不仅源于软件设计的可靠性、性能和安全性，还受益于该软件致力于轻

松可靠地执行所有运行任务的设计理念。经验丰富的JUNOS软件工程师通过更好的方法来设计

运行程序、界面和工具，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来减化流程并降低其中的人为错误。

配置

JUNOS CLI简单易懂，您会觉得它与其他的命令集十分相似。相对其他系统而言，JUNOS CLI的

显著优势包括为实现容错配置提供多个特性、允许将变化保存在备用文件中、向后回退50个配

置，以及配置发生变化期间在被临时隔离的远程系统中触发自动回退任务。

以前，最令人头疼的人为错误莫过于运行团队理应能够避免、但却重复出现的已知错误。

JUNOS软件提交的脚本能够通过定制在备用配置生效前开始运行的提交确认程序，来直接解决

这个问题。您的资深网络工程师可以开发并维护脚本库，以确保配置满足业务和网络策略的要

求。此外，这些高级脚本编写工具还包括宏功能，可将重复的复杂配置精简成只包含几行代码和

少数变量的简单配置。

监控、故障排除和问题解决

虽然大多数的网络运行团队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被动响应问题上，但前瞻性地发现潜在问题才是

他们的追求的方式。JUNOS软件提供全面的监视和控制功能，允许您的运行团队全面查看系统

运行状态和设备性能。

错误的级联效应是复杂系统的特征之一。微小问题可快速激化成重大问题。JUNOS软件的运行

脚本和事件管理策略允许网络工程师自动激活早期预警系统，不仅能够检测出新出现的问题，还

能即刻采取行动来防止现有问题和故障的激化并尽快恢复正常运行，不会等到问题严重到触发警

报并通知管理员之后才采取行动。您的运行程序将捕获到脚本中而不是纸张上面，从而利用整个

公司中的技术资源。脚本编写工具还允许资深工程师诊断网络故障，并编写脚本来前瞻性地采取

防御措施，从而持续改进产品功能。

加速创新

瞻博网络始终致力于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积极推行并采用开放标准和接口，以便用户在多厂商网

络中轻松管理并运行它们。基于JUNOS的平台拥有经过时间检验的出色互操作性和集成能力，

被广泛部署在全球40个规模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网络中和数万个企业及政府网络中。JUNOS软件

基于标准的开放模式以及对平滑扩展的支持允许您灵活地改进网络架构，以便满足全新的-可能

是不可预见的-应用和服务需求，同时将成本和风险保持在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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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OS对开放标准的追求不断扩展，现已开始为策略控制、网络管理和其他操作系统提供开放

界面。例如，JUNOS软件将可扩展标记语言（XML）作为设备配置界面和状态信息的接口。瞻博

网络会话和资源控制产品（SRC）使用JUNOS软件的开放策略界面对网络资源进行基于策略的

控制，以便通过多厂商网络端到端地传输高价值的差分服务。

瞻博网络的合作伙伴解决方案开发平台（PSDP）允许客户及合作伙伴在JUNOS软件上开发并部

署新应用。PSDP提供一系列强大的安全工具和资源，包括带有智能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以及支持JUNOS路由和服务功能的安全界面等。客户及合作伙伴可基于JUNOS软件安全地开发

各种解决方案，有针对性地满足其特定的上市机遇和业务需求，不仅能够节省应用开发的时间和

成本，而且还能降低解决方案的部署和长期运行成本。

瞻博网络JUNOS交换和路由平台

瞻博网络积极促进JUNOS软件创新，严格遵守“JUNOS软件是集成了路由、交换、安全和其他

服务的单一源网络操作系统”的开发原则。我们全面的产品系列能够实现企业分支和地区办事

处、中央站点、数据中心以及电信运营商网络的城域、边缘及核心站点的互连。瞻博网络将继续

利用一流的安全优势来实现JUNOS软件创新。

瞻博网络EX系列以太网交换机支持分支办事处、园区和数据中心的接入层、汇聚层及核心层应

用。EX系列以太网交换机运行JUNOS软件并使用单一管理应用，因此能够提高网络的经济性并

降低运行支出（降低重复的电力和冷却成本）。EX系列交换机还支持合并或消除网络层，从而降

低资本支出。EX系列交换机提供集成的访问控制策略执行和全面的服务质量（QoS）特性，能够

满足当今安全和统一通信环境中最苛刻的交换要求。

瞻博网络J系列业务路由器提供可预测的高性能和多类灵活接口，以便为远程、分支和地区办事

处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连接。J系列为Avaya语音就绪型产品，所有机型都运行模块化的JUNOS软

件，因此能够通过多个高级路由和安全服务来实现高级安全性、正常运行时间和性能，同时降低

运行成本。J系列还提供性能扩展空间和可扩展的内存来满足未来网络的集成需求和其他需求。

瞻博网络M系列多业务边缘路由平台提供从5 Gbps到320 Gbps的吞吐量，通过独特的方式将一

流的IP/MPLS功能与无与伦比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和丰富服务结合在一起。这些多业务边

缘路由平台主要部署在电信运营商边缘和高性能的高端企业应用中，允许您将多个网络整合到单

一IP/MPLS基础设施中，不会影响性能或特性。

瞻博网络MX系列以太网业务路由器提供从240 Gbps到960 Gbps的吞吐量，为以太网容量、密度

和性能建立了全新行业标准。MX系列高效支持高密度接口和高吞吐量交换，支持广泛的企业和

住宅应用及服务，包括高速传输和VPN服务、下一代宽带多重播放服务及大容量的互联网数据中

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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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博网络T系列核心路由器提供从320 Gbps到2.5 Tbps的吞吐量，提供卓越的可用性、可靠性、

性能和可扩展性，能够同时降低运行和资本支出。T系列在真正的多业务平台上提供高级处理功

能，能够与光传输网络无缝集成。通过T系列核心路由器构建的下一代核心网络（NGN）支持

“随增长随付费”的发展模式。供应商可降低运行和资本支出，同时轻松定制网络解决方案集和

用户体验。 

瞻博网络控制系统（JCS）1200是业界第一个高性能的控制面板扩展系统。JCS 1200允许独立

扩展控制和转发面板资源，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网络增长、运行效率和控制能力。这个独特的架

构允许电信运营商快速扩展他们的服务产品并且同时降低运行和资本支出。

通过JUNOS开始创新

开始部署任何新产品或新技术时都需要大量的工作；然而，我们的客户一致认为部署JUNOS软

件的短期努力与长期回报相比微不足道。作为瞻博网络的客户，您将能够获得所需的全部工具轻

松安全地迁移到JUNOS软件中，从JUNOS自身的固有特性直到丰富的支持服务。

瞻博网络培训服务

现在，持有证书的网络专家非常抢手。他们的渊博知识，尤其是跨越多个供应商帮您设计一流解

决方案的本领，能够为您的公司增添卓越价值。瞻博网络提供广泛的培训服务和技术认证。关于

JUNOS培训和认证的完整列表，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training/。

瞻博网络技术认证计划（JNTCP）的企业路由和交换认证课程面向不了解JUNOS软件的企业团

队，将教授学员如何部署并操作基于JUNOS的路由器和交换机。瞻博网络快车道认证计划面向

了解路由和交换产品的资深网络专家，能够帮助他们大幅降低培训成本并缩短培训时间。欲知详

情，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training/fasttrack/。

关于瞻博网络

瞻博网络是高性能网络领域中的领导者。瞻博网络提供高性能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在单一网络

中创建一个具有响应性的和受信赖的环境，从而加速服务和应用的部署，并推动高性能的业务进

行。欲知详情，请访问www.junip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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