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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选择下一代防火墙：十大注意事项 

中型企业必备 

 

概述   

很多中型公司的网络安全已步入关键时期，他们必须巩固传统安全解决方案，以应对移动和云引发的新趋势，并

适应不断变化的威胁形势。这些局面导致维护网络安全这一挑战更加复杂，并加重了企业网络以最佳状态运行的

负担。 

在监控用户的操作、用户访问的应用类型或使用的设备方面，传统防火墙捉襟见肘。下一代防火墙则可以填补这些

空白。本文档列举了中型企业在评估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时需要权衡的十大注意事项： 

1. 防火墙是否基于综合全面的状态防火墙基础？ 

2. 对于移动用户，解决方案是否支持强大安全的远程访问？ 

3. 防火墙是否提供主动威胁防范？ 

4. 防火墙能否在多个安全服务运行时保持性能不降级？ 

5. 解决方案是否提供深度应用可视性和精细应用控制？ 

6. 防火墙是否能够交付用户、网络、应用以及设备智能，推动情景感知防护？ 

7. 防火墙是否提供基于云的网络安全？ 

8. 能否部署可随着组织扩展的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9. 防火墙供应商是否拥有广泛的支持和服务，可为迁移路径铺平道路？ 

10. 防火墙供应商是否提供极具吸引力的融资方案，以缩短部署时间？ 

下一代防火墙应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并融合一系列经济实惠、且便于部署和管理的下一代防火墙服务。本白

皮书将帮助您评估下一代防火墙，为您的中型组织作出最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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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受损害的机率：100% 

据思科 2014 年度安全报告，“所有组织都应该假设自己已经受到黑客的攻击。”
1
思科智能运营中心 (SIO) 的研究

人员发现，所有企业网络中都能检测到恶意流量，这意味着有证据表明恶意人士已经侵入这些网络，而且可能不被

察觉地活动了很长时间。
2 

这些发现强调了为什么所有组织必须部署可提供持续安全以及整个安全网络端到端可视性的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

案。成功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IT 团队必须能够确定损害的范围、遏制事件的发展、采取补救措施，并将运营恢复

正常，而且这一切必须及时快速展开。 

向新安全模式转变 

下一代防火墙是以威胁为中心的安全模式的重要要素。采取以威胁为中心的模式，监控整个网络，并在攻击的整个

生命周期（即攻击前、攻击中以及攻击后）做出适当的回应意义非凡。在为组织评估下一代防火墙时，一定要记

住，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具有全面的防护功能：要在当前威胁形势下保护网络，离不开基于漏洞调查、信誉评分以及其他关键要素的

一流防恶意软件和入侵防御。 

● 遵守业务策略：下一代防火墙必须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对有关应用使用的策略进行全面实施。同时，必

须保证可根据业务策略，在细粒度级别，对出于个人和专业原因使用的各种协作和 Web 2.0 应用进行监控和

控制。 

● 确保策略得到设备和用户的实施：下一代防火墙必须对访问网络的设备和用户、及其访问网络的位置做到了

如指掌。同时，还必须确保安全策略可根据用户、群以及设备类型（Apple iPhone、iPod、Android 移动设备

的具体版本）进行调整。 
 

再者，启用多个服务时，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不能在以线速保证防护、策略、一致性以及环境的同时，造成性能

突然大幅降级。 

选择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时，请思考这些重要问题： 

                                                 
1 思科 2014 年度安全报告：http://www.cisco.com/web/offer/urls/CN/whitepapers/sc-01casr2014_cte_lig_zh-cn_35330.pdf。 
2 同上。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本文档所含内容为思科公开发布的信息。 第 3 页，共 6 页

1. 防火墙是否基于综合全面的状态防火墙基础？ 
下一代防火墙需要能够辨别威胁和网络流量。基于综合全面的状态防火墙基础的解决方案可确定潜在的安全漏洞，

例如开放的端口。该类防火墙应利用大量状态检测引擎，从而可在保证高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同时，对重要资产

提供保护。下一代防火墙应利用明确的确定性第 3 层和第 4 层策略，实现网络安全最大化。站点间虚拟专用网络 

(VPN)、网络地址转换 (NAT) 以及动态路由等功能也有助于提供安全可靠的访问以及强大的边界安全。 

下一代防火墙还必须能够识别连接网络的用户、用户连接的位置、使用的设备以及访问的应用及网址。确保您的防

火墙能够提供针对用户、设备以及应用的可视性。 

2. 对于移动用户，解决方案是否支持强大安全的远程访问？ 
现如今，用户要求使用各种公司拥有的移动设备和个人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网络。但是，开放网络允许这类访问

会导致可控性和可视性丧失。要保证设备到应用的安全连接，同时保护网络，组织需要随时确定访问网络的用户以

及他们使用的设备类型。 

支持用户身份、应用以及设备感知的下一代防火墙可帮助您加强访问控制，并基于请求环境缓解威胁。网络范围的

身份和精细行为控制，再加之 VPN 技术可帮助您保护网络和移动用户。 

3. 防火墙是否提供主动威胁防范？ 
主动式下一代防火墙能够在网关位置阻止大部分恶意软件（超过 80%），而且极少需要管理员干预。 

寻找强大的集成网络过滤数据库。利用支持创建多个 URL 过滤策略的网络过滤解决方案，您可以提供差异化的互联

网访问权限。您可以根据用户和组的需求，为他们创建不同的 Web 或 URL 过滤规则。 

4. 防火墙能否在多个安全服务运行时保持性能不降级？ 
购买、部署，然后再管理多个专用安全服务模块这一流程非常复杂、且耗费成本。过去，组织在需求变化后进行扩

展必须采取这种方式。现在，有了下一代防火墙，您可以利用将防火墙、VPN、网络安全、防恶意软件以及入侵防

御系统 (IPS) 解决方案集于一身的单个解决方案，减少需要管理和部署的设备数量。 

在基础平台中需要搭配专门构建的安全加速硬件（例如，加快 VPN 和 IPS 处理的加密算法和正则表达式），才能在

防火墙上提供多层高级安全，而不影响性能。 

要简化管理，您需要寻找可通过激活相应软件许可轻松启动的高级安全服务。提供扩展安全服务应尽可能不影响网

络的性能。 

5. 解决方案是否提供深度应用可视性和精细应用控制？ 
组织无法控制视野之外的事物。要保证包含嵌入式应用的 Web 2.0 网站中实施了可接受的使用和安全策略，下一代

防火墙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利用应用签名或其他方法，高精度地识别和控制各个应用。 

利用具有细粒度控制的下一代防火墙服务，管理员能够创建可满足当今精细的业务需求的防火墙策略。想一想人们

能够在常用的应用（如 Facebook）上可执行的操作数量，就能够明白细粒度应用控制的意义，例如：发布内容、对

用户的状态点赞、发送邮件、聊天等等。在制定访问控制决策时，管理员也必须能够轻松识别成千上万种应用和微

应用，例如 Facebook 游戏（如 FarmVille、Candy Crush Saga 和 Bingo Blingo）、Facebook Messages 和 

Facebook Chat。 

下一代防火墙应能够识别应用行为：用户在某应用中执行的操作。此外，管理员还应能够对特定类别（如 Facebook 

视频）设置细粒度控制，例如，允许用户查看和标记视频、但不允许上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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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火墙是否能够交付用户、网络、应用以及设备智能，推动情景感知防护？ 
利用网络智能，组织能够对用户制定不同的安全策略，特别是从其他位置使用个人设备接入网络的用户。寻找一种

可帮助您更安全地支持组织自带设备 (BYOD) 计划的防火墙。 

通过设备配置文件洞察、设备状态以及 802.1X 身份验证详细信息，组织能够提供一致的粒度访问控制。 

7. 防火墙是否提供基于云的网络安全？ 
通过云交付的威胁防范可帮助各种规模的组织获得高度分散的安全边界，同时可支持新的应用，并主动保护所有用

户。 

寻找一种可对所有用户提供零日保护的防火墙，不论用户身在何处。最好的做法是，通过完全集成且基于云的服务

提供网络安全、应用控制、管理以及报告，而且，这种服务应保证行业一流的安全和控制、具有 99.999% 的可用性

和运行时间，并可利用启发式分析提供零日威胁防范。 

8. 能否部署可随着组织扩展的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随着组织运营规模的扩大，组织的安全需求也在变化。但是扩展安全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不能成本

过高，或增加管理复杂性。 

下一代防火墙应是一种可在中型组织扩展时提供支持、且便于管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您的下一代防火墙是否可通

过将多种安全解决方案（包括状态防火墙、VPN 网关、应用控制、网络安全、IPS 以及防恶意软件）整合到一个设

备中来降低资本和运营成本？ 是否可通过单个统一管理控制台简化下一代防火墙部署和降低管理复杂性？ 

此外，您的供应商是否可帮助您随着公司的发展和需求变化而进行扩展？ 寻找一名可帮助您部署包含下列内容的综

合安全解决方案的单一来源供应商：下一代防火墙、下一代 IPS、适用于高级威胁防范的高级防恶意软件防范、集成

实时环境感知、智能安全自动化以及行业领先的威胁防范效力。 

9. 防火墙供应商是否拥有广泛的支持和服务，可为迁移路径铺平道路？ 
迁移至下一代防火墙是一项重大举措。每个企业基础设施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在过渡至新解决方案过程中维持安全

就需要详细周密的规划和严谨认真的变更管理。即使短暂的停机时间也可能会影响盈利能力和安全性。任何下一代

防火墙供应商或其认证合作伙伴都必须掌握丰富的经验、知识和一流实践，可在迁移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干扰，实现

业务连续性，而且要在保证成本效益的前提下实现。 

除提供创新防火墙解决方案之外，供应商还必须能够提供专业服务，帮助您在迁移过程中改进迁移体验、尽可能减

少中断以及保证业务连续性。 

选择防火墙供应商时，要确保供应商及其专业化认证合作伙伴能够帮助组织实现准确完整的迁移。不论您是升级至

新平台，还是从第三方平台迁移，都需要确定服务提供商是否具备所需的丰富经验、知识和一流实践，可帮助组织

降低在迁移至下一代解决方案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询问服务灵活性：供应商是否仅通过现场交付形式提供这些服

务？是否可通过远程，或者结合使用现场和远程这两种交付形式来满足您组织的需求、偏好和成本要求？ 

安装后期技术支持同样也是一项重要的注意事项。供应商是否为 IT 人员提供随时与专业化认证工程师沟通的机会

（也即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均可）？ 是否提供灵活的硬件保修、主动设备诊断、自助资源、工具或在线培训？ 

出色的技术支持有助于减少网络停机时间，确保组织持续不间断运作。 

10. 防火墙供应商是否提供极具吸引力的融资方案，以缩短部署时间？ 
将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的成本分摊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助于减轻预算编制工作的压力，增加付款可控性。选

择提供融资方案的供应商，组织能够自由购买拓展业务所需的技术，同时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如果投资

正确的技术而不需要大量资本开支，组织能够将财政资源分配至其他业务领域，推动企业取得成功。寻找满足下列

条件的融资方案：具有价格竞争优势、能够灵活地推迟付款、可为从技术到服务的整个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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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范威胁的同时降低成本和复杂性 

Cisco ASA 5500-X 系列下一代防火墙 (NGFW) 可帮助中型组织满足上述重要注意事项，以便组织能够利用广泛汇聚

的安全智能防范当今的新兴威胁。利用该解决方案，管理员能够查看和控制用户活动、设备访问以及恶意行为。它

还可以减少管理和部署的设备数量，从而降低复杂性、资本和运营成本。思科与 Sourcefire 联合推出下一代网络安

全，可满足您在 BYOD、云以及新兴威胁方面的要求。 

Figure 1.   思科利用 ASA 5500-X NGFW 重新定义了下一代防火墙。 

 

 

由思科安全工程师或思科安全专业化认证合作伙伴提供的适用于防火墙的思科迁移服务，可帮助组织平稳迁移至新

的 Cisco ASA 5500-X NGFW 平台。思科提供专家指导和支持，可帮助组织在迁移过程中保持安全，并提高流程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思科 SMARTnet® 服务可提供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利用技术支持的权限，以及灵活的硬件保修

和主动设备诊断，从而帮助您减少网络停机时间和其他重要网络问题。同时，Cisco Capital 还提供融资方案，并制

定了可满足您业务和财务要求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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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asa，了解有关 Cisco ASA 5500-X NGFW 的更多信息。 

www.cisco.com/go/services/security，了解有关适用于防火墙的思科迁移服务的更多信息 

www.cisco.com/go/smartnet，了解有关思科 SMARTnet® 服务的更多信息
   

www.ciscocapital.com，了解有关查找当地 Cisco Capital 代表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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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一代防火墙：十大注意事项


中型企业必备




概述  


很多中型公司的网络安全已步入关键时期，他们必须巩固传统安全解决方案，以应对移动和云引发的新趋势，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威胁形势。这些局面导致维护网络安全这一挑战更加复杂，并加重了企业网络以最佳状态运行的负担。

在监控用户的操作、用户访问的应用类型或使用的设备方面，传统防火墙捉襟见肘。下一代防火墙则可以填补这些空白。本文档列举了中型企业在评估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时需要权衡的十大注意事项：


1.
防火墙是否基于综合全面的状态防火墙基础？


2.
对于移动用户，解决方案是否支持强大安全的远程访问？


3.
防火墙是否提供主动威胁防范？


4.
防火墙能否在多个安全服务运行时保持性能不降级？


5.
解决方案是否提供深度应用可视性和精细应用控制？


6.
防火墙是否能够交付用户、网络、应用以及设备智能，推动情景感知防护？


7.
防火墙是否提供基于云的网络安全？


8.
能否部署可随着组织扩展的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9.
防火墙供应商是否拥有广泛的支持和服务，可为迁移路径铺平道路？


10.
防火墙供应商是否提供极具吸引力的融资方案，以缩短部署时间？


下一代防火墙应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并融合一系列经济实惠、且便于部署和管理的下一代防火墙服务。本白皮书将帮助您评估下一代防火墙，为您的中型组织作出最明智选择。

网络受损害的机率：100%


据思科 2014 年度安全报告，“所有组织都应该假设自己已经受到黑客的攻击。”
思科智能运营中心 (SIO) 的研究人员发现，所有企业网络中都能检测到恶意流量，这意味着有证据表明恶意人士已经侵入这些网络，而且可能不被察觉地活动了很长时间。


这些发现强调了为什么所有组织必须部署可提供持续安全以及整个安全网络端到端可视性的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成功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IT 团队必须能够确定损害的范围、遏制事件的发展、采取补救措施，并将运营恢复正常，而且这一切必须及时快速展开。

向新安全模式转变


下一代防火墙是以威胁为中心的安全模式的重要要素。采取以威胁为中心的模式，监控整个网络，并在攻击的整个生命周期（即攻击前、攻击中以及攻击后）做出适当的回应意义非凡。在为组织评估下一代防火墙时，一定要记住，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具有全面的防护功能：要在当前威胁形势下保护网络，离不开基于漏洞调查、信誉评分以及其他关键要素的一流防恶意软件和入侵防御。


· 遵守业务策略：下一代防火墙必须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对有关应用使用的策略进行全面实施。同时，必须保证可根据业务策略，在细粒度级别，对出于个人和专业原因使用的各种协作和 Web 2.0 应用进行监控和控制。


· 确保策略得到设备和用户的实施：下一代防火墙必须对访问网络的设备和用户、及其访问网络的位置做到了如指掌。同时，还必须确保安全策略可根据用户、群以及设备类型（Apple iPhone、iPod、Android 移动设备的具体版本）进行调整。

再者，启用多个服务时，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不能在以线速保证防护、策略、一致性以及环境的同时，造成性能突然大幅降级。

选择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时，请思考这些重要问题：


1. 防火墙是否基于综合全面的状态防火墙基础？


下一代防火墙需要能够辨别威胁和网络流量。基于综合全面的状态防火墙基础的解决方案可确定潜在的安全漏洞，例如开放的端口。该类防火墙应利用大量状态检测引擎，从而可在保证高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同时，对重要资产提供保护。下一代防火墙应利用明确的确定性第 3 层和第 4 层策略，实现网络安全最大化。站点间虚拟专用网络 (VPN)、网络地址转换 (NAT) 以及动态路由等功能也有助于提供安全可靠的访问以及强大的边界安全。


下一代防火墙还必须能够识别连接网络的用户、用户连接的位置、使用的设备以及访问的应用及网址。确保您的防火墙能够提供针对用户、设备以及应用的可视性。


2. 对于移动用户，解决方案是否支持强大安全的远程访问？


现如今，用户要求使用各种公司拥有的移动设备和个人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网络。但是，开放网络允许这类访问会导致可控性和可视性丧失。要保证设备到应用的安全连接，同时保护网络，组织需要随时确定访问网络的用户以及他们使用的设备类型。

支持用户身份、应用以及设备感知的下一代防火墙可帮助您加强访问控制，并基于请求环境缓解威胁。网络范围的身份和精细行为控制，再加之 VPN 技术可帮助您保护网络和移动用户。

3. 防火墙是否提供主动威胁防范？


主动式下一代防火墙能够在网关位置阻止大部分恶意软件（超过 80%），而且极少需要管理员干预。

寻找强大的集成网络过滤数据库。利用支持创建多个 URL 过滤策略的网络过滤解决方案，您可以提供差异化的互联网访问权限。您可以根据用户和组的需求，为他们创建不同的 Web 或 URL 过滤规则。


4. 防火墙能否在多个安全服务运行时保持性能不降级？


购买、部署，然后再管理多个专用安全服务模块这一流程非常复杂、且耗费成本。过去，组织在需求变化后进行扩展必须采取这种方式。现在，有了下一代防火墙，您可以利用将防火墙、VPN、网络安全、防恶意软件以及入侵防御系统 (IPS) 解决方案集于一身的单个解决方案，减少需要管理和部署的设备数量。


在基础平台中需要搭配专门构建的安全加速硬件（例如，加快 VPN 和 IPS 处理的加密算法和正则表达式），才能在防火墙上提供多层高级安全，而不影响性能。

要简化管理，您需要寻找可通过激活相应软件许可轻松启动的高级安全服务。提供扩展安全服务应尽可能不影响网络的性能。

5. 解决方案是否提供深度应用可视性和精细应用控制？


组织无法控制视野之外的事物。要保证包含嵌入式应用的 Web 2.0 网站中实施了可接受的使用和安全策略，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利用应用签名或其他方法，高精度地识别和控制各个应用。

利用具有细粒度控制的下一代防火墙服务，管理员能够创建可满足当今精细的业务需求的防火墙策略。想一想人们能够在常用的应用（如 Facebook）上可执行的操作数量，就能够明白细粒度应用控制的意义，例如：发布内容、对用户的状态点赞、发送邮件、聊天等等。在制定访问控制决策时，管理员也必须能够轻松识别成千上万种应用和微应用，例如 Facebook 游戏（如 FarmVille、Candy Crush Saga 和 Bingo Blingo）、Facebook Messages 和 Facebook Chat。


下一代防火墙应能够识别应用行为：用户在某应用中执行的操作。此外，管理员还应能够对特定类别（如 Facebook 视频）设置细粒度控制，例如，允许用户查看和标记视频、但不允许上传视频。

6. 防火墙是否能够交付用户、网络、应用以及设备智能，推动情景感知防护？


利用网络智能，组织能够对用户制定不同的安全策略，特别是从其他位置使用个人设备接入网络的用户。寻找一种可帮助您更安全地支持组织自带设备 (BYOD) 计划的防火墙。


通过设备配置文件洞察、设备状态以及 802.1X 身份验证详细信息，组织能够提供一致的粒度访问控制。


7. 防火墙是否提供基于云的网络安全？


通过云交付的威胁防范可帮助各种规模的组织获得高度分散的安全边界，同时可支持新的应用，并主动保护所有用户。


寻找一种可对所有用户提供零日保护的防火墙，不论用户身在何处。最好的做法是，通过完全集成且基于云的服务提供网络安全、应用控制、管理以及报告，而且，这种服务应保证行业一流的安全和控制、具有 99.999% 的可用性和运行时间，并可利用启发式分析提供零日威胁防范。


8. 能否部署可随着组织扩展的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随着组织运营规模的扩大，组织的安全需求也在变化。但是扩展安全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不能成本过高，或增加管理复杂性。


下一代防火墙应是一种可在中型组织扩展时提供支持、且便于管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您的下一代防火墙是否可通过将多种安全解决方案（包括状态防火墙、VPN 网关、应用控制、网络安全、IPS 以及防恶意软件）整合到一个设备中来降低资本和运营成本？ 是否可通过单个统一管理控制台简化下一代防火墙部署和降低管理复杂性？


此外，您的供应商是否可帮助您随着公司的发展和需求变化而进行扩展？ 寻找一名可帮助您部署包含下列内容的综合安全解决方案的单一来源供应商：下一代防火墙、下一代 IPS、适用于高级威胁防范的高级防恶意软件防范、集成实时环境感知、智能安全自动化以及行业领先的威胁防范效力。

9. 防火墙供应商是否拥有广泛的支持和服务，可为迁移路径铺平道路？


迁移至下一代防火墙是一项重大举措。每个企业基础设施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在过渡至新解决方案过程中维持安全就需要详细周密的规划和严谨认真的变更管理。即使短暂的停机时间也可能会影响盈利能力和安全性。任何下一代防火墙供应商或其认证合作伙伴都必须掌握丰富的经验、知识和一流实践，可在迁移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干扰，实现业务连续性，而且要在保证成本效益的前提下实现。

除提供创新防火墙解决方案之外，供应商还必须能够提供专业服务，帮助您在迁移过程中改进迁移体验、尽可能减少中断以及保证业务连续性。


选择防火墙供应商时，要确保供应商及其专业化认证合作伙伴能够帮助组织实现准确完整的迁移。不论您是升级至新平台，还是从第三方平台迁移，都需要确定服务提供商是否具备所需的丰富经验、知识和一流实践，可帮助组织降低在迁移至下一代解决方案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询问服务灵活性：供应商是否仅通过现场交付形式提供这些服务？是否可通过远程，或者结合使用现场和远程这两种交付形式来满足您组织的需求、偏好和成本要求？


安装后期技术支持同样也是一项重要的注意事项。供应商是否为 IT 人员提供随时与专业化认证工程师沟通的机会（也即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均可）？ 是否提供灵活的硬件保修、主动设备诊断、自助资源、工具或在线培训？ 出色的技术支持有助于减少网络停机时间，确保组织持续不间断运作。


10. 防火墙供应商是否提供极具吸引力的融资方案，以缩短部署时间？


将下一代防火墙解决方案的成本分摊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助于减轻预算编制工作的压力，增加付款可控性。选择提供融资方案的供应商，组织能够自由购买拓展业务所需的技术，同时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如果投资正确的技术而不需要大量资本开支，组织能够将财政资源分配至其他业务领域，推动企业取得成功。寻找满足下列条件的融资方案：具有价格竞争优势、能够灵活地推迟付款、可为从技术到服务的整个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

在防范威胁的同时降低成本和复杂性


Cisco ASA 5500-X 系列下一代防火墙 (NGFW) 可帮助中型组织满足上述重要注意事项，以便组织能够利用广泛汇聚的安全智能防范当今的新兴威胁。利用该解决方案，管理员能够查看和控制用户活动、设备访问以及恶意行为。它还可以减少管理和部署的设备数量，从而降低复杂性、资本和运营成本。思科与 Sourcefire 联合推出下一代网络安全，可满足您在 BYOD、云以及新兴威胁方面的要求。

Figure 1.   思科利用 ASA 5500-X NGFW 重新定义了下一代防火墙。




由思科安全工程师或思科安全专业化认证合作伙伴提供的适用于防火墙的思科迁移服务，可帮助组织平稳迁移至新的 Cisco ASA 5500-X NGFW 平台。思科提供专家指导和支持，可帮助组织在迁移过程中保持安全，并提高流程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思科 SMARTnet® 服务可提供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利用技术支持的权限，以及灵活的硬件保修和主动设备诊断，从而帮助您减少网络停机时间和其他重要网络问题。同时，Cisco Capital 还提供融资方案，并制定了可满足您业务和财务要求的条款。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asa，了解有关 Cisco ASA 5500-X NGFW 的更多信息。

www.cisco.com/go/services/security，了解有关适用于防火墙的思科迁移服务的更多信息

www.cisco.com/go/smartnet，了解有关思科 SMARTnet® 服务的更多信息  


www.ciscocapital.com，了解有关查找当地 Cisco Capital 代表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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