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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传统网络与物理边界不再是必须保护信息不受侵害的唯一边界。协作、IT消费化、移动性以及新计算技术都在提高办

公效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安全要求。在服务交付和安全挑战这两个方面，IT满足动态劳动力需求的压力越来越大，

需要利用新的解决方案保护无边界网络，同时帮助进一步提高业务效率。CiscoTrustSec™就是这样一款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概述

CiscoTrustSec可以让IT机构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员进行基于身份的访问控制，保护他们的网络和服

务。另外，该解决方案还可以提供数据完整性与保密性服务、基于策略的治理以及集中化监控、故障排除和报告

服务。TrustSec能与个性化专业服务相结合，简化解决方案部署与管理，是Cisco®无边界网络的基础安全组件。

Cisco TrustSec 解决方案可以为客户带来以下优势：

•  合规性支持：在越来越复杂的网络上扩展实时访问可见性与审计跟踪，满足法律规定的监控、审计和报告要求。

•  强化的安全性：实施一致的安全策略，确保端点设备正常运行，交付安全网络结构，保护整个无边界网络。

•  更高的效率：通过集中的身份服务、集成的策略实施、一致的用户体验以及动态的用户和设备访问分配，减少 IT 

开销。

Cisco TrustSec 的核心功能：

•  身份感知型用户和设备访问：动态提供基于角色的访问。隔离、修复或拒绝非法设备访问。

•  访客用户访问与生命周期管理：赞助的访客可以通过自定义 Web 门户对特定资源（互联网、打印机等）进行有限制

的访问。拦截互联网访问，跟踪和报告活动。

•  非用户设备发现：集中发现非用户设备（打印机、摄像头、电话等）。根据策略提供访问权限，监控和审计设备行为，

防止欺诈。

•  数据完整性与保密性：通过 MACsec 对数据路径进行加密，从端点客户端到网络核心，同时允许关键工具（防火

墙、IPS、内容检查、QoS 等）始终都能查看数据流。

•  监控、管理和故障排除：基于策略的集中化公司治理与合规性包括集中监控和跟踪用户与设备，维护策略合规性。提

供先进的故障排除、详细的审计以及历史和实时报告。

•  专业服务：TrustSec 服务可以提供策略审核、分析和设计专业知识，准备网络，部署 TrustSec 解决方案。

图  1.  显示了 Cisco TrustSec 如何交付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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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isco TrustSec 的工作原理

通过灵活的身份验证机制对网络用户进行身份验证，支持不同的设备类型、操作系统和访问方法。

支持身份的访问

使用标配目录服务或额外服务将用户身份映射到角色。根据用户群组类型（例如员工、承包商或访客），

安全策略允许用户访问相应的网络数据、工具和资源。除了群组策略，T r u s t S e c 还考虑其它条件来

进一步确定访问权限，例如时间和日期、设备状况、用户或设备 位置、访问方法或所用设备的类型。

端点设备剖析（确定网络上任何支持 IP的设备，例如安全摄像头、打印机、证章阅读器和 IP电话）与状况评估是

基于策略的访问控制流程的一部分，有助于确保端点设备符合 IT机构的安全策略。另外，设备评估流程还包括网

络连接设备（例如交换机、路由器和无线接入点）。在这些设备成为网络的一部分之前，CiscoTrustSec会对它

们进行身份验证。CiscoTrustSec可以透明地支持多种访问方法，包括LAN、分支机构、无线网络和远程访问。

用户获得最初网络访问之后，他们的身份信息会被捕获和插入各个数据包的标头，用作元数据。身份感知型网络

将这些用户和设备角色信息传输到网络，以便单个访问身份验证事件为所有策略实施点提供身份信息，包括共享

文件、数据库和系统应用等资源所在的目标位置。

例如，数据中心交换机会读取尝试访问数据中心的用户的访问策略，然后执行该策略，只允许用户或设备访问它们明确获

得许可的资源。

Solut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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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ow Cisco TrustSec Works 

Network users are authenticated with flexibl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s to support different device types, operating 
systems, and access methods.  

Identity-Enabled Access 
User identity can be mapped to roles using standard directory services or additional identity services.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user group (employees, contractors, or visiting guests, for example), the security policy allows the users 
to reach their network data, tools, and resources. In addition to group policy, other conditions can be considered to 
further determine access privileges, such as time and date, device posture, user or device location, method of 
access, or the type of device being used. 

Endpoint device profiling (identifying any IP-enabled device on the network, such as security cameras, printers, 
badge readers, and IP phones) and posture assessment is part of the policy-based access control process to help 
ensure that the end device is compliant with the organization’s security policies. The device assessment process 
also includes networking devices (such as switches, routers, and wireless access points). Cisco TrustSec 
authenticates these networking devices before they become part of the network. Cisco TrustSec supports many 
access methods transparently, including LANs, branch offices, wireless networks, and remote access. 

After users gain the initial network access, their identity information is captured and inserted into the header of each 
data packet as a metafile. Identity-aware networks carry this user and device role information into the network so 
that a single access authentication event provides identity information to all policy enforcement points, including 
destination locations where resources such as shared files, databases, and system applications reside.  

For example, a user attempting to access the data center will have his or her access policy read by data center 
switches. The switch can then enforce that user’s policy, restricting access to only those resources to which that user 
or device is explicitly permitted. 

The ability to create policy centrally and then dynamically distribute that policy to enforcement devices throughout 
the network has several additional, compelling advantages. Because traffic is segmented and separated based on 
identity tags, the need to separate traffic using VLANs is dramatically reduced. Furthermore, because thes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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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创建策略，然后动态将策略分配给网络中的执行设备，这可以带来更多令人瞩目的优势。因为根据身份标签分割流量，

所以使用VLAN分割流量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另外，因为这些策略可以从一个中心位置进行分配，所以在各个交换机上创

建和维护数千个安全访问控制列表（ACL）的需求也会明显减少。仅此一项就可以显著降低添加/移动/更改机构的交换机

基础设施所产生的运营支出。

数据加密和保护

CiscoTrustSec还可以使用交换机端口级别的加密来保护交换环境中的数据路径。TrustSec内建的2层加密功能有助于保

护LAN上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让IT员工从应用层的更新与加密工作中摆脱出来，因为他们的所有应用全部位于高度安

全的环境当中。

借助 Cisco AnyConnect Secure Mobility Client，Cisco TrustSec可以从端点设备到数据中心对用户数据进行安全加

密，提供端到端数据保护。CiscoTrustSec的逐跳加密功能允许数据路径上的执行设备在输入端口解密数据，然后在输出

端口重新加密数据。这样，数据路径上的设备能够提供基本的流量服务，例如QoS、流量整形或数据检查和安全分析。

CISCO TRUSTSEC 架构

Cisco TrustSec 解决方案架构由以下几个关键层组成：身份验证、授权和增值网络服务。此外，Cisco TrustSec 还具备一

个全面的策略框架。

身份验证

CiscoTrustSec提供了一组灵活的身份验证（FlexAuth）方法，包括IEEE802.1X、Web身份验证（WebAuth）和MAC身份验

证旁路（MAB）。CiscoTrustSec具备最新的802.1X技术，可以降低在主要的有线部署中部署IEEE802.1X所产生的运营开

销。最新Cisco技术进步包括单交换机端口配置，它可以支持所有可能的主机类型，以及管理用户、未管理用户、已知用户

和未知用户。

对于数据加密，Cisco TrustSec 支持 IEEE 802.1X-2010 和 802.1AE。802.1X-2010 支持对单交换机端口上的多个设备

进行身份验证，增强加密密钥管理功能，辅助TrustSec 基于 802.1AE 标准的数据加密服务。

另外，C iscoTr us tSec交付基于设备的网络身份验证，可以部署在带内和带外。基于设备的身份验证方法能

够本地集成目录服务，例如Mic roso f t Ac t i veD i rec to r y，实现快速部署、端点合规性评估、用户身份验证、

策略执行和修复服务。基于设备的身份验证在网络层实施，为集中式和分布式部署提供灵活的部署选择。

授权

通过身份验证并确定符合 IT机构的安全策略之后，网络用户和设备可以获得网络访问权限。它们的后续资源和服务

授权通过身份验证流程完成。CiscoTrustSec支持多种授权和执行方法，包括ACL、VLAN和安全群组访问（SGA）。

这些选择可以帮助 I T机构以最大的灵活性和效率设计它们的安全架构和服务产品。可下载的每对话A C L

和动态V L A N分配可以在用户和设备获得初步网络访问权限的输入端实施。然后，AC L可以在整个网络基

础设施中进行分配，执行访问策略。V L A N能够安全分割流量，确保用户只能访问预先确定的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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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A是一种新兴的Cisco技术，可以在网络输入端捕获用户身份信息，然后用这些信息标记各个数据包。安全群组

ACL在数据路径上的任何输出端实施，这里的网络资源（例如文件服务器）可以读取标记，执行相关的访问策略。

SGA 的优势之一是，它的实施不需要对网络拓扑进行任何更改。IT 机构可以在访问层保留现有的逻辑设计，然后部署灵活

的安全策略和服务，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

Cisco TrustSec 也支持根据 RFC 3576 RADIUS Disconnect Message 更改授权，允许根据对话进行按需授权，支持高

级服务，例如 IP 电话集成。

增值网络服务

Cisco TrustSec 可以交付几种重要的服务，帮助 IT 机构改善用户满意度，降低维护成本，提高 IT 运营效率。

• 访客访问：Cisco TrustSec 提供安全的访客访问，同时交付优质的用户体验。基本访客访问服务包括访客访问供

应、通知、管理和报告。访客可以从全面定制的基于浏览器的访问门户，通过有线和无线接入点访问预先确定的网络

资源。

• 设备剖析：CiscoTrustSec交付稳健的端点剖析服务，根据预先定义的安全策略动态确定和智能管理端点设备。这可

以让IT经理确定、管理和盘点当前连接到网络上的所有支持IP的设备（打印机、IP摄像头、证章阅读器等），监控它们

的行为，阻止设备欺诈等事件的发生。

• 安全执行：许多 IT 机构都有严格的端点设备状况要求，例如需要特定的操作系统，包括配置和必要的系统补丁，以及

杀毒软件等法定安全软件。Cisco TrustSec 可以评估端点设备当前的安全状况，提供修复服务，使端点设备符合安

全要求。这些服务与广泛的端点安全应用相集成，支持内建策略，运行超过 350 个来自全球领先杀毒和管理软件解

决方案提供商的应用。

• 交换机端口层加密：CiscoTrustSec提供基于IEEE802.1AE（MACsec）标准且跨越整个网络（从端点设备到

访问层再到数据中心）的交换机端口层加密。数据加密使用128位高级加密标准（AES）密码。网络流量经过

加密，可以拦截中间人攻击、窃听和其它形式的网络攻击。2层加密可以在端点设备和访问交换机之间或交换

机端口之间实施。TrustSec逐跳加密在各台交换机内提供流量可见性，交付全部Cisco网络连接与安全服务。

策略

融合策略框架对于确保策略一致性和效率，满足在无边界网络环境中支持高度分散的劳动力的需求至关重要。Cisco 

TrustSec 策略框架具备一个简单的机制，可以根据用户身份信息供应、监控和执行策略。它能够为有线和无线用户提供远

程访问身份验证。TrustSec 策略服务可以与 IT 机构的现有基础设施相集成，在整个域内提供增强级别的可见性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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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法

有两种部署 Cisco TrustSec 解决方案的方法：

• 基于 802.1 X 基础设施的方法：集成访问执行解决方案，适用于支持 802.1X 的交换机基础设施。

• 基于 NAC 设备的方法：一种覆盖解决方案，适用于非 802.1X 或异构环境中的部署。

802.1X 基础设施方法

在这种部署方法中，Cisco Secure Access Control System（ACS）是一个策略服务器，用于对连接到有线网络的用户进

行身份验证。网络访问设备（交换机）可以根据用户资格（用 Cisco Secure Services Client、Cisco Any Connect Client 

或任何 802.1X 申请者收集）和他们在机构中的角色提供网络和资源访问权限。更多保护（例如安全群组标签和安全群组 

ACL）可以用来改善控制。Cisco NAC Pro�ler 和 Cisco NAC Guest Server 也可以通过 802.1X 解决方案进行部署。图 

2 显示了此类架构。

图 2.      802.1X 基础设施架构

Solut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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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ment Approache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deploying the Cisco TrustSec solution: 

● 802.1X-infrastructure-based approach: An integrated access enforcement solution for 802.1X-enabled 
switch infrastructures. 

● NAC Appliance–based approach: An overlay solution for deployments in non-802.1X or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s. 

802.1X Infrastructure Approach 
In this deployment approach, Cisco Secure Access Control System (ACS) is the policy server to authenticate users 
who connect to the wired network. A network access device (switch) provides access to the network and resources 
based on user credentials (collected by Cisco Secure Services Client, the Cisco Any Connect client, or any 802.1X 
supplicant) and their roles in the organization. Additional protection, such as security group tagging and security 
group ACLs, can be applied for finer controls. Cisco NAC Profiler and Cisco NAC Guest Server can also be deployed 
with the 802.1X solution. Figure 2 shows this type of architecture. 

Figure 2.   802.1X Infrastructur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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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TrustSec 提供有分层部署模式，以便协助向基于 802.1X 的访问模式迁移。

• 开放或监控模式：第一个部署层允许 I T团队通过记录而非拦截不符合执行策略的服务，评估网络执行

802.1X的就绪情况。在这种模式下，流量以正常速度传输，支持正常的流量执行，但是同时，所有身份

验证尝试（成功或失败）都会被记录下来，让您了解谁和什么设备正在连接您的网络，哪些端点主机（电

脑、打印机、摄像头等）正在连接您的网络，从哪里连接，是否支持802.1X以及是否具备有效资格等。 

• 低影响或选择性访问模式：在该模式下，管理员可以在支持开放访问身份的端口上引入输入端口

AC L，逐步增加访问安全级别。这样，I T机构可以维护访客、承包商和未经验证的主机对网络资源的

基本访问，同时通过有选择地限制对受保护网络资源的访问，为全职员工提供更高级别的访问安全。

• 高度安全的模式：在这一层，根据群组访问策略以及用户和设备群组会员身份，建立更加精确的访问。

用户和设备访问可以由交换机基础设施使用传统802.1X服务器以及动态V L A N、d ACL或SG A执行。

802.1X 基础设施组件详情

• Cisco Catalyst 与 Nexus 交换机：Cisco Catalyst® 2900、3560、3700、4500 和 6500 系列交换机以及 Cisco 

Nexus® 7000 系列交换机可以与网络用户交互，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根据策略、用户身份和其它属性确定网络访

问。灵活的身份验证方法包括 802.1X、Web 身份验证以及 MAC 身份验证旁路，所有这些方法都是通过每个交换

机端口的单个配置进行控制的。另外，Cisco 交换机可以使用用户身份来标记每个数据包，以便在网络中的任何位

置部署进一步的控制。而且，Cisco Nexus 交换机如今还支持 MACsec，用于保护移动中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 新！CiscoWorksLANManagementSolution（LMS）4.0：CiscoWorksLMS4.0是一个身份工作中心，网络

运营商可以在这里供应和监控TrustSec身份部署中的Cisco交换机。分步骤指导工作流有助于确保在网络中

正确无误地部署和配置身份服务。CiscoSecureAccessControlSystem（ACS）View监控面板是一个门户视

图，可以让您了解实时和历史身份相关信息，例如身份验证故障、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以及安全模式分布。

CiscoWorks LMS 4.0 可以为管理基础设施部署带来显著的优势——包括 分阶段部署 802.1X 运营模式（监控/打开/关

闭），管理 MAC 移动/更换和通知等。

• 新！C i s c o S e c u r e AC S 5 . 2：C i s c o S e c u r e A C S是一款简单且功能强大的策略服务器，用于集中

化网络身份和访问控制。C i s c o S e c u r e AC S 5 . 2采用基于规则的策略模式和新的直观管理界面，专

为实现最佳控制和可见性而设计。全面的监控和故障排除功能可以帮助 I T管理员快速确定和解决

潜在问题，而监控与审计工具可以提供实时和历史报告与分析，支持访问策略满足合规性要求。

• 新！Cisco AnyConnect Secure Mobility Client 3.0：AnyConnect Secure Mobility Client 3.0 可以

将多个客户端集中在一起，包括 AnyConnect VPN Client、Cisco Secure Services Client（802.1X）以及 

ScanSafe’s Anywhere+ client。这种模块化客户端方法允许用户和管理员跨各种访问选择，为移动用户提

供安全的单客户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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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的 802.1X 申请者（suppliant），AnyConnect Secure Mobility Client 3.0 还包括 MACsec 集成，在网络中的端点和

支持 MACsec 的设备（例如 Cisco Nexus 交换机和新的 Cisco Catalyst 3750-X 系列交换机）之间直接提供数据加密。

AnyConnect Secure Mobility Client 3.0 802.1X 申请者目前可以在 Windows XP、Vista 和 7 操作系统上运行，需要 

AnyConnect Network Access Manager 3.0 或更高版本。

• Cisco Secure Services Client：Cisco Secure Services Client 可以帮助客户部署单一身份验证系统，访问有

线和无线网络。它提供有 802.1X 用户和设备身份验证，管理用户和设备身份以及网络访问协议，确保安全访问。

注：客户在部署过程中可以选择 AnyConnect Client 或 Secure Services Client。

基于 NAC 设备的方法

在基于 NAC 设备的方法中，Cisco NAC Manager 是一台策略服务器，可以与 Cisco NAC Server 配套使用，对用户进行

身份验证，评估 LAN、无线连接或 VPN 连接上的用户设备。网络和资源访问基于用户资格和他们在公司的角色，以及端点

设备的策略合规性。图 3 显示了此类架构。

图 3.      基于 NAC 设备的架构

NAC 设备组件详情

• Cisco NAC Manager：作为基于设备的 NAC 部署环境的策略和管理中心，Cisco NAC Manager 可以定义基于角

色的用户访问和端点安全策略。

• Cisco NAC Server：Cisco NAC Server 可以评估和增强基于设备的 NAC 部署环境中的安全策略合规性。

• Cisco NAC Agent：Cisco NAC Agent 是一个选配的轻型代理，运行在端点设备之上。它可以分析注册表设置、

服务和文件，深入检查设备的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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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new 802.1X supplicant, AnyConnect Secure Mobility Client 3.0 also includes MACsec 
integration to provide data encryption directly between the endpoint and MACsec-enabled devices in the 
network, such as Cisco Nexus switches or the new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Switches. 

The AnyConnect Secure Mobility Client 3.0 802.1X supplicant currently runs on Windows XP, Vista, and 7 
operating systems, and requires AnyConnect Network Access Manager 3.0 or later. 

● Cisco Secure Services Client: Cisco Secure Services Client helps customers deploy a single authentication 
system to access both wired and wireless networks. It provides 802.1X user and device authentication and 
manages user and device identity and the network-access protocols for secure access.  

 Customers can choose either the AnyConnect client or Secure Services Client as part of their deployment. 

NAC Appliance–Based Approach 
In the NAC Appliance–based approach, Cisco NAC Manager is the policy server that works with Cisco NAC Server 
to authenticate users and assess their devices over LAN, wireless, or VPN connections. Access to the network and 
resources is based on user credentials and their roles in the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policy compliance of 
endpoint devices. Figure 3 shows this type of architecture. 

Figure 3.   NAC Appliance–Based Architecture 

NAC Appliance Component Details 
● Cisco NAC Manager: The policy and management center for an appliance-based NAC deployment 

environment, Cisco NAC Manager defines role-based user access and endpoint security policies. 

● Cisco NAC Server: Cisco NAC Server assesses and enforces security policy compliance in an appliance-
based NAC deployment environment.  

● Cisco NAC Agent: Cisco NAC Agent is an optional lightweight agent running on an endpoint device. It 
performs deep inspection of the device's security profile by analyzing registry settings, services, and files.  

NAC Manager

NAC Server

内网/网络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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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TRUSTSEC 策略执行工具

以下组件可以部署在基于 802.1X 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和基于 NAC 设备的解决方案之中。

• Cisco NAC Profiler：Cisco NAC Pro�ler 可以发现、剖析、根据策略放置和连接后监控所有端点设备，帮助部署基

于策略的访问控制。

• Cisco NAC Guest Server：Cisco NAC Guest Server 用于管理访客网络访问，包括供应、通知、管理和报告所有

的访客用户帐户和网络活动。

 

部署使用案例

根据需求和要求，IT 机构可以部署基于 NAC 设备的解决方案，也可以部署基于 802.1X 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表 1）。

表 1.      选择 TrustSec 解决方案

注：Cisco NAC Guest Server 和 Cisco NAC Pro�ler 可以通过 Cisco NAC Appliance 和 Cisco Secure ACS 进行部署。

CISCO TRUSTSEC 专业服务

Cisco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交付智能的个性化专业服务，帮助 IT 机构规划、设计和实施 Cisco TrustSec 解决方案，满

足他们的独特要求。

这些服务包括：

• 安全策略审核与状况评估：根据所需的控制比较您现有的基础设施和使用策略，成功实施 TrustSec。Cisco 专家使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确定策略的可访问性、可执行性和治理。安全策略审核与状况评估服务包括书面报告现有策略的

优缺点以及改进建议。

• 制定设计战略：根据策略和要求评估结果，确定最佳 TrustSec 功能和特性组合，实现您的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目标。

• 控制部署：剖析和发现现有网络的细微差别，在全面实施 TrustSec 解决方案之前完善设计。

• 全面部署：根据优化的设计和部署战略，在更大范围内部署 TrustSec 解决方案。

• 员工培训和知识传播：提供培训和知识传播，让员工做好充分准备，高效地操作、维护、管理和优化您的 Cisco 

TrustSec 安全解决方案。

使用领先的实践，TrustSec 服务可以帮助您更快速、更经济高效地部署全面集成的 Cisco TrustSec 解决方案。

  什么适合我？   部署方法   设计指南*  
  急需状况评估？   NAC 设备  NAC 带外（LAN）部署、NAC 带内（无线和 VPN）部署、插件 Cisco NAC 

Guest Server 和 Pro�ler

大规模的非 Cisco 访问基础设施？ NAC 设备 NAC 带内部署

 802.1 X 或行业标准在未来 1 年或 2 年内要求？ 802.1X 基础设施 Cisco Secure ACS 5.2

拥有或计划部署支持服务的基础设施？ 802.1X 基础设施 Cisco Secure ACS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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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TRUSTSEC 领先优势

Cisco TrustSec 可以提供市场上最广泛的访问策略治理和执行解决方案：

• Cisco 创新

○    领先的网络访问控制技术

○    在 2004 年首次发布访问控制解决方案

○    继续领跑访问控制标准开发

• NAC 市场领导地位 

○    领先的分析机构认为，Cisco NAC 是访问控制市场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分析机构包括 Gartner（Cisco 位于

魔幻象限的领导者象限）、Frost & Sullivan、Forrester、IDC 以及 Infonetics。

○    超过 40% 的市场份额，超过 5000 个客户

○    Cisco NAC 荣获《Information Security Magazine》颁发的“读者选择奖”金奖 

• LAN 基础设施市场领导者

○    最广泛的市场领先交换机平台 

○    最广泛的市场领先路由器平台

• ACS 市场领导地位

○    Cisco 前 100 个客户中有 95% 的客户进行部署 

○    Cisco 前 500 个客户中有 90% 的客户进行部署 

○    Cisco 前 1000 个客户中有 80% 的客户进行部署

Cisco TrustSec 以市场领先优势和创新成果为构建基础，广泛采用功能强大的、改变市场的技术。Cisco 创新成果包括

开发 Security Group Access 标签和 ACL，在整个网络中执行访问策略，开发新的 802.1X-2010 标准，在支持 Cisco 

802.1X 的设备系列中集成 TrustSec 解决方案。

总结

通过基于策略的访问控制、身份感知型网络连接和数据完整性与保密性服务，Cisco TrustSec 有助于确保安全的网络和

网络资源访问。Cisco TrustSec 可以让 IT 机构改善合规性，增强安全性，提高运营效率。它可以用作基于设备的覆盖解决

方案，也可以用作基于 802.1X 的集成服务，将访问执行延伸至整个网络。

Cisco 与合作伙伴的专业访问可以帮助您根据具体的业务需求调整 TrustSec 解决方案，简化部署，加快实现投资回报。

Cisco TrustSec 解决方案是 Cisco 无边界网络的基础组件，可以帮助 IT 机构扩展全球市场，提高员工效率，提供增强的“

任何地点访问”，维护出色的安全性。随着您的网络逐渐向传统边界以外延伸，添加设备、应用和用户，Cisco TrustSec 解

决方案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任何人员提供基于身份的业务服务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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