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览

面向新时代基于意图的网络的解决方案。

世界瞬息万变。您的网络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并满
足不断发展的物联网、云和移动集成的需求。

在过去 30 年间，互联网中移动的数据有 80% 是通过思科® 网络实现的。不
过，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移动数据这么简单。我们还研究数据。我们不断了解
与数据相关的信息。在设计下一代交换机时，我们融入了这些信息知识。

最终，我们设计出了新型思科 Catalyst® 9000 产品组合。利用这个产品组合，
我们可以打造持续全面学习、持续优化调整，并持续提供保护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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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 以比前代交换机更低的成本提供两
倍的部署密度。采用思科 IOS XE 
软件，包含多项新功能。

• 提供端到端集成式安全解决方案。
可以检测并阻止威胁，即使隐藏于
加密流量中的威胁也不会放过。

• 实现自动化和网络状态感知，简化
了操作：用户只需集中创建一次基于
目标的策略，然后即可在全网络范
围内应用。

• 具备可编程性，支持开放标准和 
API，可以加快适应变化的速度。

思科 Catalyst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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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公开信息

端到端安全
借助集成式产品组合和行业领先的威胁情况，思
科可以为您提供全面的可扩展性和功能，轻松应
对大量复杂威胁。如果您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则可以加快创新，同时确保您的资产安全。
无论做任何事情，思科始终将安全作为第一要
务。与思科合作，您可以获得有效的网络安全，
应对未来变幻莫测的各种威胁。

自动化和网络状态感知
现在，您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工作。
借助 Cisco DNA 中心和软件定义接入，思科 
Catalyst 9000 产品组合可以用作交换矩阵的一
部分，提高网络接入的速度和安全性。

您无需在每台设备上逐一进行剪切、粘贴和调
整。利用跨域策略实施和自动化功能，您只需
创建一次策略，便可在全网络内进行应用。
Catalyst 9000 系列还提供多个可编程性选项，
可以进一步简化配置和适应各种变更。

此外，您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数据。在情景信
息的基础上，获得对用户、设备和应用的全方位
洞察力。利用实时和历史数据分析，持续学习、
持续调整，乃至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从而保障
网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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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性挑战
有线和无线采用一个操作系统，可纳入同一网络。思
科 Catalyst 9000 产品组合可以实现这种无缝融合。
它可以一致地应用策略，实现安全、自动化和网络状
态感知，同时通过分段功能分离设备和用户，帮助缩
小受攻击面。这还可以为员工和访客提供最佳的移动
体验。此外，它还可以使用思科多千兆技术支持业内
密度最高的第 2 代 802.11ac 部署。

物联网挑战
到 2021 年，物联网规模有望达到全球人口的三
倍。通过网络虚拟化对网络进行简单的分段将是实
现物联网设备激活和接入自动化并确保整个过程安
全性的关键。

Catalyst 9000 系列还可以真正地为全数字化楼
宇供电并对其进行管理。其中包括业界最高的永
久 PoE/PoE+/UPOE 密度、组播支持、音频/视频
桥接 (AVB)、时间同步 (IEEE 1588) 和 Cisco DNA 
Services for Bonjour 服务发现。

多云挑战
连接到多个云服务后，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比在本地
网络中更多。利用 Catalyst 9000，您可以简化和保
护网络，并使之实现转型，容纳云或混合云环境。调
配、自动化和监控可以采用现成的应用，也可以在基
于容器的托管环境下在交换机上进行本地托管。

升级到 Catalyst 9000 系列
的三大理由

保护
借助 Talos、加密流量分析、可靠解决方案、
MACsec 加密和分段支持的思科最佳安全产品
组合，该产品系列可提供高级安全功能，保护硬
件和软件以及流经交换机和网络的所有数据的完
整性。

永不中断
Catalyst 9000 系列提供企业级恢复能力，确保
您的企业持续无中断运营。提供了 FRU 电源和风
扇、模块化上行链路、模块补丁、永久 PoE 和业
内最高的 MTBF 等选项。

Catalyst 9800 无线控制器可以冗余选项或云选
项的形式进行部署，提高无线控制冗余性。

IT 简便性
将完全灵活的 NetFlow 的应用可见性与遥测、思
科 IOS XE 和交换机的开放 API 以及 UADP ASIC 
可编程性相结合，Catalyst 9000 产品组合可以
让您轻松调配和管理网络，并为未来的创新提供
投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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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atalyst 9000 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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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atalyst 9200 系列 思科 Catalyst 9300 系列 思科 Catalyst 9400 系列 思科 Catalyst 9500 系列 思科 Catalyst 9800 系列

思科 Catalyst 9200 系列交换
机专为简单的分支机构/中端市
场非模块化企业无线接入部署
而设计。

Catalyst 9200 系列秉承 
Catalyst 产品的一贯传统，不
仅安全可靠，而且能够无间断
工作并进一步简化 IT 操作，提
供不打折扣的易用性体验。

• 提供 160 Gbps 堆叠带宽

• 灵活的上行链路：1 Gbps 和 
10 Gbps 的非模块化与模块
化选项 

• 下行链路：1 Gbps 铜缆。 
永久 PoE+ 选项。

• 支持冷补丁以及 FRU 冗余白
金级电源和风扇选项。

思科 Catalyst 9300 系列交换
机是我们的主打非模块化企业
接入交换平台。

面向需要扩展和更高安全性、
恢复能力和可编程性的业务关
键型分支机构和园区环境的理
想接入交换机。

• 提供 480 Gbps 堆叠带宽容量

• 灵活的上行链路选项：思科多
千兆、1 Gbps、10 Gbps、 
25 Gbps 和 40 Gbps。

• 灵活的下行链路选项：多
千兆、5 Gbps、2.5 Gbps 或  
1 Gbps 铜缆。永久思科 
UPOE 和 PoE+ 选项。

 支持 ETA、AVB、热补丁、
NFS/SSO、冗余电源、风扇
和永久 PoE+

思科 Catalyst 9400 系列交换
机是我们的主打模块化企业接
入/汇聚/核心交换平台。面向需
要扩展和更高 FRU 冗余性的业
务关键型园区环境的理想企业
交换机。

• 容量高达 480 Gbps/插槽， 
9 Tbps/机箱。

• 灵活的上行链路选项：1、
10、25 和 40 Gbps。

• 灵活的下行链路选项：多
千兆、1 Gbps 铜缆、1 Gbps 
SFP、10 Gbps SFP+、思科 
UPOE 和 PoE+

• 支持 ETA、AVB、支持核心/
汇聚部署的 StackWise® 虚
拟、ISSU、NSF/SSO、热
补丁、上行链路恢复能力、
N+1/N+N 冗余电源和永久 
PoE+

思科 Catalyst 9500 系列交换
机是我们的主打非模块化核心/
汇聚企业交换平台。

采用 1RU 外形，提供业界领先
的 100G/40G 密度

• 1 RU 的容量高达 6.4 Tbps

• 100 Gbps (QSFP28)、 
40 Gbps (QSFP)、25 Gbps 
(SFP28) 和 10 Gbps (SFP+) 
交换机，具备精细的端口密度
分级。

• 支持核心/汇聚部署的  
StackWise® 虚拟、ISSU、 
NSF/SSO、热补丁、FRU 冗
余白金级电源和风扇。

• 支持高级路由和基础设施 
服务。

思科 Catalyst 9800 系列无
线控制器内置安全，包括：安
全启动、运行时防御、映像签
名、完整性验证和硬件真伪，
可检测任何威胁并防御任何受
感染的基础设施。

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支
持三个部署选项：基于设备的
控制器、基于云的控制器和嵌
入式控制器。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92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8977.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93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8977.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94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9053.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95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8978.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wireless/catalyst-9800-series-wireless-controllers/index.html


现有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和 WLC 思科 Catalyst 9000 系列新成员

Catalyst 2960-X/XR Catalyst 9200（简单分支机构非模块化，可堆叠，
接入）

Catalyst 3850 铜缆、3650、3750-X、3560-X Catalyst 9300（主打产品，非模块化，可堆叠， 
接入）

Catalyst 4500-E、6500 Catalyst 9400（主打产品，模块化，接入/核心）

Catalyst 4500X、3850 光纤 
Catalyst 6840X、6880X Catalyst 9500（主打产品，非模块化，核心）

思科 8540 线控制器 Catalyst 9800-80 无线控制器

思科 8520 线控制器 Catalyst 9800-40 无线控制器

思科虚拟无线控制器 Catalyst 9800-CL 虚拟无线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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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变革前面
• 思科 Catalyst 9000 系列

• Cisco DNA

• 思科软件定义的接入

• Cisco DNA 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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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意图的网络
数字经济的演变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网络在其中居于
核心地位。全数字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企
业、合作伙伴、员工和消费者之间的交互方式。通过
基于 Web 的应用，人们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即可定
制、订购和交付产品及服务。业务数据现在可以即时
获得、分析和交换。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地理界限正
在趋于消失。其中，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应用通信
中，网络居于核心地位。

作为基于意图的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Cisco 
DNA）的基础构建块，Catalyst 9000 系列内置安
全、移动性、云和物联网功能作为其核心。

无论您正处于迈向基于意图的网络的旅程哪个阶段，
这个系列的交换机都可以为您提供开箱即用的安全、
恢复能力和可编程性升级。

升级路径
与很多前代产品一样，思科 Catalyst 9000 产品组合
同样保持由思科统一接入™ 数据平面 (UADP) 专用
集成电路 (ASIC) 提供的优势。Catalyst 9000 产品
采用最新一代 UADP ASIC，以更实惠的价格提供两
倍的性能，并且增添了许多新功能。

Catalyst 9000 系列也是第一款提供更灵活的许可
选项的产品。Cisco DNA Premier、Advantage 和 
Essentials 是基于订用的新型软件许可，允许按需购
买各种功能和容量。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witches/catalyst-9000.html
https://www.cisco.com/go/dna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oftware/one-softwa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go/trade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