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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无线局域网服务
提供安全可靠、性能优异的下一代无线网络体验

走在变革前沿
Wi-Fi 6（即 802.11ax）不仅仅意味着网速和带宽的提升。作为无线技术自 2014 年
以来的首次重大升级，新发布的 802.11ax 标准也将大幅改善无线网络体验，并显著
影响我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方式。下一代移动技术对于组织开展全数字化转型至关
重要。您的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应该不仅能满足当前业务需求，还要能灵活适应不断升
级的技术标准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组织需求。

如今，成功且无缝地部署支持 802.11ax 的解决方案已成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因为这
项新技术不仅会开启新商机，而且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新的运营模式。鉴于这种快速创
新的趋势将不断持续，您可以依靠专家指导、成熟流程和最佳实践来尽可能地降低风
险并减少业务中断，确保在向新一代基于意图的网络迁移的过程中加快创新步伐，保
持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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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无线局域网服务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您
过渡到高级移动解决方案：

• 通过确定架构差距并制定消除差距的战
略，帮助您提高无线网络的可靠性、安
全性和恢复能力

• 提供可实现高吞吐量和高可靠性的验证
设计，确保用户安全地通过移动网络访
问业务应用

• 提供与运营状况相关的洞察力、经常性
评估和战略建议，提升无线网络的性能

• 通过提高 IT 效率、简化有线和无线网络
操作以及优化网络管理，减少运营支出

• 提供解决方案支持，在最大限度减少网
络中断的同时，简化并加快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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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无线局域网服务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全面的生命周期服务，不仅适
用于您的现有和新建无线网络基础设施，而且涵
盖与 WLAN 支持的业务解决方案相关的移动 
创新。

加强客户关怀
思科服务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您利用无线网络基础
设施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从而加强客户关怀：

• 提高工作效率

• 加强协作

• 提升客户洞察力

• 加深客户关系

• 做出更明智的业务决策

• 提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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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使用现有无线网络，还是正在构建新的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我们的服务都能从思科全数字化网络
架构 (Cisco DNA)、802.11ac 和 802.11ax 标准、无线传感器支持以及思科 CleanAir® 技术出发，帮助您规
划、设计、构建和管理安全的移动网络。

依托自身专业知识，保障您的无线网络
我们将与您的 IT 人员紧密合作，了解您的业务和技术需求，确保您的架构、物理站点和运营模式能够支持包
括 Wi-Fi 6 技术在内的高级移动解决方案。我们的设计和实施服务基于我们在安装世界上最复杂的无线网络
方面的多年经验。凭借持续的支持和优化服务，我们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网络级问题并提高 IT 效率。

咨询服务
思科 WLAN 网络评估

我们的无线专家将评估您的现有无线局域网 (WLAN) 基础设施，并就网络的当前状态提供一份报告。此外，
我们还会确定您的基础设施和配置要实现最佳性能所应填补的差距。这项就绪性评估侧重于现有无线基础设
施的网络架构、无线性能、运行状态和客户端安全状态。我们还可以针对您的现有 WLAN 环境对 Apple iOS 
设备的支持情况进行专门的评估。

射频现场勘察和设计

帮助您评估、设计并构建可靠的 WLAN 射频基础设施，作为无线网络的基础。我们的团队将在现场执行测试，
测定射频传播、覆盖范围、干扰和信号质量，并验证 WLAN 基础设施是否具有适应动态环境变化的能力。

WLAN 解决方案设计

我们的专家将与您的相关人员密切合作，确保您的基础设施与业务需求和技术需求紧密相符，以便您能够从 
WLAN 部署中获得最大价值。我们会评估您的当前环境，确定风险区域，指出改进机会，并确定有助于确保
迁移成功的后续行动。

https://cs.co/9005D9UdL
https://cs.co/9005D9UdL
https://cs.co/9009D9q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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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服务
WLAN 咨询和实施服务

此服务将帮助您以创新的自动化方法，为客户和员工提供更出色的无线网络体
验。我们会与您合作，在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WLAN 位置服
务、高密度服务和新的 Wi-Fi 6 (802.11ax) 标准的基础上，规划、设计并构建
安全的无线网络。无论您是需要适合小型企业的入门级无线网络、能覆盖数千个
位置的任务关键型网络，还是适合机场、会议中心或体育场馆等高密度环境且具
有投资保护的一流高性能网络，面向 WLAN 解决方案的思科实施服务都能让您
信心十足地提供安全可靠、性能优异的无线网络体验。这项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语音和视频：确保 WLAN 网络设计能够满足延迟敏感型 Wi-Fi 语音和视频
应用在可靠性、性能和安全性方面的要求

- 访客接入：允许访客、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访问互联网，同时确保内部网络受
到保护且易于管理

- 室外无线网络：部署安全且具成本效益的室外无线解决方案，确保语音、数
据和视频应用与现有网络浑然一体

- 情景感知：提高情景感知解决方案的准确性、速度和效率，有效定位用户并
跟踪网络中的关键业务资产

- 自适应无线入侵防御系统：通过专门设计用于优化射频覆盖范围和性能的定
制解决方案，保护网络远离安全威胁，包括拒绝服务 (DoS) 攻击、欺骗性
无线接入点检测和侦查跟踪攻击

- 部署后射频评估：我们会在部署完成后评估物理 WLAN 基础设施，确保覆
盖范围和性能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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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服务
面向 WLAN 的关键业务服务

最大限度提高您的无线解决方案的效率和性能，并确保其发挥最大潜力。凭借
持续的实用分析、合规支持和无与伦比的技术专业知识，我们可以帮助您预测
新商机，缓解风险，并且有效地完成网络转型。我们的专家还能帮您审查设
计，并提供持续的软件和硬件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如今的组织将 70% 的 IT 预
算用于维持网络正常运行，组织网络中部署的各种技术的复杂性和风险也在与
日俱增。关键业务服务可以帮助组织简化复杂性，优化 IT，降低运营支出，并
快步完成网络转型。

技术服务
解决方案支持

此支持服务可以让您的思科下一代无线解决方案发挥最大性能、可靠性和投资回
报。在您完成实施阶段的工作后，此服务是帮助您实现持续成功的最佳选择。我
们将指派一组思科无线网络专家作为您的主要联系人，为您的混合产品解决方案
提供集中支持。

无论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出于思科产品还是出于思科解决方案支持合作伙伴的产
品，您都可以与我们联系。实际上，您可以联系我们的思科专家来解决与您的部
署相关的任何问题。我们会积极与您合作，为您解答疑问，隔离并解决问题。从
您最初求助到问题最终解决，我们会持续密切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甚至还能在您
已经发现的问题之外进一步发现问题，并提供必要的指导来确保您消除缺陷，以
免它们中断 IT 或业务运营。我们深知，在出现问题时，快速应对至关重要。因
此，我们针对解决方案支持问题制定了 30 分钟的服务级别目标，并为此类问题
授予最高的优先级，以期帮助您尽快使业务恢复正常。

https://cs.co/9008D9Uvm
https://cs.co/9006D9S10
https://cs.co/9000D9t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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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际结果到底如何？平均来看，解决方案支持解决复杂问题的速度比产品
支持快 44%，而且可以使事件发生率降低 21%1，使员工效率提高 32%2，并带
来 213% 的五年投资回报2。

智能网络支持服务
思科智能网络支持服务® 技术支持凭借思科技术支持中心 (TAC) 提供的快速专
家技术支持和灵活硬件覆盖，帮助您减少停机时间。思科 TAC 专家可为您提供
全年全天候的支持。除了技术服务外，此支持还包含最快两个小时的硬件备件先
行更换服务。借助各种在线自助工具（包括内容丰富的知识库、软件下载和支持
工具）您无需提交支持案例，即可快速解决网络问题。智能网络支持服务还提供
智能功能，帮助您实现自动化服务管理，并利用切实可行的信息和交互式工作流
程来简化支持管理流程。可自定义的界面一目了然地显示有关您网络中的服务覆
盖、产品生命周期、安全和产品风险提示的最新信息，便于您规划技术升级，并
确保业务关键型资产具有适当级别的服务覆盖。

托管服务
托管企业网络服务
我们遵循基于 IT 基础设施库 (ITIL) 的方法。这些服务功能涵盖了所有部署后运营
工作，从主动事件监控到主动的思科无线网络基础设施问题管理，无所不包。思
科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人员，可以为复杂网络提供支持，最大限度地减少全数字
化颠覆并维持网络正常运行时间，以实现新一轮 WLAN 基础设施的卓越性。

© 2019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思科和思科徽标是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要查看思科商标列表，请访问以下网址：https://www.cisco.com/go/trademarks 。文中提及的第三方商标为其相应所有者的财产。“合作伙伴” 一词的
使用并不意味着思科和任何其他公司之间存在合作伙伴关系。(1110R) C22-738368-02 04/19

1 思科于 2019 年 1 月对 10000 个支持案例开展的内部研究。
2 2017 年 IDC 对思科服务进行的商业价值研究。阅读完整报告和执行摘要。

培训服务
思科专家将提供虚拟培训和动手实践培训来提升您内部团队的专业知识，让您的 
IT 团队获得跨分支机构和园区升级并管理新型无线网络解决方案所需的技能和知
识。这些培训中包括 “Deploying Cisco SD-Access”（部署思科软件定义接入）
课程，这是一项由教师指导的高级实验课程，内容涉及在您的企业网络中集成无
线解决方案、思科 SD-Access 基础、调配、策略、边界运营和升级战略。

让您的 WLAN 从业务需求变为业务驱动因素
为什么选择思科服务？

我们的无线网络专家将与您密切合作，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您打造与众不同的客户
服务和竞争优势：

加快创新步伐，把握新机遇并在变革中保持领先。

获得专业知识，随时随地填补人才缺口。

提高服务质量，从而降低风险并实现卓越运营。

更多信息
无线和移动网络服务。

面向企业网络的服务

欢迎联系您当地的思科客户代表。

https://cs.co/9003D9SyS
https://www.cisco.com/go/trademarks
https://www.cisco.com/c/en/us/training-events/training-certifications/training/training-services.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wireless/service-listing.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ervice-listin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