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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思科公开信息

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系列

思科® Catalyst® 9000 系列园区局域网
交换机专为新时代基于意图的网络而设
计，旨在打造能够不断学习、适应和优
化的网络。它所打造的智慧型网络可以
捕捉业务意图，通过分段和加密缓解网
络威胁，并随时间推移不断自我学习和
改善。这种新型网络可帮助您的组织抓
住机遇，增强安全性，并且提高灵活性
和运营效率。



白皮书
思科公开信息

© 2018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02

目录

03

05

06

08

09

10

更多的设备，更快的速度

思科 Catalyst 产品 

安全挑战

发现加密流量中潜伏的 
恶意软件

运营挑战

通过可编程性加速改变

11

12

13

14

15

移动性挑战

物联网挑战

云挑战

终极挑战

但是，除我们以外，您还可
以聆听其他客户的心声，他
们都是我们早期现场试验的
参与者



白皮书
思科公开信息

© 2018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03

更多的设备，更快的速度

随着用户和设备数量的增加，他们的带宽需求也随之增长，这导致您的网络面临巨大的压力。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真正的物联网设备激增
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增加尚未完全加速。最近发布的思科视觉网络指数™ 分析预测，到 2021 年，将有超过 270 亿台设备连接到互联网。
这实际上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每个用户拥有三台设备。不止设备数量会增长，每台设备使用的带宽也会增多。

到 2021 年，

58%
58% 的用户将使
用互联网，较之 
2016 年的 44% 
有所增加。

思科  VNI 2016-2021

数字透视

到 2021 年，

61 GB
每用户每月将产

生 61 GB 互联网流
量，较之 2016 年的 
24 GB 大幅上升。

尽管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的容量是其所要升级取代设备容量的两倍，但是仅靠更高的容量可能还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到 2021 年，

3.5
每用户的联网设备
和连接数将达到 

3.5 个，较之 2016 年
的 2.3 个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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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设备，更快的速度

实际上，企业可能会向您提出事半功倍的要求 - 在网络管理方面用更少的预算和员工处理更多的用户和设备。每个 IT 员工平均支持的设备数量
不断增加，从 100 台增加到数十万台，预计未来可能达到数百万台。在目前命令行界面 (CLI) 驱动的管理环境中，这显然不可能。虽然软件定义
网络 (SDN) 概念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仅靠 SDN 本身还远远不够。

到 2021 年，

80%
80% 的互联网流量
将是视频流量，较之 
2016 年的 67% 有所

增加。

思科  VNI 2016-2021

到 2021 年，

53 Mbps
平均宽带速度将达
到 53 Mbps，较之 

2016 年的 27.5 Mbps 
大幅上升。

我们需要新型网络，一个由软件驱动并且硬件得到增强的网络。

因此，我们开发了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系列，将其作为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和软件定义接入 (SD-Access) 的基本要
素。将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的自定义思科统一接入® 数据平面 (UADP) 专用集成电路 (ASIC) 功能与基于策略的网络（一种智能网络交换
矩阵）和自动化相结合，使得基于意图的网络如今得以实现。SD-Access 使整个网络对于连接到网络的用户和设备而言，看起来就像单一的大
型虚拟交换机。虚拟化实现了传统网络无法实现的敏捷性和灵活性。通过思科 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来使用 Cisco DNA Center™ 管理接
口，您可以从单个接口管理和保护网络，从而加快网络设计、定义、调配和维护的速度，最终提升网络的正常运行时间。所有这些共同帮助您
打造出目前最智能的网络，使其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变化而作出相应改变。

到 2021 年，

20 Mbps
平均移动网络速度将
达到 20 Mbps，较之 
2016 年的 6.8 Mbps 

大幅上升。

数字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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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atalyst 产品

思科 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是最畅销的思科 Catalyst 企业局域网交换机的下一代产品，配备功能丰富且已在思科 Catalyst 3850 和 
3650 系列交换机中广泛部署的思科 IOS® XE 16 和现场可编程 UADP ASIC 技术。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系列还利用共享 DevOps 工具
包，实现开放式可编程性、分析和遥测。这意味着您可以拥有所能期望的所有第 2 层和第 3 层的高级功能，并且将容量提高一倍。

思科 Catalyst 
9200 系列

最高 160 Gbps/堆叠

现有产品
思科 Catalyst 2960 X/XR

80 Gbps/机箱

思科 Catalyst 
9300 系列
480 Gbps/堆叠

现有产品
思科 Catalyst 3850 系列

（铜缆）：
480 Gbps/堆叠

思科 Catalyst 
9400 系列

最高 480 Gbps/插槽，9 Tbps/
机箱

现有产品
思科 Catalyst 4500E 系列：
48 Gbps/插槽，928 Gbps/ 

机箱
思科 Catalyst 6500 系列：
80 Gbps/插槽，720 Gbps/ 

机箱

思科 Catalyst 
9500 系列

最高 6.4 Tbps/堆叠

现有产品
思科 Catalyst 6880-X、

6840-X、4500-X 系列： 
800 Gbps/堆叠 

Catalyst 3850 系列 
（光纤）： 

480 Gbps/堆叠

但是，其中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新的订用许可模式，使订购更加简单。

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未采用可能令人困惑的多种许可选项，而是仅提供三个选项：Cisco DNA Premier、Advantage 和 Essentials，每
个选项可选择 3 年、5 年或 7 年的订用期限。

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系列并不仅仅为改善您的网络而专门打造。这些交换机配备 Cisco DNA Advantage 软件包中提供的大量新功能，
可提供比以往更出色的安全性、自动化和洞察力，其中包括 Cisco DNA Center 、SD-Access 以及加密流量分析等高级安全和分析功能*。
Cisco DNA Premier 包括 Cisco Advantage、ISE Base、ISE Plus 和 Stealthwatch，以及嵌入式思科软件支持服务。

Cisco DNA Essentials 提供当前高性能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的所有卓越功能，而且还提供很多其他功能，包括全 NetFlow、基本可编程性、
自动化和监控，以及板载 x86 CPU 组。配备 Cisco DNA Essentials 软件包的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的价格比当前同类思科 Catalyst 交换
机更低。

但是对于真正在运行网络的您而言，重点不在于新型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具备哪些功能，而在于不管您处于基于意图的网络的哪个部署
阶段，它们能满足您哪些需求。

思科 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采用安全、运营简化、移动、物联网和多云领域的突破性创新技术而设计，可以满足您的网络在这五个方面面
临的具体挑战。

*不适用于 Catalyst 9200 系列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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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挑战

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某个网络遭遇黑客入侵、某家公司由于客户或员工数据泄露（或者是更糟糕的知识产权泄露）而面临窘境的新闻。

这不仅是信誉的损失，安全故障还可能让您付出巨大的代价。数据泄露平均给每家公司造成将近 400 万美元的成本损失。实际上，据估计，网络
犯罪每年给公司和个人造成的成本损失超过万亿美元。

您的网络所面临的威胁只会变得更复杂，伤害性更强。没人希望成为下一个头条新闻。

在思科，我们花费大量时间思考您的网络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如何抵御这些威胁。与您一样，我们认为网络边缘是端到端安全解决方案中的第一
道防线。因此，我们在网络边缘应用策略，来确定具有网络访问权限的人员或设备。这也是可以最有效地检测并查明可疑活动的位置。

Equifax 遭遇黑客入侵，1.43 亿用户信息泄露

“黑客在入侵 HBO 后，发布《权力的游戏》剧集”

“Netflix 的《女子监狱》第 5 季在上市
前，被黑客在网上抢先发布”

“入侵 Sony 的黑客发布
员工私人信息”

“Uber 为隐瞒大量数
据泄露而向黑客支付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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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端到端安全（包括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
和 Cisco DNA Center）使您的网络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安全

因此，我们开发了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使其成为端到端集成式安全解决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该安全解决方案可以检测和阻止威
胁。借助 Talos、可靠系统、MACsec 加密和分段支持的思科最佳安全产品组合，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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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前代产品一样，随着新安全协议的引入，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系列利用思科 UADP ASIC 的现场可编程功能实现不断发展。这意味着
您的交换机可以具有过去无法想象的全新功能，仅仅通过微代码的改变，就能处理以前难以想到的威胁。

随着对于思科 IOS XE 中新补丁功能的支持，思科 IOS 软件代码的更改愈加完善，这有助于简化操作并快速解决安全漏洞，而无需验证新的软件
映像。

网络分段、高级终端分析、高级加密和安全传感器功能使这些交换机能够充当第一层防御的角色。

专为安全而打造
可靠解决方案 - 用于思科 Stealthwatch® 分析的本地 NetFlow

ISE、安全传感器 - AES MACsec 加密
高级终端分析 - 分段和微分段 

加密流量分析 (ETA)* - 平稳插入和删除 (GIR) - 软件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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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加密流量中潜伏的恶意软件

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中的另一项独特功能是加密流量分析 
(ETA)，通过该功能，我们可显著增强安全性。如今，几乎近一半的
网络攻击都隐藏在加密流量中，而且这个比例还在继续增长。ETA 
对来自交换机的 NetFlow 数据进行大范围深层次的分析，通过学习
功能发现可以预示传入威胁的异常。识别已知威胁的特点（甚至是
在加密流量中）并采取行动，而无需解密流量，这意味着网络更安
全，且不会对数据隐私或网络性能产生影响。

安全和策略实施在整个网络中协同工作，这可以简化复杂性，使您
的企业更安全，并且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总之，端到端安全可以缩小攻击面，在攻击发生前保护您的网络；
提供主动分析，在攻击过程中检测恶意软件和威胁；在攻击发生
后，提供快速自动威胁响应和遏制。

*不适用于 Catalyst 9200 系列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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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挑战

大多数企业网络复杂、易出错、僵化、难以改变，并且调配和维护速度缓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如今，我们生活在 CLI 驱动的世界
中，超过 90% 的 IT 活动都是手动执行的。

如果您能为 IT 节省更多时间，如果您可以消除云、虚拟化和物联网造成的 IT 技能差距，如果您能在几分钟内为任何用户或任何设备提供对任何
应用的网络访问，如果您只用一半的时间就能排除故障，结果会怎样？

简化和自动化
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工作。借助 Cisco DNA Center 和 SD-Access，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可用作交换矩阵的一部分，实现更快速、
更安全的网络接入。您无需在每台交换机上逐一进行剪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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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动执行常规事务的日常调配和维护操作，您可以减少错误，延长网络正常运行时间，大幅降低运营成本，让您和您的 IT 员
工能够专注于培训、创意和设计活动。

网络调配

67%

减少网络调配的
相关成本

威胁防御

48%

减少安全漏洞造成
的成本

*SD-Access 和  Cisco DNA Center 的内部和第三方测试结果

监控和故障排除

80%

减少解决问题
所需的成本

最终用户体验

94%

减少优化策略
所需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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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可编程性加速改变

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提供多种可编程性选项，让您的网络可以随着您的业务需求变化而作出相应改变，其中包括板载 x86 CPU、现场
可编程 UADP ASIC 和开放式思科 IOS XE 软件（支持模型驱动的可编程性、NETCONF、YANG 脚本、数据流遥测和补丁）。这可以使您的
网络变得：

更简单：只需进行一次网络策略更改和配置，它们就会自动应用于所有位置。

具有开放性：采用开放式 API 和开放标准来集成第 4 层至第 7 层服务、虚拟化和管理供应商。

更具创新性：使用在容器中安全托管的最新第三方应用，实现最大的灵活性。这使您可以通过网络，提供更贴近用户的新业务功能。

专为自动化和可编程性而打造

设备调配：通过即插即用 (PnP)、非接触调配 (ZTP) 和预启动执行环境 (PXE) 实现

配置：通过基于 NETCONF/RESTCONF 的开放式 API 和 Python 脚本实现模型驱动的操作

基于策略的自动化：通过 SD-Access 实现跨域策略实施和自动化

定制化和监控：完整的 DevOps 工具包、数据流遥测、通过下一代基于网络的应用识别 (NBAR2) 实现应用可视性与可控性

升级和管理：服务中软件升级 (ISSU)、GIR、补丁和配置/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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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性挑战

移动性对于您和您的用户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它已成为网络连接的主要接入方式。每天都有各种新设备上线，这些设备想要获得更多的带宽来
连接到基于云的新服务。每个设备都会造成不同的安全威胁。借助 802.11ax 和第二代 802.11ac 技术无线接入点，现已推出提供更高带宽的
新选项，但它们需要实现 2.5 到 5 Gbps 的带宽，而当前布线（超 5 类或 6 类）通常仅支持 1 Gbps。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提供融合的
有线和无线网络服务，简化网络并实现一致的策略、分段、协调和自动化以及网络状态感知。这样可以提供移动性、访客、物联网、组播服务
和整体网络性能的最佳体验，并且提供非比寻常的有线和无线接入网络可视性，同时通过分段功能分离设备和用户，帮助缩小攻击面。

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系列进行了优化，采用一种可延长您现有布线的使用寿命、使其速度可达到 1-10 Gpbs 的思科多千兆技术 (IEEE 
803.2bz)，从而支持业内最高密度的第二代技术部署。由于交换机与交换矩阵控制平面 (LISP) 相集成，所以可在交换矩阵中接通无线接入点
和客户端。

第二代 802.11ac 技
术优化

支持高达 48x 2.5 Gbps 和
多千兆

已针对移动性进行优化

802.11ax 就绪

支持 2.5G/5G/10G 
多千兆下行链路

优化访客部署

简化访客和移动隧道

无专用的访客控制器

基于策略的分段：
有线、无线和物联网

NBAR2：
对有线和无线网络的可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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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挑战

随着物联网的出现，企业网络面临两个主要挑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安全。物联网设备通常无外设；连接到网络后，无需人工
干预即可访问网络。第二个挑战是访问。物联网的潜在规模（预计到 2021 年设备数量将达到全球人口的三倍）使手动配置和策略设置变得无
法管理。因此必须使用灵活的自动化网络调配、分段和策略管理（就像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中所提供的），使网络无需中断即可支持物
联网，同时限制物联网设备的网络访问位置。

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还支持很多标准和功能，可以为您的全数字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包括业界最高的永久以太网供电 (PoE)、
PoE+ 和思科通用型 POE（思科 UPOE®）*密度以提供组播支持、音频视频桥接 (AVB)*、时间同步 (IEEE 1588)* 和基于 Cisco DNA Service 
for Bonjour 的 Bonjour 服务发现*。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还采用集中定义的策略来扩展网络信任范围，从而能够安全地识别和自行激活
设备。

IT 服务
（打印机、Apple TV、协作工具）

物联网就绪

联网照明

永久思科 UPOE®（支持 
90W）：实现电源高可用性*

受限制的应用协议 (CoAP)：
用于内置的服务和资源发现

封装远程交换端口分析器 
(ERSPAN)：用于监控和调查
分析

卓越的服务质量 (QoS)、组
播和缓冲区管理

*不适用于 Catalyst 9200 系列交换机

Cisco DNA Services for 
Bonjour：用于广域网/局域
网发现/策略实施*

NBAR2 和 NetFlow：实现
全面的应用可视性与可控性

音频视频桥接：实现融合 
AV*

1588 PTP：用于军事和运
营商应用

IP 监控 联网 AV 和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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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工具包
非接触调配

模型驱动的可编程性
服务器管理工具

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连接到云服
务会产生同样的挑战和威胁，只不过多了一
些变化。如今，不管是在您的网络内部还是
外部，设备都已连接到各种不同的云服务。
您可能还会面对这些服务提供的大量数据，
但却是在攻击发生以后，这意味着利用网络
可以提供的分析功能通常为时已晚。

利用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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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 DevOps 工具包之后，
您可以利用开放式 API 和模型驱动的可编
程性，同时借助现成的应用或您自己开发的
应用，定制调配、自动化和监控功能。这些
应用都本地托管在具有基于容器的托管环境
和板载 x86 CPU 组的交换机上。

云挑战

云托管
自动化和网络状态感知

策略

云连接
私有云/公共云、SaaS、

主机托管

分析
数据流遥测 
监控网络

机上应用托管
监控物联网安全性

高可用性
补丁、GIR、IS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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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挑战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要么适应颠覆，要么遭到颠覆” 的世界中，没有哪个行业可以置身
事外。

不管是照料普通病患还是慰藉患思乡病的人士，不管是制造下一代毂盖还是培养下一代
人才，您的企业以及推动业务发展的网络都将需要改变。

如今，您需要一个持续全面学习、持续优化调整和持续提供保护的网络。

我们都知道原因。网络使用正面临着爆炸式增长，而且随着这种增长，威胁也在不断扩
大，这绝不是夸大其词。

我们的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不断坚持优化调整，可以帮助您应对新出现的挑战。
集成式安全保护为您解决变化多端的安全威胁。它们可以简化对不断发展的移动网络、
物联网和多云网络的管理，使之实现自动化。

不管您是在传统环境中还是在全交换矩阵控制模式下运营，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
都能以同等的成本，提供比现有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更多的功能和更高的密度。

了解思科 Catalyst 9000 交换机如何让您的网络达到超出宣传的效果。

请访问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witches/catalyst-9000.html 。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witches/catalyst-9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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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我们早期部署的参与者

“Catalyst 9000 远远超过 NASA 在安全性和网络
分段方面的关键任务要求... 而且性能达到预期的
两倍。”

- Eric Latt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解决方案
架构师

- Thomas Noppe，比利时 UZ Leuven 医院首席 IT 
架构师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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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740089-01 08/18

- Kevin Tompkins，美国 Scentsy 公司网络架构师

“Catalyst 9000 能够提供简洁明了的视图，让所有
安全分段一目了然，这有助于 IT 人员立竿见影地
提高效率。”

“IT 人员可以通过 SD-Access 的网络分段功能轻
松协调全局策略，为不同校园的师生提供差异化
的安全访问权限。思科打造的新网络使我们的 IT 
更快、更灵活、更智慧。”

- Ulrich Hauptmann，德国雅德应用科技大学 IT 主管

“作为一流医疗服务领域的领导者，我们对 ‘无中断’ 
网络具有很高的要求。凭借出色的恢复能力、可扩
展性和易管理性，Catalyst 9000 可以确保我们的网
络能够随着我们的需求增长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安全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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