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系统公司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与  
HPE/Aruba 移动优先园区解决方案 

 
 

 
 

DR170402F 

2017 年 4 月 

 
 

 

  

 

Miercom 
www.miercom.com 

 



思科与 HP-Aruba：园区解决方案比较 2 DR170402F 
Miercom 版权所有 © 2017  2017 年 4 月 28 日 

目录 

1 - 执行摘要 ............................................................................................................................................... 3 

2 - 产品概述 .............................................................................................................................................. 4 

思科软件 ................................................................................................................................................ 5 

HPE Aruba 软件 ................................................................................................................................... 6 

3 - 弹性网络基础设施 ............................................................................................................................. 8 

堆叠技术 ................................................................................................................................................ 8 

配置观察结果....................................................................................................................................... 9 

测试设置 ............................................................................................................................................... 10 

结果 ........................................................................................................................................................ 13 

弹性网络基础设施小结， ............................................................................................................... 14 

4 - 简化的网络运营 ............................................................................................................................... 15 

使用 EasyQoS 的思科服务质量 (QoS) 功能 .............................................................................. 15 

HPE-Aruba SDN 应用 ....................................................................................................................... 16 

功能比较 ............................................................................................................................................... 16 

HPE-Aruba VAN 控制器应用 .......................................................................................................... 19 

结果 ....................................................................................................................................................... 20 

简化网络运营小结 ........................................................................................................................... 20 

5 -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性（流量分析） ........................................................................................... 21 

思科与 HPE Aruba 的流量分析技术比较 ................................................................................... 21 

使各部分共同运行 ........................................................................................................................... 22 

来自内部的威胁 ................................................................................................................................ 23 

网络即执行器..................................................................................................................................... 24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性小结 .............................................................................................................. 25 

6 - 总结 ..................................................................................................................................................... 26 

7 - 关于 Miercom 性能验证测试 ........................................................................................................ 27 

8 - 关于 Miercom .................................................................................................................................... 27 

9 - 此报告的使用 .................................................................................................................................... 27 

 



思科与 HP-Aruba：园区解决方案比较 3 DR170402F 
Miercom 版权所有 © 2017  2017 年 4 月 28 日 

1 - 执行摘要 

应思科系统公司请求，Miercom 对思科系统公司与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HPE) 的竞争性园

区网络基础设施进行了独立配置和运行，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了全面评估。评估的目标在于

严格按照两家供应商的推荐设计，使用相应的园区范围网络管理、控制、配置和监控软件来组装

两家供应商的产品。 

我们的测试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 恢复能力（侧重点是竞争性架构的可靠性） 
2. 简化操作（例如在全网范围部署 QoS）；以及 
3. 安全性（包括用于威胁检测和迁移的流量分析） 

主要发现和观察结果： 

• 完整数据捕获。思科解决方案借助自定义的 ASIC 和 NetFlow，可以 100% 捕获思科网络数

据，而且不会对交换机的转发性能产生影响。HPE-Aruba 产品使用采样技术，最多可以捕

获到 2% 的数据包进行分析。 

• 加快故障恢复。思科模块化堆栈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从各种故障场景完成恢复，而且没有

对应用流量产生任何影响。HPE-Aruba 完成恢复需要 120 秒；几乎所有连接都会中断，必

须重新建立连接。 

• 策略自动化。思科 EasyQoS 具有内置的最佳实践 QoS 策略，支持对 1300 多种应用进行策

略控制，并且可以在整个网络中应用端到端策略（包括交换、路由和无线连接）。大多数详

细信息都在后台自动处理。HPE-Aruba 通过 HPE VAN 和 Network Optimizer 应用进行的网

络配置只能处理有线设备；无线设备需要单独的应用；流量标记仅适用于边缘设备。 

• 可靠的安全性。思科 StealthWatch 和其他工具可提供精细的流量分析，使用网络作为安全

传感器和执行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来识别威胁和异常，并迅速采取行动来保障整个园区

网络的安全。 

在比较思科和 HP Enterprise 的园区网络架构和产品后，根据我们

的测试和分析结果，我们高兴地向思科园区网络设计和相关监控、

管理与控制软件包授予 Miercom 性能验证认证。 

Robert Smithers 

Miercom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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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产品概述 

为进行此次测试，我们组装了两个园区网络模型。Miercom 工程师保证，相关的竞争性园区拓扑、

所有产品及其配置均代表了思科系统公司和 HPE-Aruba 最新且最适合的同类产品，包括 HPE 
2015 年收购 Aruba Networks 后生产的产品。下图概括显示了两家供应商的主要组件。本报告后

面部分将更详细地进行全面介绍。 
 

整体图示：测试所使用的同类型园区网络组件 

 

 

 

 

 

 

 

 

 

 

 
 

我们构建并测试的园区网络具有三层架构，适合作为园区范围网络基础设施。每个网络均包括：

同时用于有线和无线设备的接入层；具备恢复能力和抗毁交换冗余的汇聚层；以及弹性核心交

换层。 

测试采用 Spirent SPT-N11U 主机机箱生成测试流量，该机箱配备运行 4.67 版代码的测试模块。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使用的是两家供应商最新公开发布的软件版本。下面的测试部分将更详细

地介绍组成两个竞争性园区网络的各个交换机和软件包。以下是我们测试的主要软件组件和版本

（对两家供应商均测试的是截至 2017 年 3 月测试时的最新版本）。 

来源：Miercom，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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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软件 

思科交换机运行 IOS 软件代码的最新版本 16.3.1。思科无线设备运行 8.3 版代码，思科的 Prime 
Infrastructure 网络管理运行 3.1 版。测试中使用 6.8 版 StealthWatch（请参阅 StealthWatch）分

析所捕获的网络流量。StealthWatch 的高级安全分析功能可发现网络基础设施上的复杂攻击。 

思科拓扑结构中使用的主要自动化和协调平台是 APIC-EM，即思科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企业

模块（请参阅 APIC-EM）。APIC-EM 是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的核心部分，可为企业分支机构、

园区和 WAN 提供软件定义的网络连接。我们的测试中运行的是 1.4 版 APIC-EM。 

APIC-EM 具有各种在基础平台上运行的操作模式和应用，其中一些在我们进行的测试中起到关键

作用。APIC-EM 具有以下功能/应用： 

• 发现 - APIC-EM 对网络进行查询，以发现网络拓扑。 

• 设备和主机清单 - 实现对网络上连接的所有设备的访问。 

• 路径追踪 - 显示任意两个设备间采用的网络路径的详细信息。 

• 网络即插即用 - 让管理员可以预配置或使用最佳实践配置，以对新连接的设备（交换机、

无线接入点、无线控制器等）进行安全的一键式部署。 

• EasyQoS – 配置 QoS 策略并将其分配到网络上的设备，从而可以跨有线和无线平台的多

个层提供端到端服务质量。同时，它还自带适用于大量应用的最佳实践策略库。 

• IWAN – 智能广域网 (IWAN) 应用通过提供高度直观且基于策略的界面来简化 WAN 部署。

该界面不仅可以简化软件定义广域网 (SD WAN) 管理，还有助于加快分支机构部署，并可

大大降低 WAN 的复杂性和成本。 

思科 NetFlow（请参阅 NetFlow）是下一代流技术，可帮助优化网络基础设施，降低运营成本，

改进容量规划和安全事件检测流程。NetFlow 可提供有关网络用户和应用、高峰使用时间以及流

量路由的重要信息。虽然 NetFlow 是思科的创新成果，但 NetFlow 数据收集现在也被广泛应用于

用来进行 IP 流量分析的第三方软件包中。 

TrustSec（请参阅 TrustSec）是思科的软件定义分段技术，也是许多思科平台支持的另一个常见

组件，它可以将终端纳入名为安全组的逻辑组中。安全组的分配以业务决策为基础，采用的标准

远远超过仅使用 IP 地址或传统 ACL。它们更易于管理员理解和管理，而且基于组的规则数量大大

低于基于 IP 地址的等效规则集。 

思科配置和最佳实践指南： 

• 有关思科 CVD（思科验证设计计划）指南，请参阅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application-policy-infrastructure-controller-enterprise-module/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os-nx-os-software/ios-netflow/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trustsec/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solutions/CVD/Oct2016/CVD-Campus-LAN-WLAN-Design-2016OCT.pdf


思科与 HP-Aruba：园区解决方案比较 6 DR170402F 
Miercom 版权所有 © 2017  2017 年 4 月 28 日 

HPE Aruba 软件 

有关选择用于 HPE-Aruba 园区拓扑结构的设备及其配置，请参阅 HPE-Aruba 公开文档和指南中

的说明（请访问下面的链接）。如前所述，HPE 在 2015 年收购了行业领先的无线供应商 Aruba 
Networks，将后者的产品、软件和技术加入到 HPE 产品系列中。正如我们在测试中发现的那样，

Aruba 的产品虽然富于创新且性能总体表现良好，但尚未完全融入到有凝聚力的统一 HPE 产品架

构中。 

按照 HPE-Aruba 的建议，我们使用 8.2 版 AirWave 作为主要的 HPE-Aruba 网络管理软件包。在

代码级别，HPE-Aruba 有线交换设备的版本为 KB.16.03，HPE-Aruba 无线设备的版本为 6.5。值

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测试中，我们还检验了 HPE 的旧版管理平台 IMC（智能管理中心）。该平台

仍有一些竞争力，据称能够在园区核心网络和数据中心网络中提供全面的管理（主要用于 
FlexNetwork 产品系列）。 

用于软件定义网络的主要 HPE 平台是 HPE SDN VAN – HP Enterprise 的软件定义网络 (SDN) 虚
拟应用网络 (VAN) 控制器软件 2.7 版，配有用于 Network Optimizer、Network Protector 和 
Network Visualizer 等应用的附加许可证。 

相对于思科 APIC-EM EasyQoS 应用支持的 1300 多种应用，HPE 的 Network Optimizer 支持的应

用仅限于 Skype for Business。为了进行公平的同类比较，我们仅对两家供应商测试了 Skype for 
Business 应用。本次测试中使用的是 2016 版 Skype for Business。关于配置详细信息，请参阅 
Skype for Business 指南。 

关于这些软件包的更多信息以及 HPE-Aruba 的网络设计、配置和部署最佳实践，请参阅下面的

链接。 

• HPE-Aruba 的 VAN 控制器上的 Network Optimizer 链接 

• Aruba 参考设计指南和 Aruba Solutions Exchange 提供的配置信息 

• Aruba VRD（验证参考设计）指南，请参阅指南 

  

 

https://community.arubanetworks.com/t5/Validated-Reference-Design/Skype-for-Business-VRD/ta-p/286023
http://www.arubanetworks.com/assets/ds/DS_SDN_Optimizer.pdf
https://community.arubanetworks.com/aruba/attachments/aruba/Aruba-VRDs/89/2/Mobile%20First%20Base%20Designs%20Lab%20Setup%20VRD.pdf
https://ase.arubanetworks.com/
https://community.arubanetworks.com/aruba/attachments/aruba/Aruba-VRDs/89/2/Mobile%20First%20Base%20Designs%20Lab%20Setup%20V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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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案例 

测试围绕三个方面进行：  

弹性网络基础设施， 
包括两家供应商的模块化交换机在多层园区网络中的抗毁性。 

简化的操作， 
检验在整个端到端园区基础设施上随时应用服务质量 (QoS) 等功能的能力。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性，  
进行流量分析以检测威胁。 

 

  

 



思科与 HP-Aruba：园区解决方案比较 8 DR170402F 
Miercom 版权所有 © 2017  2017 年 4 月 28 日 

3 - 弹性网络基础设施 

在上述测试中，我们首先根据思科和 HPE-Aruba 的最佳实践建议对其解决方案进行了部署和配置，

然后对这些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此外，我们还评估了终端用户的应用体验，并得到了一些从网

络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到的观点。 

如下图所示，强大且具有恢复能力的主干网对于支持业务服务和关键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思

科和 HPE-Aruba 配置，我们均测试了底层网络在多个事件中对各种应用的支持，我们让 VSS（思

科）和 VSF (HPE-Aruba) 系统其中之一发生故障，并使其恢复。 

 
 
 

 
要想提供弹性底层网络基础设施来构建可靠的业务服务和关键应用，强大的主干网

是必不可少的。 
 
 

堆叠技术 

思科 4507-E  

思科通过使用交换机堆叠（通过直接背板电缆互连的交换机模块）或通过虚拟交换系统 (VSS) 堆
叠的模块化前基板提供弹性选项，从而便于支持工作人员进行部署和故障排除。 

客户可以将其模块化交换机合并到 VSS 部署中，为每个成员交换机提供冗余管理引擎的选项。通

过这种方法即可实现高可用性配置，使整个堆叠作为单个逻辑设备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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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Aruba 5406R 

HPE-Aruba 的虚拟交换框架 (VSF) 技术将多个物理设备组合到一个提供高可用性的虚拟逻辑设备

中。虚拟交换框架 (VSF) 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铜缆线或光纤）实现受支持交换机间的互相连接，

使其像单机箱交换机一样运行。 

HPE VSF 受 Aruba 5400R 系列交换机和 Aruba 2930F 交换机的支持。HPE-Aruba 的 VSF 的主要

缺点包括： 

每个机箱仅支持一个管理模块（缺乏机箱级冗余）；且 VSF 仅受新的 v3 模块的支持。 

模块化堆栈：物理-逻辑视图 

 

配置观察结果 

思科可以在汇聚和核心平台上全面扩展其模块化堆叠，从而实现更简单一致的配置和管理。 

我们观察发现，HPE-Aruba 的核心交换解决方案存在产品差距。如果用户需要在三层架构中进行

额外的扩展（以支持更多的路由、访问控制列表 [ACL]、10/40 千兆链路密度等），HPE 提供的解

决方案是在核心中部署其 FlexNetwork 10500 系列交换机。 

遗憾的是，从模块化堆叠的角度来看，FlexNetwork 10500 交换机不支持 VSF 架构。相反，它们

支持 H3C IRF（智能弹性框架）计划。IRF 与 VSF 的差异很大。实际上，虽然 HPE 声称 IRF 使用

开放式标准协议，但我们却观察发现它采用的是两个专用协议。 

因此，如果用户按照先前的 HPE 移动优先园区设计的建议，出于高扩展要求而混合部署 HPE-
Aruba 和 HPE-FlexNetwork 产品，应注意一些重要警告：  

• 管理员必须了解、配置并管理在两个独立的操作系统上运行的两个独立的恢复功能，以实

现一对分布（基于 VSF）交换机和核心（基于 IRF）交换机的高可用性。 

• 然后，需要在以下两个完全独立且分离的管理平台上进行部署、监控、管理、故障排除并

报告：适用于 HPE-Aruba 产品组合的 AirWave 和适用于 HPE-H3C 产品组合的 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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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设置 

下面显示的是思科和 HPE-Aruba 网络的物理拓扑。此测试的目的在于确定网络在几个可能的运行

中断情形（如电力故障、设备故障或链路错误和恢复场景）中的恢复能力。 
 

网络拓扑 
 
 

 

 

 

 

 

 

 

 

 

在本测试中，我们设置了 Spirent 测试中心系统，以通过 1000 个 OSPF 路由在整个网络基础设施

中生成双向流量。我们通过 Spirent 流量来量化各种故障场景对通过此网络基础设施连接的  
客户端造成的中断。 

然后，与有线和无线网络连接的客户端运行下列应用：  

• 使用 Colasoft ping 软件进行的 ICMP ping 
• Skype for Business 音频/视频/桌面共享呼叫 
• 使用 VLC Media Player 的视频流 
• 使用 Apple AirPlay 进行的 Apple 屏幕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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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目标 

比较主用/备用交换机在模块化堆叠配置中发生故障时所需要的故障恢复时间。如何确定网络故障

时间？  

• 网络层面 
第 3 层单播故障恢复时间，L2-L3 网络上有双向流量 
单播使用 OSPF 路由协议，使用 Spirent 流量生成器模拟 1000 个路由 
DUT/SUT 使用 OSPF 平稳的重启协议扩展进行了配置 

• 设备层面 
无线接入点、IP 电话、摄像机等连接网络的设备及 Apple TV 等 IoT 设备的连接性 
有线笔记本电脑及无线笔记本电脑等用户设备的连接性 

• 应用层面 
Ping 
语音/视频/协作 (Skype for Business) 
视频流 (VLC) 
屏幕镜像 (Airplay) 
 

  

Apple 屏幕镜像 

Spirent  数据 

Skype 音频/视频/桌面共享呼叫、视频流和 Ping 

 



思科与 HP-Aruba：园区解决方案比较 12 DR170402F 
Miercom 版权所有 © 2017  2017 年 4 月 28 日 

测试的故障恢复场景包括：  

1. 意外停机 - 主用/命令器设备由于电力意外中断或主用/命令器设备的硬件意外故障而停机 

2. 意外停机 - 备用设备因电力中断而停机  

3. 堆叠链路故障 - VSS/VSF 设备之间的链路中断，模拟链路连接或电缆故障  

4. 计划停机 - 备用设备的软件重启，例如，进行例行维护升级 

在以上每种测试场景中，Spirent 测试中心均以 1000pps（数据包/秒）发出了双向流量。由 Spirent 
输出开始的丢包计数已用于确定整个网络基础设施在系统恢复电力或连接时的停机持续时间。 

 

思科 

 

 

 

HPE-Ar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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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故障恢复测试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这些测试已执行多次，每次执行时产生的结果总体上表现一致。此处显示的结果代表的是一次典

型的运行。 

HPE-Aruba 在意外停机期间出现了超过 120 秒的重大故障，结果导致：  
• 网络中断（从而导致业务中断、收入损失及用户工作效率下降）。 

• 对无线接入点、电话、IoT 设备监控摄像头和视频终端等有线和无线基础设施设备造成不

可接受的影响。 

• 糟糕的应用体验，尤其是在时效性应用上，例如语音/视频呼叫失败、IP 电话故障、视频

流服务和屏幕镜像失败。 

  

来源：Miercom，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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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网络基础设施小结，  

根据 Spirent 丢包方法计算可知，任何情况下，思科基础设施均能在亚秒级停机时间内从各种故

障场景中恢复。而且重要的是，所有的测试应用均显示对服务没有明显干扰。 

在所有的测试场景下，HPE-Aruba 基础设施的停机时间均明显更长。此外，HPE-Aruba 无线客户

端的应用受到重大影响 - 据我们的观察，这主要是因为 HPE-Aruba AP（无线接入点）在每个故障

期间均失去与其无线控制器的连接。使用软件重启模拟的计划停机期间最短（停机仅 7.85 秒），

除此之外 Colasoft ping 流在所有测试中均出现了 Ping 丢失情况。Skype、视频流和 Apple 屏幕

镜像应用在 VSF 网络基础设施恢复时的各种情况下均丢失了连接。 

思科稳健的模块化堆叠架构能够演示 L3 流量的亚秒级故障恢复。思科为有线和无线客户端维护

端到端网络连接，不会对应用性能和最终用户体验造成影响 

Aruba 移动优先园区基础设施无法维护有线和无线连接，从而会影响终端用户体验并且会使网络

中断一分钟以上 

测试证明，思科成熟且经过验证的堆叠技术比 Aruba  堆叠技术更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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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简化的网络运营  

在此测试中，我们力求比较供应商基础设施和应用在各个不同网络元素、位置、分支机构等中执

行复杂配置和运营方面的表现。通过使用户能够在端到端的基础上在各个平台上简单、透明地应

用此类措施，员工只需要较少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 

这种端到端运营和整个网络范围的配置统称为 SDN（软件定义网络）。SDN 一直用于描述运营商

的网络运营，在其中可以随时、集中定义带宽分配、恢复能力、服务质量 (QoS) 等等方面的自定

义网络设置。现在，很多同样的 SDN 功能可用于企业网络。 

我们已比较思科和 HPE-Aruba 对运营策略的管理和执行，从而对有效管理两个竞争性网络基础时

所涉及的能力和易用性进行了估计。我们的测试专注于在整个网络上应用 QoS 配置和设置。 

使用 EasyQoS 的思科服务质量 (QoS) 功能 

在思科的控制器驱动型网络中，端到端网络服务质量功能是通过 EasyQoS 来实现的（EasyQoS 是
在思科 APIC-EM（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企业模块）上运行的一个应用）。 

EasyQoS 可以尽量透明地在有线和无线网络平台上进行优先队列的配置，以简化原本复杂的配置。

EasyQoS 在企业网络中提供端到端的 QoS 协调，从而实施一致的 QoS 策略。该应用采用相当简

单的 GUI，并采用内置推荐的最佳实践来应用 QoS 策略。操作人员表达了应用的业务相关性，剩

下的部分交由 EasyQoS/APIC-EM 在后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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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Aruba SDN 应用 

HPE 与思科 EasyQoS 等效的应用是 Network Optimizer，该程序在 HPE 的 VAN（虚拟应用网络）

SDN 控制器上运行。我们在体验优化程序时发现，与 EasyQoS 相比较，它缺少一些特征和功能。

例如： 

• 在园区部署中，网络管理员必须执行单独的有线和无线配置。例如，有线配置采用 HPE 
VAN SDN 控制器，无线配置采用 Aruba 无线移动控制器 (Aruba VRD)。在 HPE-Aruba 有
线和无线环境中，进行策略创建、运营和管理时要进行重复的工作。 

• Network Optimizer 应用只能应对相对狭窄的 QoS 窗口。它仅能在有线、边缘/接入交换

机上（不能在无线上）支持 QoS，并且仅能在边缘设备上标记 DSCP（差分服务代码点）。 
• 对于 Skype for Business 端到端 QoS，管理员需要单独配置 VAN 控制器和移动控制器才

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此外，管理员需要确保整个网络和 WAN 中的每个跃点都提供的是正

确的 DSCP 标记。 

HPE 确实赞助了 SDN App Store，我们对其进行了搜索了解以确保不会错过任何其他应用或自动

化管理功能。我们仅找到三个 HPE 品牌的自主应用：Network Optimizer 及称为 Protector 和 
Visualizer 的其他两个应用。 

我们注意到，HPE 未对第三方应用进行测试和验证，也未提供支持。而且，很多合作伙伴应用已

经很旧了，显然只能在旧版 HPE 平台上运行。 

 

功能比较 

我们就下列功能区域对 EasyQoS (APIC-EM) 和 Network Optimizer (HPE VAN) 两个竞争性软件包

进行了评估。进行各项评估时均采用的是每种产品当前发布文档中的标准最佳实践：  

1. 策略创建和管理 - 易于创建和管理策略 
2. 策略实施 - 在各个网络设备（接入、汇聚和核心交换机、有线以及无线设备和路由器）中

一致的应用策略 
3. 覆盖宽度 - 用于未来应用的策略控制和投资保护的受支持应用/流量类型数量 

然后，我们在多层交换和无线网络部分中为多个应用创建并应用端到端 QoS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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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科 APIC-EM 进行的 QoS 配置  

该流程从思科 APIC-EM SDN 控制器（如下所示）的拓扑视图开始，由包括交换机、路由器、无

线控制器和无线接入点的整个网络组成。 

 

 

 

 

 

 

 

 

 

 

 

EasyQoS - 应用注册 

思科为 1300 多个应用提供内置应用注册（这些应用包括 Jabber、Spark, Skype for Business 等商

业应用及 YouTube、Netflix、AirPlay 等消费者应用）同时，思科还让用户能够添加内部 Web 服
务、文件托管或视频托管服务等自定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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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QoS - 应用策略 

最后一步是应用策略，同样也是通过简单的 GUI 来完成。此操作将提示思科 APIC-EM SDN 控制

器将必要的配置详细信息自动发布给适当的设备（这一切都是在后台进行的）。管理员或用户无

需了解底层设备和操作系统以及实际设备版本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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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Aruba VAN 控制器应用 

HPE VAN SDN 控制器 

HPE VAN 控制器软件包包含一组相当精简的应用（请参阅下文），其中一个是用于应用 QoS 策
略的 Network Optimizer。 

 

HPE VAN 控制器拓扑视图 – 仅限交换机和主机（非无线和路由器） 

与思科的拓扑视图类似的是，HPE VAN 也提供包含交换机和主机的拓扑视图，但无线接入点 (AP) 
和路由器等无线设备不包含在内，而且拓扑视图缺少有关设备版本、连接性、链路详细信息等综

合信息。 

 
 

HPE Network Optimizer 

HPE Aruba 要求用户创建各种 QoS 配置的手动配置文件。相比之下，思科 EasyQoS 使用的是内

置最佳实践。此外，这些配置仅对边缘交换机有效，这同样迫使管理员在无线控制器上单独创建

类似策略。 

VAN SDN 控制器和 Network Optimizer 了解哪些有线用户与交换机连接。它们使用 OpenFlow 向
交换机应用策略，从而为 Skype for Business 流量配置特定的评论规则。配置和维护超过边缘交

换机的类似设备策略由管理员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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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易于创建策略 - 我们总结认为，思科 EasyQoS 与路径追踪等其他相关思科 APIC-EM 应用

一起可以提供一个简单站点，供用户为有线和无线网络部分配置和应用 QoS 控制策略。

如果使用 HPE-Aruba，则需要以下两个独立应用来执行 QoS 控制：用于有线网络部分的 
VAN 和用于无线网络的移动控制器。 

端到端策略 - 思科 APIC-EM 可解决网络中每个有线-无线-WAN 设备的策略。HPE-Aruba 应用策

略仅在网络的接入边缘适用。 

支持各种应用/流量类型 - 思科 EasyQoS 环境可为 1300 多种应用/流量类型提供支持，从而为用

户的未来流量类型提供投资保护。HPE-Aruba 应用仅支持一种应用 - Skype for Business。 

统一管理 - 根据 HPE-Aruba 的 VRD 指南，如果客户需要进一步扩展，HPE-Aruba 则需要另一个

管理平台来管理多个 VAN SDN 控制器。建议将 IMC 作为 VAN 的标准管理工具，并且安装时需

要使用单独的模块 (SDN Manager) 来管理 VAN 控制器集群。然而网络的其余部分需要 AirWave 
管理平台，用于创建复制、附加许可和平台生命周期管理。 

 

简化网络运营小结 

对于我们的评估标准和目标，思科 EasyQoS 应用的功能显然远超 HPE-Aruba Network Optimizer 
的功能，尤其体现在下列各个方面：对有线和无线网络设备及分区的合并支持、以端到端为基础

应用策略的能力，以及已经定义和支持的应用和流量类型的范围。 

思科 EasyQoS 能够在 40 个网络设备（包括路由器、交换机以及无线 AP 和设备）的 1300 多个应

用/流量类型上配置 QoS，并且能跨越六个不同的设备操作系统。在我们的一项测试中，我们在一

分钟内向网络节点推送了 25500 多个配置命令行 - 一切都是在后台进行的，而且所有操作对网络

管理员都是透明的。EasyQoS 解决方案提供简化的业务驱动模型。 

除边缘接入交换机之外，HPE-Aruba 需要客户在基础设施内手动预配置 QoS。这是主要的 QoS 
配置复杂性所在，它对于在路由器/交换机/无线基础设施内实现一致的端到端 QoS 至关重要。 

由于某些链路很轻易就会被过度订用，所以网络上存在多个拥堵点。 HPE-Aruba 的 
VAN/Network Optimizer 应用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且，Network Optimizer 也无法动态优先考

虑其他业务关键型流量类型，如 Oracle、SAP 或 Sales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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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性（流量分析） 

思科与 HPE Aruba 的流量分析技术比较 

很多有线-无线-路由平台均支持思科的 NetFlow 技术。思科 Catalyst 系列交换机利用思科的 
UADP（统一接入数据平面）自定义 ASIC（应用专用集成电路）实现全面的 NetFlow 和实时流量

分析，不影响交换性能。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网络上基于思科 UADP 的所有交换机来监控 100% 
的数据包流。 

相比之下，HPE-Aruba 使用 sFlow 对要捕获的流量进行采样，最好的情况下可从每 50 个通过的

数据包中收集一个。此差异如下图所示。 

 

 

 

 

 

 

 

 

 

 
 

此关键差异实现了思科流量监控和分析，从而获得更为精细的视图，以便能够作进一步处理以进

行准确的威胁分析。这是因为，当今的许多威胁（尤其是恶意软件、蠕虫和类似可执行文件）都

通过很多数据包进行传播的。分析软件通过观察可疑数据包的整个序列可以更好地显示可疑威胁

的情景、匹配已知威胁的特征，然后更加准确地发现和隔离威胁。 

思科的网络安全产品组合（思科安全解决方案）包含各种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共同帮助保障网络

基础设施的安全。它们有些可以共同运行；而其余的则独立运行。 

思科 StealthWatch 使用 NetFlow 或 sFlow 在整个网络提供可视化。然后，它采用先进的安全分

析来检查流量和发现攻击。StealthWatch 将网络用作实时安全传感器和执行器来加强威胁防御。

StealthWatch 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离散管理控制台、收集器和传感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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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是网络管理员应用，可用于对连接到网络上的终端设备创建和实施安全和

访问策略。该应用的目标在于简化不同设备和应用间的身份管理。 

思科 TrustSec 是一项安全功能，当用户或设备的流量进入网络时，系统会给其分配一个标签（称

为安全组标签），然后整个网络基础设施的每个位置都根据标签实施访问策略。 

 

使各部分共同运行 

下图说明思科安全元素的交互。如前面所述，策略是动态分布到各个网络节点和设备的。身份服

务引擎维护特定用户和组的相关信息，从而使安全组标签应用到每个用户的流量。网络中的每台

设备作为一个协调的整体检查标签并采取适当措施。 
 

 

HPE-Aruba 的安全解决方法表现出一些重大差异。例如： 
• HPE-Aruba 基于采样流程 (sFlow) 获取流量进行分析，它提供的流量分析中可供详查的证

据相当少，这通常会造成错误警报或模糊分析。 
• HPE 流仅受交换机的支持；没有适合无线设备的流解决方案。思科 NetFlow 可以从任何网

络设备中捕获完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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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内部的威胁 

安全攻击有很多意外的来源，如终端用户设备、IoT（物联网）设备、用户本身、僵尸网络、勒索

软件、恶意软件等等。网络危害甚至可能由在分支机构或总部内流动的流量传播。这种流量通常

称为东-西流量，因为它们在网络内的节点之间往来流动，不一定来自外部。 

如前所述，HPE-Aruba 安全侧重于接入交换机，因此可能会察觉不到内部产生的威胁。要识别威

胁并采取纠正措施，各个层面的精细流量分析都极为重要 

测试中使用 StealthWatch 执行了多次测试，分析了从两家供应商的园区网络中捕获的数据。数据

包流以及通用的连续 ping 和 http 流量中包含多个典型的威胁。其中一个威胁特别突出了数据包

获取技术的这种重大差异。我们还执行了 nmap 端口扫描。这项扫描旨在找出网络设备和主机中

的开放式或可访问协议和端口，涉及到向目标系统发出很多次查询。当收到响应时，可以清楚地

知道某些端口和协议服务处于启用开放状态，可用于后续攻击。 

我们发现，通过 NetFlow 捕获完整的数据后，管理员可以获得更有意义的结果。可疑数据包和流

不仅仅被识别为可疑威胁，用户通过简单的双击向下钻取可获得更加详细的信息，包括可疑流量

的来源。 

 

             

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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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Aruba 

 
测试证明，用 StealthWatch 对 HPE-Aruba 数据捕获进行的分析结果十分有限。能识别到的可疑

威胁很少，可用于帮助作出安全决策和纠正措施的详细信息也比较少。大部分结果被简单地显示

为未分类。 

在思科基础设施上使用 NetFlow 数据捕获的情况下，StealthWatch 显示可疑威胁的相当详细的信

息。用户可以看到威胁流的大小，可以向下钻取以找出来源并应用执行措施。例如：端口扫描被

识别为安全事件 

 

   

 

思科基础设施利用 NetFlow 捕获 100% 的流量，从而获取并识别所有带威胁的扫描数据包。 

网络即执行器 

网络即传感器收集到数据后，软件定义的分段和响应系统网络即执行器（由思科 TrustSec 技术提

供支持）立即增强您限制安全受攻击面的能力，并且迅速采取行动来遏制威胁。该功能内置在思

科网络硬件中，您可以通过它在 ISE 中创建访问和分段策略，从而控制网络并使您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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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您的网络分割成安全组，以保护和减少威胁蔓延 
 

  

 

• 立即采取行动遏制威胁 

 

 

我们使用 ISE 创建遏制威胁的策略，以便可以限制、完全删除或隔离其访问，直至其得到修复或

补救。我们发现，在思科基础设施中应用执行措施比在 HPE-Aruba 中更方便、更迅速。事实上，

根据策略的定义方式，TrustSec 策略分段应用可以自动隔离恶意 PC。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性小结 

思科的 UADP 自定义 ASIC 可以实现全面的 NetFlow 捕获和实时流量分析，不影响交换性能。

HPE-Aruba 声称推出了灵活、可编程的 ProVision ASIC。但是，他们的交换机无法检测多个事件，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实施限制以及采样数据捕获技术造成的。由于 HPE-Aruba 无法识别威胁，所以

也无法遏制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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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总结  

我们的评估发现，思科提供的网络基础设施很稳健，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能够在整个产品线范

围内（包括有线和无线部分）应用配置和安全设置。HPE-Aruba 提供处于较低功能层的类似设备，

但我们发现，其在较高的控制和配置层有很多严格限制。最值得注意的是，无线和有线网络部分

由分离的控制和配置应用处理。 

思科的堆叠功能可提供可靠的恢复能力和承受故障的能力。我们的测试发现，思科在我们测试的

各个场景下均支持亚秒级故障恢复。事实上，这个速度非常快，用户和应用都不会受到影响。在 
HPE-Aruba 基础设施中，恢复延迟长达 120 秒，而且所有应用连接均会中断，必须重新连接。 

思科在定制芯片 ASIC 上的投资与 NetFlow 有很大的不同，思科可以实时捕获整个数据流并进行

安全分析，对普通交换机转发性能没有影响。 

组成思科威胁检测和缓解产品组合的安全工具很有效且使用简单，它使用网络即传感器感检测带

威胁的流量，并通过执行器来缓解威胁。我们发现，如果运行所有安全应用，我们可以识别威胁

和异常并立即采取行动以保障整个园区网络的安全。 

此外，思科 APIC-EM 可以与众多应用一起提供真正的 SDN（软件定义网络）。我们总结认为，

其中一个名为 EasyQoS 的应用 可以实现企业网络中的端到端 QoS 协调，从而简化 QoS 策略的定

义并使其易于部署。APIC-EM 控制器在后台执行大部分复杂且枯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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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关于 Miercom 性能验证测试 

此报告由思科系统公司赞助。在性能验证评估过程中，由 Miercom 工程师和实验室测试工作人员

全面且独立地获取数据。执行这样的测试时依据与赞助供应商共同合作开发的方法。测试案例侧

重于赞助供应商声称的特定功能，以及验证或否定所声称的特定功能。结果公布在 Miercom 独立

发布的此等报告中。 

8 - 关于 Miercom 

Miercom 已在主要的商业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数百份网络产品比较分析报告。Miercom 作
为业界领先的、独立的产品测试中心，其信誉是毋庸置疑的。 

Miercom 提供的私有测试服务包括竞争产品分析以及个人产品评估等。Miercom 提供一系列综

合认证和测试计划，包括：互操作性认证、可用性认证、安全性认证和绿色认证等。还可根据

“性能检定”计划评估产品，“性能检定”是当前业界最彻底、最可信的针对产品可用性和性

能的评估。 

9 - 此报告的使用 

我们已尽一切努力来确保此报告所含数据的准确性，但也可能出现错误/疏忽。本报告所载的信息

亦依赖各种测试工具得出，因此我们无法控制其准确性。此外，本文档依赖供应商的特定陈述，

Miercom 已对其进行合理验证，但是我们无法保证其 100% 准确。 

本文件按现状提供，Miercom 不对本报告所载的任何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有用性或适用性提

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声明或承诺，亦不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法律责任。 

未经 Miercom 或思科系统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全部或部分复制任何文件的任何部分。本文使用的

所有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所有。您同意不使用其中的任何商标，或者不以混淆、误导或欺骗性

的方式，或者以贬低我们或我们的信息、项目或发展的方式在与我方无关的任何活动、产品或服

务中将这些商标全部或部分作为您自己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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