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变革的中小型企业因素 
中小型企业实际上是在一个不公平的赛场中竞争 它们必须有效管理成本和资源 应对竞争压力

同时还需保持业务完整性和网络安全性 思科系统公司了解这些挑战 并提供了简化的网络解决

方案 以帮助它们实现成功 思科SMB级安全网络平台解决方案可使公司获得竞争优势 帮助它

们保护技术基础设施 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  

 

思科 SMB级安全网络平台解决方案可帮助企业应对挑战 

业务挑战 思科 SMB级安全网络平台解决方案的优势 

降低网络成本 • 融合网络和安全服务 消除低效组件带来的超额成本 

• 提供可随公司发展而轻松扩展的模块化组件 

强化竞争优势 • 安全地提供先进的业务应用 

• 提高网络可用性和可接入性 更好地支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实现网络安全 • 提供经过市场验证的全面安全特性 可保护网络和企业 

• 减少因网络安全违背而引发的不必要成本及网络中断 

提高运营效率 • 通过及时提供网络服务而提高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率 

• 通过灵活 易于接入的网络而加快员工对客户 合作伙伴或其他员工的要求的响应 

 

思科 SMB级安全网络平台解决方案概述 

这一经济有效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了连通性 简洁性 安全性和可扩展性 可优化企业运营 它包括  

Cisco Catalyst Express 500 系列交换机 这些交换机以较低价位提供了出色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 优化了数据 无线和语音功能 它们具备专为中小型企业定制的独特的特性集和支持选项 这

些交换机智能 简单 安全 可解决关键业务问题 包括增强竞争优势和建立最佳网络安全机制

它们可随需求的变化而扩展 此外 以太网供电 PoE 等特性则允许公司迅速部署无线和 IP通信

服务等高新技术 包括 Cisco Smartports Advisor等的免费思科网络助理 简化了交换机和网络的安

装 使用和管理 这些可适应环境的交换机允许企业定义多个安全优先级别 建立一个定制屏障

来保护网络免遭新老威胁的影响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以线速提供安全的并发服务 可提高网络性能 它们

内嵌的无线基础设施采用了思科自防御网络安全技术 包括业界著名的防火墙 入侵防御系统

VPN 网络准入控制 安全远程接入 自适应威胁防御和协作式安全系统 这些路由器支持语音

可帮助中小型企业安全地部署以客户为中心的应用 它们经过专业化设计的架构简化了设置和管

理 可确保成本最低  

 

 

 

 

思科 SMB级安全网络平台 
凭借可靠 安全 易用的网络帮助企业实现成功 

产品简介 



 
 
 
 
 
 
 

  

思科 SMB级安全网络平台 凭借可靠 安全 易用的网络帮助企业实现成功 

Cisco ASA 5500系列自适应安全设备 这些高性能 一体化安全设备采用了思科自防御网络的

组件 提供 Anti-X 防御 可抵御网络威胁 此外 它们还提供应用安全 网络控制和抑制 以及

安全连接技术 这些多功能设备降低了当前和未来成本 有助于平台和管理标准化 其中包括可由

用户安装的安全服务模块 能使企业在不更换硬件的情况下更改其网络安全服务  

 

Cisco Aironet接入点 这些基于标准的安全无线解决方案可在需要连接的任意地点提供网络接

入功能 具备市场领先的灵活性和可管理性 它们符合 IEEE 802.11a b和 g规范 其灵活性可满

足当今企业的网络需求 而可扩展性则有助于企业符合未来要求  

 

思科 SMB级安全网络平台解决方案产品系列 

 

 

优势 

思科 SMB级安全网络平台解决方案可以  

确保成本最低 针对 SMB 定制集成的技术可保护您的网络和技术投资 满足您现在乃至未来的

业务需求  

帮助企业获得更高竞争实力 易用的模块化产品提供了您所需要的灵活性 可快速访问关键任务

应用和应答客户查询  

防止网络遭受攻击 业界领先的安全保护和思科自防御网络技术可保护您的网络 使您的业务不

间断运行 并保证您的数据安全  

提高工作场所效率 安全网络连接和应用可用性可提高员工生产率 协作性和满意度  

 

此外 在您需要时 还可使用思科 SMB 支持助理等可靠的技术支持资源 它们提供了丰富技术经

验和创新客户服务 可立即解决问题 思科服务和支持可帮助中小型企业经济有效地保护网络投资

和确保运行可靠性  

 

思科安全网络平台解决方案专为中小型企业而设计 可满足您的所有网络需求 以便您可安心处理

业务  

 

了解更多信息 

如需有关思科 SMB 级安全网络平台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立刻致电思科客户代表或经销商 您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cisco.com/go/partnerlocator/ 

 

如果您在亚太地区 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ap/smbclass/network 

解决方案组件 具体产品 

Cisco Catalyst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Express 500和 2960系列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800 1800 2800和 3800系列 

Cisco ASA 5500自适应安全设备 Cisco ASA 5510 

Cisco Aironet接入点 Cisco Aironet 1100和 1200系列 



 

  
  
  
  
  
  
  
  
  
  
  
  
  
  
  
  
  
  
  
  
  
  
  
  
  
  
  
  
  

 

思科系统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
场东方经贸城东一办公楼 19-21层 
邮政编码 100738 
电话 (8610) 85155000 
传真 (8610) 85181881 

上海 
上海市淮海中路 222 号力宝
广场 32-33层 
邮政编码 200021 
电话 (8621) 23024000 
传真 (8621) 23024450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A塔 34层 
邮政编码 510620 
电话 (8620) 85193000 
传真 (8620) 85193008 
 

成都 
成都市顺城大街 308号冠城
广场 23层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 (8628) 86961000 
传真 (8628) 8652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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