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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思科统一接入技术概览：融合接入 

简介 

目前，全球仅有 1% 的事物与网络相连。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上的人员、流程、数据和物品不断增长和相互融

合，将使网络连接比以往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和价值，为国家、企业和个人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思科称之为万物互

联 (IoE)。虽然设备数量、应用和带宽需求不断增加，但 IT 部门的员工数和预算仍保持不变。IT 组织正在努力管理

自带设备 (BYOD) 的趋势和移动设备与流量的增长。他们面临着两大挑战： 

● 管理分开的有线和无线网络、多个管理系统、多个网络操作系统和无秩序设备载入过程带来的复杂性。 

● 有线和无线架构、策略、安全、功能和操作的不一致性。与有线网络相比，无线网络不具备相同级别的精细

服务质量 (QoS)、策略和终端设备附近的安全实施。 

思科®统一接入作为 IoE 智能网络平台，能够提高业务敏捷性、运营效率并提供全新互联体验。 

思科统一接入战略 

思科统一接入解决方案以“一个策略、一种管理、一个网络”为基础，提供集成、简单、智能的网络平台，使 IT 团

队缩短了网络运行时间，集中更多精力开展协作和创新，助力企业实现业务专长和业务转型。 

思科一个策略 (Cisco One Policy) 提供一个跨整个网络的情景感知（何人、何事）中心策略平台，具备对有线、无线

或 VPN 网络的全系统可视性。思科一个策略能够简化策略和安全的设计与实施。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帮助企业

实现集中式策略平台。 

思科一种管理 (Cisco One Management) 为有线和无线融合网络提供全面的生命周期管理、性能保障和合规性。思

科一种管理简化了网络管理操作。Cisco Prime™ 基础架构提供了一个中心平台，可以跨无线、有线、园区和分支机

构网络基础架构，对应用和服务实现集成生命周期管理和可视性。 

思科一个网络 (Cisco One Network) 将有线和无线网络融合成一个统一基础架构，实现了简便、更智能、操作一致、

可扩展和开放式的架构。此外，思科正在将有线基础架构的概念、功能、弹性和可扩展性延伸至无线基础架构。思

科一个网络由以下核心产品组成： 

● 新的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交换机通过内置 Cisco IOS® 软件无线 LAN 控制器 (WLC)、全新统一访问数

据平台 (UADP) 应用专用集成电路 (ASIC) 和增强的硬件和操作系统兼具有线和无线功能。 

● 基于思科 IOS 软件的全新 Cisco 5760 WLC 被作为设备使用。 

●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无线服务模块 2 (WiSM2) 或 Cisco 5508 WLC（具备软件升级功能）。 

思科一个网络通过全网智能与分析、扩展、更快的服务转出和更好的变更管理，实现独一无二的终极业务敏捷

性。思科一个网络部署简单，具备强大的网络一致性、更好的数据分析和更智能的网络设计与操作，从而提高了

业务效率。 

http://www.cisco.com/go/unifiedaccess
http://www.cisco.com/go/unifiedaccess
http://www.cisco.com/go/unifiedaccess
http://www.cisco.com/go/ise
http://www.cisco.com/go/primeinfrastructure
http://www.cisco.com/go/primeinfrastructure
http://www.cisco.com/go/primeinfrastructure
http://www.cisco.com/go/3850
http://www.cisco.com/go/3850
http://www.cisco.com/go/3850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302/Products_Sub_Category_Home.html
http://www.cisco.com/go/wism2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2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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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一个网络基础架构和融合接入模式 

思科一个网络的基础包括： 

● 融合有线和无线网络：单一物理基础架构可增加业务敏捷性、简便性和规模，并实现更高的操作效率。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是具备集成无线控制器功能的融合接入交换机，它也是统一有线和无线网络的基础。 

● 全网一致的智能和操作：使用一组常用网络功能和情景感知智能为整个有线无线基础架构范围内的策略、可

视性、分析和精细 QoS 服务，从而提供简便性和一致的用户体验。其基础是针对有线和无线使用同一个常用 

ASIC 设计和同一个常用操作系统，进一步增强功能一致性。 

● 融入思科开放网络环境：业内首个有线和无线通用接口，为实施可编程数据面板提供了蓝图，并通过 OnePK 

进一步增强企业园区的业务敏捷性。 

思科融合接入模式是“思科一个网络”中的一个主要架构组成部分，该模式使用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作为单

一平台，支持集成的有线-无线功能，包括由全新 ASIC 驱动的 LAN 转换和无线功能。可直接在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上终止无线接入点，即终止无线接入点控制和预配置 (CAPWAP) 数据和管理通道，以便于在本机将无线数据

流量 (802.11) 转换为有线流量 (802.3)，反之亦可。新交换机支持强大的无线吞吐带宽（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

最大 40 Gbps，5760 无线控制器最大 60 Gbps），因此融合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使网络能够处理移动数据的扩

散。在网络边际的这种有线无线融合还为整个网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级别可视性和策略一致性。融合接入的优势

还包括高吞吐量性能（无线数据面板会在网络边际终止），满足了高无线密度、带宽消耗量高的视频应用和高度可

用智能手机的三重需求。由于无线数据通道会在硬件中终止，因此无论客户端数量是多少，Cisco Catalyst 3850 交

换机和 5760 无线控制器均以线速执行。此外，思科将拥有 20 余年历史的思科 IOS 软件的卓越技术应用于无线网

络，而之前该技术只能用于有线网络。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是适用于有线和无线网络的融合接入交换机。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主要具有以下

几个特性： 

● 业内一流的具备 480-Gbps 堆叠的固定式可堆叠接入交换机，适用于千兆桌面和 802.11ac 无线。 

● 融合有线和无线接入，每个交换机/堆叠可支持最大 40 Gbps 无线吞吐量、50 个接入点和 2000 个无线客户端。 

● 所有端口配置 Flexible NetFlow 实现分布式智能服务，硬件功能支持 TrustSec 和 MediaNet，使用 Cisco® 

Catalyst® Smart Operations 使操作更加简化。 

● 由全新 ASIC 支持的思科开放网络环境的基础，具备可编程性并能保护投资。 

新的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还提供高级无线电资源管理 (RRM) 功能，其中邻居发现；噪音、干扰、负载和覆盖

范围测量功能；使用邻居列表和欺诈限制与检测功能。其他思科高级无线电频率 (RF) 技术包括 Cisco CleanAir®、

ClientLink 2.0 和 VideoStream。CleanAir 使用硅级别智能，创建能够减少 RF 干扰的频谱感知、自动优化的无线网

络。VideoStream 通过执行视频优先级、控制资源预留和可靠组播，为无线传输视频提供始终如一的卓越性能。 

除了在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上终止无线数据通道、在硬件内应用策略和 Flexible NetFlow 的能力之外，不论

所应用的策略数、QoS 条目数、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数量或连接的客户端的数量有多少，Cisco Catalyst 3850 交

换机与其内置无线控制器功能都持续提供线速率吞吐。（请参见图 1。） 

http://www.cisco.com/web/solutions/trends/open_network_environment/index.html?CAMPAIGN=Cisco+Open+Network+Environment&COUNTRY_SITE=us&POSITION=sl&REFERRING_SITE=Cisco.com+homepage&CREATIVE=open+network+environment2+homepage+spotlight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394/ns348/ns1070/aag_c22-594304.pdf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394/ns348/ns1070/aag_c22-594304.pdf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394/ns348/ns1070/at_a_glance_c45-6880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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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融合有线和无线网络的单一平台 

 

其他部署模式 

除融合接入之外，思科还提供其他无线基础架构部署模式，支持所需灵活性，从而实现网络与业务需求的最佳

匹配。 

● 自主部署：这是一个不使用无线控制器的部署模式。通常用于小型客户部署。无线接入点可提供射频管理，

并与 ISE 和 Prime 基础架构直接合作，满足策略和网络管理的需求。 

● FlexConnect：该部署模式可通过广域网 (WAN) 链接，支持在分支机构或远程办公室内设置可从公司总部访

问的无线接入点，无需在每个分支机构办公室放置一台控制器。如有需要，该部署模式中的接入点可在本地

转换客户端数据流量，并在本地执行客户端验证。基于业务需求，还可在动态基础上将流量送回至集中放置

的无线控制器。 

● 集中部署：该部署模式允许集中管理无线基础架构，其中所有无线终端关联或验证任务均由 WLC 处理。该

模式通常部署于中到大型园区或分支机构环境。接入点配置也受 WLC 管理。接入点从 WLC 下载全部配置，

并作为无线接口接入客户端。所有管理和数据包均传递至 WLC，然后 WLC 在无线客户端与网络有线部分之

间转换包。（请参见图 2。） 

图 2.   各种无线部署模式比较 

 

表 1 列出了这些部署模式之间的特征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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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署模式特征比较 

功能 自主部署 FlexConnect 集中部署 融合 

融合 LAN 和 WLAN 的操作系统 - - - 是 

每个网络层的流量可视性 - - - 是 

适用于 LAN/WLAN 的单一策略执行点 - - - 是 

高级功能：高可扩展性 - 是 是 是 

高恢复能力：次秒级故障转移 - 是 是 是 

一个策略：ISE 是 是 是 是 

一个管理：Prime 基础架构 是 是 是 是 

同类最佳的射频 是 是 是 是 

思科统一接入技术优势 

思科统一接入具备下列独一无二的功能，并能够在整个思科有线和无线基础架构间共享这些功能，从而带来全新互

联体验。 

● 同时适用于有线和无线网络的单一平台：融合接入在整个有线-无线基础架构中使用同一组常用情景感知智能

和网络功能，其基础是同一个思科 IOS 软件操作系统和一个适用于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与 5760 无线

控制器的 ASIC 设计，从而实现操作一致性和简便性。使用单一平台的优势是提高了业务效率，并获得一

致、优质的用户体验。 

● 网络范围可视性：无线数据流量现可在网络边际转换为有线流量，因此适用于有线网络的所有工具和技术均

可用于无线网络。此外，由于无线数据流量不再密封在通道内，所以 IT 管理员可在数据路径旁的每个中继段

获得网络所有位置的可视性。思科统一接入能够通过强大的应用可视性和控制 (AVC) 工具，如 Cisco 

Flexible NetFlow 和 WireShark，帮助客户识别、分析和优化其有线与无线应用流量。这种全网可视性的优势

意味着更快的故障排除和问题解决速度，以及更为精确的容量规划能力。 

● 一致的安全和 QoS 控制：目前，可将相同设置的安全和策略要求应用于有线和无线网络，自边际网络开始，

经由主干网，直达数据中心。思科提供整个网络内的复杂安全功能，从而帮助强化安全并使分支数减到最

少。之前讨论的高级 QoS 架构允许基于接入点、无线电、服务设备标识符 (SSID)、客户端和应用等项进行

粒度控制，从而支持业务优先级并应用带宽合理共享策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 最大的恢复能力与快速状态恢复：思科统一接入凭借状态切换和其他许多高可用性机制提供最大化网络畅通

性，这些机制可提供最可靠的网络和最快的 WLAN 和 LAN 恢复速度（有线和无线之间次秒级切换）。如此

高可靠性的网络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可以最少的中断提供业务应用和服务。 

● 使用分布式有线和无线数据面板扩展：分布式有线和无线数据面板赋予了企业扩展能力，每个交换堆叠可达

到 480G，高达 40G（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和 60 G（Cisco 5760 无线控制器）的无线吞吐量，72K 

接入点和 864K 无线客户端，这些客户端由 Cisco 5760 无线控制器或 WiSM2 模块支持，从而交付业内最大

的第 3 层移动域和最高扩展性。客户可以从这样具有高可扩展性的解决方案中受益，因为他们可以进行规

划，以便未来增加数以千兆的桌面和 802.11ac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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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融合接入模式中的移动性 

新的思科融合接入模式为当前无线基础架构达到新的创新和扩展水平提供了一条发展路径。融合接入的主要优势是

数据和控制面板的分离。它使交换机可支持数万兆吞吐量，而不是将数据带回到集中控制器，从而实现了扩展数据

吞吐量的能力。凭借融合接入，可在网络边际（基于网络和安全策略）控制并优化无线终端生成的数据流量，而不

是首先经由中心 WLC。具有分布式普遍实施基础架构的中心策略平台可对 NetFlow 和高级 QoS 等有线和无线流量

提供通用策略和服务，这点将会在本白皮书的后续章节中讨论。 

下列移动组件构成了融合接入模式的主要组件。 

● 移动代理：移动代理是一项用于管理无线客户端数据库（包括客户端关联或验证状态）的功能。每个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都能生成一个管理多达 50 个接入点和高达 2000 个无线客户端的移动代理。移动代理

还负责接入点连接和 CAPWAP 终止。 

● 移动控制器：移动控制器可提供交换机之间对等组漫游、RRM 和来宾访问等移动管理任务。各移动子域需一

个移动控制器。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可用作中、小型部署的移动控制器。对于大型部署，需要专用的 

WLC 例如 5760 WLC 或 WiSM2/5508 进行软件更新 。 

无线客户端中的移动漫游可随时从一个物理位置移动至另一个物理位置而不会失去连接和服务，如果漫游限于物理

上集中的少数接入点，则可由一台单一的移动控制器对其进行管理。大量接入点间的漫游可由移动群组中的多个移

动控制器进行管理。 

思科统一接入移动基础架构优势包括： 

● 可扩展性：融合接入部署可为小型、中型和大型部署提供高度可扩展的设计。由于新的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提供从网络边界开始的高无线带宽，且无线数据面板与控制面板分离，从而优化了流量，整个网络因

此可为任何规模的部署提供高性能。 

● 确定策略一致性：默认情况下，所有漫游（不管是否跨越第 3 层边界）都会将终端用户的流量从漫游目的地

交换机（用户当前无线流量终端的交换机）送回终端用户最初关联的原交换机。如此一来，用户的策略执行

点是通过最初交换机而保持固定的，且随着用户继续来回移动，漫游次数更为确定。然而，这种默认行为可

使用设置进行更改，以允许策略执行点移动至漫游用户当前关联的新交换机。 

● 效率：移动代理可在群组内进行完全网格化和自动创建。移动控制器也可在移动群组内进行完全网格化。一

组接入点的漫游流量直接在该组内的移动代理间移动。不同接入点群组间的漫游流量可使用为这类群组服务

的移动控制器进行移动。 

了解融合接入模式中的服务质量 

融合接入可为有线和无线融合基础架构提供新一级的一致、粒度和多级 QoS 功能。在传统网络中，将 QoS 策略应

用于无线 LAN 控制器，而将有线策略应用于交换机端口。有线和无线 QoS 策略间不存在一致性。有线和无线间的 

QoS 定义、粒度和行为不匹配造成了许多网络性能问题。这使不同接入类型间的 QoS 行为匹配变得非常困难。凭借

最新融合接入基础架构，可在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与融合数据流量上实施有线和无线 QoS 监控策略，从而

为网络管理员提供简易管理并为终端用户提供一致体验。参见图 3，以获得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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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当前 QoS 与新 QoS 基础架构的比较 

 

新 QoS 基础架构还可提供增强的无线带宽管理，使用思科的近似公平滴技术确保非实时流量的带宽公平。 

粒度的主要优势和无线的多级 QoS 智能可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对无线进行更好的公平共享带宽管理。以前，由于

无线通道内不能应用 QoS，无线网络在边际缺乏 QoS 可视性和实施，易造成不公平的带宽分配。如今，Cisco 

Catalyst 3850 终止了无线通道，因此所应用的 QoS 更接近用户。还允许 IT 部门基于接入点、无线电、SSID 和遍

及整个有线和无线网络的应用等粒度信息应用 QoS 和带宽公平共享策略。 

迁移至融合接入 
考虑购买新的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的客户可轻松迁移到提供投资保护的融合接入部署模式。该模式支持当前 

802.11n 接入点模型以及将 5508/WiSM2 控制器作为移动控制器。因此，它允许部署其他任何模式（自主部署、

FlexConnect 或集中部署）的客户轻松迁移至融合接入模式并充分借助更多的优势。 

使用情况 
思科统一接入提供具有高度可扩展性的弹性解决方案，可以为不同规模和范围的任何网络部署该解决方案。以下是

三种典型的部署使用案例 

小型分支机构环境 
通常是指分公司或连锁店等小规模网站。通常不提供现场 IT 支持。由于大多数网络服务和资源集中在中心总部，因

此网络可靠性至关重要。当网站数量庞大时，一家分公司的任何简化和效率提高都可为公司带来大量节省。小型分

支机构网站的融合接入可通过单个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堆叠实现，即可支持本地 LAN 和无线需求。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堆叠可用作无线移动代理和移动控制器，支持多达 50 个接入点和 2000 个无线客户端。无需专

用 WLC。 

● 产品特征：高级 QoS、NetFlow、其他无线和有线流量服务、第 3 层可视性和 WAN 效率。 

● 优势：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堆叠内的移动代理/移动控制器冗余使管理简单、可用性好；还有组播优

化、移动设备连接，以及当堆叠内 WAN 中断或交换机出现故障时， 不影响 BYOD 和无线连续性。这些优势

还可与以下描述的环境进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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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小型分支环境的金融服务或零售行业等可能考虑该部署模型。（见图 4。） 

图 4.   小型分支机构部署使用案例插图 

 

大型分支机构或小型/中型校园环境 

通常用于整个建筑物或远程校园等中到大型远程网站。由于在该类环境中存在更多终端用户和设备，因此网络可靠

性至关重要，且可扩展性也变得很重要。优质用户体验和生产率提高是头等大事。融合接入可通过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的多个堆叠实施，从而支持有线和无线网络需求。每个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堆叠都可用作无线移

动代理和移动控制器。该模式无需专用 WLC 就可支持多达 250 个接入点和 16000 个无线客户端。 

● 产品特点：高级 QoS、NetFlow、其他无线和有线流量的服务、第 3 层漫游、VideoStream 和优化的组播、

移动设备连接、BYOD 和网络智能。 

● 优势：优质用户体验以及由于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堆叠内的移动代理/移动控制器冗余带来了卓越可用

性；当堆叠内 WAN 中断或交换机故障时，无线连续性降低了风险 （请参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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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型分支部署使用案例插图 

 

主园区环境 

通常是指一个园区内有多个建筑物的大型环境。可扩展性和基于业务需求及时部署服务的能力是重中之重。主园区

环境的融合接入可通过多个 Cisco Catalyst 3850 交换机堆叠实施，并通过将单独的 5760/5508/WiSM2 作为专用 

WLC 支持有线和无线网络需要。每个 Catalyst 3850 堆叠都可作为无线移动代理，支持多个接入点组。注意，融合

接入可与其他无线部署模式（例如集中部署模式）共存。现有的有线和无线基础架构组件可继续使用 CAPWAP 通道

为无线数据流量服务。通过专用 WLC (5760/WiSM2/5508) 作为移动控制器，思科统一接入支持最大的第 3 层漫游

域及多达 72000 个接入点和 864000 个无线端点。 

● 产品特征：可扩展性设计、高性能、大量移动和漫游支持、高级 QoS、NetFlow、其他无线和有线流量服

务、BYOD 和网络智能。 

● 优势：用于大型部署（超过 250 个接入点）的最高可扩展性、快速服务部署的业务敏捷性、简化的移动部

署，以及支持大范围的第 3 层漫游域。 



 

 

大学校园或企业园区环境等客户可能考虑该部署模型。（请参见图 6。） 

图 6.   主要园区部署使用案例的插图 

 

总结 

思科统一接入通过“一个策略、一种管理、一个网络”为客户提供万物互联的业务平台。思科一个网络重新定义了

“网络即平台”的理念，使网络更为敏捷、一致、高效和简捷。思科统一接入将有线和无线网络转化成为一个融合的

统一基础架构，提供简单性、更高的智能、操作一致性、可扩展性和开放接口，从而获得更强的业务敏捷性和更高

的效率。 

有关思科统一接入的详情，请访问 www.cisco.com/go/unified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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