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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器競爭力比較

思科 H 牌 HA 牌 J 牌

創新

自訂晶片保護
投資

獨特且強大的 
UADP ASIC 能
提供領先業界的
功能。

思科自訂晶片可協助確保
企業功能健全、延長平
台使用壽命，以及保護
投資。

有限

併購數家廠商導致產品線
不一致，且使用壽命短。
交換平台大多使用商用晶
片，彈性受限。 

有限

與 Cisco UADP 相
比，HA 牌 ENP 的能力較
弱。HA 牌缺少高速堆疊
介面、效能和彈性、封包
處理彈性，且無法完整掌
握資料流量。

交換平台使用商用晶片，
使彈性與功能受限。

雲端管理

Cisco Meraki 儀
表板可提供卓越
的客戶體驗，並
簡化業務營運。

Cisco Meraki 儀表板是開
放軟體架構，具有擴充能
力，可加速並大幅提升企
業網路的運作。

Multigigabit 
技術

提供客戶適
用於 Wi-Fi 6
、802.11ac 
Wave 2 等技術
的交換器。

Cisco Multigigabit 技術
能在既有的 Category 
5e/6 纜線上提供 
1G、2.5G 和 5G 速度，
給予客戶適用於未來創新
技術的存取網路。

有限

H 牌提供相同的 
Multigigabit 技術 Smart 
Rate，但只能在少數產
品平台上使用，能使用
的連接埠也有限。

有限

部分交換器型號的 
Multigigabit 速度最高僅 
2.5G。

https://meraki.cisco.com/products/switches?dtid=osscdc0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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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H 牌 HA 牌 J 牌

創新

應用程式能見度
與控制 (AVC)

辨識和服務超
過 1,400 個應用
程式。區分非加
密和加密應用程
式，有助於確實
妥善處理業務關
鍵流量。

思科存取交換器透
過 Cisco IOS Flexible 
NetFlow、DNS-AS、 
NBAR 和 Cisco DNA 
Assurance 檢查流量和應
用程式流量，以強制執行
網路存取原則，並且抵禦
攻擊。

有限

H 牌交換平台僅限透過 
ACL 執行簡單的基本流量
分類，並強制執行原則。
這些平台也受限於存取交
換記憶體的容量不足。

有限

HA 牌 iPCA 僅能提供有
限的 SLA 監控。

整合式基礎架
構：WAN、 
WLAN 和有線網
路穩定一致的自
動化。

使用單一控制面
板和真正的網路
整合功能，在數
分鐘內即可線上
部署分支機構，
或建立全新應用
程式原則。

使用 Cisco Prime 
Infrastructure，透過 
IWAN 集中佈建 WAN 路
徑，並透過 Cisco DNA 
中心和 Cisco TrustSec 
確保安全、加密、掌握應
用程式和控制。

有限

H 牌使用 SDN 控制器和 
AirWave，只能自動部署 A 
牌交換器基礎架構。為打
造單一面板，H 牌為原本
的 H 牌交換器採用 IMC，
但不支援 AirWave。 

有限

HA 牌的 SVF 並不提供真
正的網路整合功能。

依端點類型執行
監控

針對有助於偵測
問題的裝置行為
與資料進行監控
與分類。

思科使用 Stealthwatch 
和 NetFlow 的分析
來監控行為，並使用 
TrustSec 分類網路邊緣
及網路內的流量。

有限

A 牌提供的功能非常有
限。Tunneled Node 提
供功能齊全的解決方
案，但無法延展。

有限

客戶可選擇使用 iPCA，
但其平台支援項目和掌
握能力均有限。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os-nx-os-software/ios-netflow/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ios-nx-os-software/network-based-application-recognition-nbar/prod_case_study09186a00800ad0ca.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nb-09-dna-center-so-cte-en.pdf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nb-09-dna-center-so-cte-en.pdf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prime-infrastructu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prime-infrastructu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telligent-wan/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os-nx-os-software/ios-netflow/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trustse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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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H 牌 HA 牌 J 牌

創新

不執行重大升級
即可支援新功能

運用現有的存取
點、控制器和交
換器來避免重大
升級，也不會影
響效能。

思科整合自訂 
ASIC、UADP 和存取點模
組化，為您提供創新功能
支援。

有限

不支援模組化 AP。交換
平台使用自訂 ASIC，擴
充能力有限。

有限

目前不支援模組化存取
點，無法支援位置分
析和信標/BLE。僅有 
AP4050DN 提供模組化
機制，供 IoT 案例使用

沒有無線平台和交換平台
使用商用晶片。

靈活度

為 Apple 使用者
提供更好的體驗

針對所有 Apple 
裝置上的業務相
關應用程式提供
更好的使用者體
驗。

思科與 Apple 聯手合
作，為連線至思科網路的 
Apple 裝置使用者提供更
好的使用者體驗。

有限

只能手動調整 QoS 優先
順序和 Wi-Fi 標準，以此
方式支援功能。

有限

只能手動調整 QoS 優先
順序，以此方式支援功
能。

高可用性

支援業務復原備
援功能。 思科交換器提供創新 

ISSU 功能、GIR、堆疊
熱待命 N+1 備援，以及
備援電源和風扇。

有限

HA 牌聲稱其部分交換器
具備 ISSU。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wireless/catalyst-9100ax-access-point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wireless/catalyst-9100ax-access-points/index.html
https://e.huawei.com/cn/products/enterprise-networking/wlan/indoor-access-points/ap4050dn-e
https://www.cisco.com/c/m/zh_hk/solutions/strategic-partners/app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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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H 牌 HA 牌 J 牌

靈活度

全網路的應用程
式效能一致

在不中斷 IT 運作
的情況下，自動
確保整個網路的
語音視訊體驗。

透過最佳作法，視訊 QoS 
可簡化端對端 QoS 的提
供方法。

偵測到新裝置並
設定功能

IP 電話、相機、
存取點或其他裝
置連線時，系
統會自動套用 
QoS、VLAN 和
安全防護等組
態。

透過 Cisco Auto 
Smartport，思科可動態
偵測裝置，並根據連接埠
上偵測到的裝置類型設定
連接埠。

有限

H 牌可在附加於 H 牌交
換器的 AP 上偵測並設定
特性，但無法偵測其他
裝置類型。 

IoT 及其他裝置
的電源彈性

讓 IoT 及其他透
過 PoE 供電的
裝置都能持續運
作，即使交換器
重新開機期間也
不中斷。

思科支援 Persistent 
PoE、Fast PoE 及 
Universal PoE，同時透
過 StackWise 提供多層
級的備援。

有限

H 牌提供基本的 PoE/
PoE+ (30W) 支援，並提
供少數交換器支援的雙電
源 1:1 電力備援。

有限

HA 牌只在單一 S5700 
平台上支援 PoE 及 
PoE+ PoH (95W)。單一 
S5700 平台上的電源備援
為 1:1 PoH（透過 HDMI 
供電）(95W)。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docs/quality-of-service-qos/qos-video/212134-Video-Quality-of-Service-QOS-Tutorial.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witches/lan/auto_smartports/configuration/guide/iosaspcg/concepts.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witches/lan/auto_smartports/configuration/guide/iosaspcg/concepts.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upo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9000/nb-06-cat-9k-stack-wp-cte-en.pdf


競爭產品比較
思科公開資訊

© 2019 思科和/或其附屬機構。版權所有。

思科 H 牌 HA 牌 J 牌

資安

整合安全

在維護網路安全
方面持續領先群
雄。

思科交換器提供進階
安全功能，例如 Cisco 
TrustSec、網路即
服務 (NaaS)、Cisco 
Network Security 
Analytics、Cisco 
Stealthwatch、思科身
分識別服務引擎、加密
流量分析、網路即控制
器 (NaaE)、mDNS 閘道
及 MACsec-256 連結加
密。

威脅偵測

從單一位置快速
清除整個（有線
及無線）網路中
的威脅。

使用思科的安全解決
方案，清除整個網路
中的威脅。產品包括 
Stealthwatch、 
TrustSec、值得信賴的
解決方案、加密流量分
析、身分識別服務引擎
及快速威脅遏制。

有限

H 牌提供 
sFlow、ClearPass 和 
Tunneled Node，支援
有線和無線網路的安全
防護。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trustsec/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network-security-analytics.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network-security-analytics.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eta.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eta.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net-enforcer.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net-enforcer.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trustsec/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about/trust-center/technology-built-in-security.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about/trust-center/technology-built-in-security.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eta.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enterprise-network-security/eta.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rapid-threat-containm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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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H 牌 HA 牌 J 牌

資安

改善可用性、靈
活度和原則分段
的意向型網路

意向型網路可改
善網路可用性和
靈活度。透過自
動化設計、實
作、運作，以及
進階網路保證，
簡化端對端網
路生命週期的
管理作業。下載 
Gartner 報告。

使用 Cisco DNA 中心，
集中管理網路設計、原則
和所有無線和有線網路佈
建，並落實自動化。

有限

A 牌 Tunneled Node 提
供功能齊全的解決方
案，但無法延展。

用於交換的服務

深度

提供端對端自訂服務及
專家指導，加速部署和
轉型，順利改用全新或
擴充 Cisco Catalyst 系
列的交換產品組合。

網路基礎架構服務橫跨整
個生命週期，提供重要的
諮詢和專業服務，包括 A 
牌交換器實作、網路增
強、預先部署策略、部署
和整合。

有限
HA 牌提供少數差異化規
劃、設計和實作服務，但
沒有與交換服務相關的清
楚資訊或延伸訊息。

網路生命週期服務可提
供諮詢、自訂實作、測
試、現場技術、遠端營
運、維護、遠端管理、
培訓和交換支援認證服
務。J 牌 最近為了發展 
Wi-Fi 和室內定位服務
收購 Mist Systems，支
援可使用 802.11ax 的
認知型 Wi-Fi 交換器。 

https://engage2demand.cisco.com/LP=6173?oid=anren0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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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H 牌 HA 牌 J 牌

用於交換的服務

可輕鬆採用及部
署的網路專業知
識等級 思科專家可提供各種服

務，例如 Cisco DNA 諮
詢服務、SD-WAN 和 
SD-Access 建議、實作
快速入門，以及解決方案
支援團隊（第三方網路環
境等所有問題的主要聯絡
人）。思科也提供多種
跨架構功能，整合適用
於 SD-Access、Cisco 
DNA、SD-WAN、網
路、WLAN 和安全防護的
網路最佳化服務。

有限

H 牌能協助將 A 牌 
AirWave 部署為 WLAN 
管理系統，以滿足網路管
理和監控需求。H 牌也協
助實作、設定及整合預先
定義的管理和監控設計，
為配合客戶網路運作做好
萬全準備。

有限

HA 牌提供多份可供下載
的快速入門指南，包括
快速入門、設定、維護
和升級指南。

J 牌 提供企業交換快速入
門計劃，確保客戶的解決
方案能順利運作。現場顧
問能為交換環境完成初始
設定和部署。提供知識轉
移課程，包括檢視本機實
作和設定選項，供客戶自
由使用，其目的並非要取
代訓練。

資安

「安全分段」是一種研
討會形式的服務，可建
立符合業務目標的分段
策略。這項服務能套用
合規、威脅偵測、內容
安全、資料外洩防護和
其他安全守則的安全和
原則控制機制，降低風
險。這些控制機制能協
助保護資料和智慧財
產，防範內部和外部網
路攻擊。

H 牌安全風險管理與數位
保護服務包括教授新技術
主流趨勢知識和經驗的研
討會、風險和威脅管理，
以及符合業務需求和優先
順序的防護模型。有條理
地說明概念，並搭配使用
模型，保護數位企業。

網路安全設計服務運用持
續更新的資料庫和六項管
理和控制技術，提供存取
安全、傳輸安全、資料安
全、存取行為控制和稽核
合規方面的設計。根據客
戶的業務和網路安全防護
需求，將網路適當地分成
多個安全網域。

諮詢安全服務包括安全
情報整備度評估，能提
供阻擋網路攻擊的相關
資訊。這能協助評估現
場設計和架構的潛在漏
洞，並製作評估和建議
摘要。

https://www.cisco.com/go/trade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