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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H 牌 HA 牌

創新

辨識和服務超過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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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檢查流量
和應用程式流量，以強制執
行網路存取原則，並且抵禦
攻擊。

2300 個應用程式
H 牌交換平台僅限透過 ACL 
分類基本流量及強制執行原
則。H 牌動態分段需搭配使
用通道節點的集中資料層面
架構，可能會大幅降低系統
效能，並增加資本支出。

1900 個應用程式
HA 牌透過 iPCA 提供 SLA 
監控，效能有限。HA 牌 
NetStream 仍僅限於部分平
台使用，大多數時間仍類似
試行狀態。完整 NetStream 
難保不會成為交換器的效能
負擔。

透過藍牙低功耗 (BLE) 或 
Wi-Fi 追蹤使用者位置

無論是透過 BLE 定位功
能或 Wi-Fi 追蹤，皆可
實際查看客戶的精準位
置。

Cisco DNA Spaces 可支援
追蹤 BLE 和 Wi-Fi 裝置位
置，準確度可達 1 到 2 公尺
以內。

區分追蹤 BLE (Meridian) 和 
Wi-Fi (ALE) 的平台
H 牌在存取點提供有限的
藍牙支援，但缺乏精準的 
Wi-Fi 定位。與思科不同的
是，H 牌不支援虛擬 BLE 定
位功能，也無法根據 Wi-Fi 
接收訊號的角度精準定位。

HA 牌不支援虛擬 BLE 信標
功能。HA 牌根據接收訊號角
度 (AoA) 執行 Wi-Fi 定位的
解決方案未經實證。 

與特定位置的客戶互動

制定相關業務決策，同時
提供更個人化的體驗。 Cisco DNA Spaces 解決方

案有助於瞭解使用者與環境
的互動情形，企業可據此做
出更明智的決策。 

（僅限使用 BLE）
H 牌的存取點、標籤和 
Meridian 應用程式提供 
BLE 定位功能，可協助指引
方向及與客戶互動。

否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os-nx-os-software/flexible-netflow/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os-nx-os-software/flexible-netflow/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xml/ios/qos_nbar/configuration/xe-16/qos-nbar-xe-16-book/nbar-dns-as.pdf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ios-nx-os-software/network-based-application-recognition-nba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dna-space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dna-spac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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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依端點類型監控

針對有助於偵測問題的
裝置行為與資料進行監
控與分類。

思科可使用 Stealthwatch 
和 NetFlow 的分析來監控行
為，並使用思科軟體定義存
取分類網路邊緣及網路內的
流量。

有限
A 牌 Tunneled Node 的效能
有限，是功能相當侷限的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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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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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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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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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尖峰期間的使用者
體驗

在意料之外的尖峰使用
期間自動最佳化無線網
路，無需新增存取點。

彈性無線電指派功能可自動
執行網路最佳化，在無法預
期的高使用密度期間改善使
用者體驗。

有限
是

有限
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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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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wireless/aironet-3800-series-access-points/index.html
http://e.huawei.com/cn/products/enterprise-networking/wlan/indoor-access-points/ap4050dn-e
https://www.cisco.com/c/m/zh_hk/solutions/global-partners/apple.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nterprise-networks/802-11ac-solution/at-a-glance-c45-7371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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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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QoS 應
用程式能簡化端對端 QoS 的
提供方法。

有限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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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限 HA 牌存取點和交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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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提供 Persistent 
PoE、Fast PoE 和 Universal 
PoE，同時透過使用 
StackWise 的高可用性提供
多層級的備援。

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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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在雙交換器的平台
上支援 PoE 和 PoE+ PoH 
(95W)。單一 S5700 平台上
的電源備援為 1:1 PoH（透
過 HDMI 供電）(95W)。HA 
牌的永久 PoE 和快速 PoE 
技術不如思科快速及成熟。

WAN、WLAN 和有線網
路穩定一致的自動化

使用單一面板，在數分
鐘內線上部署分支機
構，或建立全新應用程
式原則。

使用 Cisco DNA 中心，
透過 SD-WAN 集中佈
建 WAN 路徑，並透過 
TrustSec 確保安全、加
密、掌握應用程式和控制。

有限
H 牌-A 牌使用 AirWave，
自動化部署交換器和 AP。
缺少管理 AirWave 中 WAN 
裝置的功能。

有限
HA 牌需有 eSight 和 Agile 
Controller 兩個儀表板，才
能部署自動化園區，而且 
CLI 經常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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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deo.cisco.com/detail/videos/enterprise-networks/video/4774660139001/apic-em-easy-qos-demo?autoStar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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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en/us/td/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_7_0_ex/network_powered_lighting_guide/b_370ex_network_powered_lighting_3850.pdf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_7_0_ex/network_powered_lighting_guide/b_370ex_network_powered_lighting_3850.pdf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upoe/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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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series-switches/q-and-a-c67-738577.pdf
https://www.cisco.com/c/zh_hk/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d-wan/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trustse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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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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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包括軟體定義存
取、TrustSec、身分識別服
務引擎及快速威脅遏制。

有限

需有 
ClearPass、Introspect、 
AirWave 等多項產品

有限
需有 Agile Controller、 
eSight、CIS 等多項產品。

安全防護主動學習

防範網路新威脅，避免
遭駭。 Cisco Talos 饋送功能可加

強防禦，防範已知及新興威
脅。

透過 ClearPass 中的 Niara 
取得和整合功能，H 牌可針
對安全疑慮提供機器學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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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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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hk/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trusts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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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threat-containment/index.html
https://engage2demand.cisco.com/LP=6173?oid=anren0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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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和思科的合作夥伴關係

作業系統層級最佳化，
改善 iOS 裝置漫遊

在 iOS 和 MacOS 裝置
的作業系統層級，安排
業務關鍵應用程式的優
先順序

iOS 裝置可檢視網路效
能，提升疑難排解的成效

無線和行動化服務

深度

思科提供全方位的多元服
務產品組合，並配有 Wi-Fi 
6 (802.11ax) 端對端專
家指導，包括 WLAN 評
估、WLAN 解決方案設
計、WLAN 建議和實作、RF 
現場會勘和設計，以及適用
於 WLAN 的業務關鍵服務。

H 牌提供適用於 Wi-Fi 6 
的廣泛 WLAN 諮詢和實
作服務，包括預測 WLAN 
現場會勘及高級設計服
務、AirWave 部署和整合服
務，以及 H 牌 FlexNetwork 
整備度評估。

有限
HA 牌提供類似思科的 
WLAN 服務，例如 WLAN 
規劃和設計，以及根據六維
模型發展而成的設計方法，
納入容量、頻寬、部署、 
頻道、涵蓋範圍和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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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H 牌 HA 牌

無線和行動化服務

可輕鬆採用及部署的網
路專業知識等級

提供現場 RF 會勘和設計諮
詢服務，能為無線網路基礎
評估、設計和打造堅實的 
WLAN RF 基礎架構。思科
專家會在客戶的站點現場測
試，測量 RF 傳播、涵蓋範
圍、干擾和訊號品質，確認 
WLAN 基礎架構可隨著動態
環境改變而調整。

有限
預測 WLAN 現場會勘及高
級設計服務是由遠端執行，
並使用 AI 預先判斷存取點
數量和位置，進而強調需要 
WLAN 支援的區域。透過 
AirMatch 軟體自動執行 RF 
最佳化，無法選擇由無線專
家現場測試。 

有限
HA 牌提供多種遠端自助產
品，例如 WLAN 規劃快速
入門指南及 WLAN Planner 
模擬工具。這項工具會模擬
實際建築結構，視覺化呈
現網路涵蓋範圍所遇到的障
礙，並提供選購的 RF 模擬
工具。HA 牌不提供無線專
家現場評估或測試 RF 的服
務。

資安

「WLAN 建議和實作」運用
調適性的無線入侵防護，以
自訂解決方案最佳化 RF 涵
蓋範圍和效能，保護網路免
受威脅。進階惡意軟體防護 
(AMP) 是唯一能在攻擊前後
及攻擊期間兼顧所有端點的
進階惡意軟體保護系統，並
能持續收集資料及執行進階
分析。

H 牌運用 A 牌 Instant 
Wi-Fi 及內建的無線入侵防
護解決方案和頻譜分析儀，
支援 RFProtect 軟體，藉
此防範拒絕服務和中間人攻
擊，緩解無線安全威脅。

有限
HA 牌使用無線入侵防護系
統和新一代偵測入侵防護系
統，以及 Wi-Fi 受保護存
取選項，但安全威脅分析或
進階惡意軟體防護的效能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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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