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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 

簡化您的網路：就像 1+1=2 一樣簡單 

 

想像一下，您負責管理一家小型貨運公司的倉庫，並處理一項簡單的工作：分發包裹。

但是您雇主的業務已擴展到 25 個西部城市和 50 個地點。進一步擴展後，您現在需要追

蹤透過卡車、鐵路和飛機運來的包裹，根據包裹性質和重量規劃路線並分發到全球 
10,000 多個不同地點。除了收發貨物需絕對安全外，還要確保每個包裹按時抵達目標位

置，同時不超出預算。 

事情很快變得相當複雜，對此您可能始料未及。但是作為 IT 專業人員，您胸有成竹，因為您對這一切相當熟悉。 

更多用戶 + 更多設備 = 更多複雜性 
網路越來越複雜並且難以管理。十年前，您只需有一名員工透過公司管理的 PC 與企業區域網路連接。用戶通常只使

用單一設備連接到一個網路來存取公司內部的應用程式和資源。 

如今，員工、合作夥伴、客戶和訪客各有不同級別的存取許可權。其中許多人使用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智

慧型手機，而且越來越多人在企業網路上使用自有應用。因此，越來越多的網路用戶連接到設備，如攝影機、印表機、

電話、電錶、醫療設備、工業機器感測器和車輛。上百億設備已連接到全球網路，Cisco 行動視覺化網路指標報告(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預計到 2018 年該數量將翻倍。 

這些設備和用戶正在各種網路上產生更多流量：無線網路、公共網路以及遠端 VPN。而且，這些流量不再僅僅存取

企業資源。許多設備通過由第三方營運的個人應用和雲端應用進行連接（請參見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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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複雜性乘數效應 

 
 
 
 
 
 
 
 
 
 
 
 
 
 
 
 
 
 
 
 
 
 
 
 
現在的用戶類型是十年前的 4 倍、設備類型是 9 倍、網路是 4 倍、資源類型是 2 倍。這意味著網路複雜性是過去的

288 倍！ 

我們稱之為複雜性乘數效應。它會帶來巨大影響： 

● 它使 IT 成為企業的瓶頸。 

● 它會降低工作效率，因為 IT 需要花費大部分時間來保持一切順利運行。 

● 它會限制您的業務靈活性，因為它需要更長時間來適應變化以及啟動並運行新應用。 

● 導致更加難以擴展 IT 服務跟上市場需求、供應商和貴公司需要支援的服務。 

● 同時阻礙創新，因為您最聰明的人員和大量預算不得不用於維護複雜性，而不是實現業務成長。 

如您所知，IT 預算無法與日益增長的複雜性同步增長。事實上，現在對自攜設備、雲端和物聯網等方面的 IT 投資越

多，複雜性越高。 

簡化網路 
IT 不應阻礙您的業務增長，而應對其提供助力。但要讓 IT 人員致力於支援成長而不是管理的複雜性，網路需要大大

簡化。思科可以幫助您使用現有網路具備的功能來獲得成功，而且就像 1+1=2 一樣簡單： 

1. 整合您的有線、無線和虛擬網路，以便對您的整個環境使用整合策略、管理和網路。 

2. 自動執行重複性操作，並使用零接觸部署工具和軟體定義的網路 (SDN) 功能實現創新，以加快調配和提高網路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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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合 
網路複雜性主要源於基礎設施種類繁多，而且需要管理的網路數量眾多。您可能若干年前開始部署了基本的 

LAN/WAN/WLAN，但分支機構數量的急劇增加導致後來採用廣域網路架構。然後，您使用 VPN 實現了遠端工作人

員的連接性。藉由自攜設備，現在用戶需要無論使用任何設備、在任何位置都能獲得相同級別的體驗。這些服務太多

依賴它們自己的單獨基礎設施、單獨策略和單獨管理（請參見圖 2）。 

圖 2. 透過整合存取簡化網路 

 

借助 Cisco ONE 企業網路架構，您的思科網路可幫助降低複雜性，讓您能夠對有線網路、無線網路和遠端網路使用

整合其網路、策略和管理。思科可透過下列功能幫助您整合網路： 

● 採用思科身分服務引擎 (ISE) 的整合策略：對每種類型的用戶、設備、位置和資源手動調配安全策略是一場

噩夢，尤其是當您在有線網路、無線網路和 VPN 領域採用不同策略時更是如此。透過 Cisco ISE，您可以從

業務角度出發，基於用戶的身分、設備、連接、位置和一天中的具體時間來控制策略。Cisco ISE 與 Cisco 

Catalyst®交換器進行通訊，在網路上的所有位置實施這些策略，無需重疊策略。只需指定業務策略，Cisco ISE

能將其轉換為網路操作，您完全不必實際接觸設備。 

● 透過 Cisco Prime™實施整合管理：思科還從管理角度整合您的環境。您不再需要疲於應付不同的管理平台。

無論您擁有哪種設備、網路、應用或用戶，Cisco Prime 都能全面審視您的 IT 環境並提供完整的生命週期管

理功能。因此，您能更快地找出問題並用更少的資源控制您的整個企業網路。 

● 透過思科整合存取和整合運算實現整合網路：整合存取有兩種統整全局的部署模式 – 融合存取和無線重疊。

融合存取架構將您在有線網路中使用的所有 Cisco IOS 軟體功能（可擴充性、彈性、安全性、QoS 和更多功

能）擴展到您的無線基礎設施。在較小場所（最多 100 個存取點）利用可整合無線控制器 Cisco Catalyst 交

換器，則無需設備控制器。對於較大型部署（無論是融合存取架構還是無線重疊架構）基於控制器設備的部署

都更有意義，因為它可以針對各種規模來最佳化 IP 定址和漫遊。對於這些部署，Cisco Prime 能大幅降低複

雜性，並將您的有線和無線網路當作一個網路來進行管理。 

2. 自動化和創新 
大多數 IT 部門幾乎 80%的時間都在執行重複性操作。網路的整個生命週期都會受到影響：從部署網路設備，到管理

網路乃至升級或更換網路設備。其中包括各種活動，例如在您的所有不同網路平台上安裝軟體、管理 VLAN，配置

Qo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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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 
大多時候，您需要分別對網路中的每個交換器、無線控制器和終端設備進行手動設置。鑒於網路中存在數以萬計的設

備，IT 部門將大部分時間用於使網路正常運行也就不足為奇了。您需要自動執行這些高度手動和可重複的任務。 

思科交換器、路由器和無線設備可以在您的網路生命週期內自動進行軟體安裝、配置和對照管理。思科提供的零接觸

功能讓您的網路更易於管理。您只需進行一次配置更改，它就會一致地套用至網路的任何位置；而如果手動進行更改，

則很難避免出現錯誤。 

如果出現問題，您的交換器會自動通知您，並且會進一步提供解決問題所需的具體步驟。因此，故障排除不會持續數

小時和數天；很多問題在尚未對最終用戶造成影響之前即能被辨識和解決： 

● 透過智慧安裝，您只需安裝一次軟體或進行一次配置更改，它就會自動而快速地傳播到您的整個基礎設施。隨

插即用 (PnP) 是下一代智慧安裝功能。它無需具備專業技術的 IT 工程師，而且可加快交換器部署速度，特別

是對於大型分支機構和地理位置分散的網路。 

● 思科設備感測器與思科智慧安裝結合使用，可自動檢測新設備。 

● 透過即時存取，您可以管理園區內的數十種存取交換器，就像它們只是單一主幹交換器上的擴展埠。 

● 自動智慧埠可識別新設備，例如 PC、IP 電話、攝影機或連網電視。套用適當的策略，分配適當的 VLAN。 

● 自動 QoS 可識別設備上的應用並自動配置適當的 QoS。 

● Smart Call Home 是一項自動支援功能，用於監控您網路上的思科設備，它會在您的業務營運受到影響之前

標示問題。 

● Cisco IOS®
嵌入式事件管理器 (EEM) 可提供即時網路事件檢測和註冊自動化，因此它使您能夠根據業務需

求調整網路設備的行為。 

使用思科智慧 WAN (IWAN)，您的路由器也能為分支機構提供自動智慧以簡化營運和降低成本： 

● 性能路由 (PfR) 可將部分網路流量從昂貴的 MPLS 線路轉移到直接網際網路存取 (DIA) 流量線路，並立即調

整應用與資源使其合理配置。 

● 應用可視性與可控性 (AVC) 使 PfR 能夠識別應用，並自動將其匹配到適當的 WAN 連接來提高性能和降低資

源成本。 

● Cisco Prime 隨插即用應用使您能夠自動在網路上部署新路由器，從而減少接觸並高效利用 Cisco Prime 基

礎設施。 

這些功能可節省大量時間，甚至使員工的工作效率達到手動執行時的四倍。它們還可提高您網路的可擴充性和業務靈

活性，因為在您環境中的任意位置添加新設備現在只需一個步驟：插入設備，網路即會處理其餘操作。 

可編程性 
簡化網路的下一步是 SDN，它可在軟體中實作網路功能，在軟體中根據需要進行編程和重新編程。如今，思科可以

利用思科應用策略基礎設施控制器企業模組 (APIC EM)，在您已部署的網路中充分發揮 SDN 的業務優勢。該解決方

案提供智慧、雙向控制層，可讓您使用 SDN 功能來使您的網路： 

● 更簡單，您只需進行一次網路策略更改和配置，它們就會自動套用至所有位置 

● 更具開放性，採用的架構使用開放式 API 和開放標準來整合第 4 層至第 7 層服務、虛擬化和管理供應商 

● 更具創新性，您可以引進最先進的第三方應用，它使用您網路的可編程能力來提供新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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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DN 進行簡化 
思科 APIC EM 可讓您在整個網路的任何位置動態地進行網路更改和配置，而不受特定設備的限制。SDN 使您能夠從

基於設備的網路轉變為基於意圖的網路：即根據您要實現的業務成果管理來最佳化您的網路。現在，您可以將 IT 團

隊花費在配置網路上的時間，轉而用於提供促進實現業務目標的服務。您可以： 

● 簡化存取控制清單 (ACL) 管理：ACL 的管理複雜且耗時，因為您必須逐一手動管理網路上的數百台設備。

而且此過程容易出錯，IT 管理員普遍感到十分棘手。APIC EM 可監控您的整個環境，並自動識別 ACL 的重複

情況、不一致性和配置錯誤。因此，實現安全和法規政策合規性變得更加輕鬆。 

● 端到端調配 QoS：相同的功能應用於 QoS。一次集中地為您的設備和應用配置 QoS。APIC EM 可應用基於

思科驗證設計範本的 QoS 企業最佳實踐，而且無論用戶移動到網路上的任何位置都會自動調配它們。所以，

您不必擔心環境中某個位置的一個設備或應用不符合您的 QoS。 

第三方創新 
作為開放平台，Cisco APIC EM 能更輕鬆地在您的業務中引進創新型新服務。它使用 OpenFlow 等開放標準和開放

式南向 API 來控制和管理您的整個網路。由於在 APIC EM 上支援 CLI API，因此在舊部署上能實現 SDN 功能，而不

需要進行堆高機式的升級方式以完成園區的分階段升級/遷移。Cisco APIC EM 使用開放式北向 RESTful API 為第三

方應用提供深度網路智慧和可編程能力。因此，您可以引進一流的應用（或自己開發）來利用 APIC EM 可編程能力。

您可以像調配 ACL 和 QoS 那樣，在網路中的任何位置部署和運用創新服務。這樣，您就不會受制於單一供應商提供

的產品和功能，可以用更快的速度和更低的成本引進新功能。 

思科已著手開發業界領先的合作夥伴生態系統，旨在為 APIC EM 可編程網路提供預先整合、經過預先測試的解決方

案，包括： 

● 威脅檢測和緩解 

● 雲端託管的 WAN 管理 

● 虛擬桌面基礎設施和負載均衡 

● 網路性能管理 

這些應用可讓您快速對新的網路策略和功能進行編程、集中管理，不受限任何位置，快速支援您的業務需求。 

立即開始簡化 
隨著您的業務採用更多服務、設備和雲端運用，您的網路將變得更加複雜。採用新的網路產品或管理工具並不能解決

此一問題。它需要一種全方位端到端的企業網路解決方案。 

利用思科網路功能所提供的自動化、整合功能和可編程能力，您可以更高的效率、更低的成本來擴展營運。更重要的

是，IT 簡便性可釋放您的 IT 資源，使您的營運更具策略性。由於網路更簡單、更高效、更易於擴展，您可以集中精

力來完成以下工作： 

● 設計和最佳化您的網路和架構 

● 評估新技術和解決方案 

● 向業務部門提出如何最大程度地利用新技術的建議 

● 創新以提高業務靈活性 

思科透過使網路更簡單、更快速，提供更具競爭力的 IT 使用方式，而且就像 1+1=2 一樣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