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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無線工作場所變得越來越普遍，網路管理員必須重新檢視他們的網路，並設法提
供完整體驗。進入現今時代的公司必須認知到，將會有更多使用者、更多流量和更多 
IoT 裝置連線到公司網路。網路管理員該如何解決這些複雜問題？

有了思科的意向型網路，您的網路每天都會變得更加直覺化，因網路可由環境得知資
訊，並加強設計。思科的無線解決方案是意向型網路不可或缺的元件，可簡化操作及
主動管理網路，並提供整體安全性。無論是 IoT 或不斷增加的應用程式，思科®無線網
路可提供永不間斷存取和效能，確保您的裝置和應用程式不會變慢。

思科無線網路專為數位世界打造，提供安全、可擴展的無線架構，更易於部署和管
理。無論您是大型企業或中小型企業，思科企業無線都可隨著您的企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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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企業無線：專為數位世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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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無線差異
• 思科 Catalyst 9100 系列無線存取點是處理不斷增加的資料流量需求所需的 

AP。這些無線存取點支援 Wi-Fi 6 (802.11ax) 標準，可滿足您目前和未來的
網路需求

• Cisco DNA 中心運用透過分析和自動化去除網路複雜度的單一接觸點，實現
意向型網路

• Cisco DNA Assurance 可全面掌握網路中所有裝置，並讓 IT 人員及時回來解
決網路問題

• 思科 SD 存取可在您的有線和無線部署提供一致的原則
• 思科 Catalyst® 9800 系列無線控制器採用思科 IOS XE，支援加密流量分
析 (ETA) 等先進安全功能。這些無線控制器可透過熱修補流暢更新軟體，確
保您的網路永不間斷。無論是內部部署、在公共雲/私有雲上或嵌入交換器，
Catalyst 9800 有多種擴展選項，最能滿足您組織的需求

• 思科與 Apple 合作，透過快速通道和豐富用戶端深入分析，最佳化使用 
Apple 裝置的使用者體驗

• Cisco High Density Experience (HDX) 減輕 802.11ac 網路等大量無線網路
的壓力

• 彈性無線電指派會自動適應高密度網路中的變化，提供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 思科 Hyperlocation 解決方案現已內建於思科 Aironet® 4800 存取點中，會為
客戶互動和進階安全應用程式精確標出 Wi-Fi 裝置位置

• 思科創新的訂製存取點專為高密度環境設計，在維持用戶端體驗同時，利用思
科 CleanAir® 等功能保護無線電波免受無線攻擊和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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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如何協助產業
雖然每個產業和組織都不同，但每個人都需要可靠的無線網路。思科無線解決方
案提供穩健可靠的無線網路，協助這些產業和組織實現其目標。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業者仰賴可靠且強大的無線解決方案以協助下列事項：
• 讓照護者和相關人員在需要時獲得正確的資訊
• 為病患和訪客提供導覽、通知和高品質存取服務，改善病患看診體驗
• 提高生產力並簡化員工工作流程，同時能更快找到設備以提供更好的照護

零售
零售業者需要穩定而強大的無線解決方案以達成下列事項：
• 透過無比相關度贏得客戶，並能夠在適當時間提供正確資訊
• 提供全新零售體驗，並運用與客戶需求相關的內容培養忠誠度
• 透過即時分析深入瞭解客戶的需求，讓客戶不斷回訪
• 提供全通道體驗，讓客戶可以透過 Wi-Fi，以想要的方式在想要的時間和地點
購物

教育
無線網路對教育非常重要，因為：

• 運用基本平台即可讓現今學校實現數位學習，讓學生使用任何裝置隨時隨地
學習

• 為學生和教職員創造更安全的環境，確保學生安全
• 透過個人化學習提高學生參與度，有助於改善學生學習成果
• 提高網路效能藉此在整個校園內提供高品質行動存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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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無線 LAN 解決方案：簡單的世界級 Wi-Fi
使用者、應用程式和 IoT 裝置對無線網路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這表示 IT 部門必須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管理日益增長的複雜網路。思科業界領先的無線產品組合和解
決方案，涵蓋無線存取點、控制器到簡化自動化、位置和分析等，讓您快速、可靠且安全地建立無線網路。這先進的網路讓 IT 部門能夠充分運用資料並成長，同時
還有時間發展新的 IT 專案，讓您的公司在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表 1. 思科無線產品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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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Wi-Fi 6 存取點 每年都有更多裝置連線至網路，而思科 Catalyst 9100 存取點可隨時隨地為每個人提供流暢體驗。Catalyst 9100 存取點不只符
合 Wi-Fi 6 標準，還有更多功能。
• Catalyst 存取點產品組合

思科 802.11ac Wave 2  
存取點

思科 Aironet 存取點專為小型網路至大型企業和先進網路等設計。如需思科 Aironet 同級最佳存取點清單，請造訪：

• Aironet 室內存取點產品組合
• Aironet 室外存取點產品組合
如需思科雲端託管存取點清單，請造訪：思科 Meraki®

無線控制器 思科的無線控制器針對現今和未來的網路最佳化

• 思科 Catalyst 無線控制器採用思科 IOS® XE 打造，與現今 Wi-Fi 標準相容，並適用於未來標準

• 思科 Catalyst 9800-CL 控制器不分雲端，可讓您選擇在公共雲或私有雲端部署網路

• 思科無線控制器產品組合是大型、中型和小型網路的理想選擇

• Cisco Mobility Express 是內建於 Aironet 無線存取點中的虛擬控制器，是中小型企業的理想選擇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wireless/catalyst-9100ax-access-point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wireless/access-poin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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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raki.cisco.com/products/wireless#overview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wireless/wireless-lan-controll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mobility-expres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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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思科無線解決方案

深入瞭解思科無線產品組合和解決方案，以及如何重塑您的網路、升級為未來技術，並讓您的網路隨著您的企業成長。

思科無線區域網路服務
思科無線和行動服務提供無與倫比的專業知識、網路深入分析、業界領先的最佳作法和創新工具，有效移轉、採用、加速部署，並安全管理無線解決方案。我們會透
過完整生命週期服務（諮詢、實作、最佳化、技術、託管和訓練），改善您的網路效能，協助您轉換到進階無線或行動解決方案。我們的專家團隊會找出架構差異，
提升無線網路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彈性，同時減少風險成本、複雜度和中斷，以達到想要的業務成果。如需深入瞭解，請造訪 https://www.cisco.com/c/en/us/
products/wireless/service-listing.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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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無線解決方案 • Cisco DNA 中心是思科意向型網路的核心。單一平台具備管理自動化功能和原則式分段，同時可透過資料和深入分析，運用完
整情境資訊，全面掌握網路

• Cisco DNA Assurance 可讓 IT 部門完整掌握有線和無線網路使用者、裝置與應用程式的歷史、即時和主動深入分析

• 思科軟體定義存取提供一致且自動化方式，在有線和無線網路套用原則，同時在網路中保留存取安全性原則

• Cisco Mobility Express 為中小型企業提供企業級無線網路

思科無線解決方案 • 思科互聯行動體驗可讓您瞭解客戶並與客戶互動，以做出更好的企業決策

• 思科身分識別服務引擎在有線和無線網路及遠端 VPN 連線都提供一致且高度安全的存取控制，並簡化了提供方式

• 具備進階安全功能的思科 Hyperlocation 模組具有 1 至 3 公尺相關 Wi-Fi 用戶端的定位精確度，同時還能為無線網路基礎架
構偵測無線威脅並加以緩解

• 思科 Aironet 主動式感應器是小巧無線感應器，可在網路中模擬真實世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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