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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高度互联的数字化世界，新的挑战不断出现，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变革，

以追求新的竞争优势。企业面临成本上升，远程协同办公困难等各种问题，尤其
是中小企业，必须保证业务不间断，实现和客户、合作伙伴、员工的及时有效沟
通，全面提高竞争能力。为了更好支持中小企业业务永续，加速实现数字化，思
科针对中国市场推出“Cisco Designed 中小企业商务优选”解决方案，旨在为中
小企业用户量身定制简捷、高效、协同的产品组合，全力支持中小企业在面对新
的挑战进行业务转型，满足市场发展需要。 

 
中小企业 IT 服务的基础是连接、高效、稳定、部署简便，易于管理的网络

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可选择端到端的安全控
制保证信息安全，高清的视频会议与智能协作保证快速的沟通，基于云服务的协
作降低成本，远程配置管理让 IT 更加简捷。基于这些洞察，全新的“Cisco 

Designed 中小企业商务优选”解决方案，涵盖了包括简捷 IT、智能办公室和在家
/远程办公三大整体解决方案，能够让中小型客户获得与企业级用户同样优质的
技术创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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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办公室解决方案 
 中小企业建设办公网络，需以高效、稳定、安全为基本原则，同时架构清晰，部署简便，

易于管理，不仅可以增加整体网络的易用性，更能降低运维成本。除此之外，还需满足架

构的灵活性及扩展性，可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定制最为合适、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案。  

 

智能办公室之基础架构：快速搭建，极简部署 

方案描述： 

思科优选智能办公室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

了易于部署、操作简单、容易维护的解决方案，

可帮助用户快速建立高性能、高可靠、高安全性、

高智能化的基础网络平台；同时也提供了高效、

灵活、安全的协同办公工具，集成 AI 技术，打

造极致的办公体验；该方案以降本增效为核心思

想，在节省成本的同时，极大程度的提高工作和

生产效率，重塑企业间、区域间的合作机制和沟通模式。 

 

 

相关产品： 

⚫ 智能安全接入，选择 Firepower1000 作为企

业网边界的网络安全门户，可抵挡超高 99%的网

络威胁，并可轻松实现安全的远程拨入，为中小企

业的核心业务及数据，保驾护航。 

Firepower1000> 

 

 

 

 

⚫ 思科SD-WAN接入解决方案是行业部署规模最多

的企业级 SD-WAN 解决方案；可为中小企业节省

带宽开销、保障关键业务，同时确保数据在互联网

上安全传输，从而实现智能化运维。 

SD-WAN> 

 

 

⚫  Catalyst 1000/9200L：灵活的配置和丰富

的端口更加适应中小企业需求，通过图形页面进行

配置和管理，有效降低运维压力和管理成本。 

Catalyst 1000>    Catalyst 9200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firepower-1000-serie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telligent-wan/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switches/catalyst-1000-series-switches/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9200-series-switches/nb-06-cat9200-ser-data-sheet-ct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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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1840：作为企业级无线 4x4 重磅新品，思科 Aironet 1840 拥有业界领先性能，可

为各种高级应用提供保障；MU-MIMO 支持四

空间流无线接入点，将支持范围扩展到各种新

一代 Wi-Fi 客户端，适合零售、教育、医疗等企

业中小型网络使用。与苹果终端的互操作性提

高，为 iOS 设备上的各项应用提供“绿色通道”；

同时支持低功耗蓝牙 4.2，传输速度比蓝牙 4.0

提升 2.5 倍，有效支持多种 IOT 设备连接，快

速实现位置定位和精准跟踪。 

Aironet 1840> 

 

 

智能办公室之智能协作平台：高效的企业协作平台 

    智能协作平台不仅使得人们能够在办公室与异地的同事、合作伙伴和客户更轻松地建立

连接、开展合作，更能使人和技术智能、无缝地融合，减少琐碎工作的困扰，打造持续不间

断的创造力，实现清晰流畅的沟通，同时增强同事、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扫清障碍、

消除摩擦、打破孤岛，最大限度地发挥现代企业中个人和集体的潜力。 

方案描述： 

思科智能协作平台可为中小企业提供远程会

议、远程培训、商务洽谈、企业间合作等业务场

景提供技术保障，降低差旅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一键创建加密会议/通话，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

跨企业会议，都可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会议的私

密性。 

方案特点： 

⚫ SD-WAN 可为中小企业节省带宽开销，保障关键业务，保障数据在互联网上安全传输，

实现智能化运维。 

⚫ 思科优选智能办公室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易于部署、操作简单、容易维护的

解决方案。 

⚫ 提供高效、灵活、安全的协同办公工具，集成 AI 技术，打造极致的办公体验。重塑企

业间、区域间合作、沟通的模式。 

 

相关产品： 

⚫ DX80 是一个 23 英寸高清触控桌面一体化终

端，集成主机/镜头/显示屏/麦克风/扬声器。

DX80>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wireless/aironet-1840-series-access-points/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dtid=osscdc000283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wireless/aironet-1840-series-access-points/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dtid=osscdc000283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ollaboration-endpoints/dx8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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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ex Room USB：全新的智能 USB 设备，配合电脑使用，能够提供更强大的音视

频体验，极具价格竞争力；内置智能降噪功

能，可提供优异的视音频能力及 120°水平广

角图像捕捉，可应用在小会议室或开放区域；

优化了认知性协作功能，包括人脸识别，人数

统计，智能取景，自动唤醒等；通过升级许

可，激活视频会议编解码器的功能；极简化安

装、设置、管理流程，为客户带来一个房间、

多种体验的完美感受。Webex Room USB> 

 

 

⚫ Room Kit MINI 专为小型会议室量身打造，易

于使用、部署和管理，是基于人工智能(AI) 的视

频会议系统。集编解码器、摄像头、麦克风和扬

声器于一体，并与 4K 显示屏集成，让您的小型

会议室和协作空间变得更加智能、更易于使用。 

Room Kit MINI> 

 

 

⚫ ROOM Kit 非常适合中小型会议室使用，将摄像

机（5K 超高清镜头）、编解码器、扬声器和麦

克风集成到单个设备中，使中小型会议室环境

也能实现发言者跟踪。  

ROOM Kit> 

 

 

 

⚫  ROOM Kit Plus 非常适合大中型会议室

使用，包括一个强大的编解码器和一个内置 

4 个高清摄像机的镜头矩阵（5K），集成扬

声器和麦克风，轻松实现发言者跟踪和自动

取景功能。 

 

 

 

⚫ IP 电话适合用在员工桌面，支持在手机号码和

公司号码间无缝切换，具备语音信箱功能，并

且支持企业通讯录同步。 

IP 电话> 

 

 

 

ROOM Kit Plus> 

https://www.cisco.com/c/dam/global/zh_cn/products/collaboration-endpoints/spark-room-series/pdfs/cisco_spark_room_kit_data_sheet_cn.pdf
https://www.cisco.com/c/dam/global/zh_cn/solutions/collaboration/huddle-space/cisco-webex-room-kit-mini-datasheet.pdf
https://www.cisco.com/c/dam/global/zh_cn/solutions/collaboration/huddle-space/cisco-webex-room-kit-datasheet.pdf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ollaboration-endpoints/ip-phone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global/zh_cn/solutions/collaboration/huddle-space/cisco-webex-room-kit-plus-data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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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远程办公解决方案 

思科优选在家/远程办公解决方案，通过简捷安全的远程网络接入和全功能的办公协同

解决方案，满足各种远程办公场景的需求；可让中小企业员工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安全的

访问公司内部资源，完成一切在办公室从事的工作，而不受地点限制；通过种类丰富的硬

件和软件终端，和先进的协作技术，让员工享受与在办公室一样的办公体验，提高沟通效

率；而多功能集成的设计思想，能够为在家/远程办公的员工提供高度集成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易于安装，操作简单，安全稳定。 

 

方案描述： 

思科优选在家/远程办公解决方案，通过简捷安

全的远程网络接入和全功能的办公协同解决方

案，满足各种远程办公场景的需求，助力中小企

业重塑管理模式，改变现有办公习惯，让员工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展工作，摆脱时间和空间

的束缚。 

⚫ 思科优选远程办公解决方案，可提供操作简便，安全可靠的接入服务，为远程办公扫

清一切网络问题。 

⚫ 高效的协同办公解决方案，助力员工进行远程沟通，协同办公，并参加内部会议、培训

及讨论等，极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沟通成本。 

⚫ 跨平台工具，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及各类个人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

等。 

方案特点： 

⚫ 思科优选在家/远程办公，可让中小企业员工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安全的访问公司内部

资源，完成一切在办公室从事的工作，不受网络限制。 

⚫ 通过种类丰富的硬件和软件终端，和先进的协作技术，让员工享受与在办公室一样的

办公体验，提高沟通效率。 

⚫ 多功能集成的设计思想，为在家/远程办公的员工提供高集成度，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易于安装，操作简单，安全稳定。 

 

相关产品： 

⚫ RV160W-C-K9-CN：通过思科无线路由神

器 RV160W，无需安装客户端即可实现办公网络

的远程接入，打造与办公室相同的工作体验。高性

能的数据传输能力，保障在家工作的效率；超强数

据加密功能，确保商业数据安全传输。一站式解决

所有网络接入问题，将办公室搬回家。 RV160>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routers/rv160-vpn-router/mod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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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桌面终端，一体化设计，集成主机、1080P

超高清摄像头、23 寸高清触摸屏显、麦克风、扬

声器等组件，打造在家办公新体验。 

DX80> 

 

 

⚫  Cisco Webex Meeting无限制级的云视频会

议，打造高效协作体验。Webex for SMB> 

 

 

 

 

 

⚫ Cisco Anyconnect，行业内使用率最高的安全移

动接入客户端，适用多种操作系统、多种个人设

备。Cisco Anyconnect>  

 

 

 

 

 

简捷 IT 解决方案 

疫情发生后，中小企业面临很多突发情况，像公司全员视频会议，数据流量暴增十几

倍；客户培训全面转到线上；各个分支/门店全面网络化；2-3 小时搭建临时服务网点等。

IT 要快速响应业务的需求，根据业务要求迅速部署，同时把 IT 人员从高成本的网络运维中

释放出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公司的业务发展中。 

思科 Meraki 业务落地中国，致力于为中国客户提供本地化服务。通过思科 Meraki 提

供的服务来部署和管理企业网络，可以快速部署，满足业务需求，降低运维压力，增强 IT

管理的智能性，其全新的远程管理方案甚至可以不需要本地 IT 管理人员，全部由远程中心

来提供。客户通过中文的控制面板以图形化方式管理和部署网络，系统还集成百度地图，

设备部署一目了然。 

方案描述： 

思科 Meraki 提供基于云管理的全栈式解决方案，包括

有线和无线的安全接入服务，真正做到即插即用，便于

管理、无限扩展, 为各种规模的企业带来简便性。企业

用不到之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可部署一个新的站点，

网络基础架构有人帮你管理，非常便捷和高效。同时

Meraki 的图形化管理平台帮助 IT 管理员实现智能运维，为网络带来强大的可视性和管控能

力，极大降低了传统架构的高昂维护成本。通过化繁为简的设计理念，为企业打造部署简易，

维护轻松，安全可靠，投资回报率高的简洁智能 IT 解决方案。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ollaboration-endpoints/dx80/index.html)
file:///C:/Users/zyuanfan/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ZRLOWR8T/Webex%20for%20SMB%3e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anyconnect-secure-mobility-cli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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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 零接触部署，设备远端自动上线，节省成本。集中的控制面板，可视化管理企业 IT，

降低运维压力。 

⚫ 可视化的对用户、带宽、应用进行精细管控。 

⚫ 思科优选简捷 IT 解决方案可为中小企业提供安全的网络平台，保障数据和业务的安全

性。 

相关产品： 

⚫ MX 路由器是为拥有众多分散站点的企业量身打

造的智能管理解决方案，拥有全面的网络、路由和

应用控制功能，安装和远程管理都很简单。 

MX 路由器> 

 

 

⚫ MS 交换机基于思科成熟的硬件技术，提供一

系列企业级交换选项，适合各种规模的部署项目。 

MS 交换机> 

 

 

 

⚫ MR 无线接入点是 Meraki 无线设备与智能管理的

强大的组合，提供高吞吐和高可靠的网络覆盖。 

MR 无线接入点>  

 

 

 

 

了解详细产品信息，请访问：http://www.cisco.com.cn/smb 

 

更多资讯，请扫码关注思科微信公众号： 

                
思科联天下                思科渠道微情报 

 

https://www.cisco.com/c/m/zh_cn/products/meraki.html#~tab-tab2
https://www.cisco.com/c/m/zh_cn/products/meraki.html#~tab-tab3
https://www.cisco.com/c/m/zh_cn/products/meraki.html#~tab-tab1
http://www.cisco.com.cn/s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