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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DNA
精准确定您的需求。

作为更智能、更智慧的网络解决方案，Cisco DNA 可以有效满足您和您组织的需求。不过，为确保充分利用基于意图的网络，您还需要弄清
楚究竟哪种 Cisco DNA 解决方案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查看以下 IT 优先事项，了解我们为每个解决方案推荐的硬件、软件和服务。

Cisco DNA Center 自动化可帮
助您解决许多难题，其中之一就
是能确保每台设备配置正确且使
用经过批准的软件映像。Cisco 
DNA Center 还能诠释组织和业
务意图策略，并将这些策略转换
为适合各个网络设备的配置。自
动化功能可以快速实施更改，因
此有助于消除错误并提高网络敏
捷性。

网络运维人员需要优化网络性能
并满足用户的期望。在大型网络
中，验证可能非常困难。对于间
歇性问题，可能无法进行故障排
除。Cisco DNA 状态感知模块可
从客户端和网络设备收集遥测数
据，对数据进行关联和分析，精
准确定问题根源，并提出纠正措
施建议。它还具备高级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功能，能够准确识别
对您的网络影响最大的问题。

解决方案：Cisco DNA Center 自动化

所需的基本组件：
• Cisco DNA Center 控制器：一种集中式管理平台，用于管理和控制您的网络
• Cisco Catalyst 9000 无线接入点和无线控制器：Wi-Fi 6 就绪型设备
• Cisco Catalyst 9000 交换机：内置安全、物联网 (IoT)、移动性和云功能
• Cisco Catalyst 8000 边缘平台系列和 10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Cisco DNA 就绪型路由器，
内置安全和云功能

发挥 Cisco DNA Center 自动化最大效能所需的软件：
• Cisco DNA Essentials：支持基本自动化，例如即插即用应用和局域网自动化；或者
• Cisco DNA Advantage/Premier：支持高级自动化，例如应用策略和思科软件定义接入 (SD-Access)。
思科客户体验服务可帮助您加快实现价值：
• Cisco DNA 咨询服务：制定战略计划，助您实现业务和 IT 目标。
• 专家指导：了解适用于 Cisco DNA 的全套服务组合。

解决方案：Cisco DNA 网络状态感知

所需的基本组件：
• Cisco DNA Center 控制器：在单个控制面板中提供可视性和洞察力，通过追溯记录发现瞬态问题并执行故
障排除，还可利用思科 35 年的丰富经验提供修复建议

• Cisco Catalyst 9000 无线接入点和控制器：Wi-Fi 6 就绪型设备
• 具备智能捕获功能的 Aironet 4800 无线接入点：提供高速连接和增强的故障排除功能
• Cisco Catalyst 9000 交换机：内置安全、物联网 (IoT)、移动性和云功能
• Cisco Catalyst 8000 边缘平台系列和 10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Cisco DNA 就绪型路由器，内
置安全和云功能

发挥 Cisco DNA 状态感知模块最大效能所需的软件：
• Cisco DNA Advantage/Premier：通过收集设备遥测数据并进行分析，发现潜在问题，并通过思科 AI 网络
分析提出补救建议。

思科客户体验服务可帮助您加快实现价值：
• Cisco DNA Center 咨询和实施：利用经过验证的设计、行之有效的流程和创新工具降低迁移风险。
• 专家指导：了解适用于 Cisco DNA 的全套服务组合。

观看演示

观看演示

打造自动化网络，全面简化运维。
利用自动化功能简化运维

保障网络性能

您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通过快速解决问题来保障网络性能

© 2020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dna-automation.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catalyst-9000.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catalyst-9000.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routers/cloud-edg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routers/1000-series-integrated-services-routers-is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oftware/dna-softwa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oftware/dna-softwa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nterprise-networks/solution-overview-c22-738468.pdf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ervice-listing.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dna-analytics-assurance.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dna-cent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catalyst-9000.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wireless/aironet-4800-access-point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catalyst-9000.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routers/cloud-edg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routers/1000-series-integrated-services-routers-is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oftware/dna-softwa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enterprise-networks/at-a-glance-c45-739527.pdf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ervice-listing.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training-events/events-webinars.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training-events/events-webinars.html


第 2 页，共 3 页

您需要确保每个用户和设备安全
地连接到网络。不过，持续增长
的用户和设备让这项工作变得日
益困难。让问题更复杂的是，每
个用户都有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
访问要求。思科软件定义接入 
(SD-Access) 基于需求和角色的
相似性将网络细分为不同的用户
组，并将各组强制分离。

您的用户已不再只局限于办公室
中，因此您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将
超出传统网络边缘的范畴。随着
工作负载迁移到云，而且物联
网 (IoT) 设备变得越来越普遍，
您需要无处不在的安全保护。认
识到威胁不仅来自于外部，企业
网络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这些挑
战。Cisco DNA 安全提供全面
的可视性，可减小攻击面，加快
事件响应速度，并在攻击扩散前
遏制攻击。

Cisco DNA
精准确定您的需求。

观看演示

观看演示

在整个接入网络自动部署统一策略。

集成安全以获得可视性并降低风险

解决方案：思科软件定义接入
所需的基本组件：
• Cisco DNA Center 控制器：根据用户指令定义分组，并创建重叠网络以分离组流量。
•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设备：对用户和事物进行识别、身份验证和授权；自行激活用户；并应用访问策略。
• Cisco Stealthwatch 设备：检测威胁并执行加密流量分析。
• Cisco Catalyst 9000 无线接入点和控制器：Wi-Fi 6 就绪型设备。
• Cisco Catalyst 9000 交换机：内置安全、物联网 (IoT)、移动性和云功能。
• Cisco Catalyst 8000 边缘平台系列和 10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Cisco DNA 就绪型路由器，内
置安全和云功能。

发挥思科软件定义接入最大效能所需的软件：
• Cisco DNA Advantage：支持软件定义接入（Cisco ISE 需要单独的许可证）；以及
• Cisco ISE Base 或 Plus：实现分段的用户身份验证和自行激活。
• Cisco Stealthwatch：在支持 ETA 的硬件上启用加密流量分析 (ETA)；或者
• Cisco DNA Premier：将 Cisco DNA Advantage、Cisco ISE Base 和 Plus 以及 Cisco Stealthwatch 软件
整合到一个适用于所有使用案例的便利许可证中。

思科客户体验服务可帮助您加快实现价值：
• 思科软件定义接入服务：利用自动化和安全专家指导，扩展创新并加速实现成果。
• 专家指导：了解适用于 Cisco DNA 的全套服务组合。

解决方案：Cisco DNA 安全
所需的基本组件：
• Cisco DNA Center 设备：全面了解网络安全的各个方面。
• 虚拟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或 Cisco ISE 设备：快速轻松地确定和管理策略。
• Cisco Stealthwatch 设备：持续实时监控所有网络流量。

发挥 Cisco DNA 安全最大效能所需的软件：
• Cisco ISE Base 或 Plus：实现分段的用户身份验证和自行激活；以及
• Cisco Stealthwatch：在支持 ETA 的硬件上启用加密流量分析 (ETA)；或者
• Cisco DNA Premier：将 Cisco DNA Advantage、Cisco ISE Base 和 Plus 以及 Cisco Stealthwatch 软件
整合到一个适用于所有使用案例的便利许可证中。

思科客户体验服务可帮助您加快实现价值：
• 思科业务关键型服务：获得专家帮助，对网络进行分段，保护机密数据的安全。
• 专家指导：了解适用于 Cisco DNA 的全套服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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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网络中确保安全访问

防御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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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用户需要可靠的应用，而您
则需要实现控制和安全。但是，
分布式工作负载以及私有云、公
共云和混合云的复杂性使得实现
此目标变得非常困难。思科软件
定义广域网提供云优先架构，可
将数据中心和多个云中的应用与
分支机构和园区中的用户连接在
一起，同时简化管理并提高网络
速度、安全性和效率。

Cisco DNA
精准确定您的需求。

观看实时软件演示、网络研讨会和讲习班，了解有关思科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观看演示

利用云的强大功能安全地连接各个位置

观看演示

解决方案：思科软件定义广域网
所需的基本组件：
• Cisco Catalyst 8000 边缘平台系列和 10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Cisco DNA 就绪型路由器，内
置安全和云功能

• Cisco ASR 1000 系列汇聚服务路由器：此系列路由器可以保护您的分支机构站点并简化 IT 管理
• 思科云服务路由器 1000V 系列 (CSR 1000V)：此系列路由器可以将连接无缝扩展到公共云和虚拟私有云
• Cisco vEdge：此系列路由器可以为远程办公室、分支机构、园区或数据中心建立安全的虚拟重叠网络
• Cisco 5000 系列企业网络计算系统 (ENCS)：此计算设备系列树立了软件定义灵活性的新标准

发挥思科软件定义广域网最大效能所需的软件：
• Cisco DNA Advantage：支持高级软件定义广域网，提供无限分段、高级安全功能、应用驱动的策略、网络
分析和全面广域网优化；或者

• Cisco DNA Premier：包括 Cisco DNA Advantage 的所有功能，并利用 Cisco Umbrella SIG Essentials 
和 Cisco Threat Grid 实现企业安全云边缘功能

思科客户体验服务可帮助您加快实现价值：
• 思科软件定义广域网服务：提供基于意图的网络采用、部署和安全管理服务，并且可以有效地将其迁移到任
何位置的任意云中

• 专家指导：了解适用于 Cisco DNA 的全套服务组合

改善 WAN 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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