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務驅動因素

要瞭解 BYOD 帶來的挑戰，先瞭解推動 BYOD 接受度的

業務趨勢會有所幫助。

消費設備

在以前，雇主提供的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通常是員

工可接觸到的最高級的工具。隨著消費型設備（包括筆記

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手機、電子閱讀器及其他設備）

Cisco BYOD ~ 
在不損害 IT 網路的情況下自由選擇設備

的爆炸式增長，員工通常在個人生活中使用一些最先進的

生產力工具。員工很快詢問其 IT 組織：為什麼我不能在工

作中使用這些強大的生產力工具？許多 IT 組織考慮到安全

原因，而且沒有能力進行擴展來批准和支援更多設備，因

此在最初否決了這種想法。

過去一年，終端用戶一直會要求利用自己的平板電腦和

智慧手機來提高生產效率，甚至願意自己購買設備。這讓

許多 IT 部門減少了限制性策略，允許員工進行基本連接或

自
帶設備 (BYOD) 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趨勢之一，

並且已經影響或即將影響每一個 IT 組織。此術

語定義了 IT 領域正在發生的一大趨勢，該趨勢需要徹

底改變在工作場所使用設備的方式。

什麼是 BYOD ？是否意味著員工需要承擔用於工作

的個人設備的費用？可能，但 BYOD 趨勢的意義遠不

止於此。它還關係到能夠使用所選計算和通信設備提高

生產效率和移動性的最終用戶。這些設備可以由雇主

購買，也可以由員工購買，或者兩者共同購買。BYOD 

意味著任意設備，任意所有權，在任意地點使用。

這種趨勢將如何影響業務，探究其為 IT 帶來的挑戰，

並介紹屬於相關解決方案的 Cisco® 技術。思科提供全

面的架構來應對這些挑戰，允許最終使用者自由選擇

設備進行工作，同時仍提供給 IT 控制權，以確保安全

性並防止資料丟失。

簡介

張嘉文 Calman - 技術顧問

快加入建達網路暨雲端中心 - BN無邊際網路論壇 
www.facebook.com/groups/xander.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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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擴展到完全訪問 IT 網路和公司應用程式。這種趨勢是

不可逆轉的，每個 IT 組織都需要迅速適應消費型設備現

象。

多種需求和多種設備

許多人有一台桌上型 PC 或筆記型電腦，然後增加一台行

動電話用於語音呼叫。大部分行動電話已被智慧手機取代，

智慧手機可運行應用程式，還包含 Internet 訪問和照相機。

許多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功能與筆記型電腦和 PC 一樣強

大，從而產生一種新形態的使用和應用。

有推測稱，在將來使用單個設備即可滿足所有需求：計

算、通信和應用。

然而當今大多數人相信，仍然將是不同的設備最合適於

不同的特定用途。例如，筆記型電腦的便攜性不如智慧手

機，因此人們很有可能攜帶智慧手機進行移動通信。平板

電腦也是功能強大的設備，但筆記型電腦和 PC 很可能仍將

用於文檔創建和發佈。這意味著人們更有可能攜帶和使用

多種設備，而不太可能使用單一的通用設備。

這種趨勢的影響是，更多設備將由同一個員工或人員連

接到網路，而且通常是同時連接，這可能使連接設備總數

大幅增加。

工作與個人生活重疊

工作正逐漸成為人們執行的活動，而不是要去的場所。

通過移動設備擴展的連接能力以及對公司網路的遠端存取，

員工獲得了極大的靈活性，並提高了生產效率。它還使工

作時間與個人時間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員工可自行設定

工作計畫，從而獲得以希望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工作的靈活

性，這經常會使工作任務和個人任務混雜在一起。

這種靈活性的一個副作用是，用戶可能不想同時攜帶個

人和工作設備，並在兩種設備之間切換。大多數員工希望

能使用一台智慧手機、平板電腦或筆記型電腦同時處理工

作任務和個人任務，而且不願隨身攜帶公司設備。

設備所有權不再明確。例如，許多員工希望使用個人平

板電腦或智慧手機訪問工作應用程式。許多員工正在考慮

或已經執行補貼計畫，該計畫內容是為員工提供設備資金，

但由員工決定需要購買的設備。

這種時間和設備重疊的效應是，設備上的公司資料和個

人資料越來越混合在一起，而帶來安全和隱私挑戰。

隨時隨地的移動性

據估計，從 2010 年到 2015 年，移動設備及其在網路上

創造的流量將增長 26 倍，這是受到日益強大的智慧手機和

平板電腦影響，以及用戶隨時隨地訪問 Internet 和應用程式

的要求所致。該資料建立在員工構建的 WiFi 網路、移動提

供商構建的 3G 和 4G 網路以及零售商、市政當局等構建的

公共 WIFI 將爆炸式增長的基礎上。

可以通過 WiFi 和移動網路輕鬆進行工作的員工越多，這

些網路就變得越普及，從而進一步促進訪問。最終結果是

隨時隨地無處不在的連接，這意味著公司網路有更多設備

更加頻繁地進行連接，而導致更為寬泛的對應用全天侯可

用的需求。

PC 和非 PC 銷量，2011(數百萬台 ) 
來源：Deloitte, 2011

圖 1

台式計算機

平板電腦

移動性

穩定性

電話

設備的多樣性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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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協作和富媒體應用

工作和個人通信都在增加對富媒體的使用，進而使通過

網路傳輸的視頻和多媒體流量大幅增加。協作應用和廣泛

的移動性將不斷增加對富媒體的使用。

隨著員工使用協作應用和採用移動工作方式，對移動和 

WiFi 基礎架構的要求也將被提出。此趨勢的另一個推動因

素是集成到更強大的消費型設備中的功能，常見的是高清 

(HD) 相機和視頻。隨著頻寬以及可用的 4G 和 WiFi 服務

的增加，傳輸 HD 媒體流的應用將變得常見。

給 IT 組織帶來的挑戰

接受 BYOD 會伴隨一系列給 IT 組織帶來的挑戰。BYOD 

的許多優點（例如可選擇任何設備隨時隨地進行訪問）在

某種程度上與傳統的 IT 對安全和支持的要求是對立的。

提供設備選擇和支援

傳統上，IT 預先確定一個批准的工作場所設備清單，通

常包含標準化的桌面、筆記型電腦，甚至可能包含少量標

準化的行動電話和智慧手機。員工可在這些設備中選擇，

但通常不被允許偏離該批准設備清單。

對於 BYOD，IT 必須以不同方式處理問題。設備正在迅

速發展，因此預先批准每個設備品牌和外形是不切實際的。

指望 IT 組織對員工可能帶到工作場所的每一台設備都提供

相同級別的支援也不太現實。

因此，大多數 IT 組織必須在宏觀上確定允許哪些類型的

設備訪問網路，也許會由於不可接受的安全準備狀態或其

他因素而將某個類別或品牌排除在外。

保持對公司網路的安全訪問

設備選擇並不意味著犧牲安全性。IT 必須建立最低安全

基準，所有設備都必須滿足此基準才能在公司網路上使用，

包括 WiFi 安全性、VPN 訪問，可能還有用於防止惡意軟體

的附加軟體。

此外，由於設備範圍廣泛，能夠識別連接到網路的每個

設備以及對設備和使用設備的人員進行身份驗證就更加的

重要。

新設備的就位

大多數 BYOD 實現具有範圍廣泛的設備，包括 PC、筆記

型電腦、智慧手機、平板電腦、電子閱讀器以及 Cisco Cius 

之類的協作設備。很可能某些設備歸公司所有並管理，而

其他設備可能由員工購買並自我支持。

新設備的就位（將新設備第一次帶入網路中）應該很簡

單，並且理想情況下只需要極少的 IT 幹預，尤其對於員工

購買的設備更是如此。IT 還需要能根據要求向已就位設備

推送更新。

理想就位應該是無用戶端式的，意味著不需要預先安裝

軟體。這有一個附加好處：如果成功實現自助就位模式，

則也可以輕鬆擴展到提供來賓訪問。

實施公司使用策略

企業具有範圍廣泛的策略需要實施，具體取決於行業及

其法規，以及公司自己的明確策略。BYOD 的接受必須提

供一種實施策略的方式，這對於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等消

費型設備可能更具挑戰。

另一種複雜結果來自於同一設備上個人任務與工作任務

的混合。智慧手機可能用於業務和個人通話，平板電腦可

能同時安裝了個人和業務應用程式。當使用者在個人時間

使用個人網路時以及在工作時間訪問公司網路時，訪問 

Internet、點對點檔案共用和應用程式使用可能受不同的策

略限制。

網路上的設備可見性

傳統上，一名員工只有一台 PC 或筆記型電腦在網路上，

可能還有一台 IP Phone。如果員工呼叫 IT 尋求支援，可以

直接在網路上定位該使用者的設備並解決問題。

接受 BYOD 後，每個員工可能有三台、四台或更多設備

同時連接到網路。許多設備有多種模式，能夠從有線乙太

6,000,000

3,000,000

0.24EB

每月流量 ( 以太字節為單位 )

2010
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0.6EB
1.2EB

2.2EB

3.8EB

6.3EB

全球移動數據預測 2010~2015
來源：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 2011

圖 3

2010-2015 的 CAGR 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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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切換到 WiFi，再切換到 3G/4G 移動網路，在一個會話中

出入這些不同的連接模式。對於 IT 來說，擁有能夠提供公

司網路上所有設備的可見性的工具相當重要。

資料洩露和丟失預防

任何 BYOD 實現後的最大挑戰之一都是確保對公司資料

的保護。如果某個公司資產（如筆記型電腦）用於訪問業

務應用程式和資料，通常該資產由 IT 嚴格控制，並且可能

受到更具約束力的使用策略的限制。

一些行業需要符合 HIPAA 之類的保密性法規、PCI 之

類的安全法規，或者更常見的安全實務法規，如 Sarbanes-

Oxley 即其他法案。公司需要在接受 BYOD 的情況下展示

其合規性，這可能比使用公司擁有和管理的設備的情況更

具挑戰性。

員工擁有的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可能通常用於個人訪問

和業務應用。基於雲的檔共用和存儲服務對於個人資料很

方便，但可能是洩露公司機密資料的潛在因數。

IT 必須制定用於保護所有設備上的業務資料的策略，無

論是公司管理還是員工自助管理的設備。這可能包括在設

備上建立一個安全業務分區，用作可嚴格控制的公司資料

容器，還可能需要虛擬桌面基礎架構 (VDI) 應用來允許對

敏感或機密資料進行訪問，而不將資料存儲在設備上。

撤銷存取權限

在設備或員工的生命週期的某個時刻，可能有必要終止

設備的存取權限。這可能是由於設備丟失或被盜、員工離

職，甚至是員工改變在公司內的角色。

IT 需要能夠快速撤銷已授予任何設備的存取權限，並可

遠端移除設備上的一些或全部資料（和應用程式）。

潛在的新攻擊媒介

由於訪問公司網路的設備具有範圍廣泛的功能，IT 可能

無法完全評估、限定和批准每台設備，這可能開啟了新的

安全攻擊媒介。

例如，許多平板電腦能夠啟用對等 WLAN。如果一台經

過身份驗證的設備通過對等 WLAN 與其他設備連接，則未

通過身份驗證的設備和使用者可能通過與經過身份驗證的

設備的連接獲得公司網路的存取權限。當筆記型電腦通過

藍牙與智慧手機連接時，也會發生相同的情況。

對 IT 的挑戰是如何允許使用數量不斷增長的設備和功

能，同時仍保持控制權以實施策略，例如自動禁用未授權

連接設備上的對等 WLAN 功能。

確保無線 LAN 的性能和可靠性

隨著無線訪問變得普遍，對其性能和可靠性的期望變得

與對有線網路的期望相同，包括可靠連接、輸送量、應用

程式回應時間以及日益增加的語音、視頻和其他即時協作

應用程式。

這從根本上將 IT 改變公司 WLAN 網路服務等級的要求

從具有方便性轉變成類似於有線網路的任務關鍵型業務網

路。WLAN 的設計和運行必須包括高可用性、性能監視和

緩解措施，以及無縫漫遊。

管理連接設備的增多

連接到網路的設備數量的增多（最可能是每個員工有多

台設備同時連接）可導致 IP 位址匱乏，因為大多數傳統 IP 

位址規劃是在假定設備較少的情況下建立的。這可能會加

速 Internet 邊緣以及企業網路內部對 IPv6 部署的需求。

對最終用戶的挑戰

對 BYOD 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由希望在工作場所選擇設

備的使用者推動。從使用者的角度看，也有需要應對的挑

戰。

保持簡單

BYOD 解決方案和技術正在迅速發展，然而最大的挑戰

之一是如何使人們連接和使用公司資源的方式變得簡單。

設備可能性的數量、連接類型和地點的範圍，以及廣泛採

用的方法的缺乏都可能轉化為用戶的困難。

每個設備品牌和外形可能都需要稍許不同的步驟才能就

位和連接。安全預防措施和步驟可能也會隨著使用者嘗試

連接的方式和地點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例如，公司 WiFi 可

能需要憑證，而通過公共 WiFi 熱點連接可能需要憑證、虛

擬私人網路絡 (VPN) 和其他安全步驟。

最終，任何 BYOD 解決方案都需要對使用者盡可能簡單，

提供一致的體驗（無論連接時的地點和時間為何）並在設

備間盡可能相似。

個人設備與工作的混合

BYOD 使同一設備上的個人任務與工作任務混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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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連絡人清單、電子郵件、資料檔案、應用程式和 

Internet 訪問均可帶來挑戰。理想情況下，使用者希望將個

人資料與工作活動分開。個人照片、文本消息、電話呼叫

和在個人時間進行的 Internet 流覽需要保護個人隱私，而使

用公司資料、應用程式和在公司時間進行的 Internet 流覽需

要符合公司策略。

一些雇主根據簽署的協定與員工擁有的設備建立連接，

這樣公司可以監視合規性、可接受的使用策略，並另外採

取行動來保護公司資料。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包括遠端

清除設備上的所有資料（可能包括個人資料），如果管理

不當，這顯然會成為 IT 與用戶之間的衝突。

獲得所需的生產效率和經驗

如前文所述，BYOD 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是希望在工作

場所使用消費型設備作為生產力工具的員工。公司希望接

受這種生產力並從中收益，但也需要應用適當的安全措施

和策略以保護公司資料。

如果這些安全措施過於侵犯員工個人事務，則可能失去

所有生產力收益。例如，一種常見的抱怨是，公司通過在

平板電腦設備上部署 VDI 用戶端來鎖定對業務應用程式和

資料的訪問，這會降低用戶體驗，以致於員工無法獲得平

板電腦體驗。隨著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的部署持續增長，

VDI 用戶端很有可能會改進，包括用戶體驗。

BYOD 接受的考慮事項

對於任何廣泛的 BYOD 接受，都需要事先考慮許多事項。

瞭解用戶細分和需求

瞭解在任何 BYOD 實現內都有不同的用戶細分非常重

要。一個建議是在公司內部執行用戶細分分析，以幫助瞭

解需求和所需支持的可能級別。圖 4 顯示了一個示例。

每個公司都不同。圖 4 根據對移動性和移動應用的需求

以及所需支援的可能級別評估了員工角色。BYOD 部署對

於只需要低級別 IT 支援的用戶來說很簡單，可使用自助支

援社區共用最佳實踐。對於有高移動性需求，而且需要高

級支援的使用者（如管理人員），部署可能更困難。

執行此類分析將有助於瞭解授權策略和支援模型，並可

防止受挫和 IT 預算的成本超支。

決定 BYOD 接受策略

在一系列接受情形中，不同的企業帶著不同的期望處理 

BYOD。每個企業都需要一個 BYOD 策略，即使目的是拒

絕除了 IT 批准和管理的設備以外的所有設備。圖 5 顯示了

幾種可能的接受情形，大多數企業符合這些情形。

具有高度法規要求的行業內的企業（如金融或政府機構）

可能需要對 BYOD 接受採用限制性方法，以保護敏感性資

料。設備可能需要受到與傳統 IT 方法相同的嚴格控制和管

理，該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仍然有效。

　用戶細分和需求圖 4

BYOD 接受情形

圖 5

網路達人 BN 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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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許多公司來說，接受的範圍包括從允許更多設備有

限訪問應用程式，到完全接受 BYOD，即鼓勵大量採用多

種或全部設備類型並部署安全措施，以允許訪問廣泛的企

業應用程式和資料。總體而言，一些公司將採用“移動先

行”策略，其內部應用程式開發優先面向平板電腦和智慧

手機，通過利用最廣泛的生產力工具和設備來獲得競爭優

勢。

瞭解您的企業現在和將來在接受範圍中適合的位置，將

有助於準備安全性原則、許可權和 BYOD 計畫的總體策略。

考慮應用策略

安全和防止公司資料丟失是實現 BYOD 時的首要問題。

瞭解三種可能的應用程式架構和涉及的權衡利弊非常重要：

本地、流覽器和虛擬。圖 6 中顯示了這三種架構。

在本地模式下，設備上運行的應用程式直接與主機資料

中心（或雲）中的應用程式伺服器通信。資料可直接交換

並存儲在 BYOD 設備上。通常，應用程式性能和使用者體

驗與特定設備的關係最密切，換句話說，業務應用程式的

運行與設備上任何其他應用程式的運行非常相似。所有生

產力效益和設備行為都會保存，應用程式可以定制，以提

供增強體驗。

流覽器方法正在被越來越多地用於訪問應用程式，因為

在設備和作業系統之間移植非常方便。基本上任何具有標

準 HTML 流覽器功能的設備均可以用於訪問應用程式。缺

點是不像本地模式那樣可以直接交換資料並將資料存儲在 

BYOD 設備上，而導致出現與資料丟失有關的安全挑戰和

問題。此外，可能還要犧牲一些用戶體驗。

與之形成對比，在虛擬模式下，應用程式存在於資料中

心（或雲）中的應用程式伺服器上，通過設備上的 VDI 用

戶端展現。資料不會本機存放區在 BYOD 設備上。只有顯

示資訊在 BYOD 設備上交換和呈現。儘管這種方法提供最

大的資料安全性，但使用者體驗可能打折扣，因為要從應

用程式伺服器進行轉換以適應 BYOD 設備本身的外形和 

OS。這種方法的早期採用者已提供了一些負面回饋。

決定採用哪種模式非常重要，是採用本地還是虛擬模式

將依賴於應用程式架構。許多公司可能使用混合方法，對

於眾多標準業務應用程式使用本地模式，而對於一部分具

有嚴格的機密或敏感性資料要求的應用程式使用虛擬模式。

將協作擴展到 BYOD 設備

最終，人們希望連接到網路不僅是為了訪問資料應用，

也是為了與其他人協作。就像在傳統工作場所中一樣，使

用 BYOD 設備的使用者希望訪問其公司的語音、視頻和會

議服務。

獨立方法（例如依靠智慧手機的移動通信功能）可能會

有些效果。要想真正有效，必須採用綜合方法，以便在公

司的通信目錄和系統內部可以很容易地聯繫相關人員。另

一個考慮事項是如何將這些服務擴展到沒有移動語音功能

的設備上，如 Apple iPad ？

完整的 BYOD 解決方案必須考慮如何將整套協作應用程

式擴展到 BYOD 設備上，包括集成語音、視頻、IM、會議、

應用共用和即時狀態。任何解決方案都不僅需要考慮到使

用 BYOD 設備的員工，還要考慮到嘗試與他們協作的其他

人。

制定周全的最終使用者協議

在進行任何 BYOD 實現之前，必須仔細考慮的一個方面

是最終使用者協議 (EUA)，儘管它並不是網路架構的一部

分。由於個人資料和公司資料混合在一起，員工擁有的設

備可能會用於工作，因此應事先概括出策略並確保傳達給

員工，這一點非常重要。

IT 組織需要熟悉法律，包括電腦欺詐和濫用法案、監聽

法案以及通訊協助法律執行法案 (CALEA)。

公司策略將是什麼？通信是否將受到監視？策略是否同

時適用於公司和個人？要解決的幾個方面包括（但不限

於）： 

　本地、瀏覽器和虛擬化模式圖 6

網路達人 BN 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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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消息傳送 

• 語音呼叫 

• Internet 流覽 

• 即時通信 

• 電子郵件 

• GPS 和地理位置資訊 

• 購買 / 安裝的應用程式 

• 存儲的照片和視頻 

• 設備“清除”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許多企業定期過濾和監視 Internet 訪

問，以確保在工作時不得訪問不當網站的策略得到遵守。

大多數 BYOD 設備可通過公共 WiFi 直接訪問 Internet，或

者通過 3G/4G 移動網路訪問 Internet。一種常見方式是，制

定策略防止在通過公司網路連接的設備上流覽 X 級網站。

如果員工決定在個人時間於個人擁有的設備上通過公共 

Internet 訪問流覽網站，同一策略是否適用？

另一個常見的例子是，制定策略防止在使用公司擁有的

設備或公司網路時通過電子郵件或文本消息傳送包含非常

私人的照片的不當電子郵件。如果在員工擁有的設備上傳

送個人電子郵件或個人文本消息，同一策略是否適用？哪

些通信將受到監視？哪些通信不會受到監視？

思科 BYOD 架構

思科提供了一個全面的 BYOD 解決方案架構，通過結合

網路內各元素建構統一方案，用以保障設備訪問、可見性

和策略控制的安全。為解決前面所述的許多難題，BYOD 

實施並不是單個產品的應用，而是必須集成到智慧型網路

中。

Cisco BYOD 解決方案基於思科無邊界網路架構而構建，

並且假設在針對園區、分支機搆、Internet 邊緣和家庭辦公

實施的網路基礎架構設計中遵循最佳實踐。

高級別解決方案架構

全面的 BYOD 解決方案必須提供對網路具有有線、

WiFi、遠端和移動訪問權，多種設備類型和品牌都可支援，

而且必須能夠跨企業和行業範圍強制實施各種策略。此外，

當設備從一種環境移動到另一種環境（例如從公司 WiFi 網

路移動到公共 3G/4G 移動網路）時，BYOD 解決方案必須

能夠提供安全訪問，同時保持平穩順暢的用戶體驗。

對於任何 BYOD 戰略而言，考慮對公司網路具有全面存

取權限至關重要，這不僅是指公司無線局域網，而且還有

主要園區內的有線訪問、分支機搆和家庭辦公室內的有線

和無線訪問，以及跨 Internet、移動 3G/4G 和公共 WiFi 熱

點的遠端存取。如果設計沒有考慮到各種可能性的網路訪

問環境，那麼該設計將不足以為 IT 提供可管理且可擴展的

解決方案。

思科解決方案組件

以下各部分將概括介紹解決方案架構的各思科組件以及

它們所執行的角色。

Cisco Catalyst 交換機

交 換 機（ 包 括 Catalyst 3000、Catalyst 4000 和 Catalyst 

6000 系列）會提供對網路的有線訪問，並通過 802.1x 處

理對網路的身份驗證請求。此外，接入交換機可為需要電

源的設備（包括 VDI 工作站、IP 電話和無線局域網接入點 

(AP)）提供乙太網供電 (PoE)。Cisco Catalyst。

思科集成服務路由器

思科集成服務路由器 (ISR)（包括 ISR 1900、ISR 2900 

和 ISR 3900）可為分支機搆和家庭辦公室提供 WAN 連接，

並為分支機搆中的有線和 WLAN 基礎架構提供連接。此

外，ISR 會提供與 Internet 和雲服務、應用程式以及廣域網

路優化服務的直接連接，並且還可通過移動設備用作 VPN 

連接的終止點。

通過 ISR 中的 Secure Device Provisioning (SDP) 功能，也

可用作證書許可權 (CA)，這對於比較小規模的實施而言十

分受用。

思科無線局域網接入點

思科無線局域網 (WLAN) AP（包括 AP3500 和 AP3600）

可為公司網路提供 WiFi 連接，並通過 802.1x 處理對網路的

身份驗證請求。此外，無線局域網還會提供重要功能，以

實現可靠、高性能的移動設備連接。

高級別 BYOD 解決方案架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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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無線局域網控制器

思科無線局域網控制器 (WLC) 可用來自動執行無線配置

和管理功能，並允許查看和控制無線局域網。WLC 能夠與

身份服務引擎 (ISE) 進行交互，以跨設備端點強制實施身

份驗證和授權策略。

思科自我調整安全設備

思科自我調整安全設備 (ASA) 可提供傳統的邊緣安全功

能，包括防火牆和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IPS)，並且

為通過 Internet 進行連接的移動設備提供重要的安全 VPN 

(AnyConnect) 終止點，包括公共 WiFi 熱點和 3G/4G 移動

網路。

Cisco AnyConnect 用戶端

Cisco AnyConnect 用戶端可在信任的網路上提供 802.1x 

請求方功能，並為那些從不受信任的網路（包括公共 

Internet、公共 WiFi 熱點和 3G/4G 移動網路）訪問公司網路

的設備提供 VPN 連接。對一個請求方用戶端進行部署和管

理具有運營優勢，並且可為用戶提供通用的外觀和程式。

此外，可以利用 AnyConnect 使用者端提供 BYOD 設備的

設備狀況評估，以及強制實施一定程度上的策略和實施使

用策略。

思科身份服務引擎

思科身份服務引擎 (ISE) 是 Cisco BYOD 解決方案架構的

一個核心元件，並且可提供多種服務，包括： 

• 自助式註冊和登記門戶 

• 身份驗證 

• 授權 

• 設備分析 

• 設備註冊和資源調配 

• 證書登記 

• 狀況評估 

• 策略定義 

• 身份存儲區（例如，Active Directory® [AD]）的介面

• 報告丟失或被盜的設備並將其列入黑名單

Cisco ISE 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能夠提供一個

位置用來註冊設備。當設備第一次連接到網路時，可以將

它們重定向到自助式（或 IT 干預）註冊門戶，使用者可在

其中註冊設備、登記設備並接收推送到設備的自動資源調

配。這是一種基本服務，可用來減少 IT 的負擔，以接觸網

絡上的每個設備並對其預先進行資源調配，並且還可讓 IT 

查看訪問網路的設備。

除了如身份驗證和授權之類的核心功能之外，Cisco ISE 

還會針對通過設備分析連接到網路的設備提供智慧。設備

分析可以用來發現、找到和確定連接到網路的端點的類型

和功能，以拒絕或強制實施特定的授權規則。

例如，設備分析、狀況評估和策略實施的組合可用來強

制實施 BYOD 策略，如： 

• 訪問網路，但僅限 HTTP 流量 允許員工擁有的 iPads

• 訪問網路（如果它們違反法律）拒絕 iPhones

• 設備是歸公司所有，則授予完全訪問權如果 Android

Cisco Prime
Cisco Prime 可提供網路管理和控制功能，包括主要使用

者和設備可見性，以及網路設備資源調配。

Cisco ScanSafe 雲網路安全

Cisco ScanSafe 可通過基於雲的解決方案擴展大多數企

業客戶通過內部設備實施的安全功能，用於 BYOD 用戶端

位於公司之外時對其進行保護。指導 BYOD 用戶端通過 

ScanSafe 雲訪問 Internet 來執行安全掃描，以過濾 Web 訪

問、檢測惡意軟體、發現反常行為並對公司提供即時回饋。

當設備離開企業網路以防止破壞性和潛在的安全攻擊手法，

隨後再重新加入企業範圍內的網路時，擴展 BYOD 設備保

護是非常重要的。

Cisco Jabber
Cisco Jabber 可通過將設備集成到產品的統一通信套件

中，將協作擴展到 BYOD 設備。使用者可以輕鬆地使用語

音和視頻通信、訪問語音訊息並通過 IM 進行通信。Jabber 

用戶端還會參與即時狀態，以及與更多傳統的員工電腦（包

括 Cisco WebEx）訪問同一會議和桌面共用應用程式。

Apple IPad 上的 
Cisco Jabber圖 8

Q. 思科 (ISE) 是 BYOD 解決方案架構的核心元

件，請舉三個可提供的服務 ??

快上技術顧問專屬 Facebook 回答您的

答案，就有機會得到精美小禮物 !

有獎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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