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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BA CENTRAL
适用于分支机构、园区、远程位置的 AI 云管理
网络和数据中心网络
Aruba Central 是一个强大的云管理网络解决方案，可为当今
的 IT 运维提供无与伦比的简便性。作为 Aruba ESP（边缘服务
平台）的管理和编排控制台，Aruba Central 可提供单一的管
理窗口，用于监控园区、分支机构和远程位置和数据中心位置

主要功能
• 无线、有线、VPN 和 SD-WAN 网络统一管理，
简化操作

的有线和无线 LAN、WAN 和 VPN 的各个方面。

• 基于 AI 的数据分析可加快故障排除和持续网络优化

解决方案中内置 AI 分析、端到端编排和自动化以及高级安全功

• 与 Aruba UXI 集成，以主动监控和改善最终用户

能。还包括实时升级、强大的报告和实时聊天支持，进而为日
常维护活动实现更高的效率。
Aruba Central 建立在云原生微服务架构之上，可满足企
业对规 模 和 弹 性 的 需求 ， 并 采 用 直 观 的 工 作 流 和 仪表板，
因此非常适合 IT 人员有限的中小企业。现在，解决方案还与
HPE GreenLake 进行了集成，进而为 IT 高管提供一致的操作
模式和单一平台，以查看和管理其计算、存储和网络基础设
施，实现无与伦比的效率和更大的成本节省。

精简的网络运维
Aruba Central 可避免使用相互脱节，仅针对特定网域的网络

体验
• 基于意图的策略引擎和访问控制，可大规模加强和
简化安全性
• 内联客户端分析和遥测，弥补与 IoT 相关的可见性
不足
• 强大的远程或家庭办公环境网络监控和故障排除
• API 和 webhook 可在您的环境中添加其他领先
IT 平台的价值
• 实时聊天和基于 AI 的搜索引擎，增强支持体验
• SaaS、本地和托管服务选项，可实现灵活的使用和
付费方式

管理工具造成的效率低下的情况。本数据表首先将介绍网络运
行状况摘要仪表板，该仪表板可快速提供对网络进行分析和
改进所需的各种分析数据——无论是有线或无线 LAN，还是
WAN 的性能均不在话下。
从这个单一的仪表盘，IT 运维人员可以非常轻松地对网络状
态进行评估，并查看全局和站点级别的详细信息。选择站点会
改变接口，进而只显示特定于该位置的网络设备和连接的客
户端。通过这种方式，IT 运维人员可以快速识别潜在的问题，
并对需要他们立即关注的特定位置进行归零校正。
图 1：网络运行状况摘要

简化接入和预配置
在任何环境中，接入、配置和预配置网络设备都是一项关键

引导式设置向导

活动，但这可能非常耗时且复杂。Aruba Central 可通过简单

设置向导会自动添加帐户订阅，同步订单中的设备产品清单，

的设置向导、灵活的配置选项和零触摸预配置，再加上直观的
移动安装应用程序加速这一过程。

并将购买的许可证分配给设备。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准
确性，并且可以更轻松地将设备接入或更换到您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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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配置选项
为了简化设备配置，Aruba Central 会使用各种模板和包含引
导式分步工作流的 UI 选项。对于具有常见配置要求的设备，
网络管理员可以使用群组功能快速应用或修改大规模设备群组
的设置。

图 3：支持集成实时聊天的 AI Search

采用 AI 技术的监控和故障排除
当出现影响网络或业务的问题时，快速检测、识别根本原因和
解决问题是维持稳定环境的核心任务。Aruba Central 支持对
图 2：用于大规模 Aruba CX 交换机配置的多项编辑器

网络、应用程序、客户端设备和最终用户体验的 24x7 全天候

还可为 Aruba CX 交换机提供其他选项，包括预先构建的快速

智能监控，所有这些信息都采用强大的可视化工具和仪表板

配置功能，只需按照提示进行几次相关信息的输入即可实现全

呈现。

网范围的更改。多项编辑器还可用于更多高级的配置任务。

适用于无线网络、有线网络和 WAN 的 AIOps

这两个选项都可提供内置的设备验证功能，使网络管理员能够

Aruba Central 包括一个可提供全套服务的 AIOps 解决方案，

快速计划、测试和实施更改，同时确保满足常见标准和现有

可自动执行常见的故障排除活动，减少 IT 支持任务量和相关成

策略。

本。Aruba 的 AIOps 解决方案基于不断使用从每个垂直行业、

零接触部署

细分市场和网络类型的数万 Aruba 客户收集的网络性能数据进

零接触预配置可提供简单、直观的接入点、交换机和网关设

行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

置工作流程——现场无需 IT 人员参与。可以根据网络或站点
的特定要求在 Aruba Central 中定义配置参数。插入设备并打
开设备电源，即可开始使用。设备启动时，它会连接到 Aruba
Central 并自动从云端接收运行配置。

AIOps 解决方案的核心组件包括：
• AI Insights：通过使用随着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的针对每
个站点的动态基准自动检索和诊断一系列影响网络的常见
问题——无需手动设置或调整服务水平阈值。内置异常检

移动安装程序应用程序
移动安装程序应用程序允许您将设备的安装和部署委托给受信
任的人员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该应用程序允许您定义每个 IT
人员的访问权限，并在扫描设备并将其添加到分配的网络时跟
踪接入流程。然后使用零接触预配置过程，每个设备的状态会
立即在 Aruba Central 安装程序仪表板中更新。
支持的网络设备
Aruba Central 可为各种 Aruba 无线接入点、交换机和网关
（以前称为控制器）提供管理方案。对于无线网络，Aruba
Central 支持带网关和不带网关的部署。
按此查看受支持设备的完整列表。

测功能会在问题发生时突出显示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影响，
进而帮助 IT 人员查明根本原因并找到适当的修复步骤，准
确率高达 95%。
• AI Search：Aruba Central 数据湖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引擎，用于提供问题解决指导、故障排除提示等。无论运
维人员是在寻找设备配置的最佳做法，还是需要隔离影响
特定用户的问题，AI Search 都能提供快速、交互式的响
应，从而简化第 0 天到第 2 天的操作。
• AI Assist：使用事件驱动的自动化来收集诊断信息，将这
些信息发布到共享位置，甚至通知 Aruba TAC，以获得主
动的客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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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手动故障排除有助于将问题的解决速度最高节省 90%。客

User Experience Insight 集成

户还可以利用匿名对等基准，根据具有类似网络特征的站点的

Aruba User Experience Insight (UXI) 可从最终用户的角度进

性能水平提供最佳配置设置——在某些情况下，容量最多可提

行衡量，进而完善 IT 人员对应用程序和网络运行状况的理解。

高 25%。

UXI 传感器可提供对无线、有线和 WAN 网络性能的持续监控

最后，可以启用自我修复工作流，以根据需要自动更新配置，

和测试，之后将任何异常状况直接发送至 Aruba Central 网络

进而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帮助 IT 人员解决问题。

运行状况仪表板。检测到问题时，IT 人员可以快速识别任何位
置的系统性或间歇性问题，然后访问完整的 UXI 仪表板，进行

额外的监控功能
高级故障排除
详细的运行状况和分析仪表板也可用于监控：
• 网络运行状况和保障：获得对全网性能的广泛可见性，并详
细查看特定站点的设备利用率、配置合规性和其他统计数
据的摘要信息。
• 应用程序可见性：监控全网应用程序运行状况，确保关键服
务可以接收优先流量，同时可以按站点、设备或位置跟踪和
执行可接受的使用。
• UCC 分析：VoIP 应用程序平均意见得分 (MOS) 执行情况
以及潜在 RF 性能和容量问题深入数据分析综合视图。
• 客户端运行状况：提供有关连网设备的大量详细信息，包括
对客户端性能、连接状态、物理位置和数据路径的深入数据
分析。
• 基于 AI 的连接数据分析：自动识别与 DHCP、DNS、身份验
证失败等相关的潜在 Wi-Fi 连接问题。
对于有线网络，IT 运维人员可以了解单个交换机和堆叠交换机
的运行状况和利用率。这包括端口状态、PoE 功耗、VLAN 分
配、设备和相邻设备连接、电源状态等，还有可以加速有线网
络故障排除的内置警报和事件。
内置故障排除工具
故障排除功能包括实时事件、数据包捕获、日志和丰富的命令
行工具。还可以使用 ping 测试和路由跟踪（Aruba 基础设施设
备级性能测试）等诊断检查。

图 4：基于 AI 的 Wi-Fi 连接分析数据

获得专利的无线网络优化技术
云、IoT 和 8K 视频流和 AR/VR 等全新的应用充斥着 Wi-Fi 网
络。再加上可能会干扰客户端连接的恶劣建筑条件，这些带宽
密集型应用可能会对网络性能和最终用户体验产生严重影响。
Aruba Central 可以对许多特有的 AI 功能进行编排，使 Wi-Fi
网络性能保持在最高水平。
提供 SLA 级应用程序 QoS
通过 Air Slice 保证性能并优化用户体验。Air Slice 可以动态分
配时间、频率和空间流等频段资源，有助于保证延迟敏感型高
带宽应用程序（如 AR/VR、Zoom 和 Slack）以及 IoT 设备的
性能。
时间 RF 管理的自动化
通过 AirMatch 提升无线网络容量，改善覆盖范围的管理。
AirMatch 可利用 AI 和机器学习技术分析网络中的周期性 RF 数
据，以便为部署的每个 Aruba 接入点获得配置更改，进而根据
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接收动态更新。

3

数据表
ARUBA CENTRAL

优化客户端连接

单独的安全设备，因此网络保护、性能和用户体验都不会受到

通过 ClientMatch 增强传统频段和漫游技术，这是一种获得专

影响。

利的 RF 优化技术，可持续增强 Wi-Fi 6 和 Wi-Fi 5 客户端的连

用户和设备身份验证

接并避免客户端粘滞问题。

一项被称为 Cloud Auth 的功能可以进一步简化 IT 人员控制网

消除室内蜂窝网络盲点

络访问的方式，同时还可为需要连接的最终用户提供顺畅的体

通过 Air Pass* 在蜂窝网络和 Wi-Fi 之间实现无缝切换。

验。IT 管理员可以将允许的客户端 MAC 地址上传到 Central，

Air Pass 使用与主要移动网络运营商预先协商的协议和 Wi-Fi 认

或通过集成常见的云身份存储服务（如 Google Workspace

证的 Passpoint® 标准，无需强制网络门户、用户名和密码，

或 Azure Active Directory）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以自动

即可为您的客人提供出色的体验，同时降低 DAS 的成本和管理

分配适当的网络访问权限级别。还可以使用支持 macOS、

开销。

Windows、iOS 和 Android 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无缝接入客户
端设备。

大规模实现边缘到云安全的自动化
Cloud Auth 还可提供有关网络行为和使用情况的更多分析数
混合工作场所各项措施、IoT 和边缘计算正在增加网络的复杂
性。与此同时，每天都会出现新的安全漏洞。因此，在每个网
络跃点手动配置静态 VLAN、ACL 和子网对于保护当今的分布

据。在 Central 的相关监控仪表板中，管理员可以查看流量模
式、访问请求、连接的会话等，进而帮助 IT 人员不断完善和强
化安全状况。

式企业已经不现实，也无法实现扩展。
基于 AI 的客户端分析
为了帮助强化网络安全并简化 IT 运维，Aruba Central
NetConductor 可提供先进的云原生配置、管理和安全功能，
包括基于意图的策略自动化和编排、直观的网络访问和身份验
证控制，以及对所有连网客户端进行的 AI 发现和分析。
全局策略自动化和编排
IT 人员可以通过 Aruba Central 中的策略管理器，使用 UI 驱
动，基于意图，可自动将员工、合同制工作人员、客人和设备
的用户角色映射到适当访问权限的工作流轻松定义和维护大规
模的全局策略。

为了弥补通常与移动和 IoT 设备相关的可见性不足的情况，
Aruba Central 可以通过 ML 技术对所有客户端进行分类。此功
能称为 Client Insights，可在未知设备可能连接到您的网络的
情况下，使用与已知客户端来自广大用户的指纹和 MAC 范围
分类进行动态比较的方法。
通过这项服务，Aruba Central 可使用深度数据包检测提供额
外的上下文和行为信息，以便自动对在任何有线或无线网络上
运行的所有设备进行分类，进而帮助确保设备接收到适当的策
略实施。

无需复杂的 CLI 编程，IT 运维人员即可使用 Aruba Central 中
的架构向导自动生成逻辑覆层，进而在有线、无线和 WAN 基
础设施中全面实施内部策略。
网络设备（如支持架构的 Aruba 网关和交换机）可在全局策
略标识符的帮助下执行内联策略实施和检查。这种形式的策略
实施可以减少网络延迟，因为不需要将应用程序流量转移到
图 5：移动和 IoT 设备可见性，以实现准确的策略使用
*注意：Air Pass 目前仅在美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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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技术可以简化迁移过程

关进行集中管理，并通过 MPLS、宽带和蜂窝链路对流量进行

Central NetConductor 可使用广泛采用的协议（例如 EVPN/

路由。

VXLAN）来生成智能网络叠层。因此，可以在所有网域的异构

Aruba Central 还可提供：

网络中快速部署叠加网络，从远程和分支机构位置到园区和大
型跨国企业，进而为您提供先进可见性、身份验证和安全服务
的各种优势，并可通过灵活自由的选择按照自己的节奏对网络
进行更新换代——无需技术性中断或昂贵的基础设施拆除和
更换。
注意：Central NetConductor 中的一些功能将在 2022 年晚些
时候全面推出。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Aruba 销售代表
或请参阅 Central NetConductor 解决方案页面。

• 集成拓扑视图，用于通过图形表示每个站点的网关和详细
信息。
• 可对每个站点的 WAN 线路运行状况、带宽可用性和隧道
状态进行监控的功能。
• 可用于对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 SaaS 应用程序的体验
质量 (QoE) 评分。
• 用于管理分支机构和数据中心路由首选项的 WAN 编排
功能。
• 可将策略直接扩展到托管在公共云中的网关的虚拟网关管

额外的安全功能
安全的无线网络隔离
对于商场或机场等需要多租户运营的场所，无需部署额外的接
入点，MultiZone 即可实现安全的 SSID 分离。MultiZone 的一
个关键用例是将不太安全的 IoT 设备与其他企业流量分开，进

理功能。
• 简化的 AWS Transit Gateway Network Manager 和
Microsoft Azure Virtual WAN 集成管理功能。
• 带有 IDS/IPS、威胁情报数据以及事件管理功能关联的高级
安全仪表板。

而不会产生部署和管理另一个无线网络的费用或复杂性。

更多信息，请参阅 SD-WAN 数据表。

入侵检测

远程工作能力

Aruba Central 可以利用 Aruba 的恶意接入点入侵检测服务

通过 Aruba Central，无需繁琐的手动设置，IT 人员即可对支

(RAPIDS) 来识别和解决恶意接入点和客户端引起的问题。有线

持成千上万需要访问企业应用程序和服务的远程用户所需的网

和无线数据自动关联，以识别潜在威胁，进而通过减少误报来

络基础设施进行轻松扩展、监控和保护。选项包括将 Aruba

加强网络安全并改进事件响应流程。

EdgeConnect Microbranch 解决方案与任何 Aruba 接入点一

网页内容过滤

起部署，以便在无需本地网关的情况下为小型办公室、家庭办

网页内容分类 (WebCC) 功能可按内容类别对网站进行分类，并

公环境或临时位置提供园区内连接、支持和安全体验，或者使

可根据信誉和风险评分对网站进行评级，使 IT 人员能够阻止恶

用即插即用的虚拟内部网访问 (VIA) VPN 客户端连接到部署在

意网站，以帮助防止网络钓鱼、DDoS、僵尸网络和其他常见

数据中心或公共云基础设施中的 Aruba 网关，以支持四处奔忙

攻击。

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连接后，IT 人员可以集中监控和解决影响用户的

SD-BRANCH 编排
使用传统 WAN 解决方案连接分支机构和其他远程位置代价高

问题，包括连接到 VPN 的员工。分析数据包括客户端数据
路径、带宽消耗情况和 VPN 隧道运行状况。

昂且过程复杂。Aruba SD-Branch 可以帮助简化 WAN 管理，
同时增强用户体验。作为 Aruba SD-Branch 的云管理控制台，
Aruba Central 可以让 IT 人员能够对虚拟、头端和分支机构网

问题的主动通知可通过查明瓶颈的确切原因来帮助 IT 人员更快地
调试问题，从而减少帮助台呼叫量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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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AOS 10 中的 Aruba EdgeConnect Microbranch 功能，

Aruba Central 可以通过基于 GUI 的工作流程提供一种极其简

IT 人员还可获得 WAN 编排和基于策略的路由功能，以及与

单的方法来升级已部署网络设备上的固件。这包括完成实时升

Zscaler 等提供商提供的云安全解决方案的集成。由此产生的

级，以缩短维护窗口期并确保持续运行的能力。可以在站点级

微型分支机构架构可以极大地简化 IT 人员对混合工作模式工作

别完成升级，也可以将升级安排在非高峰运行时间。最后，

人员的连接进行管理的方式，进而以最小的开销为远程位置提

还可以在 Aruba Central UI 中为所有托管设备管理固件合规性

供增强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

规则。

通过 API 和 WEBHOOK 实现可扩展性
对于开发网络自动化框架的客户，Aruba Central 可通过 API
和 webhook 提供与其他领先 IT 平台和解决方案的可扩展性。
通过自动将数据从 Aruba Central 提取到这些第三方解决方案
图 6：轻松检测影响远程工作人员的 WAN 或 VPN 问题

中，网络运维人员可以根据特定事件或条件以编程方式触发操
作。可扩展至多个系统的通用工作流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动化水

将运维扩展到 IOT

平，例如在 ServiceNow 中创建 IT 支持请求，或使用 Ansible

Aruba Central 可通过集成的仪表板和应用商店简化 IoT 运维。

对数百个网络设备的配置更改进行编排。

该仪表板可将网络监控和数据分析扩展到连接到运行 AOS 10
的 Aruba 接入点的 BLE 和 Zigbee 设备，进而帮助将 IT 和 IoT
融合到同一网络中。
集成的应用商店可以降低部署新 IoT 服务的复杂性，这通常需
要专门的组件和技能。借助 Aruba Central，客户只需轻点鼠
标即可从领先的 IoT 合作伙伴无缝下载和部署同类最佳的应用
程序。

获得 FEDRAMP 授权
Aruba Central 已通过联邦风险和授权管理计划 (FedRAMP) 获
得“授权”供应商的称号。FedRAMP 等认证可为所有公司或
实体（包括美国联邦机构和参与计划的州和地方 (SLED) 政府
IT 部门）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以便这些组织可以自信地采用
Aruba Central 的基于云的服务来简化运维、降低 IT 成本并为
他们的组织创造更大的价值。

报告和维护

有关 Aruba Central 如何满足您组织的安全和数据隐私要求的

强大的报告功能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技术概要。

Aruba Central 可提供高级报告功能，作为基本许可证订阅中
包含的一项功能。报告可提供设备连接、网络运行状况、容量
规划信息，以及为网络中各个站点的用户体验制定基准并进行
比较的功能。还可提供一个报告向导，以便按计划和需要生成
报告，这些报告可以着重关注网络和应用程序的运行状况、

按照实际需要进行部署和管理
Aruba Central 可通过软件即服务 (SaaS)、本地和托管服务模型
构建，可为客户提供满足各种技术、人员配备和资金要求所需
的选择和灵活性。

吞吐量和使用数据、设备和客户端清单、活动审计等等。

本地部署

实时升级

Aruba Central On-Premises 非常适合希望获得云的敏捷性和

升级网络设备上的固件通常会导致网络中断或服务中断。在这
种情况下，IT 组织通常依赖耗时的基于 CLI 的流程，或者必须
拨打客户支持电话来获得升级启动帮助。

效率，但又需要遵守严格的法规或合规性要求的客户。正在采
用传统网络设计方案，可能暂时无法采用云方案的客户可能也
比较适合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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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ba Central On-Premises 通过专门构建的服务器设备构建，

Advanced 订阅

可用于 3 节点、5 节点或 7 节点集群，以实现企业级规模和弹

Advanced 订阅适用于 Aruba 接入点和网关，包括所有

性。该方案还可提供 1 节点选项，用于支持规模较小的部署。

Foundation 功能，同时增加了增强的 AIOps、安全性和其他高

有关所支持功能、设备规格和订购详情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级功能，例如端到端网络隔离、扩展的 AI Insights、UCC 可见

下表 1-2。您还可以在 Aruba Central On-Premises 订购指南

性和报告等。

中找到其他购买信息。

可实现最大价值的全新订阅选项

Intelligent Operations for Central On-Premises

可通过延迟激活、同时终止和许可证升级等选项提供额外的购

Intelligent Operations for Central On-Premises 可提供更大

买和使用灵活性，这有助于客户在合同条款内最大限度地利用

的运维和资金灵活性。该服务可提供基于订阅的硬件和软件

Aruba Central 订阅的使用方法和价值。

使用，这些硬件和软件可为 Aruba Central On-Premises 提供
支持，并由 Aruba 技术专家配置、管理和持续优化。
Intelligent Operations for Central On-Premises 可提供类似云
的灵活性，并可显著降低内部 IT 人员的开销。这样就可以形成
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可提高 IT 效率，实现预算的最大化并
确保顺畅的服务交付，进而实现最佳的网络性能。
Intelligent Operations for Central On-Premises 可以包含在
GreenLake for Aruba 服务方案中，也可以作为一项可提供支
持的独立专业服务。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下表 1-3，或联系
您的 Aruba 销售代表。

简单、灵活的使用方式
软件订阅（正式称为许可证）支持 Aruba Central 中的各种管
理功能，并可为每个设备单独购买。方案可提供 1 年期、3 年
期、5 年期、7 年期和 10 年期订阅期限，客户可通过当前和
未来的预算轻松满足 AIOps、安全性和其他所需管理功能的
要求。

• 延迟激活：现在购买订阅，之后可在最长 90 天后激活订
阅，以配合网络部署、扩展或其他即将进行的 IT 任务。
• 同时终止：为您的订阅制定一个统一的结束日期，以简化未
来将会面临的续订、预算规划和其他管理任务。
• 订阅升级：在合同期限内随时将您的订阅从 Foundation 升
级到 Advance，以解锁新的增值功能，无需新的合同或许
可证密钥。
注意：从 2022 年 5 月开始，将通过可配置的 SKU 支持延迟激
活、同时终止和订阅升级。请联系您的 Aruba 销售代表，了解
有关 Central SaaS 订阅以及订购方法的更多信息。

ARUBA CENTRAL 帮助中心
Aruba Central 可在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提供基于上下文的
协助。AI Search 的 NLP 引擎会根据您在 Aruba Central 用户
界面中的位置动态调整查询结果，将有用的解决方案指导信息
直接呈现在 IT 管理员的面前。除了可以自动将问题通知 Aruba
TAC 的 AI Assist 功能外，还支持集成式 24x7 全天候实时聊天
*，以便提供实时的支持。

Foundation 订阅
Foundation 订阅支持园区、分支机构、远程和数据中心网络
的所有主要企业功能，并可提供对监控、报告和故障排除、接

有关功能、配置和新支持的接入点、交换机和网关的信息，请
访问 Aruba Central 帮助中心。

入、预配置、编排、AI 和分析、内容过滤、访客接入、UXI 集
成和 24x7 全天候 TAC（包括对所有硬件的软件支持）的访问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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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HEADS 社区

设计、部署、迁移和管理服务

Aruba 的 Airheads 社区是与网络行业最顶尖的发烧友进行互

Aruba 专业服务可以帮助您使用 QuickStart 服务快速部

动、激发全新灵感和分享信息的好去处。您将可以查看各种

署 Aruba Central 和其他 Aruba ESP 组件，这些服务可根据

讨论区、专家文章和前沿内容。访问 arubanetworks.com/

Aruba 最佳实践提供专家审计、设计和部署或迁移协助。需要

airheads-community/，了解更多信息

迁移到 Aruba Central 的 Aruba AirWave 客户可以利用我们预
定义的迁移服务。联系您的 Aruba 销售代表，了解更多信息。

“始终以客户为中心”的支持服务
全线支持已获得 Aruba Central 订阅的 Aruba 产品，服务

您还可以在整个技术生命周期内优化您的部署，通过主动式工
程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提供技术管理和轻松的续订或扩展

包括：
服务。按此了解更多信息。
• 24x7 全天候故障排除优先技术支持。
• Aruba Central 以及 Aruba Central 管理的所有 Aruba 硬件
产品的软件更新和升级。
• 通过 Aruba Foundation Care 合同升级 Aruba Central 管
理的所有硬件的部件更换选项，以便享受下一工作日更换
或 4 小时现场维修和更换服务。
除了硬件更换选项外，您还可以选择添加 Aruba Pro Care，
以快速获得高级 Aruba TAC 工程师的帮助，这些工程师被指
定为案例管理单点联系人，从而减少确定和解决问题所花费的
时间。
有关 Foundation Care 和 Aruba Pro Care 的完整详细信息，请
访问：https://www.arubanetworks.com/support-services/

* 实时聊天功能视具体可用情况而定。联系您的 Aruba 销售代表，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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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Aruba Central 部署模型对比

云部署 (SaaS)

本地部署

Intelligent Operations for
Central On-Premises

服务器选项

N/A

1、3、5 和 7 服务器选项

基于 SOW

服务器支持

N/A

可选

✓

许可模式

每个设备（接入点、交换机、网关）

每个设备（接入点、交换机、
控制器）

基于 SOW

许可期限

固定期限（1 年、3 年、5 年、
7 年、10 年）

固定期限（1 年、3 年、5 年、
7 年、10 年）

基于 SOW

软件支持

✓

✓

✓

N/A

最多 25000 个网络设备

最多 25000 个网络设备

Aruba IAP、交换机、网关

Aruba 接入点/IAP、交换机、
控制器和主控制器

基于 SOW

InstantOS、SD-WAN、
AOS-S、AOS-CX

InstantOS、AOS6、AOS8、
AOS-S、AOS-CX

InstantOS、AOS6、AOS8、
AOS-S、AOS-CX

可选

可选

可选

AI Insights

Wi-Fi、有线、SD-WAN

Wi-Fi 运行状况数据分析

Wi-Fi 运行状况数据分析

AI Search

✓

N/A

N/A

AI Assist/实时聊天

✓

N/A

N/A

接触者追踪

✓

N/A

N/A

UXI 集成

✓

N/A

N/A

动态网络隔离

✓

✓

✓

SD-WAN/SD-Branch

N/A

N/A

✓

✓

✓

专业服务

可选

可选

包括

托管式服务提供商
模式

可选

N/A

N/A

服务器设备

软件

网络设备
扩展
支持的设备

兼容的操作系统
硬件支持
特色功能

WAN 支持
API/Webhoo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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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Aruba Central On-Premises 设备技术规格

分类

Aruba Central 设备
(R1Q05B)

支持 Aruba Central 的 AirWave 8 设备
(R1Q04B)

系统规格
CPU

2，20 核 Intel Xeon-Gold 6138，3.6 GHz，HPE DL360 Gen10

内存

512GB

存储

2 个 2TB SSD 或 SAS HDD（RAID 0 配置 4TB）

4 个 1TB SSD HDD（RAID 10 配置 2 TB）

可扩展性
可以管理的设备

最多 25,000 个（使用 7 节点集群）

功率
功率

500 W Flexible Slot (FS) 铂金热插拔电源

电源

可选冗余电源

AC 输入电压

110/220 V ACE 自动选择

AC 输入频率

50/60 Hz 自动选择

物理
机架安装
尺寸（高×宽×长）
重量
HPE SmartDrives
网络
VGA/串行/USB 端口
行业合规性

1U SFF 易装导轨
1U 理线臂
4.29 x 43.46 x 70.7 厘米（1.7 x 17.1 x 27.8 英寸）
16.27 公斤（35.9 磅），最大
4 LFF SAS/SATA/SSD 8 或 10 SFF SAS/SATA/SSD
嵌入式 2 个 10GbE 和 4 个 1GbE；10Gb 2 端口 562SFP+ 适配器
前置 VGA（可选），后置 VGA 标准和串行（可选），5 个 USB 3.0
ASHRAE A3 和 A4，低空闲功率

质保
硬件

1 年部件

软件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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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Intelligent Operations for Central On-Premises

分类

服务能力

描述

安装

根据 Aruba 提供的设计蓝图提供服务器基础设施机架
和堆栈

迁移

根据 Aruba 提供的迁移蓝图

部署和配置

所有软件的部署和配置

知识转移

通过高水平和低水平设计文档对客户相关人员进行
培训

软件升级

Aruba IT 运维部门完成的主要、次要和补丁升级

第 2 天服务

系统状态和解决方案性能

主动调整和优化，以避免中断

（用于持续管理和优化的
Intelligent Operations 订阅）

硬件状态

Aruba IT 运维部门提供的 24x7 全天候解决方案主动
监控

采用新功能

与指定的客户成功经理进行每月评估，以评估使用情
况并确定适当的变更窗口期

第 0 天和第 1 天服务
（策略、评估、设计和部署
快速入门服务）

注意：在您的所在地区，本数据表中包含的某些功能可能尚不可用。随着 Aruba Central 每个新软件的发布，可用性的推进节奏会根据每个全球生产基地的位置而有
所变化。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 Aruba Central 帮助中心或联系您的 Aruba 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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