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说明书

企业

ARUBA ORCHESTRATOR
即服务
Aruba Orchestrator 即服务 (OaaS) 是一种安
全、云托管的单租户软件即服务订阅，使企业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集中向应用程序分配业务意
图策略，并管理和监控其 Aruba EdgeConnect
SD-WAN。直观的用户界面为数据中心和基于
云的应用程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
OaaS 允许企业在业务意图策略的驱动下，通过单一管理平

• 集中式编排和策略自动化：使网络管理员能够集中定义和

台，跨数千个设备编排应用程序策略。

编排粒度安全策略，并跨用户、应用程序组和overlay的

Aruba OaaS 服务选项吸引了那些更喜欢零资本支出 SD-WAN

任意组合，创建安全的端到端区域，根据业务意图将配置

管理解决方案的企业，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在没有资本投资和管
理内部基础设施相关复杂性的情况下访问 Aruba Orchestrator
平台的所有功能。

推送到站点。此外，它为下一代安全服务提供无缝的拖放
服务链接
• 实时视图：overlay和underlay服务监控实时吞吐量、
丢失、延迟和抖动，以主动识别潜在的性能影响

主要功能
• 单屏管理：支持快速、一致地实施网络范围的业务目标策
略，消除了配置和连接远程办公室和分支机构所需的许多
重复且繁琐的手动步骤

• 精细的实时监控和历史报告：提供应用程序、位置和网络
统计的具体详细信息，包括对所有网络路径的丢失、延迟
和数据包排序的连续性能监控；通过名称和位置识别所有
web 和本机应用程序流量，警报和提醒可以更快地解决网
络问题
• 带宽成本节约报告：记录向宽带连接转移的成本节约

图 1：Aruba Orchestrator 的矩阵视图，提供了一个易于阅读、直观的已配置区
域和已定义白名单例外的可视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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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AN 部署速度更快
通过 OaaS，可以在分支机构中安全地零接触配置 Aruba
EdgeConnect 设备。OaaS 可自动分配业务意图策略，以确
保跨多个分支机构更快、更容易地连接，消除了逐个站点手
动更新规则和访问控制列表 (ACL) 可能导致的配置偏移。借助
Aruba Orchestrator，企业可以：
• 通过在定制的overlay向用户交付应用程序，避免广域网重
新配置
• 通过业务意图策略使应用程序交付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 利用 Aruba EdgeConnect 配置文件简化分支机构部署，

图 2：Aruba Orchestrator 能够集中定义并自动向多个分支机构分发网络范围的
业务意图策略。

该配置文件描述了该位置的虚拟和物理配置
• 运行状况图根据数据包丢失、延迟和抖动的配置阈值，提供

实时运行状况监控和历史报告
Aruba Orchestrator 提供了关于 SD-WAN 运行状况和性能的具

Aruba EdgeConnect 设备状态和网络运行状况的高级视图
• 监控和报告工具生成和安排多个定制报告，以跟踪各种性

体细节

能指标；报告可以定期安排，并自动发送给特定的个人或
• 设备仪表板显示网络上连接的设备、会话排名、应用程

部门

序、拓扑图等的集中摘要

图 3：Aruba Orchestrator 应用程序消耗监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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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对云的控制

ARUBA ORCHESTRATOR 即服务许可

准确了解软件即服务 (SaaS) 和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在整个组

可选的云托管 Aruba Orchestrator 即服务 (OaaS) 需要基于

织中的使用情况。

Aruba EdgeConnect 网络规模要求的单独期限许可证（1-5

• 对所有云和数据中心托管的应用程序进行基于名称的识别
和报告
• 跟踪 SaaS 提供商网络流量

年），并且有 3 种方便的规模（小型、中型和大型）可供选
择，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企业网络扩展要求。随着网络规模的
扩大，企业可以灵活地升级其许可证。

• 云智能的为SAAS服务提供最佳的互联网出口映射

小型
适合多达 ~50 台
Aruba EdgeConnect 设备

图 4：Aruba Orchestrator 仪表板总结了整体 SD-WAN 运行状况、设备状态、拓
扑和顶级应用程序。

云托管 ARUBA ORCHESTRATOR 即服务
Aruba Orchestrator 即服务是一种托管的单租户订阅服务，

中型
适合多达 ~200 台
Aruba EdgeConnect 设备

由 Aruba 托管，支持部署和管理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的以下功能：
• 自动化托管备份
- 7 天的配置和统计
- 多个可用性区域中的主机冗余
• 内置高可用性
- 跨多个可用性区域托管
- 即使无法联系到 Orchestrator，SD-WAN 网络也一直在
运行

大型
适合 ~200 多台
Aruba EdgeConnect 设备
注意：Aruba Orchestrator 性能取决于除了设备数量之外的多种因素。每层
可以管理的设备数量是一个近似值。

• 高度安全的 VPC 环境
- 数据库加密
- 单租户产品
• 多实例
- 在多个地区提供*
- 美国东部，EMEA-法兰克福
*访问 arubanetworks.com，查看最新的地理区域供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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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真正的业务价值

优势

Aruba 的云托管 Aruba Orchestrator 提供高度可靠的、零资

借助 Aruba Orchestrator 即服务，企业可以简化其 Aruba

本支出的替代部署模式。组织可以订购 Aruba Orchestrator，

EdgeConnect SD-WAN 网络的连接、基础设施管理和网络管

作为支持 Aruba Orchestrator 所有功能的软件服务，而无需

理。该服务提供以下优势：

管理内部虚拟计算和存储资源解决方案的复杂性。每个企业客

• 高度可用的零资本支出解决方案

户都有一个独特的 Aruba Orchestrator 实例，可确保安全的

• 消除了与本地基础设施管理相关的复杂性和成本

SD-WAN 管理、监控和报告，同时保持数据完整性。

• 提供实时应用可见性、历史报告和网络性能的实时视图
• 按需扩展网络容量和站点的灵活性
• 简化 IT 操作，以实现 SD-WAN 网络管理以及管理物理基
础设施和备份操作的需要
• 保护客户网络和数据完整性
- 每租户数据隔离和完整性
- 每租户可升级性、维护、备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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