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概述

向业务优先的网络模式转变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边缘平台为云优先的企业提供自驱动广域网
巨变即将来临

在设计传统的以路由器为中心的广域网 (WAN) 架构时，所有应

一场巨变即将来临，这种巨变就是应用程序向云的迁移。虽然

用程序都托管在企业数据中心，当时并没有云。在以路由器为

每个企业的数字转型之旅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行业专家估计，

中心的模型中，所有流量都从分支机构路由到数据中心。随着

多达 70% 的应用程序已经迁移到云。根据最近的一项全球

云的出现，应用程序不再是集中式的。但是，传统路由器要求

Frost & Sullivan 调查1，62% 的受访者已经部署了软件即服务

企业将分支机构的所有应用程序低效地路由回数据中心，而不

(SaaS) 应用程序，82% 的受访者将在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数

是从分支机构站点直接路由到 SaaS 和 IaaS，这损害了应用程

据中心托管工作负载。虽然许多企业继续进行云迁移，但有些

序的性能。之所以有该回程要求，是因为架构和/或安全要求不

企业已经将 100% 的应用实例转移到 SaaS 和 IaaS，并停止运

够灵活，规定了传统路由器缺乏执行能力的高级检查。

营自己的数据中心。

在新的多云时代，企业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挑战。他们正在努力

在最近的 RightScale 调查2中，997 名受访者中有 81% 拥有多

确定如何：

云战略，并且已经在三个或更多不同的云中运行应用程序。应

• 使用互联网将用户直接连接到云应用，以获得最佳性能

用程序不仅分布在多个位置和多个云中，用户还必须能够从任

• 持续为每个关键业务应用提供高质量的体验

何设备和任何地方访问它们。然而，传统的基于路由器的网络

• 跟上 WAN 的变化，而无需逐个设备地进行配置和管理

方法不是为敏捷云时代设计的，这使得将用户连接到应用程序

• 在 10% 的时间内，跨多个云向数百个或数千个站点交付新

的任务变得复杂。

以路由器为中心的 WAN 模式已经碰壁

应用
• 持续监控所有应用程序和 WAN 服务，以了解在数以千计
的站点中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虽然大多数企业已经将应用程序和 IT 基础设施迁移到云，但
许多企业尚未实现云的全部承诺。根据 RightScale 的调查，在
2018 年，优化云支出是 58% 受访者的首选，但这些受访者估
计平均有 30% 浪费了云支出。事实上，85% 的组织声称，他
们距离实现云的预期优势还有数年时间3，理由是每月云应用程

•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减少人为错误
• 以相同的预算在 WAN 边缘提供更多的带宽
• 确保他们的 WAN 永远不会成为障碍，并始终与业务保持
同步
• 当云是开放的、可访问的并且一切都连接在一起时，保护

序中断和网络跟不上需求。根本原因是云导致了应用程序和网
他们的业务
络流量模式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

1

Frost & Sullivan SD-WAN 调查，2018 年 6 月
RightScale 云现状报告™，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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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今天的选择并不是为云时代设计的，因此不得不妥

借助业务优先的网络模式，IT 基于业务意图为应用程序组集中

协。企业试图扩展旧的以路由器为中心的 WAN，但这种方法

编排 QoS 和安全策略。该配置被自动编程到网络中的数百或数

过于繁琐和复杂。即使是作为替代方案出现的基本 SD-WAN 解

千个位置。从那时起，网络会自动、持续地将用户直接、安全

决方案，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们离企业在当今

地连接到提供最佳性能的应用程序。通过对应用程序和 WAN

云时代所需的全自动业务驱动网络的目标相去甚远。还有更好

服务的实时监控，业务驱动的网络会自动“了解”可能影响

的前进之路。

应用程序性能的任何网络条件变化 — 数据包丢失、延迟、抖
动。然后，它会自动“适应”，为每个应用程序提供所需的网

当务之急：向业务优先的网络模式转变

络和安全资源，以向用户提供最高质量的体验。

业务优先的网络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
网络符合业务要求，而与此相反的是，在传统的以路由器为中

业务优先的网络模式与基本 SD-WAN

心的方法中，应用程序和业务必须符合网络施加的约束。以设

在过去的几年里，该行业已经有 60 多家公司将 SD-WAN 作为

备为中心的模式自下而上，在每个分支位置部署路由器（通常

其产品的一部分进行营销。大多数包括基本 SD-WAN 功能，

是独立的防火墙）。这通常需要具备现场 IT 专业知识，并且始

例如使用多种形式的传输、动态路径选择、集中管理、零接

终需要手动、逐个设备地进行配置和管理。添加新应用程序或

触配置和加密连接的能力。然而，他们并没有实现业务优

更改 QoS 或安全策略时出现的任何更改，都需要手动重新配置

先的网络模式。业务驱动的 SD-WAN 遵循前面描述的自上

网络中每个分支的每台路由器。重新编程非常耗时，需要使用
复杂繁琐的命令行界面 (CLI)。

选项

更好的方法

以路由器为中心的模式

业务优先的模式

Business conforms to
业务符合网络的约束
constraints
of the network

Network enables
网络支持业务
the business

Bottoms-up,
device centric
自下而上，以设备为中心

Top-down: start with
自上而下：从商业意图开始
business intent

网络制造瓶颈
Network
creates a
bottleneck

Network
is a business
网络成为业务加速器
accelerant

Manual,
elongated
手动，延长交付
delivery

Fully automated,
全自动、连续交付
continuous delivery

One一体适用
size ﬁts all

向每个应用程序提供
Give
every application
所需的功能
what
it needs

选项

A Business-ﬁrst
业务优先模式Model
delivers
what you need:
提供您所需的功能：

Zero-touch
零接触配置
provisioning

完整编排和生命周期自动化

Automated
自动化模板
templates

Continuous,
self-learning,
持续、自学、结果导向
outcome oriented

路径选择
Path
selection

Consistent
WOW
一致的
WOW 体验，甚至是
experience, even voice &
宽带语音和视频
video over broadband

Encrypted
VPN
加密 VPN 叠层
overlay

持续实施端到端分段
Continuously
enforce
end-to-end segmentation

固定应用程序定义，ACL
Fixed
app deﬁnitions, ACLs
不可持续的经济学
Unsustainable
economics

惊喜，永远在后面

Surprises, always behind

更好的方法

A Basic
基本SD-WAN
SD-WANModel
模式
gives
you:
为您提供：

10x bandwidth,
same budget

Full orchestration and
lifecycle automation

Identify millions of
即时识别数百万个应用程序，
applications
on the ﬂy,
每天更新
updated daily

10 倍带宽，相同预算

Delivers
highest quality
提供最高质量的体验
of experience

Service-chained
服务链 VNF
VNFs

Seamless, holistic

多种功能的无缝整体实施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functions

表 2：基本 SD-WAN 模式和业务优先模式的比较
表 1：以路由器为中心的模式和业务优先的模式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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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业务优先的网络模式的原则。但有一些关键的区别：

端到端分段 — 虽然基本 SD-WAN 提供了相当于 VPN 的服务，

生命周期编排和自动化 — 大多数基本 SD-WAN 产品都提供某

但业务驱动的 SD-WAN 提供了更全面的端到端安全功能。除

种程度的零接触配置。但是，大多数并不提供所有 WAN 边缘

了在平台内支持基于状态区域的防火墙之外，SD-WAN 平台

功能的完整端到端编排，例如路由、安全服务（包括到高级第

还应该编排和实施跨 LAN-WAN-数据中心的端到端分段。由于

三方安全服务的服务链）和 WAN 优化。业务优先的网络模式

人为错误少得多，与以设备为中心的 WAN 模式或通常需要逐

为所有 WAN 功能提供了自动化的编排和生命周期管理。当企

个设备配置策略的基本 SD-WAN 模式相比，集中配置的安全

业部署新的应用程序或需要更改 QoS 或安全策略时，企业优先

策略更加一致。如果某个策略需要更改，它将使用业务驱动的

的网络模式会在几个小时内（而不是几周或几个月）集中配置

SD-WAN 进行一次编程，并推送到网络上的数百个甚至数千个

和实施所需的 WAN 更改。

节点，从而显著提高运营效率。

持续自学 — 基本 SD-WAN 解决方案根据预定义的规则控制流

直接互联网突破到云应用 — 许多基本 SD-WAN 基于固定的定

量，通常通过模板进行编程。然而，为了在任何网络条件下提

义和手动编写的 ACL 提供一些应用程序分类功能，以便通过互

供最佳应用性能，业务驱动的 SD-WAN 不断监控和自我学习网

联网直接发送 SaaS 和 IaaS 流量。这种方法在最初部署时可能

络状态，以提供最佳应用性能，即使在网络发生变化、拥塞或

运行良好，但云应用程序会不断变化。业务驱动的 SD-WAN 必

损坏时。自我学习的 SD-WAN 不仅可以检测资源恶化或中断，

须跟上步伐，不断适应这些变化，每天更新应用程序定义和 IP

例如 WAN 传输服务，甚至第三方云安全服务，还可以自动修

地址。如果不更新，应用程序就会中断，用户就会中断，满意

复以保持流量流动，同时保持对业务策略的持续遵从。

度和工作效率就会下降。

一致的体验质量 — SD-WAN 解决方案的一个主要优势是灵活

所有 WAN 边缘功能的整体统一 — WAN 边缘由许多网络服务

地使用多种形式的 WAN 传输。基本解决方案可以在应用程序

和功能组成，包括路由、WAN 优化、多种安全服务、与 DNS

的基础上沿着单一路径引导流量，如果这条路径出现故障或性

服务器的连接、应用程序和网络性能监控、负载平衡等。许多

能不佳，它可以动态地重定向到性能更好的链路。但是，在许

这样的网络服务或功能非常适合统一在单一的 SD-WAN 平台

多基本解决方案中，停机前后的故障切换时间在几十秒或更长

内。然而，更复杂的功能通常需要专门的技术。为了支持分

时间内，通常会导致明显且令人讨厌的应用程序中断。业务驱

支机构的所有 WAN 边缘要求，SD-WAN 应该能够自动编排由

动的 SD-WAN 更智能地监控和管理传输服务。它能够克服数据

行业分段领导者提供的网络功能。这不仅需要广泛的业务伙

包丢失、延迟和抖动等问题，为用户提供最高级别的应用性能

伴关系，而且往往需要定制开发，以简化和精简网络功能与

和体验质量，即使 WAN 传输服务受损。业务驱动的 SD-WAN

SD-WAN 平台的集成。

无缝处理总传输中断，并提供不易察觉的亚秒级故障转移，不
会中断语音和视频通信等关键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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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最高质量的体验

通过 2000 多个生产部署，客户已经确定了四个独特的业务价

Aruba EdgeConnect 平台利用不断学习、调整和自动化 WAN

值领域，这是他们选择 Aruba EdgeConnect 统一 SD-WAN 平

流量定向的技术，为终端用户和 IT 提供最高质量的体验。终端

台的原因。该平台使客户能够构建业务驱动的统一 WAN 边

用户将享受始终一致、始终可用的应用程序性能，包括最高质

缘，提供最高质量的体验，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和网

量的语音和视频，跨越任何传输服务组合，包括经济高效的消

络条件。它旨在使企业能够充分实现云的转型承诺。

费者宽带服务。凭借自适应本地互联网突破、路径调节和可选
的 Aruba Boost WAN 优化性能包等功能，Aruba 使 IT 能够保
持用户满意和高效。

业务驱动

最高质量的体验

持续适应

统一平台

集中式编排简化了变更的实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错误，
图 1：前瞻性的高管选择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平台

业务驱动的 SD-WAN
通过部署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边缘平台，应用程序

并实现了更快的故障排除，从而使 IT 能够更好地响应业务。凭
借高应用程序性能和可用性以及自动化的网络弹性，即使底层
传输出现中断，Aruba EdgeConnect 也能让 IT 人员腾出时间
来利用他们的夜晚和周末，并为更具战略性的数字转型计划做

性能、路由和安全性由自上而下的业务策略决定，而不是自下
出贡献，而不仅仅是“保持亮灯”。
而上的技术约束。企业确保其业务的优先级始终反映在网络向
用户交付应用程序的方式中。业务意图决定了应用程序 QoS 和

持续适应

安全策略。业务意图还驱动着网络资源的应用方式，以匹配每

通过机器学习的进步，Aruba 正在超越自动化和模板，使客

个应用程序的业务关键程度。

户能够建立一个每天都变得更加智能的自驱动广域网。Aruba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架构模型基于每类应用程序的

EdgeConnect 平台自动进行实时响应，消除限电和停电的影

业务需求（业务意图叠层）利用虚拟 WAN 叠层。一旦叠层及

响，因为连续监控和分析可以检测到不断变化的情况并触发立

其相关策略已通过 Aruba Orchestrator 定义，配置将被推送

即调整。

到网络上的所有站点。在这一点上，流量处理是完全自动化

基本 SD-WAN 可以通过手动编写 ACL 来突破一些云应用程

的，可以根据预先配置的参数，优化应用程序的路线或方向。

序，这些 ACL 依赖于不断的手动更新来解决应用程序定义的变

Aruba EdgeConnect 不断了解任何网络状况变化，并自动调整

化。随着新功能的增加，应用程序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常见的

流量处理，以保持对应用程序 QoS 和安全应用程序 QoS 和安

SaaS 应用程序使用的 IP 地址也会频繁更新。但是，当应用程

全策略的持续遵从。

序定义或 IP 地址发生变化时，基本 SD-WAN 将恢复到无法分
类的回程流量，从而导致云应用程序性能下降。Aruba 自适应
互联网突破每天为 10000 多个 SaaS 应用程序和 3 亿个网络域
名自动更新应用程序定义和 IP 地址。借助 Aruba 自适应互联
网突破，用户可以随时连接到任何应用程序，而无需 IT 人员的
手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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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平台

此外，十几家服务提供商提供由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边缘平台作为单一的系统从头开

边缘平台支持的完全管理或共同管理的 SD-WAN 服务。

始设计。它将 SD-WAN、防火墙、分段、路由、WAN 优化以

集中式编排
及应用程序可见性和控制统一在一个集中管理的平台上。这与
仅通过服务链集成关键分支广域网功能的竞争产品形成对比。

Aruba EdgeConnect SD-WAN 边缘平台的基础或大脑是 Aruba
Orchestrator。Aruba Orchestrator 集中定义业务意图叠层，

Aruba EdgeConnect 还通过灵活的硬件、软件和云交付模式
支持快速部署，这些模式可通过完整和开放的 API 进行互操
作。此外，Aruba 允许企业通过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包括行
业领先的安全、云和服务提供商）的服务链，利用现有投资。
事实上，Aruba 支持最广泛的安全和云合作伙伴生态系统，领
导者包括 Check Point、Forcepoint、McAfee、Netskope、
Palo Alto Networks、Symantec 和 Zscaler、云提供商，包括

规定如何通过广域网交付应用程序。从单一管理平台，IT 人员
可以快速定义服务质量策略、安全策略、故障转移优先级和到
第三方网络和安全服务的服务链。一旦定义了策略，它们就会
被自动推送到数百或数千个站点，而不需要手动对单个设备进
行编程或派遣 IT 专家到现场。使用 Aruba Orchestrator，可以
在几小时内而不是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内配置、调配和部署新
的应用程序或策略更改。

Azure、AWS、Google Cloud 和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图 2：实时和历史监控与分析简化了 SD-WAN 管理并加快了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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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集中定义的端到端分段确保了一致的安全策略实施

Aruba Orchestrator 还提供历史和实时仪表板，显示网络运行

提供最高质量的体验

状况、应用程序性能、网络性能、WAN 传输服务性能等大量

为了确保客户网络始终以最佳的性能和可用性水平运行，

指标。它从单一窗格中提供整个广域网的完全可观察性（或可

Aruba 提供完全内包的 24 x 7 x 365“全天候”支持模式。

见性），从而实现更快的故障排除和全面报告。

如果需要更换硬件，全球备件库网络可提供快速响应。Aruba
提供补充性的 SD-WAN 培训，并提供若干行业公认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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