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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的乙太網路交換器
行動通訊、個人裝置和雲端型應用程式如今的快速成長，將寬

以上所有交換器類型皆提供兩種規格：固定式與模組化 (機箱

頻的需求帶向了史無前例的新高。新推出的無線通訊標準更加

式)。固定式交換器具有一組固定數量的連接埠，範圍從 8 埠到

快速，AP能夠使用數個 Gigabit 以上的通訊速度，讓使用者和

48 埠機型。固定式交換器經常可連接或堆疊在一起，藉此增加

物聯網裝置傳輸與接收的資訊量遠遠超過以往。不過，您的有

所需連接埠數量。模組化或機箱式交換器可提供數量各異的插

線網路還有餘力應付額外負載嗎？

槽數量，透過模組的運用提供彈性，讓使用者得以取得更多連

如果不能，也許您最需要做的是規劃升級有線網路。然而，要
決定哪些交換器最符合需求可能並不容易，除非您知道有哪些
變數需要考量。以下幾項訣竅，可協助您摸索出正確方向。

認識幾款不同交換器類型
網路可能需要的交換器有三種類型。而您的選擇必須視網路的
規模而定，而支援企業需求所需的擴充性和可用性也是需要考
量的因素。

結埠、更大電力、更快速度與更高備援能力。機箱式交換器在
一個機殼內經常可支援達上百個連接埠。

決定您的連接埠需求
計算需求時，務必將目前與可見的未來內要連向存取交換器的
存取點和有線裝置數量皆納入計算。規劃更大規模網路時，請
確認彙整和核心交換器具有充足連接埠，足以應付所有交換器
下游。如果您不確定網路會以多快速度成長，不妨考慮使用機
箱式交換器，因為這種選項可讓您在需要增加容量時，新增不

• 存取交換器

同規格的擴充模組。

存取交換器經常被稱為邊緣交換器，具備 Layer 2 或 3 的
性能。這類交換器可透過乙太網路連接埠將(AP 和有線裝

考量效能需求

置連線到網路。藉由向 AP 提供乙太網路供電 (PoE)，存取

一旦決定裝置數量，請評估要使用的應用程式及每部裝置會產

交換器可簡化網路基礎設施的部署。

生的流量、尖峰網路使用量需求，以及希望使用者體驗到的服

• 彙整交換器

務品質。有些應用程式比他者對頻寬的需求更高，且/或對延

這種交換器可在校園網路或一般當作分散層使用的次要交

遲更敏感，因此只要牽扯到用戶端密度，數量就會決定最終結

換層中提供連線能力，目的在彙整來自不同存取交換器的

果。舉例來說：

流量。這種部署可讓您處理更為大量的流量，同時支援高

• 大量的無線用戶端產生的流量，比少量用戶端來得多

速度、備援能力和 Layer 3 路由服務。

• Skype、Teams 或 Zoom 的使用率成長，比僅僅傳送電子

• 核心交換器
所有在本地網路以外流通的網路流量 (例如網路或 SaaS 型
應用程式流量) 都需要透過路由器或閘道的漏斗，經 WAN
連結連向網際網路。網路規模較小時，存取或彙整交換器
可直接連向服務供應商提供的路由器或閘道。如果網路規
模更大，可能就需要透過核心交換器來彙整來自分散層的
流量，接著再轉送到 WAN。

郵件的使用者產生的流量更多
• 高畫質攝影機比行動庫存掃描器對延遲更敏感，對資料的
需求也更大
• 802.11ax AP比舊式AP能更快傳送更多流量到線上

中型企業產品選擇指南
選擇合適的乙太網路交換器

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交換器需支援的容量。

您需要 LAYER 2 或 LAYER 3 的支援功能嗎？

請同時考量主要存取連接埠和上行鏈路連接埠需要的速度。主

從 Layer 2 (本地通訊) 到可支援進階路由協定 (使不同建築或網

要存取連接埠必須能夠支援連線裝置的最大傳輸量需求。市面

路區隔中的使用者能彼此通訊) 的進階 Layer 3 功能，交換器

上的多數交換器都能為存取連接埠支援 1GbE 到 10GbE 之間

功能各有差異。很可能在網路中的不同點，您都有需要同時採

的固定速率，一旦傳輸量越大，交換器的價格就越貴。上行鏈

用這兩種通訊層的支援功能。如果您規劃要擴充網路，請選擇

路連接埠可用於轉送經過交換器的流量，速率一般較高，最高

Layer 3 功能的交換器，以便確保為網路日後成長做足準備。

可達 40GbE 或以上，而交換器常常具備多個上行鏈路連接埠
當作備援，此外還有 SPF 連接埠可供光纖連線。

您有哪些管理選項？
交換器的管理範圍很廣，既可完全不具管理功能，也可採用全

提示：如果您連接的裝置需要用到最大傳輸量的頻率不高，請

面的多廠牌網路管理工具進行完整管理。在挑選管理選項時，

選用會根據需求動態擴充存取連接埠速度的交換器。這麼一來，

請考量網路中要使用哪些模型和頻寬，以及現場部署或雲端何

您就可以在理想的預算支出以內取得最大網路效能。

者較合適。雲端型管理可透過單一主控台提供直覺式的有線與

規劃 POE (乙太網路供電)
VoIP 手機、WLAN AP 和 IP 攝影機等許多連線到存取交換器的裝
置都能透過 PoE 技術供電。新世代的裝置 (例如有些 802.11ax

無線網路管理，無需伺服器硬體的空間與成本。如果您的業務
需要將網路管理解決方案設在現場，或者您有多廠商網路環
境，則請考慮為佈線室及/或資料中心採用現場部署解決方案。

AP) 需要的功率可能超過 30W，而 IP 攝影機的需求卻低於 15W。

別忘了安全性

因此，請務必弄清楚您的終端裝置實際需要多少功率，以便挑

您選擇的交換器務須能提供健全的安全功能，包括能與政策執

選可提供充分電量的交換器。建議使用支援 802.3bt 的交換器

行和威脅降低專用的進階安全解決方案輕鬆整合的功能。建議

來搭配所需功率超過 30W 的裝置。

的主要功能有以下這些：

您的網路有多重要？
請考量可用性與備援性的需求。如果網路可用性相當重要，建
議使用可堆疊交換器。藉由堆疊方式，多個交換器能透過乙太
網路連線或專用模組彼此連接，以單一虛擬交換器的形式運
作，並能提供彈性。如果堆疊中有一個交換器故障了，其他交
換器還能接手工作。而由於您僅需管理一部 IP 裝置，無需管理
多部，因此堆疊也能簡化 IT 工作。

• 自動化阻斷服務防護功能，可監控與避免網路遭受會導致
網路停用的攻擊。
• 安全通訊端層 (SSL) 支援功能，可加密網路流量並透過標
準網路瀏覽器安全存取交換器管理員。
• 存取控制清單 (ACL) 支援功能，可依照 MAC 位址限制特定
用戶端群組的存取權。
• 連接埠與使用者式的存取控制執行功能，執行依據為以中
央 RADIUS 伺服器 (例如 IEEE 802.1X) 完成驗證的登入憑證

此外，請考量網路可用性需求。備援、熱插拔電源和管理模組
等硬體元件，可為重要的彙整交換器提供額外防護。

授權。
• TACACS+ 支援功能，可提供系統管理的次要控制層。
• 與網路存取控制工具 (例如 Aruba ClearPass Policy Manager)
完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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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業專用的 ARUBA 交換器系列產品
Aruba 提供的系列產品包山包海，從入門級存取交換器到具彈性的彙整與核心交換器皆有，且不論規模大小皆可提供。Aruba 交
換器最為人稱道的特色就是部署輕鬆、管理簡易、具彈性、高度可用性及 HPE Smart Rate 連接埠擴充能力。IT 方面的優勢在於
簡化了網路操作，可降低網路複雜性，且內建的高效能解決方案價格合理，相當符合現代與未來的企業需求。
Aruba 交換器可提供業界頂尖的保固及全球級支援。內含所有必需的交換器操作軟體，無需支付授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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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中型企業與多數企業並無太多差異，那麼存取與彙整
交換器很可能就能滿足您的所有交換器需求。然而，不是什麼
工具都能一體適用，如果您也需要核心伺服器，Aruba 也能為
您包辦。如要深入瞭解 Aruba 從邊緣到核心的完整交換器產品
系列，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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