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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执行对网络接入交换机和终端主机的控制

很多 IT 团队依靠手动处理（包括电子表格和定期扫描工具）作为解决网络发现和交换
机端口管理问题耗费人力的处理方式。 这些过时的实践将产生过期的数据和受限的可见
性，从而会导致资产浪费、增加 IT 成本、危险的安全风险和不可避免的更长的故障排
除时间等问题。  

交换机端口管理器 (SPM) 提供了全面的多厂商网络发现和交换机管理，同时包括 
IP、MAC、端口、VLAN 映射和网络设备拓扑的当前视图和历史视图。 自动跟踪功能显示
了设备连接的位置、设备连接的时间以及设备目前的位置，因此可持续跟踪所有授权设
备，而且可立即找到连接和退出网络的控制外设备。 

现在无需猜测还剩余多少容量或是否可回收空闲端口。 SPM 提供了做出准确的决策（例
如确定会受交换机维护影响的所有设备）所需的视图。 为了收集必要的历史信息，IT 
人员过去需要在很多交换机之间运行多个手动命令，这相当耗费时间和资源，而且由于
人为干涉存在错误的风险。 但是现在只需单击下鼠标即可查看当前信息和历史信息。 

更好的容量规划，消除资产浪费

现在无需猜测是要回收端口还是保留端口可用，SPM 可快速显示哪些端口处于空闲状
态、哪些正在使用中、哪些可用。 SPM 在单一界面内突出显示未使用的端口的位置，因
此可关注到哪些交换机用完了容量。 

此外，在回收端口之前，可以设置自定义报告以定义可用性要求，例如“如果端口在过
去 45 天内一直在使用则不回收端口”。 使用 SPM，只需要在必要的地方增加容量，从
而可以为其他项目节约未使用的资源。

可更快捷方便地找到计划内或计划外的设备

随着基于 IP 的设备的增加，连接到网络的计划外的设备的风险是很巨大的，将带来新
的安全性问题。

业务优势

• 通过跟踪空闲的、使用中的和
用户定义的可用端口，可执行
准确的容量规划

• 通过跟踪连接到网络的所有终
端设备，可找到计划外或不必
要的设备

• 通过说明哪个 IP 地址在何处
连接到了哪个设备的当前视图
和历史视图，可提高故障排除
和取证

• 可简化交换机端口控制，减少
手动处理与自定义脚本 

• 通过第一时间内自动发现网络
单元和各自的连接，可消除过
时的不完整网络信息

• 使用 Infoblox 业内领先的 
IPAM 解决方案，可在单个界面
内动态地同步网络组件信息

可查看所有的、空闲的和可用的端口数（由连接的终端用户定义为暂时空闲）， 
可按自定义和动态的设备分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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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 可自动检测出连接到网络的所有端主机，因此 IT 团队可以快速识别已批准的和/未
批准的设备连接到基础结构的时间及其位置。 有了这些信息，IT 专家可以确定是否允
许这些设备、是将它们移至隔离 VLAN 或黑名单中还是将它们从网络中删除。 通过跟踪
每个连接的终端设备，SPM 消除了不了解连接到网络的设备的风险。

通过详细的跟踪提高故障排除 

随着安全性要求越来越苛刻，跟踪终端用户以及他们所连接的位置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重
要的问题。 审计人员往往会提出复杂的问题，“哪位用户连接到了哪个端口多长时间，
以及他们现在在哪里？” 尝试从文件中或通过挖掘交换机来找出这些信息是一项既单调
又费时费钱的工作，而且往往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SPM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跟踪所有当前的连接，因此可以查看到连接的用户、端口以
及时长。 此外，可见性和报告还包括所有过去的连接，以满足取证和合规审计要求。 
详情包括每个终端设备的每个 IP 地址、MAC、连接的交换机端口、VLAN 和 DNS 名称。

重要功能

• 可确定每个交换机以及空闲端
口、可用端口以及可用百分比
端口的总端口数

• 可设置自定义报告以在需要端
口之前定义各个要求

• 可查看当前连接和历史连接，
以了解哪个用户连接了哪个端
口多长时间

• 确定关键参数，包括每个终端
设备的 IP 地址、MAC、连接
的交换机、端口、VLAN 和 DNS 
名称

• 使用多视角拓扑视图，可对多
厂商网络设备执行自动网络发
现

• 可跟踪第 2 层物理信息，包括
设备、机箱组件、界面、OS、
供应商和型号

• 详细的第 3 层逻辑网络摘要，
包括路由、子网、VLAN、HSRP/
VRRP 组和端口 

• 可在单个窗口内实现网络和  
IP 地址的综合可见性和管理 

• 结合资产系统可根据上下文要
求自动监控新的设备 

• 可自定义的报告模板和 API 以
增强文档编制

• 可对 Cisco 设备自动执行
网络设备漏洞的分析，包括 
PSIRT、问题信息通告、生命周
期终止、问题信息通告

• 利用 NetMRI 或自动化更改管
理器，通过“右键单击”任务
可增强交换机端口控制

可使用拓扑视图自动存储每个终端设备的每个 IP 地址、MAC、连接的交换机、端口、VLAN 和 DNS 名称

单击历史记录视图的链接即可查看终端主机详情
（IP 地址、DNS 名称、MAC、端口、设备、连接的端口、当前链接状态和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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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常见的交换机端口任务自动化

传统上，网络管理员采用使用自定义脚本或 CLI 访问的手动处理来执行创建任务，例如
打开或关闭端口或更改 VLAN。  根据优先级和可用性，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任务需要数
小时或数天的时间来完成。 现在，利用网络自动化，用户可以简化这些常见任务，将时
间因素减小为数分钟。

通过利用 SPM 与 NetMRI 或自动化更改管理器，只需简单地单击下鼠标并选择几个参数
即可立即实施更改。 设置端口管理状态、更改 VLAN 成员资格或编辑界面描述都变成了
很轻松的工作，而且人为错误的风险也几乎降低为零。 自动执行常见更改，而不是依赖
于脚本，可降低对广泛的网络知识的需要性，从而可使更多的员工从事这类工作。 基于
用户的访问权限可增强网络员工之间的灵活性，同时可维持网络服务的控制和安全性。 

自动发现及终端用户与网络信息之间关联

可突出显示当前端口消耗量摘要、全部主机与前 N 个主
机、以及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的使用率以及趋势预测的饱

和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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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显示大多数的平均修复时间 (MTTR) 与问题隔离密切相关，尤其是出现间歇性
的网络问题时。 当 IT 团队不了解如何查找问题以及开始出现问题的精确时间时，则 
MTTR 可能为从数小时到数天的不等的时间。

在解决间歇性问题时，SPM 的历史视图可以提供非常宝贵的强大洞察力。 通过提供自动
化的第 2 层和第 3 层网络发现和终端主机详情（包括 IP 地址、MAC、当前链接状态和 
VLAN），SPM 使用户可快得多地找到并解决潜在问题。

将网络组件信息同步至 IP 地址管理

SPM 包括对网络及其设备和组件的详细视图。 此系统提供最新的拓扑图以可视化复杂的
设备关系，包括路由和子网。

此外，通过与 Infoblox IPAM 解决方案的集成，用户可在单个平台内全面管理交换机端
口、网络组件和 IP 地址。 现在，如果用户提出抱怨，在数秒内就可以看到他们连接的
位置、他们所处的位置以及所涉及的网络组件。

自动化及交换机、端口、容量与设备拓扑的可见性

简言之，SPM 可自动跟踪交换机与端口、容量、历史记录、拓扑的状态，允许在任意时
间内查看哪位用户在何处使用了哪个设备多长时间，从而可轻易解决审计人员的问题。 
现在可以了解何时添加容量以及何时节约资源和资金。

自动网络发现与 Infoblox 同步 
确保最新信息的 IPAM 解决方案

产品保证和服务

硬件标准保修期为一年。 软件保修期为 90 天，符合出版规范。 更有可选服务产品，能够延长硬件和软件保修期。 建议
使用这些产品，确保利用最新优化软件更新设备，同时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Infoblox 还提供专业服务和培训课
程。 本文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Infoblox Inc. 不为本文件中出现的错误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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