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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Aruba 全新的 1960 交換器系列拓展了 Instant On 有線產品組合，提供 Class 4 和 Class 6 

PoE 支援、10GbE 上行鏈路連線能力、堆疊功能與靈活管理能力。

在過去 18 個月中，中小企業 (SMB) 的日常作業需求發生明顯轉變，這也對

傳統網路技術造成了影響。

零售、旅館、醫療照護和訓練中心產業的中小企業發現，他們的客戶、IT 

人員和員工會同時在現場與線上互動。這些人員通常會在不同地點使用眾

多裝置，透過單一網路完成所有互動。由於對數位科技的依賴度提升，這

些企業遠比過去更需要採用簡單聰明的解決方案，才能保持競爭力並讓客

戶滿意。

Aruba Instant On 全新的 1960 交換器系列專為滿足中小企業需求而設計。

這款整合式雲端管理解決方案能擴充到有線及無線平台，具備易於使用的

企業級功能和強大的網路管理能力，並且經過專門設計，可支援高頻寬裝

置，滿足成長中的企業對於擴大營運規模的需求。

什麼是「堆疊」？ 

1960 交換器系列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可以與特定網路中的其他交換器連

線，然後像單一裝置那樣共同運作。這種功能稱為「堆疊」。這樣做能為

小型企業主提供更多連接埠並擴展網路容量。

最多可將四台 1960 交換器堆疊在一起，並透過單一管理 IP 位址管理，簡

化網路運作。

靈活的網路管理選項

可在本機或透過雲端管理堆疊，以及更靈活地透過 Instant On 行動應用程

式設定及管理堆疊。應用程式會提供簡單直觀的建議，協助輕鬆設定及管

理堆疊成員，因此即使不是 IT 專家也沒關係。

主要特色

Aruba Instant On 1960 交換器系列是智

慧託管的可堆疊進階交換器解決方案，

具備下列重要功能：

• 分為 PoE 與非 PoE 配置的兩 (2) 種 

24 埠和兩 (2) 種 48 埠型號，以及 12 埠 

10-Gigabit 匯集交換器 (5 個 SKU 均有

提供)。

• 存取交換器具有兩 (2) 個 10GBASE-T 

和兩 (2) 個 10G SFP+ 上行鏈路連接

埠，提供可靠的伺服器和網路儲存裝

置連線。

• 匯集交換器具有十二 (12) 個 10G Base-T 

和四 (4) 個 SFP+ 連接埠，為伺服器與

網路儲存裝置提供 10G 連線能力，同

時可為存取交換器提供連線。

• PoE 機型可為 AP 和其他 Class 4 PoE 

裝置提供最高 30W PoE 的電力傳輸，

並為 Class 6 PoE 裝置 (例如橫向/縱向

縮放監視攝影機) 提供最高 60W PoE 的

電力傳輸。

• 24 埠和 48 埠 PoE 型號分別具備 370W 

和 600W 的功率預算，可支援最新 IoT 

裝置。

https://www.arubainstan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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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可讓人輕鬆設定並對網路進行疑難排解。在發生

網路斷線的最糟糕情況時，堆疊功能也會以本機模式繼續

運作。

另外，Instant On 1960 系列隨附行李標籤，有助使用者透

過應用程式輕鬆連上雲端。可透過兩種管理模式部署交換

器，分別為 Instant On 雲端管理 (透過行動應用程式和/或

網頁入口網站存取)，以及讓使用者體驗更好的本機網頁 

GUI。兩種模式都不必額外付費。

適合您產業的完美交換器

即使 IT 經驗不足甚至毫無經驗，小型企業現在也能依靠 

Aruba  Instant  On 1960 系列交換器來擴展業務，並在多

變且難以預料的商業環境中保持優勢。在此列出幾個能從 

1960 交換器受益的重要產業：  

• 專業辦公室：在開始為小型辦公室配置設備時，企

業主需要在有限時間內做出許多決策。幸運的是，

他們已經奠定成功基礎，採用了高效能筆記型電

腦、高級伺服器和儲存裝置，以及能夠應對大量裝

置的無線網路。Aruba Instant On 1960 交換器系列

支援混合堆疊，可讓匯集交換器與 1960 存取交換

器堆疊，並連接各樓層的伺服器、儲存裝置和 PoE 

裝置。

• 零售商店和咖啡廳：餐廳和咖啡廳的客戶在用餐

或享用拿鐵咖啡時，也會想要瀏覽網際網路、查

看電子郵件及串流影片。除了在店面中提供流暢

的 Wi-Fi 之外，企業也需要可靠的有線連線，以便

為攝影機及連結 IP TV 與數位訊號的媒體伺服器供

電。Instant On 1960 交換器配備 1G 和 10G 連接

埠，可為多種 PoE 裝置供電。

• 醫療保健診所：隨著第一線醫療人員開始採用遠距

醫療、臨時醫療站和臨時社區篩檢站等以便照護病

患，IT 人員的工作同樣成為了服務能否成功的關

鍵。為確保重要通訊和病患照護不致中斷，醫療診

所需要可靠的網路來支援頻寬密集型應用程式，例

如遠距醫療和臨時醫療站。Instant On 1960 可支

援 Class 6 PoE，為生物識別感應器、LED 智慧型燈

泡和 CCTV 監控攝像機供電。這些交換器也可提供 

10G 上行鏈路，滿足醫學成像等應用程式在高頻寬

和解析度方面的需求。

• 學習中心：不論是在教室還是遠端授課，獨立訓練

中心都必須持續應對人數不斷增加的學生，並提供

最佳學習體驗。對教師和學生來說，快速安全且經

濟實惠的連線能力是輕鬆存取線上實驗室和作業的

關鍵。Aruba Instant On 1960 交換器可透過 10G 上

行鏈路為互動式投影機和 AP 提供流暢連線能力，滿

足校園入口網站和線上課堂作業的高速連線需求。

專為業務發展打造的交換器

部署 Aruba Instant On AP 時，1960 交換器系列可提供完

整的有線和無線網路解決方案，並透過 Instant On 行動應

用程式集中管理所有裝置，讓小型企業不僅能立即發揮網

路投資的所有潛能，還能做好應對未來發展的準備。

自從推出之後，Aruba 的 Instant On 不斷地為小型企業提

供所需的工具和技術，以透過世界級連線解決方案為客戶

帶來卓越的有線及無線網路使用者體驗，並增進員工的效

率。有了 Instant  On，小型企業現在便有發展壯大所需的

簡易性、安全性及情報。

Aruba Instant On 1960 交換器現已開放訂購，意者請洽

我們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若要深入瞭解 Aruba Instant On 1960 交換器系列，包括

完整產品規格與購買選項，請造訪我們的產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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