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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组织都已过渡到 SDWAN，期待能够受益于
，期待能够受益于 SDWAN 为分散的位置带来的
高可用性、质量和容量优势。

目前为止，看起来一切顺利。
虽然 SD-WAN 能够解决与传统企业 WAN 路由相关
的许多问题，但大多数供应商的 SD-WAN 解决方案
都是基于过时的静态模型而构建的。
随着远程办公人员的急剧增加，以及应用不断向云
托管 SaaS 模式转变，用户体验变得日益重要。

正常运行时间不等同于卓越的用户体验。
如果您曾经乘坐过公共交通工具，您应该会有体会
— 虽然最终目的是从 A 地去往 B 地，但实际旅途体
验（是否顺畅、方便快捷）会导致您自身压力大不
同。同样，只因 WAN 链路不断传输流量，并不意
味着用户能够在相关链路上获得的良好视频会议或
SaaS 体验。
如果无法评估用户体验，IT 管理员又如何知道
更换到 WAN 是好是坏呢？

进入人工智能驱动型 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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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在家中无法
顺利拨打视频电话，
如何识别问题是出现
在客户端设备、
应用、Wi-Fi 网络还
应用、
是 WAN 呢？

从客户端到云端，
专注卓越用户体验。
使用人工智能驱动型 WAN，您可
，您可
以从信息洞察、自动化和自我驱
动型操作三个方面衡量和管理用
户体验。

瞻博网络 SD-WAN 由
Mist 人工智能驱动，通
过在 SD-WAN 解决方
案中融入信息洞察和自
动化功能，可以提供在
现代分布式网络时代 IT
团队所需要的简洁性、
可靠性和敏捷性。

有效的人工智能驱动型网络可以提取与 WAN 属性
相关的数据（如抖动、丢包和延迟），并将其与
应用数据（如连接重试、带宽消耗和其他 WAN 指
标）结合起来。
然后，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它可以近乎
实时地优化和衡量用户体验。
这意味着，您可以针对单个用户、群组、设备类型
或位置来监控和管理可定制的服务级别预期。此
外，您还可以利用自动化工作流程，以便在系统无
法达到 SLE 时采取适当的措施。
通过增加 WAN 信息洞察和故障排除功能，引导您
实施三次引发行业变革的重心转移，这些转移都将
显著提升网络性能和用户体验：

从服务级别协议到人工智能驱
动型 SLE。
从网络监控到用户体验优化。

从基于意图的静态 WAN 策略到人工
智能驱动型动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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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保证推动行业变革。
瞻博网络 Mist WAN 保证为 SD-WAN 提供信息洞察和故障排除，
确保为用户带来更出众的端到端用户体验。
就像我们提供有线和无线保证来优化 LAN 和 WLAN 中的用户体验一样，现在我们也对 WAN 进行同样
的优化。
在瞻博网络已然足够强大安全的 SD-WAN 解决方案（以及有线和无线保证解决方案）的基础上，瞻博
网络 Mist WAN 保证为 WAN 和分支机构又带来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洞察。

瞻博网络 Mist WAN 保证：

将来自瞻博网络 WAN 边缘设备的
关键遥测数据传输至云端的 Mist 人
工智能引擎，实现可定制的 WAN
服务级别，从而优化用户体验。

携手 Marvis，建立跨
LAN、WLAN 和 WAN 的事件
关联，以快速隔离和解决故障。

利用自动化工作流程检测并解
决异常情况，同时构建其自我
驱动能力。

瞻博网络 SD-WAN（由
（由 Mist 人工智能驱动）。

Marvis

Client

Why is my
zoom call
breaking up?

Wi-Fi Assurance

Wireless LAN

Wired Assurance

Wired LAN

WAN Assurance, focus is on the user

SD-WAN Edge

为什么我的 Zoom
通话经常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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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loud

有了 Marvis，您只需提问即可。
，您只需提问即可。
我们的虚拟网络助手 Marvis 提供直观、交互式的问题解决途径和信
息洞察，并能持续进行优化，将人工智能驱动的支持提升到了全新
水平。
人工智能驱动型网络的终极目标是要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维持网络性能。例如，如果
网络监测到由于 WAN 电路出现问题而导致某位用户的视频通话质量下降，那么人工智能可以调整策略
以完全避开问题。
Marvis 作为 IT 管理员的密友，可以提供规范操作和主动通知，从而实现持续的用户体验优化。Marvis
Actions 仪表板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集中位置，方便您识别并纠正 WAN 等网络出现的问题。

“昨天 Bob 的 Microsoft Teams 视频电话
出现了什么问题？”

当然，它的功能还远不止于此。得益于对话界面，用户可以向 Marvis 提问，就像在和一位人类 IT 专家
对话。Marvis 可以回答问题、要求澄清问题，以及指导 IT 管理员转向其他关心或者重要的领域。借助
瞻博网络 Mist 开放式 API，Marvis 也可以通过 Slack、ServiceNow 等其他第三方聊天应用运行。您只
需用普通文本输入问题即可。

人工智能驱动的支持也与日俱进。
人工智能引擎在收到工单后会不断学习和改进，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能排除越来越多的、各种不
同的故障，而且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
一方面，由 Mist 人工智能驱动的瞻博网络设备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需要人工支持的工单数
量却维持不变。这正是具备强化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驱动型支持的价值：我们越来越完善，您的工作负
载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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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网络中体验
人工智能。
瞻博网络 Mist WAN 保证云产品可为您的有线和无线互联设备实现运维简化，提供更出色的最终用户
体验可见性，并缩短平均维修时间。现在，您可以利用我们的 Mist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为配备 SRX 系
列网关的 SD-WAN 提供更出色的用户体验。

忽略炒作 - 还原真相。
Mist 大约在五年前推出了第一代人工智能驱动型网络，通过融合网络自动化与信息洞察，可以提供出色的
用户体验。从此，瞻博网络 Mist 解决方案逐渐成为了全球许多客户心仪的人工智能驱动型网络平台，包括
三家财富 10 强公司、30 多家全球 50 强零售商、两所最负盛名的大学以及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网络。
面对全球热炒的人工智能，瞻博网络踏实发展和实现自己的愿景，利用 Mist 人工智能不断帮助客户和
合作伙伴解决实际需求。

参加我们的任意一场直播 Transformation Thursday 演
示，了解由 Mist 人工智能驱动的自我驱动网络
人工智能驱动的自我驱动网络™
如何带来信息洞察以帮助改进用户体验。
立即注册

PN：7400126-00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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