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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AN

解决企业传统组网的痛点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使用云计算基础架构（私有云、公有
云或多种模式组合的混合云）进行应用部署。因此，企业与云端建立高速、稳定的网络连接
是保障企业经营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特别对于有多地分支机构的企业，建立分支机构、
数据中心与云端的高品质网络连接已成为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企业传统自行组建网
络的模式存在投资成本高、建设周期长以及可控性差等弊端，难以满足现如今企业敏捷、高效、
灵活的组网需求。软件定义网络（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与软件定义广域网（ 

Software Defined WAN，SD-WAN ）技术将网络资源与控制解耦，使企业能够利用统一的平
台进行组网的管理，帮助企业实现网络自助式设计、构建与运维。企业通过 SD-WAN 可实现
分支机构、数据中心与云端敏捷、高效、灵活组网，以满足企业经营中应用访问的需要。光
格网络 SD-WAN ，为企业提供高效的广域网接入、多地组网及智能调度与管理服务，帮助用
户零部署，通过动态多线 BGP 网络以访问云端应用，分钟级构建云、数据中心、企业分支之
间的专属网络，实现三者之间任意互联、灵活配置和智能调度，以更低成本获得高品质的网
络连接与云端应用访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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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 光格网络 SD-WAN

与传统自组网相比，光格网络 SD-WAN 具有明显的优势：

大规模网络设备和链路资源采购，
自行配备专业实施、运维团队成本昂贵

网络资源按需随选、
网络接入设备灵活租用或整售 节省成本

带宽固定，按照业务需求调整带
宽，需人工进行申请可控性差

按照业务需求灵活调整带宽，
并按使用量动态计费 灵活可控

传统 VPN 组网需手动建立隧道，
自动切换复杂，链路状态不可控

网络质量
无保障

建立双隧道，智能探测链路
质量并自动切换，保证业务

连续性

高品质
网络

规划、配置、运维、监控面临各
种复杂问题，需要专业人员进行
配置和管理

操作复杂
简化规划、配置、运维、监控，

统一平台规划并管理介入设备
和网络配置

简单易用

设备集成、链路资源申请周期长，
建设花费较长时间部署周期长

网络资源按需随选、
网络接入设备灵活租用或整售 分钟级开通

云网一体，分钟级构建企业专属智能广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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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平台
统一管理

光盒

即插即用

多种场景

企业分支

智能选路

弹性带宽

数据中心

公有云

私有云

光格网络
SD-WAN 产品架构

动态多线 BGP 网络
基于 SDN / NFV 和SR-TE 技术组建，提供高可靠及高性能数据转发服务:

支持流量智能接入管理，可
智能探测链路状态并自动选
择 最 佳 PoP 接 入 点，帮 助
用户更快速实现分支、数据
中心、云之间互联， 并实现
关键应用访问加速及业务可
靠性保障。

支持流量全自动调度和优
化，基 于 SR-TE 技 术，动
态实现网络流量的负载均衡
和访问路径优化。

提供动态多线主流运营商
BGP 网 络 出 口，实 现 最 近
访问一跳直达，为用户提供
最优质访问体验。

托管云

云网一体，分钟级构建企业专属智能广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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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光盒

包年包月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年

3年
5年

Mbps

网关

中国

请选择
请选择

专线

序列号
请输入光盒的序列号

请设置当前光盒的部署城市
部署位置

计费模式

宽带

时长

价格 ¥ 50.00

添加到网络全网通中为企业组

建全网互联的企业云网，包含

专线，光盒，网关。

a. 自服务平台创建接入点
b. 自服务平台带宽弹性调整
c. 自服务平台网络拓扑展示

创建广域网
创建企业专属广域网并自主添加接入点，
接入点支持光盒、内网路由器或专线多种
方式接入企业广域网。

配置管理
包括光盒的局域网和广域网配置、路由策略与
防火墙规则的设置及管理。

带宽管理
支持实时带宽监控，根据业务按需弹性调整
带宽，一键下发即时生效。

运维与监控
提供统一界面管理在网的全部光盒、专线及
 VPC，提供操作日志、对专线 PPS、带宽、
流量实时监控。

自服务平台
自主可控，以自服务的方式构建、运维、管理企业广域网：

a.

b.

c.

云网一体，分钟级构建企业专属智能广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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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盒
网络接入设备，零部署（ Zero Touch Provisioning，ZTP ），即插即用，
帮助用户智能、灵活接入云及企业广域网：

多种规格光盒满足用户不同场景使用素需求，规格参数如下：

动态链路探测、建立和切换，
实时监控隧道质量，自动切
换最优质量隧道。

支持公共互联网链路、专线、 
MPLS-VPN 、 3G/4G LTE 多
种接入方式灵活接入。

零 部 署，即 插 即 用，用 户
接入时无需手动配置光盒
参数。

光盒一号

易捷型

光盒二号

标准型

光盒三号

专业型

适用于连锁快消类等
小微型企业

桌面式放置

业务吞吐量＜=30M

路由端口 1 x Port GE

交换端口 4 x Port GE

管理端口 N/A

USB 端口 1-USB 2.0

LTE 端口 N/A

WIFI 端口 2.4G/5G

电源 12V/2A

适用于连锁快消类等
中小型企业

桌面式放置

业务吞吐量＜=100M

路由端口 1 x Port GE/2 x Port GE

交换端口 4 x Port GE/3 x Port GE

管理端口 1-Port RJ45

USB 端口 1-USB 3.0

LTE 端口 3G/4G

WIFI 端口 2.4G/5G

电源 12V/2A

适用于中大型企业总部
数据中心

机架式放置

业务吞吐量＜=500M

路由端口 2 x Port GE/SFP+

交换端口 8 x Port GE

管理端口 1-Port RJ45

USB 端口 1-USB 3.0

LTE 端口 N/A

WIFI 端口 N/A

电源 12V/2A

* 注：① 业务吞吐量为加密后吞吐量 ( Packet Size = 1500by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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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格网络 SD-WAN 

光格网络
SD-WAN 特性

云网一体
帮助用户建立与云端的无缝连接，助力实现混合云架构，
优化云上应用的网络访问品质，实现一步全面触云。

任意互联
支持云、数据中心、分支机构之间的任意互联，满足各类
企业与分支机构互联或企业与云互联的需求

高质网络
提供动态多线 BGP 网络出口，覆盖主流运营商， 保障网络
访问的稳定及高速

快速组网
各类网络配置可在管理平台一键下方并动态可调，实现
分钟级快速组网

灵活接入
云终端支持即插即用，并支持多种网络，用户可通过已
有的 Internet 固定宽带或无线 4G 网卡接入，不受现有
网络环境限制

极简管理
提供交互友好的一站式管理平台，用户可通过平台自主
设计、管理网络，大幅降低运维及管理难度

智能选路
自动进行链路质量探测，自动选择最优路线，避免链路
拥塞、中断造成的传输延迟或失败的情况，保证业务连
续性

按需使用
可根据业务对带宽需求按需动态调整，弹性计费

高可用性
云终端支持主备模式切换，避免单点故障，实现网络
连接的高可用

节省成本
相比传统自建模式，节省设备投资及人员投入，快速
低成本，简化管理构建专属广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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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云终端通过专线、3G/4G、MPLS-VPN 或互联网快速构建混合云的组网，快速接入云端。
○ 根据用户对云端关键应用访问，自动选择最优路线，并一键调整链路带宽。

构建混合云组网

○ 全面覆盖互联网、专线、无线 4G 网络等常见接入方式，帮助用户一键接入企业广域网，

     并引入多线动态 BGP 互联网出口带宽，大幅提升网络连接品质。

广域网接入

○ 在云、数据中心、分支机构之间实现快速互联，构建安全、可靠、可控、智能的专属广
     域网络。

广域网组网

○ 根据用户的带宽需求和实时网络状况，动态实现专属网络内的流量负载均衡和全自动访问
     路径优化。
○ 可动态调整专属网络的带宽及节点数量等配置，并可一键下发，即时生效。

广域网智能管理

光格网络
SD-WAN 功能

光格网络 SD-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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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格网络
SD-WAN 典型应用场景

快速实现混合云组网，一键直达云业务

企业数据中心（或分支机构）与云之间互联互通的传统方式，是通过开通专线或基于互联网手动配置建立 
VPN 隧道实现。但专线开通流程复杂、速度慢，而通过 VPN 经公网访问云端，网络质量又无法保证。

相比之下，光格网络 SD-WAN 提供一套简便且高品质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快速实现数据中心（自建或托管 
IDC）与 云 之 间 的 高 速 直 连，大 大 简 化 混 合 云 架 构、云 端 容 灾 备 份，远 程 云 桌 面 等 应 用 场 景 的 实 现。同 时，
SD-WAN 服务还可利旧原有专线及互联网带宽资源，通过云终端实现一键快速接入，并自动建立主备双通道连接， 
在加快业务部署速度的同时，也保障业务的连续性。

分支A

分支C

分支B

INTERNET

INTERNET

3G/4G LTE

专线

公有云VPC

... ... ...

... ... ...

托管云

光格网络 SD-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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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数据的安全性和业务的连续性是企业运营和发展的命脉，数据灾备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中越来越重要。目前，
多数企业采取传统备份方式进行数据灾备，即通过一家网络服务商进行同城灾备或异地灾备组网，由于单一网络服
务商只提供单一 BGP （ Border Gateway Protocol，边界网关协议 ）出口，当高并发访问时，来自其他网络服务商
的访问会产生延时，甚至造成网络拥塞。

借助光格网络 SD-WAN 全国动态多线 BGP 网络构建与异地数据灾备中心的网络连接 ，BGP 出口动态切换，用
户访问一跳直达、无拥塞和延迟。同时，光格网络 SD-WAN 的用户可灵活调整网络带宽，在非实时数据备份的情况下，
根据备份数据量即时调整带宽，带宽使用更加灵活，不仅节省带宽开支，更保证数据灾备网络的高可用性。

北京

... ... ...

公有云 VPC/ 数据中心公有云 VPC/ 数据中心

上海

... ... ...

北 / 上 / 广多线全动态 BGP 出口

企业自主构建专属广域网，轻松与企业各分支互联

构建异地灾备高品质网络，带宽使用灵活调整

连锁企业或集团型企业，往往面对分支机构数量众多及地理位置分散的情况，跨地域组网多使用 MPLS（ 

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专线，组网成本极高，且不能灵活调整，利用率低下，运维十分复杂，访问质量
难以保障。

利用光格网络 SD-WAN 服务，企业可快速构建专属的网络连接，分支机构也可通过云终端快速接入，组网效
率显著提升，成本大幅降低。光格网络 SD-WAN 服务提供高品质的多线 BGP 带宽，支持高并发、高吞吐的应用访
问需求。云终端支持专线、互联网、 MPLS/VPN 及 4G 等多种模式，不受原有网络环境限制，保证“最后一公里”
接入的方便快捷，帮助企业轻松应对分支机构接入难题。

分支A

分支C

分支B

INTERNET

INTERNET

3G/4G LTE

公司总部

研发/呼叫中心

专线

专线

3G/4G LTE

光格网络 SD-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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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IoT ）在企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如智能门禁、智能监控等。对于分支较多的企业，
多类型智能设备难以统一管控，通过光格网络提供的 SD-WAN 服务，智能设备一键接入企业 IoT 服务平台，快速搭
建企业 IoT 网络。

企业用户可选择在 QingCloud 平台上部署 IoT 统一控制及服务平台，各个分支机构通过光盒，将分支的智能设
备接入网络，接入侧可以使用 IoT 专用 4G 卡，企业也可以利旧原有的互联网链路， 4G 与互联网链路以主备的模式
灵活、可靠接入 IoT 网络。

基于桌面云企业组网，企业总部与分支协同办公

智能终端网络连接，构建企业物联网

QingCloud 桌面云是为用户提供的新一代企业级办公解决方案，异地桌面云的访问，对于网络传输速率和安全
性都有很高的要求。传统的专线、IPSec 或 VPN 组网，分别存在着实施周期长、维护难度高、数据安全性低的问题。

通过光格网络 SD-WAN 服务，企业分支可通过专线、互联网、MPLS-VPN 及 4G 等多种方式灵活接入企业核心
网络，不受环境限制，访问桌面云，满足日常办公、移动办公的需求，同时，光格网络 SD-WAN 为用户提供一站
式管理平台及图形化网络拓扑界面，用户可自主设计、管理组网，大幅降低对各桌面云分支管理难度。

IOT 服务平台

分支 A

Windows

Linux

分支 B

Windows

Windows

INTERNET

专线

分支 C

Linux

Linux

INTERNET

3G/4G LTE

云桌面服务

分支 A

分支 B

分支 C

光格网络 SD-WAN 

3G/4G LTE 

3G/4G LTE 

INTERNET

3G/4G 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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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格网络
SD-WAN 服务保障

用户通过电话、邮件等提出服务请求后，工程师将及时与客户取得沟通，并通过电话、邮件等
方式对服务范围内进行问题诊断与修复。

未能通过电话、邮件等远程方式诊断问题，工程师将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内到达客户现场并配合
客户对服务范围内进行问题诊断与修复。

需备件替换，工程师将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将需要的备件送达客户现场对故障设备进行备件替换。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业务咨询：
         电话：400 8576 886
         邮箱：contactus@yunify.com

本文档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契约

光格网络 SD-WAN 

登录官网获得极致的云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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