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Connect （智能连接）数据表

SmartConnect（智能连接）
托管连接即服务

Aryaka SmartConnect（智能连接）利用全球私有 L2 核心网络和增强的最后一公里连接来实现数字和云转型。该服务可确保为所有应用
程序提供行业领先的用户体验，并为云优先领域的网络和安全需求提供支持。

为何选择 Aryaka SmartConnect（智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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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富有见解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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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yaka SmartConnect（智能连接）为用户带来的优势势

快速站点部署

简化运营

减少 TCO

您是否已经厌倦了催促多家供应商排除故障
的繁琐，也不希望再为获得客户支持而付出
高昂费用？这说明您还未体验过 Aryaka 客
户至上的企业文化；我们的服务团队始终坚
持“不断超越的服务标准”，在托管服务提
供商行业获得了最高的净推荐分数 (NPS)。

您是否需要应对配置 MPLS 的复杂操作，
花费大量时间等待新站点组建完成和投入运
营，或者遭遇变更管理问题？大多数供应商
会将不同的供应商解决方案拼接到一起，提
供“七拼八凑”的服务。而 Aryaka 能在全
球任何地点于数天之内完成激活，并在之后
负责处理各种复杂操作带来的问题，让您全
身心投入自己的业务。

您知道吗？我们是一家 100% 采用订阅服务
的公司，因此不管您是使用 SD-WAN 即服
务，还是支付相关费用，都非常方便。此外，
我们提供带宽和资源池服务，并简化了全球
定价，使您能够快速使用新服务和变更策略。
我们在全球提供 Day-1 SLA，负责处理所有
问题。 试用 Aryaka，亲身体验真正轻松的
业务运营！

Aryaka SmartServices （智能服务）拓扑
Eagle Eye +ANMC

多租户 SD-WAN 编排和可
视化平台

SmartManage
（智能管理）

Aryaka HybridWAN 和 Aryaka 核心网络

全球 NOC

100% 托管服务，提供全
天候支持

互联网流量

NAT/防火墙

ANAP

云安全连接器
路由控制器

东西向分段（公司、非管制区域、访客、租户）

总部

数据中心

ANAP

Aryaka SD WAN CPE

互联网或 MPLS

拥有内置安全和 QoS 功能

私有核心网络

SmartOptimize（智能优化）

Hybrid WAN

智能 WAN 优化

从第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
ANAP

分支机构

IaaS

PaaS

客户与合作伙伴

物联网设备
5G/4G/LTE

智能 CDN

安全远程访问

SaaS

Smart
Cloud
（智能云）

Smart
Secure
（智能安全）

Smart
Insights
（智能洞察）

SmartConnect （智能连接）全球和地区部署选项

WWW.ARYAKA.COM

全球部署

地区部署

对于业务范围遍及多个地区的企业，
我们建议选择流量流经 Aryaka 核心网
络的全球部署选项。部分网络流量可
选择使用提供站点到站点 DIA 连接的
HybridWAN 功能

对于主要在单个地区（定义为地区集群
或 PoP）运营的企业，我们推荐地区部署，
这种方案支持选择通过 Aryaka 核心网络
将部分流量传输至其他地区。而大部分
网络流量将使用提供站点到站点 DIA 连
接的 HybridWAN 功能。

+86-10-8509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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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Manage
(智能管理)

SmartConnect
(智能连接)

SmartOptimize
(智能优化)

SmartCloud
(智能云)

SmartSecure
(智能安全)

SmartInsights
(智能洞察)

许可

全球

地区

全球托管服务

拥有 30 多个入网点的全球网状 L2 网络，
奠定了全球网络连接性、性能和可用性的
标准

已加入

已加入

基于云的业务流程

可扩展的多租户自动化和业务流程，提高
了可维护性

已加入

已加入

全球 SLA - 4 至 9 种服务，Day-1

专用入网点、L2 传输和多段 QoS

已加入

已加入

预测分析

使用机器学习技术进行全局监控，可提前
识别问题，以免影响客户绩效

已加入

已加入

ANAP - 安全托管 CPE

云托管 CPE，具有复杂路由、流量管理和
安全性服务

已加入

已加入

弹性订阅

使客户能够根据自身需求使用原始合同范
围以外的服务（即带宽、站点）。

可选

可选

覆盖所有入网点的核心网络连接

为每个地区分配的核心网络带宽池，可灵
活分配至各个站点

已加入 - 全球

已加入 - 地区或
地域

站点到站点网络 VPN
(HybridWAN)

通过 Aryaka 核心网络及基于流量类型 /
用户设置的 DIA 实现网络连接

已加入

已加入

突发技术

通过突发技术（弹性带宽）为每个站点提供
高达 1.5 倍的 SBW，进而提高峰值流量性能

可选

可选

地区间使用

流量覆盖超出本地区域

已加入

可选

ANAP 高可用性

冗余、强化的 ANAP 选项

可选

可选

Aryaka 入网点高可用性

提供与最近的 Aryaka 入网点的高可用性
独立连接

可选

已加入

最后一公里管理

管 理、 监 控 和 报 告 最 后 一 公 里 连 接 性 的
服务

可选

可选

最后一公里服务

获取可用的最佳 ISP 连接的服务

可选

可选

TurboNet

基 于 网 络 的 优 化 和 加 速 – TCP、Aryaka
Assure

已加入

已加入

TurboApp

针对应用程序协议的优化和加速 – 压缩、
SSL、CIFS

已加入

可选

SaaS 加速（Office365、
Salesforce、Webex，8x8 等）

实现 SaaS 应用程序的最佳分流，可最大
程度地提升用户体验

可选

可选

基础设施即服务直连（AWS、
Azure 等）

提供最佳分流，可为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部署提供卓越性能

可选

可选

Azure VWAN (Hybrid WAN)

优 化 与 云 内 部 的 对 等 连 接 – 即 Azure
VWAN

可选

可选

边缘必需服务（防火墙、微分段）

基于 ANAP 的 N-S 和 E-W 访问防火墙；
分支机构微分段和多租户支持

已加入

已加入

虚拟防火墙托管和虚拟 / 物理防火
墙管理

ANAP 上的 NFV 防火墙，以及企业物理和
虚拟防火墙管理

可选

可选

云安全连接器

基于站点容量（小型 / 中型 / 大型）的云
托管安全功能

已加入

已加入

安全远程访问

全球 ExtraNET、全球 VPN 或 BYO VPN
集中器

可选

可选

MyAryaka 云门户

开具票证、仪表板和报告

已加入

已加入

全球自助服务

配置

已加入

已加入

应用程序、云和流量可见性

配置

已加入

已加入

第一公里、中间一公里和最后一公
里性能管理

SLA 认证和端到端网络洞察

已加入

已加入

SBW 包括全球
连接

SBW 包括地区连
接 – 地区集群 *
和入网点 * 功能

站点（小型、中型、大型） + 订阅带宽
（SBW + HybridWAN + DIA） + 选项

关于 Aryaka 网络
Aryaka 率先推出全托管端到端全球 SD-WAN 服务，以满足云优先时代的网络需求。借助独家技术，我们在 SLA 驱动的解决方案中集
成了多云连接、应用程序优化、安全性、最后一公里管理和可见性服务，该解决方案仅需支付运营费用，可为全球企业提供超一流敏捷
性并减少总体拥有成本 (TCO)。
了解详情：info@aryak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