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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域网优化市场 NO.1
     全球知名分析机构 Frost&Sullivan2014 年 6 月发布了《2013 年中

国广域网优化产品（WOC）市场分析报告》，其中深信服广域网优化产品

（WOC）在 2013 年全年的市场份额达到 26.0%，成为排名第一位的厂商。

        

      自 2007 年深信服推出广域网优化产品（WOC）以来，凭借对用户需

求的深入理解，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供差异化的解决方案，给用户的业务

提升带来了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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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Frost&Sullivan_2013 年中国广域网优化（WOC）市场数据            



2013 年中国广域网优化产品市场概况
      与 2012 年相比，2013 年中国 WOC 市场的年增长率略高于大中华区

的整体增长情况。就市场格局来看，中国 WOC 市场的两个顶级供应商依

然是 Sangfor（深信服）和 Riverbed，作为领导格局中唯一的中国本土

厂商，在 IT 设备国产化的趋势下，深信服将取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新一届中国政府组建后，国家将重点推进 ICT 基础网络设施的建设，

预计在 2014 年 WOC 的市场需求会较为猛烈。新的领导层要求政府部门

加强与人民之间的有效沟通，如果想要优化用户体验，势必需要提升关键

应用的效率，而 WOC 解决方案将是重要的手段。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 ,

预计 WOC 在未来会有明显的市场需求。

     云计算技术逐渐被中小型企业所采用，而 WOC 作为其部署过程中的

一项关键技术，在中国市场也引起了较大的重视。中国企业迫切希望通过

提高关键应用的性能来提升办公效率，大型企业已经非常认可 WOC 产品

的优势和收益，在提高企业商业竞争力和工作效率方面，WOC 解决方案

将获得更大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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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再次入围 Gartner 魔力象限

　　2014 年 3 月底，Gartner 发布了最新的《2014 年全球广域网优化

产品魔力象限报告》，深信服凭借良好的市场表现及技术的不断创新，再

次入围 Gartner 魔力象限，也是唯一入围的中国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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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广域网优化领域的领导厂商，深信服更关注用户所

需，针对用户的不同业务场景，提供了专业的解决方案。

用户通过广域网来承载业务数据，更多

依赖于 VPN 和专线两种方式。传统 VPN 速

度较慢仅能实现安全互联，无法实现对业务

系统交互的提速；专线投入成本太高，非最

佳投资方案。 

深信服将加速技术与 VPN 技术进行完美

结合，速度和稳定性媲美专线，投资成本更低；

对业务系统交互大幅提速，访问速度更快。

深信服多场景解决方案得到广泛认可

加速 VPN 组网方案
超过 2000 家用户的选择 1

安徽省卫生厅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

开滦集团

——速度快、成本低

许多应用系统在设计之初是基于局域网设计，一旦从千兆、万兆的

局域网环境搬到了广域网，应用频繁交互成了制约速度的大障碍。并且

广域网链路经常出现丢包、延时现象，数据包因传输中丢失、超时需反

复重传才可到达对端，系统访问速度更难保障。 

深信服通过应用协议代理机制，来减少应用在广域网上的频繁交

互，加快应用系统访问速度，提高组织业务流程的运转效率。创新虚拟

应用加速技术，让广域网变成局域网，系统访问速度提升数十倍。

应用加速方案2 ——应用快、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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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逐渐成为组织协同办公的重要

手段，但视频会议的顺利开展对广域网链路

的传输质量要求较高 , 同时不同类型的应用对

带宽资源的抢夺也会影响到视频会议的流畅

效果。

深信服的智能应用识别和带宽保障技术

可以将足够的带宽资源分配给视频会议系统，

并通过丢包优化技术改善视频会议卡、马赛

克现象，视频会议流畅体验，协同办公零距离。

视频会议优化方案

众多高端用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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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凭借其高稳定、低延迟、低丢包获得

大多数用户的选择，但随着业务的丰富和数据

量的剧增，高成本带宽扩容成为用户不得不面

临的难题。传统广域网优化厂商通过数据压缩

缓存的方式来实现专线优化，方案价值单一。

深信服帮助用户低成本实现专线提速，达

到带宽升级的效果，还可清晰呈现专线内流量

分布，保障核心应用的访问速度。单条专线场

景通过互联网可实现链路备份，保障专线的高

稳定性；多条专线场景能基于应用做流量负载，

提高专线带宽的利用率。

专线优化方案

世界 500 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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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广东省财政厅

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华录集团

福州农商银行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东风汽车集团

招商银行

华润集团

——高流畅、体验佳

——专线提速、轻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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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产品技术创新

针对广域网上高交互应用访问慢的问

题，业界一直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深信

服 虚 拟 应 用 加 速（Virtual Application 

Acceleration，简称 VAA）技术通过将业

务系统远程发布到 PC 终端，让百兆广域网

变成千兆局域网，应用访问速度飞快，所有

应用均可实现加速。

通过客户使用反馈，此项技术对用友

U8、金蝶 K3 等高交互应用的提速效果可

达 3-15 倍，效果显著。

1. 融合可加速所有业务系统的应用虚拟化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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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 U8 系统加速效果
              3-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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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 WOC 应用虚拟化 虚拟应用加速
   （V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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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用户的带宽升级和业务发展带来了

数据流量的剧增，促使用户对广域网优化产

品提出了更高的性能需求。深信服广域网优

化产品在整体性能上实现了较大的提升，加

速吞吐量已提高到 5Gb，满足用户大流量场

景的需求。

3. 大幅提升产品性能，能够满足大流量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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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视频会议的数据丢包问题，深信服技术团队开发了 UDP 代

理和 FEC 前向校验两种算法，可自动感知视频会议传输链路的质量，

对低延时和高延时不同情景下的丢包现象都有非常好的优化效果，让

视频会议卡、顿的现象不再出现，保障视频会议的效果流畅。

2. 基于丢包优化和智能带宽保障的视频会议优化技术

通过应用虚拟化发布后，实现应用集中化管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服

务器端，实现一体化运维管理与业务连续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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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客 户
案 例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通过采用深信服 WOC 加速

VPN 组网方案，实现新建销售网点到总部的加速

VPN 互联，基于互联网建立的 VPN 对业务传输系

统加速达到 10 倍效果，流量削减比高达 80%，同

时对 Lync 视频会议优化效果明显，解决视频马赛

克的问题。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通过专线实

现总部到各分公司的整体互联，部分专线数据传输

日平均带宽利用率达 70%-80% 左右，高峰时段

甚至达到 100%，分支员工反映系统访问慢，通过

采用深信服 WOC 的专线优化方案释放专线带宽压

力，减少专线扩容成本，每年节约近百万元费用。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深信服 WOC 应用

加速方案对专线内的金蝶 EAS 系统做应用提速，

保障核心业务的高效运转，访问速度提高至少 3-5。

四川省福彩中心采用深信服 WOC 的视频会议优化

方案在流量高峰时期保障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清晰流

畅，又加快核心业务的访问速度。

广 汽 丰 田

宇 龙 通 信

中 顺 洁 柔

四 川 福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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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湖北省公安厅

甘肃省水利厅

云南省民政厅

江苏省卫生厅

安徽省卫生厅

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

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河北省辐射环境管理站

福州农商银行

山西省农信社

联合产权交易所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四川银行监督管理局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诚保险有限公司

河南省烟草公司

中船重工 724 研究所

国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中冶科工集团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中致远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团公司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中国先锋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信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兴盛建设集团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惠州市客音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鸿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华威模具有限公司

湖北凯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志达设计顾问 ( 深圳 ) 有限公司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主要选自 2014 年 1-3 月）

最新签约用户（部分）



市场咨询热线：800 830 9565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8号金融基地 2栋 4楼    

邮 编：518052      电 话：0755-26581949        

传 真：0755-26581959    

邮 箱：market@sangfor.com.cn

技术支持热线：400 630 6430   

科技中二路深圳软件园十二栋 501 室     

邮 编：518052         传 真：0755-86336514   

邮 箱：support@sangfor.com.cn

深信服下一代防火墙深信服科技

微信“扫一扫”关注深信服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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