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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北京网康科技有限公司©2015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力。 

本文件中出现的任何文字叙述、文档格式、插图、照片、方法、过程等内容，除另有特

别注明，版权均属北京网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康科技）所有，受到有关产权及版

权法保护。未经网康科技书面许可不得擅自拷贝、传播、复制、泄露或复写本文档的全部或

部分内容。 

 

信息更新 

本文档仅用于为最终用户提供信息，并且随时可由网康科技更改或撤回。 

 

适用版本 

本文档适用于 WOG 4.X 版本。 

 

免责条款 

根据适用法律的许可范围，网康科技按“原样”提供本文档而不承担任何形式的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隐含的适销性、特殊目的适用性或无侵害性。在任何情况下，网康科

技都不会对最终用户或任何第三方因使用本文档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损坏负责，即

使网康科技明确得知这些损失或损坏，这些损坏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业务中断、信

誉或数据丢失。 

 

期望读者 

期望了解本产品主要技术特性的用户、企业管理人员、系统管理员、网络管理员等。本

文档假设您对下面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 Web 与 HTTP 

� TCP/IP 协议 

� SSL VPN 与 IPSec VPN 

� 网络安全基础知识 

� Windows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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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概述 

1.1 数据大集中与企业集团化运作 

近年来，随着企业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全国甚

至全球范围内建立分支机构，越来越多的出差员工在非固定场所访问总部业务系统。总部与

分支机构之间协同工作的需求越来越高。 

同时，随着业务持续扩展和应用日益复杂，组织的 IT 基础框架越来越朝着集中管理的

方向发展，建立数据中心和私有云成为 IT 建设的潮流。将业务数据存储、应用服务以及业

务管理放在数据中心完成的部署方式给企业带来各方面的优势： 

z 统一的应用环境与数据有助于工作协同； 

z 保障系统运行与核心数据的安全； 

z 减少各分支机构重复采购的浪费； 

随着数据集中与分支结构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数据和应用开始通过广域

网在总部与分支之间进行传输： 

z 分支机构从数据中心获取资料、更新数据； 

z 分支机构与总部间通过视频会议、VoIP、电子邮件同步信息； 

z 移动办公员工登录总部服务器，等等； 

随着人员和业务量的扩大，传输的数据量也成指数级增长，对广域网的带宽及传输速度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分支结构和移动员工需要通过广域网与总部数据中心进行频繁数据

交互，然而各种企业应用在广域网上运行的效率遭遇到巨大挑战，网络质量造成的业务问题

时有发生： 

z CRM 远程报备项目，网页刷新慢，耗时多； 

z 网上报销，提交网页超时，清零重来； 

z 群发 5M 以上的邮件附件给办事处，发不出去，也收不下来； 

z 几十兆的设计文件上传到总部服务器，需要数十分钟，即使稍微修改，也得全部上

传一遍； 

z 数据异地备份，需要 5 个小时，数据量越来越大，而备份只能在夜间执行，不允许

无限延长； 

可见，广域网带宽窄、延迟大、丢包率高等因素使得数据传输缓慢、应用访问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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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企业办公效率和跨区域协同。 

1.2 广域网面临的问题 

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 WAN），又称外网、公网。是连接不同地区的局域网或城

域网的计算机通信的远程网。通常跨接很大的物理范围，所覆盖的范围从几十公里到几千公

里，它能连接多个地区、城市和国家，或横跨几个洲并能提供远距离通信，形成国际性的远

程网络。 

广域网有以下特点： 

� 传输距离远，覆盖区域大，通常在几公里至几千、几万公里，网络可跨越市、地区、

省、国家、洲洋乃至全球。 

� 网络带宽窄，通常只能达到局域网的。 

� 传输速率比较低，一般在 64kbps-2Mbps,最高可达到 45Mbps，但随着广域网技术的

发展，广域网的传输速率正在不断地提高，目前通过光纤介质，采用 POS（光纤通

过 SDH）技术，使传输速率达到 155Mbps，甚至更高。 

� 网络拓扑结构复杂。  

目前国内的广域网接入主要有三种方式： 

� 专线互联：向运营商租赁的独享线路。速度快质量高（相对），但价格较高。  

� VPN 互联：利用认证、加密等手段在公共互联网传输，称为虚拟专网。安全，便宜，

但速度慢，质量低。  

� 互联网接入：公共传输网络，仅需接入成本，速度与安全不能保障。  

目前广域网用户一致反应使用速度较慢，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带宽窄、延迟大。 

带宽是任何网络数据传输的容量限制，目前国内典型的专线带宽一般为 2-10M，而一般

的局域网带宽是百兆甚至千兆，带宽的限制成为广域网的数据传输速度的瓶颈，而目前国内

专线网络带宽资费昂贵，要提高带宽势必带来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带宽的限制有带来网

络拥堵的问题，丢包重传有进一步降低了网络的吞吐能力。 

网络延迟是另一项广域网性能差的主要原因，由于广域网一般是跨省甚至跨国传输，如

此长距离的网络线路上电子信号的延迟在所难免。通常广域网的延迟从几十到几百毫秒，是

局域网的数百倍，延迟问题与距离及线路质量都有密切的关系，如北京到广州的专线延迟约

为 60-80ms，上海到旧金山的延迟为 200-250ms。跨运营商的数据传输，增加了转发设备，

延长了传输距离，进一步增大了延迟。网络延迟将会极大影响网络两端的交互速度，从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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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吞吐量的降低的问题，延迟超出一定数值后，将会带来吞吐率的急剧下降。 

测试表明，10M 带宽，延迟超过 100ms 后，带宽利用率将下降到 2M，且随着延迟增大，

吞吐能力继续恶化，与带宽的理论传输能力相差甚远。 

 

1.3 传统解决方案的局限 

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广域网应用问题，出现了一些解决的方案或思路，但是这些方法远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域网的问题，甚至还带来了新的问题。 

z 扩容带宽 

这是最直接的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带宽拥堵的压力，但是带宽的增加并不能解

决网络延迟引起的速度变慢问题，并导致网络数据不能充分使用带宽资源而造成带宽的限制

浪费。 

z QoS 

QoS 的应用能够对关键应用保证带宽资源，但是广域网的环境下对应用程序的性能提升

基本无效。 

z 数据压缩 

传统的数据压缩通过对传输数据进行压缩能够节省一定的带宽资源，但是带来了运算量

的增加及系统运算资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增加处理时间，造成应用性能的下降。 

网康科技的理论认为：要解决广域网的根本问题，必须解决带宽使用效率和高延迟带来

的速度变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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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网康科技广域网优化网关 NS-WOG 产品是网康最新的科技创新

成果。优化网关 WOG 将通过网康创新研发的广域网优化技术解决广

域网中带宽使用效率及高延迟带来的传输速度慢的问题。 

2.1 广域网优化方案 

针对传统解决问题的缺陷，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 WOG 通过对广域网目前的根本问题进

行研究和分析，并针对带宽使用及网络延迟提出了解决方案： 

z 提升传输效率 

y 优化 TCP 协议：提高三次握手、数据送达确认的效率，改进拥塞控制窗口机制，

使快下降慢启动变为慢下降快启动。 

y 优化应用协议：优化通用应用协议，如 HTTP、FTP、CIFS、SSL、MAPI 等； 

y 优化应用程序，如 Exchange，Notes，Oracle 等 

z 减少传输数据 

y 字节级缓存(Byte Caching)，发送数据特征标记，而非数据本身 

y 对象级缓存(Object Caching)，类似代理服务器的文件缓存功能 

y 压缩传输，对端解压 

y 页面缓存技术（Web Caching），缓存互联网页面对象 

网康广域网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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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主要能力 

问题原因 解决方案 技术手段 

广域网带宽窄 流量优化 流量控制，降低非关键流量 

数据优化 消冗、压缩，减少传输数据 

广域网延迟大 传输优化 代理应答，降低应答延迟 

TCP协议缺陷 传输优化 代理握手应答，增大传输窗口，克服慢启动 

应用协议缺陷 应用优化 降低应用层应答延迟 

 

2.2 核心技术能力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产品通过以下六项核心核心技术解决广域网面临的带宽及延迟问

题：WEB 对象级缓存技术、字节级缓存技术、高效数据压缩技术、TCP 协议优化技术、应

用协议代理技术、流量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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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可视化能力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依靠综合的深度包检测和流量行为分析，专注于 OSI 网络模型的

L7 层---应用层，实现对各种网络应用协议的精确识别；同时通过细致的可视化手段，将广

域网的业务流量详尽地呈现给用户。 

 
图 2 广域网优化网关的可视化能力 

2.2.1.1 流量状态可视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通过多维度的流量监控，整体的流量状态，再到具体应用流量的分

布，以及基于多元组的流量和连接日志，帮助管理员实时了解到现网的流量状态和应用分布。 

 
图 3 可视化整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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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网流量可视化 

 
图 5 流量内容可视化 

2.2.1.2 加速状态可视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对于全网网络流量和业务流量优化状态的详细监控，可以帮助管理

员详细了解到优化的数据削减效果和业务体验效果，提供详尽的业务流量削减比分析和优化

趋势分析。 

 
图 6 加速状态概览 



高效畅联 迅捷如飞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 v4 产品白皮书 

北京网康科技有限公司                                                                    第 12页 /共 29页 

 

 
图 7 加速状态趋势 

 
图 8 应用维度的加速趋势 

 
 

2.2.1.3 递进分析可视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分析，为管理员提供详尽的内部和

外部源流量状态分析，深入挖掘可能的网络和业务瓶颈，帮助管理员做出最精确的优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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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特定通道的加速分析 

 
图 10 特定策略的加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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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针对具体业务的详细加速分析列表 

 

2.2.2 接入管理能力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具备完整的 VPN 接入能力，支持 IPSec VPN、L2TP VPN 等多种主

流 VPN 接入方式，可以同时满足大型分支机构、小型分支机构和移动用户的接入需求。网

康广域网优化网关在提供完整的 VPN 组网方案的基础上，着重对 VPN 线路进行改善，对

VPN 线路中的传输业务进行加速，一举解决了广域网线路上业务的安全问题和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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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广域网优化网关的接入管理概述 

考虑到大型 VPN 网络的管理问题，网康引入了统一管理平台 SMC 来对全网的广域网

优化网关设备进行管理，以达到全网统一的策略分发、更替和回收；以及全网的广域网优化

网关设备的设备状态管理。根据 SMC 的设备地图模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网广域网优化

网关设备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设备状态信息。 

 
图 13 设备集中管理-设备地图 

2.2.3 流量整形能力 

2.2.3.1 流量控制技术 

流量控制技术能够通过对网络流量进行及时检测和分析，以及对应用协议的识别技术，

提供针对应用和用户的流量控制，从而保证关键业务应用，控制非关键业务应用并封堵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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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应用，以最大链路带宽容量进行数据快速传输。通过对流量的控制，达到无关应用流量

削减，并保证关键业务应用的网络资源，结合流量削减及协议优化技术，进一步提高关键应

用的网络性能。 

 
图 14 流量控制通道与效果 

 智能流量控制技术： 
y 流量监控 
y 应用流量控制 
y 用户流量控制 
y 带宽保证 

2.2.4 数据削减能力 

2.2.4.1 字节级缓存 

字节级缓存技术能够把网络传输的数据进行分割，将原有数据划分为字节级别的数据

块，并将数据块进行索引并存如高速数据库，当传输数据中有相同的数据块内容则将该块数

据替换为一个标识进行传输，在对端 WOG 设备收到数据包后将标识对应的数据块进行替

换，还原原有数据内容。该技术能够将重复数据流量进行削减，在相同文件的多次传输以及

小规模文件修改往返传输的场景下能够实现最高 95%的流量削减比例。 

举例来说，邮件服务器部署于总部，如果向分支内员工群发邮件并附件某文档，则第一

个分支员工下载附件后其余员工的文件接收将直接在分支加速设备上将文件对应的数据块

进行组合，如此则大大减少网络的数据流量，并极大提高邮件的接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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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未经优化的流量状态示意 

 

图 16 优化后的流量状态示意 

特征标记消冗技术：  

y 用一个标记代表已经传输过的重复数据  

y 仅传输标记，不传输真实数据  

y 接收端根据本地缓存重建文件  

y 字节级标记缓存，大大削减了重复数据 

 

2.2.4.2 高效压缩技术 

网康 WOG 产品支持针对网络数据的高效压缩技术，并同时支持 LZO 及 Gzip 两种压缩算

法： 

y LZO 算法是著名的压缩算法，广泛应用与数据优化领域，压缩及解压速度最快，占

用系统资源少； 

y Gzip 压缩算法压缩比更高，适合冗余度高的数据压缩，系统资源占用稍高于 LZO

算法。 

WOG 会根据数据特点与传输要求选择压缩算法，对于文本类型的文件能够达到 95%的

数据压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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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深度快速压缩示意 

2.2.4.3 WEB对象级缓存 

WEB 对象级缓存技术采用高速对象数据库对 WEB 对象进行存储和索引，该技术可以

让 WOG 设备对 WEB 网页以及网页内的对象进行缓存，以减少网络重复数据的传输从而减

少网络数据的传输从而节省带宽资源，WEB 对象缓存技术同样采用优化算法对缓存数据进

行更新，在不影响网络使用的前提下提供最高达 100%的流量削减。 

 
图 18 WEB 对象缓存 

WEB 对象缓存核心技术： 

y 针对 HTTP 协议进行整文件缓存 

y 根据配置选择缓存对象 

y 第二次访问直接读取缓存文件，100% 流量消减； 

y 完善的缓存刷新机制 

y 缓存快速存储及索引技术，最大化提高性能。 

2.2.5 线路优化能力 

2.2.5.1 协议优化技术 

协议优化技术主要针对 TCP 协议进行，TCP 是一种基于连接的安全传输控制协议，它

要求每一次请求都需要有应答进行确认，网络时延造成的响应时间减慢很大程度上是 TCP

协议等待确认的结果。网康 TCP 协议优化技术采用协议代理技术，通过 WOG 设备对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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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尽心高速应答，从而避免广域网的延迟。WOG 对端加速设备之间采用优化的高速

TCP 协议，核心算法通过对网络情况的判断从而调整拥塞控制窗口，加快发包速度，达到

传输窗口慢下降、快启动的目的，克服广域网延迟大及丢包率高带来的传输速度慢的问题。 

 
图 19 传输优化技术示意 

传输协议优化技术 

y 协议代理，本地高速应答，避免广域网延迟 

y WOG 设备之间采用优化的高速 TCP 协议栈 

y 扩大拥塞控制窗口，加快发包速度 

y 传输窗口慢下降，快启动 

2.2.6 应用优化能力 

2.2.6.1 视频会议系统优化 

网康视频会议系统优化能力，采用流量优化，数据优化，协议优化三种技术手段。 

在融合网络 （线路上同时承载其他流量， 如 ERP,OA， 邮件等）承载视频会议时， 为

视频会议划定 QoS 保障，消减国际链路或互联网 VPN 线路支撑视频会议系统时，由于线

路质量原因（丢包和延时）引起的视频会议马赛克现象。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对 UDP 协议进行优化，前向纠错和丢包重传两种技术手段使得高

丢包高延时，高丢包低延时两种线路情况不再成为你视频会议的质量杀手。 

2.2.6.2 应用协议代理技术 

网康 WOG 针对 CIFS、FTP、HTTP、POP3、SMTP 等应用协议进行代理，通过对端设

备的代理功能，实现协议交互的本地应答，减少广域网上的交互应答造成的延迟，缩短应用

响应时间，达到加速数据传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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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协议代理技术 
y CIFS 代理 
y HTTP 代理 
y FTP 代理 
y POP3/SMTP 代理 
y Exchange 代理 

2.2.7 全面支持 IPv6 

除了支持 IPv4 地址配置、IPv4 安全策略配置，还支持以 IPv6 进行地址配置和安全策略

的配置。 

 

2.3 加速效果 

通过 WOG 设备对广域网进行优化，能够减少 60%－98%的数据传输量。显著降低带宽

压力，对企业应用加速几倍到上百倍，平均加速比不低于 10:1，能够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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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不同的流量削减策略组合，流量削减比例高达 60%－95%： 

 
 基于不同的加速策略组合，传输时间压缩为原先的 1/2 至 1/8： 

 

2.4 部署方式 

支持网桥模式、网关模式、旁路模式； 

网桥透明接入既有网络环境，不影响原有网络配置；同时支持多路网桥功能，可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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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路网桥，动态分配带宽资源； 

网关模式支持多个网络出口，动态分配带宽资源； 

旁路方式确保网络无单点故障，不对网络性能产生任何影响。 

除了支持双边加速（两台设备配合）部署以外，还支持单边加速部署模式。 

 

2.5 设备管理 

� 灵活多样的管理方式，方便用户维护和管理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支持 CLI 命令行管理，com 口管理，以及远程的 ssh 管理方式，方

便客户日常配置、管理和维护。设备升级更新支持手动和自动方式。 

� 管理界面简洁清晰，美观大方 

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管理界面采用最新的 web 技术，结合传统 C/S 的操作风格，大大

加强了 Web 操作的交互能力。界面结构清晰，美观大方，从整体布局到细小按钮都经过精

心设计，充分贴合用户的思维、操作习惯。 

� 树型控制元素，实现便捷操作 

广域网优化网关的 URL 分类、用户组织结构、应用协议结构等多种控制元素都以树型

结构展示，一目了然，便于操作和管理。 

� 标签子界面显示，方便模块切换 

广域网优化网关采用了先进的标签式模块 UI 设计，用户在开启一个模块后，会以标签

形式显示于主区域。用户可利用标签方便在多个模块进行切换，而无需再次在树状结构中选

择进入之前进入过的模块。 

 

2.6 高可用性 

� 全系列设备支持电口和光口硬件 bypass，避免电源失效导致的网络中断； 

� 独有的一键式 bypass 设计，支持管理员主动调整网络负载； 

� 系统软件支持双机热备，当主控制系统发生异常后，备份系统可保持系统继续运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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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盘无依赖硬件架构，减少了设备故障环节，大大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 支持基于 SNMP/API 的网络管理，可以通过第三方网管软件查看设备的网络信息。 

支持通过 SYSLOG 向第三方管理软件或者第三方设备发送自身设备日志，方便第三方

及时了解广域网优化网关设备的运行状况，所有本地产生的日志信息通过 SYSLOG 发送给

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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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署方式 

网康广域网加速网关 WOG 支持网桥及单臂部署方式，可根据客户的网络拓扑及需求进

行配置调整，同时提供 GUI 的配置界面，方面快速部署。 

网桥模式将 WOG 设备以串接方式部署与网络出口，通过策略配置选择连接进行优化：

WAN

网康WOG

L2-switch

LAN

网康WOG

L2-switch

图 20 串接部署示意 

单臂模式允许用户将加速设备旁路部署于路由器或交换机指定端口，通过路由策略将需

要优化的连接转发给 WOG 设备，实现优化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现有网络拓扑结构的

修改： 

WAN

网康WOG

L2-switch
Router

LAN

网康WOG

L2-switch

Router

 

图 21 单臂部署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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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价值 

随着集团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客户有大量业务数据需要频繁通过广域网络与分支机

构传输，有些企业采用了 VPN 线路的方式，但传输速度慢影响业务，有些客户有有海外分

支或者使用卫星链路，带宽普遍较小（512K 以下），且扩容成本高；有些客户采用专线，成

本很高，而且专线中数据混合传输，既有业务数据也有非业务数据，需要对非业务数据流控，

对业务数据保障与加速。 

网康广域网加速设备针对各种客户类型，提供响应的解决方案，解决企业在广域网方面

的问题，为企业创造价值： 

应用场景  客户类型  客户问题  解决方案  客户价值  

企业专线业

务加速  

分支机构通过专线连

接到总部的政府机构、

集团公司、跨国企业、

设计院所等  

由于带宽窄、延

迟大、丢包率高，

分支机构访问数

据中心速度慢  

通过消冗、压缩

手段削减数据

量；  

优化 TCP和应

用层协议，提升

传输速度  

应用层流量管

理。根据应用优

先级不同为关

键应用划分必

要带宽。 

加速应用与数据传输速

度，提升工作效率；  

消减流量，提升带宽利用

率，避免扩容成本；  

VPN专线

加速 

分支机构通过 VPN连

接到总部的企事业单

位  

通过 VPN线路

传输数据速度慢  

克服互联网链路质量差、

加速 VPN传输速度，提升

工作效率；  

数据灾备加

速  

对数据安全高度重视

的行业，如金融  

备份时间长，给

备份过程的可控

性与数据安全带

来隐患 

提升海量数据备份速度，

减少备份时间，增强数据

备份的安全性  

对公网服务

器加速  

员工出差或驻外项目

部通过互联网/国际互

联网企业应用发布服

务器或网站 

在非固定场所受

限于链路质量，

访问企业应用速

度慢且不稳定  

TCP单边优化  加速外部员工/客户访问

内部服务器的速度和体验  

 

企业集团化运作及分支结构的日益增多对广域网应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目前广

域网传输速度低下的现状使数据集中与业务分散的发展趋势产生矛盾。通过对广域网问题的

分析可知，目前广域网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带宽限制和网络延迟上，传统的解决方案和方法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会带来新的问题。 

网康科技推出的广域网优化网关 WOG 产品，针对目前广域网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

案，通过 Web 对象缓存、字节级缓存及高效压缩等技术解决带宽限制问题，保证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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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情况下减少网络流量，提高带宽的使用效率；通过 TCP 协议优化、应用协议代理等

技术减少协议交互，提高应用性能，并通过优化算法调整拥塞控制窗口的变化，提高数据吞

吐率，改善高延迟带来的网络速度低下问题。 

WOG 产品针对不同客户的广域网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解决客户在广域网应

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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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型号 

产品型号 NE 6300 NE 7500 NE 15000 

性能参数         

  

应用加速能力(bps) 300M 600M 1000M 

可加速会话数 12000 30000 50000 

带宽管理能力(bps) 1500M 3000M 5000M 

硬件参数         

接口 

工作网络接口 
4 个千兆电口 

 

4 个千兆电口 

4 个千兆光口 

4 个千兆电口 

4 个千兆光口 

2 个万兆光 

独立管理网口 √ √ √ 

独立 HA 网口 √ √ √ 

光口支持 NA 支持 支持 

USB 接口数 2 2 2 

RS232 串口 RJ45 RJ45 RJ45 

扩展槽支持 2 个 2 个 2 个 

旁路模块 
面板硬件 bypass 按钮 √ √ √ 

内置电、光口旁路模块 √ √ √ 

存储 硬盘 1TB 1TB 1TB 

电源 

电源及电压 交流 110～240V 交流 110～240V 交流 110～240V 

最大功率 350W 350W 350W 

冗余电源 NA √ √ 

设备规格 

机箱尺寸(WxDxH mm) 440*430*44 440*470*88 440*470*88 

机箱高度 2U 2U 2U 

设备重量(Kg) 14 14 14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 0°C - 45°C 0°C - 45°C 0°C - 45°C 

存储温度  0°C- 70°C   0°C- 70°C   0°C- 70°C  

工作湿度 20%~90%RH 20%~90%RH 20%~90%RH 

 
注意：网康广域网优化网关，所有功能和容量无授权限制，客户无须额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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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网康科技简介 

网康科技有限公司(NetentSec Inc,.)成立于 2004 年，专注于互联网控制管理领域的技术

与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致力于帮助用户建立绿色、高效、安全、健康的

互联网应用环境，提升网络价值。 

作为领先的互联网控制管理产品及服务提供商，网康科技拥有上网行为管理、智能流量

管理等系列产品，能够满足不同用户对互联网控制管理的需求。目前，网康科技的产品和服

务已广泛应用于政府、金融、能源、教育、企业等众多行业。 

网康科技是业界最具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实力的企业之一，拥有国际一流的互联网控制

管理技术研发团队――互联网内容研究实验室。雄厚的技术实力使得网康科技拥有“全球最

大的中文网页过滤分类数据库”、“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协议数据库”，完全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网康科技已成为“中国企业信息化 500 强指定上网行为管理设备提供商”；是中国唯一

一家进军日本市场的互联网控制管理厂商；是中国信息安全领域“用户最值得信赖的首选品

牌”。 

网康科技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日本、美国等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在中国建

立了以京津冀、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东北、西北、西南等八大平台为依托，遍布全国

的代理商体系以及销售与服务网络，为全国用户提供专业、快捷的服务。 

凭借创新的产品理念、雄厚的技术实力、本地化的服务优势以及合作伙伴与客户的支持，

网康科技连续 3 年保持了 300%的年增长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未来，网康科技将继续秉

承诚信和创新精神，继续致力于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帮助客户全面

提升其互联网的安全性、生产效能及使用体验，为打造国际化的公司而不懈努力。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 世纪科贸大厦 A 座 3 层 

邮政编码：100190 

联系电话：010 – 62670909 

传真号码：010 – 62670958 

电子邮件：marketing@netent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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