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捷网络，创新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INNOVATION BEYOND
NETWORKS

锐捷是个怎样的企业？ 锐捷发展如何？ 锐捷有何不同？



锐捷网络
行业领先的ICT基础设施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

正式成立于2003年，母公司星网锐捷是深交所上市企业，

也是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代表。

主营业务为网络设备、网络安全产品及云桌面解决方案

的研发、设计和销售。

自成立以来，致力于将技术与场景应用充分融合，贴近

用户进行产品方案设计和创新，助力各行业用户实现数

字化转型和业务价值创新。



 

7000余名员工

全球50+办事处

7大研发中心

业务范围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大运营中心

20000家合作伙伴

（福州、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苏州、南京）

立足中国 布局全球



连续20年，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

锐捷网络营业收入增长图

坚持自主创新，近20年稳健增长
成为中国网络设备三大厂商，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0%



锐捷发展如何？有何市场突破？

标杆，份额



复兴号 世界上运营时速最高，时速350公里/小时

• 锐捷网络以70%大份额成功中标国铁吉讯科技有限公司首批动车组Wi-Fi设备招标项目;

• 装配交付1200多列复兴号，后改装2000多列和谐号列车。

在您的差旅行程中，畅快的Wi-Fi体验，由锐捷保驾护航

中国企业级WLAN交通行业市场份额 第一位
（数据来源：IDC 企业级WLAN市场跟踪报告 2020年3月）

复兴号“中国速度”无线随行

份额第1

9条4G链路 120路高清视频流

137对开通Wi-Fi

打破业界技术难题：350公里时速下，支撑千人高速上网

• 1200+节复兴号列车
• 6000+节普速列车
• 1500+列地铁

全国70%高铁，90%地铁，高速WIFI由锐捷提供服务！

交通领域：见证“中国速度”——复兴号



服务300+互联网企业  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百度，美团点评，京东，快手，拼多多，网易，金山云，UCLOUD等
                                        大规模服务互联网巨头BATJ的数据中心、新零售、无线等全场景

打破业界技术难题：ms级的延时
无论是双11,618,818……锐捷确保您的交易

不失毫厘！

500套RG-N18000-X,5000套TOR交换机
为阿里“双十一狂欢节” 保驾护航

支撑互联网企业数据中心
100余万台高性能服务器的稳定运行

互联网领域：助力巨头蜕变，打造数据中心 “新热度”——阿里巴巴



智慧商业广场、智慧社区、星级酒店等解决方案已规模进入近2000+地产集团客户！
60%以上的百强客户均由锐捷提供网络服务！

城市综合体-杭州西溪银泰城

利用WiFi入口打造营销推广平台，
无线定位引擎位置信息，

指导商家提升竞争力

智慧社区-华侨城新天鹅堡

深圳豪宅标杆，大户型多房间的无死
角覆盖，实现整个小区户内无线的可

视化管理

星级酒店-上海绿地国际度假村

全国体量最大的酒店度假群
 1500间客房

实现了全度假村的无缝漫游

• 难点：需要容纳1.2万人同时办公， 200多个信息系统
的建设，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
兴起，带来一个新的难题，5万多个智能化终端的身份
识别如何安全认证。

• 锐捷网络承建中国尊一级平台网（中国尊全网核心）、 
安防设备管理网、建筑设备管理网，为未来国际金融机
构、世界500强企业的进驻提供高稳定、高安全、高可
靠的网络环境，为行业内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带来更极致
的网络体验。

中国尊  铸就智能建筑 “新高度” 首都第一，中国十大建筑，世界第九高创8项世界之最

地产酒店领域：打造世界“新高度”——中国尊

联合发布：以太全光网络建设技术规程
中国建筑业协会成立以来第一个网络建设标准



物流领域：智能仓储，服务全球，打造物流的“速度” ——京东物流

京东物流  拥有全球唯一高效协同的六大物流网络集团

锐捷网络成为京东物流（IT业务方面）
主要合作供应商

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 锐捷网络成为京东物流在IT业务方面的主要合作供应商，为京东物流提供软硬件产品、整体解决方案及技术
服务等；

• 超万台锐捷无线AP、WIS无线智能服务现已在京东物流数百个智能仓库中应用，无惧“618、双11、双12”
电商节大考；

• 双方还将加强国内外物流管理、物流运输、物流仓储，以及无线网络、数据通信产品、云桌面、一体化网
关等IT建设方向的交流与合作。

强强联手  共同打造国际化数字产业生态
顺丰物流、中通、圆通……，年服务超过200亿件快递！

顺丰
全国分支仓储无线

总部云桌面

中通快递
全国分支仓储网络

全国终端安全准入认证

菜鸟网络
全国仓配业务网络

总部办公网

日日顺
全国分支仓储无线



运营商 TELECOMMUNICATIONS

连续多年获得业界最“严苛”后评估满意度第一！

19-20年中国移动数据中心集采
连续两年最高份额

连续9年入围交换和路由集采
（19-20年交换机最高份额）

中国联通云公司数据中心集采
（ 联通集团与云公司连续双入围）

运营商领域：打破垄断，以高份额服务三大运营商

连续五年企业级网络设备服务满意度 第一
* 数据来源：CCW 中国IT用户满意度调研,2021年

服务满意度 金奖
* 颁发单位：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售后服务 五星认证 证书
注：五星级为最高级别认证。获得该认证充分体现了
锐捷的售后服务实力高，服务效果好，保障项目成功。



北汽集团  中国汽车行业的骨干企业，世界五百强

一汽集团
一汽红旗云桌面、一汽物流仓储无

线网、一汽丰田AGV无线网

欣旺达锂威浙江兰溪工厂  
极简光园区网

比亚迪
云轨生产车间无线网

理想汽车
全国4S店营销网络

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

通过访客、供应商进入厂区使用网络，带来勒索病毒问题影响办公与生产，之前
采用准出认证，内网全通，起不到安全隔离的作用，手工方式安装杀毒软件，终
端排查慢。

难点：中外合资，员工及中外访客的入网认证管理

通过锐捷SMP+解决方案建立起了流畅的身份准入、合规流程，并运行超过2000
用户，服务超过40000台终端。通过无客户端的认证方式，极易受中外用户接受；
方案易部署，全网终端安全指标一目了然。

汽车制造领域：助力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北汽集团



锐捷在生物医药：灵活数采、高可靠的无线实时联网

智飞生物

药企车间消防要求高，车间所有墙体采用阻燃的彩钢板。车间洁净度要求高，屋
顶墙面不能有缝隙和漏洞（包括AP安装），避免风尘进入。在车间部署WIFI网
络，满足平板、扫码枪、工业数采等应用，要达到上述场景合规要求。

难点：1、如果把普通AP部署在彩钢板外，透传进车间内，信号至少衰减10DB
以上，基本不可用。2、如果把AP部署在车间内，需要在墙面打洞、AP与墙面
有缝隙，不满足GMP认证要求。

最终通过与智飞共创，通过室外AP大功率定向穿彩钢板，再通过IDC网关设备对
生产联网设备进行改造，大大降低了设备工作的数据丢包与时延，最终生产环境
实测平均延迟为5ms，最长延迟8ms，符合业务需求，为实时采集数据的信息化
系统记录数据提供保障。 

国药
中药龙头企业园区网络

修正药业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
拥有3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

扬子江药业集团
中国药企龙头



电子信息领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京东方

京东方  世界500强品牌

京东方集团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中心，总部所需要管理的IT资源总数量极大。

难点：分支机构多，设备品牌繁多，无法统一管理

构建统一的IT管理平台，在北京总部、合肥、成都、重庆、鄂尔多斯等各工厂

分别部署一套RIIL-BMC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总分架构通过一个统一的平台实

现了集团所有IT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可视化，在北京总部可以实时了解全国所有

IT资源的运行情况，使用自动巡检工具为公司节省了大量人力，提高了运维效

率，保障了设备及业务的健康水平

立讯精密-日善电脑
机床无线接入，工业数采

OPPO全球数据中心
交换机份额TOP1

厦门天马微电子生产线准入
SMP+无客户准入

中环半导体宜兴工厂
生产无线，百台AGV不掉线



400G数据中心与云计算交换机
RG-N18018-CX

交换DCN技术持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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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端 利 旧 场 景 桌 面 新 购 场 景 应 用 迁 移 场 景

终端云化引擎(TCE)
让旧电脑焕发新生 

桌面云化引擎（DCE）
让云桌面适用更多场景 

应用云化引擎（ACE）
让应用跨平台使用

Platforms Soft Stack Hardware Commercial 
Product

纯软化
基于通用X86服务器平台，实现全协
议栈灵活演进适应后期的uELLC等切
片以及适用定制化的协议栈功能

垂直应用
通过虚拟化技术，充分利用服务器平
台的功能，可灵活加载边缘计算
（MEC）的APP，如定位、CDN缓存
等，满足垂直化应用

在技术创新上持续突破



场景创新，多品类市场占有率领先

网络设备领域

凭借卓越的方案及广泛的市场认可，

锐捷连续入选全球顶级咨询公司

Gartner《有线无线接入基础设施

魔力象限》。

*报告来源：Gartner 2020

锐捷位居中国以太网交换机市场占

有率 第3位； 2020年在中国企业

网数据中心交换机市场实现

101.5%的高速增长，远高于业界

23.2%的平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 IDC 2021 ，IDC 2020
                            

锐捷无线网络Wi-Fi 6产品出货

量第一

*数据来源： IDC 2021



场景创新，多品类市场占有率领先

n 中国IT基础设施运维软件市场占有率排名第1位
数据来源：IDC 2019

n 连续6年蝉联中国IT运维大会“IT运维管理首选品牌”

IT综合运维领域

n 云桌面终端累计出货超300余万台 

n 连续6年荣获中国企业级终端VDI市场占有率第1位 

数据来源：IDC 2020

云桌面领域



锐捷有何不同？



企业安全平台数字化运营平台

企业行业整体解决方案架构，打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好伙伴

办公网接入

全光基础网络1-100G WIFI6

生产网接入

无线零漫游 工业数采 低密度极光交换机

DCN网络

企业安全基线等保2.0 勒索病毒、DDOS攻击、数据泄密

企业安全准入方案（SMP+） 企业安全态势感知解决方案（BDS） 安全策略业务随行

企业IT运维解决方案

路由器产品 多样化、多云、多网互联

互联网出口总分部署

业务感知
可视化
流程化

企业安全等保解决方案

智能制造平台

企业生产5G+WIFI解决方案

云计算大数据平台

极速X-Fabric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桌面终端平台

企业三擎云桌面解决方案

仓储、车间无线AGV、PDA 工业无线数采

<0.1%丢包率、AP虚拟化 10ms的平均时延

VDI IDV TCI

多架构融合部署

基础网络平台

企业极简以太全光网络解决方案

基础网络平台

企业极IO-WAN解决方案



企业极简以太全光：赋予企业智能化转型新活力

生产场景

产线与网络供电分离，互不影响，柔性

生产下点位灵活调整，无需重新布线；

办公网

每个新建项目网络投资节省17%-30%，

为企业数字化实现降本增效

仓储场景

地面机房直接对AP、摄像头供电供网，

去高空机柜，运维简便

图例 光电混合缆 1G 网线 POE供电光纤

办公研发区

安防摄像头放装AP

笔记本 智能终端

取消楼层弱电间

电脑

入室交
换机

打印机 放装AP

时光主机

核心机房
核心交换机
虚拟化集群

SDN 控制器 无线控制器 安全准入系统 运维管理系统服务器集群

时光主机生产区

超过
100M

摄像头机台电脑 零漫游AP

小机柜
交换机

10G 10G

机台电脑 零漫游AP

小机柜
交换机

时光主机
仓储区

摄像头零漫游AP 零漫游AP

PAD AGV

零漫游AP

AGV PAD

取消架空机柜

10G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新建园区、天津科菲凯博集团、浙江万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宁波中集物流、庆铃汽车客户案例



五大场景完美融合

VDI IDV TCI

企业三擎云桌面解决方案

极致数据安全
1. 数据快照、数据不落地；
2. 业界最全的多副本方案，数据安全可靠；
3. 灵活的外设管控、双网设计、软客户端数据

管控等。
4. 多种认证方式，保障终端安全接入

极致运维管理
1. VDI、IDV、TCI三种架构融合在一个超融合

平台上，统一管理，效率更高；
2. 三种架构，统一部署，适应企业多场景；
3. 统一镜像管理，应用分层，实现桌面即插即

用。

极致降本增效
1. 能耗下降至少53%以上（IDV），97%

（VDI）；
2. 空间节省至少85%以上；
3. 备机节约至少80%以上；
4. 远程统一运维管理，节约IT出差与外包成本

80%以上；提升企业效率

极致使用体验
1. 移动办公成为现实。
2. 强大的外设、语音兼容性；
3. 多种外设接口，适配全场景。
4. 即插即用，灵活部署。
5. 性能强劲，使用流程不卡顿

镜像与控制 资源池 存储池

通用办公 代码开发 图形设计 生产产线 利旧老设备



企业生产无线解决方案

网络是工业互联网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地位。无线网络作为工业互联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业务灵活性、建设及运维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随着无线技术的发展，无线网络在工业互联网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移动生产不中断

工业无线零漫游
工业网关双链路预漫游

无线AP自动补盲
总分高可靠无线架构

无线数采可实时

RJ45有线网口TCP/IP
RS232/485串口Modbus

转高可靠无线
（双射频链路聚合技术）

安全可视易运维

AR系列无线 AI 射频
WIS 云端协同安全主动防御

WIS 云端可视化运维
（WIS免费公有云+WIS收费私有云）

天津中环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

方案背景

方案价值

方案案例 上海快仓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日善电脑配件（嘉善）
有限公司

顺丰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
金紫竹奖



基于私网的5G智能制造

轻量级5G核心网

专网轻量级5Gc（协同模式）

UPF

MEC

5GC-CP 控制面

用户面

专网轻量级5Gc（独立模式）

UPF

MEC

5GC-CP

UDM

控制面

用户面

共建共享
5G RAN
 （gNB）

公网5Gc专网5Gc

双网
终端

专网
终端

专网
终端

公网
终端

内网

• 基站采用多核心网MOCN技术，连接双核心网

• 行业客户建设本地核心网，发行用于私网访问的SIM卡，
并可以通过本地核心网管理私网5G用户，保证私网的
高度安全性；运营商发行公网SIM卡，用于公网用户使
用，不同SIM卡在接入的鉴权阶段就可以防止互相访问

共建共享
5G RAN
 （gNB）

公网5Gc专网5Gc

双网
终端

专网
终端

专网
终端

公网
终端

内网

• 基站采用多核心网MOCN技术，连接双核心网

• 行业客户建设本地核心网，实现用户面和控制面全部下
沉到园区，进一步降低信令开销时延并提升可靠性，避
免园区外链路中断影响生产业务；专网用户可以在运营
商授权后自主开设专网SIM卡

运营商
SIM卡

UDM

轻量级本地核心网——协同模式 轻量级本地核心网——独立模式



极速X-Fabric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价值主张

2台*40组/平面
(48口25G+8*100G)

8台/平面
(128口100G)

32台/平面
(128口100G)

无损

支撑RDMA业务
低时延、高可用、0丢包
芯片级精细化流量控制

芯片级可视化

大带宽

25G平滑过渡到100G
25G与100G混合组网
单Server 上行200G

单TOR 上行3.2T
单POD上行51.2T
单POD服务器2K+

低碳

单芯片架构组网每年电力降低71%；
全侵入式液冷PUE＜1.1；

泛载

高性能计算
人工智能
大数据

机器学习

成功案例

极速X-Fabric网络方案架构为用户各种业务如通用业务系统、

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业务等，提供大带宽无损0丢包的数据

中心网络



企业云管理网络解决方案

企业园区网络
移动办公，即时通讯，智能制造，业务云化

推动园区网络无线化，终端接入多样化

企业分支网络
智慧新零售，连接人货场，实现客流+销量爆发增长

工厂/仓库，门店/办事处，分支数量快速扩张

全生命周期服务

从地勘、规划、部署、验收、
运维到优化的全生命周期

网络建设和运维

网络体验改善

对网络质量进行自动化的度量、分析、
优化和巡检，提升网络应用体验

开放共赢

云管理网络平台提供丰富的
北向接口，支持客户第三方

应用系统开放对接

奈雪的茶

方案背景

方案价值

方案案例 华住酒店集团 农夫山泉 理想汽车 阿里云栖大会

效率提升

通过零接触开局，可视化的
全生命周期运维管理，

提升网络建设及运维效率



数字百业—锐捷网络服务超过10000家企业，中国500强企业超过350家

锐捷在物流行业
锐捷在商贸连锁行业

锐捷在医药生物行业

锐捷在采矿行业

锐捷在钢铁制造行业

锐捷在机械装备行业

锐捷在地产行业
锐捷在汽车行业 锐捷在电子信息行业



THANKS.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欲了解更多信息，欢迎登录www.ruijie.com.cn，咨询电话：400-620-8818

*本资料产品图片及技术数据仅供参考，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具体内容解释权

归锐捷网络所有。

http://www.ruiji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