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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简介

分布式企业和分支机构架构的发展包括云服务和应用的兴起，以
及不同的设备和分布广泛的用户。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分支
机构网络的复杂性，通过传统的设备或管理系统无法妥当维护。 

新兴的分支机构网络需要基于软件的基础架构，以便将规模和
可靠性注入整个网络堆栈，贯穿所有网域（无线、有线和 WAN）， 
并具有客户端到云的安全性。瞻博网络® 软件定义分支机构 
(SD-Branch) 由 Mist AI™ 驱动，可提供这些功能及其他优势。

挑战
在当今的分布式工作环境中，企业 IT 必须为员工和客户提供卓越的体验。对于取得业
务成功而言，这种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且必须要在由设备和应用组成的
复杂网络中实现这一点，更要考虑相关人员承受的巨大执行压力。 

通常，IT 专业人员拥有的资源有限，他们需要新的解决方案，避免因情况更加复杂而造
成不利局面。新的解决方案必须简化环境，优化运维，并优先考虑用户体验。 

分支机构办事处的软件即服务 (SaaS) 应用、基础架构即服务 (IaaS) 部署、用户和设备
都在大幅增长。工作本身越来越多元化，导致工作场所的风格也随之变化。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协同工具进行实时沟通变得至关重要。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并实现当前的业务目标，企业需要满足下列特性的网络：

• 敏捷性 - 能够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和工作方式 

• 可靠性 - 能够提供客户和员工在与企业品牌互动时所期望的体验 

• 先进性 - 能够迅速修复任何影响用户体验的网络中断

产生分支机构管理需求的其他应用包括寻路和资产跟踪，以及访客 Wi-Fi 和销售点 

(POS) 系统。 

构建安全的人工智能驱动型  
SD-BRANCH
使用 AIOps 实现简单、可扩展且安全的 SD-Branch

挑战
• 传统的分支机构部署十分繁
琐、易于出错，而且运维成本
高昂。  

• 随着应用、用户、设备和云服务
不断增长，复杂性也随之增加。

• 企业对于用户体验如何影响收
入的理解有限，往往会忽略用
户体验的重要性。

解决方案
• 将完全以软件交付的分支机构
网络贯穿于整个分布式企业。 

• 利用微服务云中的 Mist AI 提
供服务级别体验 (SLE)，实时洞
悉用户体验。

• 借助易于复制的模板促进多站
点安装和更新。 

• 通过全自动部署 (ZTP) 提供激
活码，简化共享密钥的使用。 

优势
• 大规模简化运维，实现快速部
署 

• 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洞察和
自动化，减少平均维修时间 
(MTTR) 

• 在所有网域提供保证，改善用
户体验

• 通过无隧道 SD-WAN 提高应
用性能

• 借助 ZTP 快速进行大规模部署 

https://juniper.net/cn/zh/solutions/sd-branch.html
https://juniper.net/cn/zh/solutions/sd-bran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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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瞻博网络 SD-Branch (Driven by Mist 
AI) 
瞻博网络 SD-Branch 以 Mist AI 及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解决方
案的其他功能（例如瞻博网络® Session Smart™ 路由）为基础，将
瞻博网络 SD-WAN（Driven by Mist AI）的优势纳入分支机构网
络 (LAN) 和云环境中，并提供出色的可扩展性和安全性。瞻博网
络 SD-Branch 的强大功能贯穿企业无线、有线和 WAN 网络，而
且包含行业领先的室内定位服务。 

Mist AI 为分布式企业内的用户和运维人员提供并改善服务级别
体验 (SLE)。这些 SLE 由 Mist AI 的人工智能 (AI)、机器学习 (ML) 

和自然语言处理 (NLP) 功能与 Marvis™ 虚拟网络助手进行维护，
在整个企业网络环境中提供 AIOps。瞻博网络 Session Smart 路
由器通过零信任安全性和采用自适应加密的无隧道会话层路由，
以及入侵检测和防御 (IDP) 和 URL 过滤等内置防火墙功能，进一
步确保最佳体验。 

瞻博网络 SD-Branch 采用设备扫描和声明技术，通过基于模板的
配置设置全网策略，显著增强并加快了规划、部署和管理分布式
企业的流程。得益于内置的 AIOps 以及无线、有线和 WAN 网域
的体验保证，瞻博网络 SD-Branch 可以提供这些优势。

功能与优势
分支机构环境需要在全栈获得可靠、安全且注重体验的网络支
持，并将这种支持贯穿所有网域。这当中包括在 LAN 中实现可靠
的无线和有线访问，提供具有备用连接的高性能 WAN，以及简化
网络管理员的运维工作。所有地点都需要可靠且一致的 Wi-Fi 覆
盖范围（图 1）。 

SD-Branch 解决方案必须持续衡量所有网域，确保所有网络用户
（员工、访客、客户和运维人员）都能获得最佳体验。 

解决方案组件：适用于 SD-Branch 的 AIOps 
瞻博网络 SD-Branch 彻底改变了运维人员和用户的体验。瞻博网
络 SD-Branch 以通用微服务云架构为基础，与通用人工智能引擎
彼此连接，可实时洞察用户体验，并为有线、无线和 WAN 网络的
服务级别提供保证。SD-Branch 包含人工智能驱动型 SD-WAN、
交换、Wi-Fi、室内定位和增强的安全性⸺所有组件均由瞻博网
络 Mist 云提供。无隧道的瞻博网络 Session Smart 路由与 Mist AI 

相结合，可提高应用性能、简化运维并增强分支机构安全性。 

瞻博网络 SD-Branch 通过基于云的管理简化有线和无线 LAN 和 

WAN 的网络配置、部署和运维，使 IT 团队能够事半功倍。瞻博网
络 SD-Branch 解决方案通过统一、基于云且人工智能驱动的有
线、无线和 WAN 管理，降低运维复杂性。 

图 1：分支机构获致成功的网络要求。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mist-ai.html?utm_campaign=AMER_AIWW_22Q1_SEM_MLP_Mist_AI_Google&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sem&utm_content=Mist_AI_EN&utm_term=mist%20ai_e_c_579695513750&gclid=CjwKCAjwzY2bBhB6EiwAPpUpZlmobdczoLZCvYpZgtSxMv74WneeQ6NFMwN53ANh9hgmZhjjwFwTOhoCEwwQAvD_BwE&cid=7013c000001RETPAA4
https://www.juniper.net/us/en/dm/ai-networking-solutions-with-real-results.html?utm_campaign=AMER_LGR_22Q1_SEM_MLP_Brand_RealResults_Google&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sem&utm_content=RealResults_EN&utm_term=ai%20driven%20networking_p_c_579654362575&gclid=CjwKCAjwzY2bBhB6EiwAPpUpZl1EM_CyM1flyHojo3MnG4j-Hzni2ghPzD2H7KRZ6FN5SnEGRZHg9BoCC0AQAvD_BwE&cid=7013c000001REnAAAW
https://www.juniper.net/us/en/dm/ai-networking-solutions-with-real-results.html?utm_campaign=AMER_LGR_22Q1_SEM_MLP_Brand_RealResults_Google&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sem&utm_content=RealResults_EN&utm_term=ai%20driven%20networking_p_c_579654362575&gclid=CjwKCAjwzY2bBhB6EiwAPpUpZl1EM_CyM1flyHojo3MnG4j-Hzni2ghPzD2H7KRZ6FN5SnEGRZHg9BoCC0AQAvD_BwE&cid=7013c000001REnAAAW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routers/session-smart-router.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solutions/sd-wan.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solutions/indoor-lo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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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 AI 

Mist AI 云控制瞻博网络 SD-Branch 环境（图 2）。 

图 2：Mist AI 云借助 SD-Branch 控制所有网域。 

深入了解这款解决方案如何解决任何网域中的问题，就可以发
现其中的优势。网络可以端到端（客户端到云端）地进行探索，并
且可以快速自动解决可能出现在某一网域但起源于其他网域的
问题。 

瞻博网络 SD-Branch 可在所有网域提供 SLE，专注解决所有网络
中的潜在问题（表 1）。 

表 1：各网域的 SLE

无线 有线 WAN

整体服务 
连接时间 
成功连接 
覆盖范围 
漫游 
吞吐量 
容量 
运行状况 

整体服务 
交换机运行状况 
成功连接 
吞吐量 

整体服务 
WAN 边缘运行状况 
WAN 链路运行状况 
应用运行状况 

这些 SLE 包括基于分析不断更新的分类器，有助于快速隔离和修
复网络问题。举例来说，成功连接方面的无线问题可以归类为授
权或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问题。同样地，WAN 链路运行状
况方面的问题可能是物理布线问题，也可能与 ISP 可及性有关。 

以瞻博网络 SD-Branch 可以做什么为例，这款产品可以考虑用户
糟糕的视频会议体验以及任一网域中的事件如何影响这一体验 

（图 3）。 

图 3：许多网域都可能带来糟糕的体验。 

通过端到端的服务级别、事件关联、异常检测和自我驱动型功能，
管理员可以轻松隔离网域和故障组件。原因可能来自无线接入
点⸺也许用户无法连接到该接入点。 

再往上游观察，路由器上的以太网电缆损坏也可以导致上述问
题。位于云数据中心的视频应用服务器可能会在虚拟机上产生较
低的性能。 

或者，用户的笔记本电脑、互联网连接或企业 WAN 中的节点可能
存在问题。Mist AI 可以关联所有网域的 SLE 和分类器，以便找到根
本原因，并建议或执行更正措施。

其他跨网域解决问题的示例包括： 

• 发现成功连接接入点方面的问题是由 WAN 路由器的配置更
改（MTU 不匹配）引起的，该更改导致证书失败。 

• 互联网变慢的常见原因往往是云安全服务中断。

• 消息传递应用速度缓慢可能是受应用服务器延迟影响，也可
能是因为 WAN 中的 LTE 信号问题，甚至还有可能是 LAN 

（有线或无线）的问题。 

有了瞻博网络 SD-Branch，即可利用 Mist AI 实时验证行为变化，
即时做出调整，进而超出客户服务预期。 

Marvis 虚拟网络助手 

上文讨论的瞻博网络 SD-Branch 分析与 Marvis 虚拟网络助手相
集成，可基于 AIOps 进行故障排除。Marvis 由 Mist AI 提供强力
支持，可主动监测网络问题，避免用户受到影响。因此，耗时的人
工 IT 任务被人工智能驱动型主动自动化和自我修复功能所取代，
有效降低了网络运维成本，并节省了时间和资金。

https://www.juniper.net/content/dam/www/assets/solution-briefs/us/en/client-to-cloud-assurance-with-an-ai-driven-enterprise.pdf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cloud-services/virtual-network-assista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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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is Actions 可以简化操作，并将 IT 方法从被动故障排除转变
为主动补救。Marvis Actions 通过自动操作和/或帮助推荐操作，
提供自我驱动型网络（图 4）。 

图 4：Marvis 虚拟网络助手推荐操作。 

举例来说，运维人员可以对升级进行跟踪，修复错配的端口或 

VLAN，找出损坏的电缆，找到第 2 层环路，或识别受损设备及其
带来的网络风险。

瞻博网络 SD-Branch 还包含 Marvis 对话界面（图 5），可使用 

NLP 来理解用户意图和目标。所有查询均已经过上下文处理，能
够返回特定结果。Marvis 能够理解意图，它会自己采取行动，无需
运维人员记住特定的仪表板或 CLI 命令来执行更改。

图 5：Marvis 对话界面可理解用户意图。 

Marvis NLP 彻底改变了 IT 与分支机构网络互动的方式。 

人工智能驱动型 SD-WAN 

瞻博网络 SD-WAN (Driven by Mist AI) 解决方案（图 6）是瞻博
网络 SD-Branch 的关键组件，具有内置的安全功能，这是该架构
的固有组成部分。 

图 6：采用人工智能驱动型 SD-WAN 的 SD-Branch 支持任何业务类型。

基于服务的路由可确保会话根据身份和上下文按照统一策略传
递到相关方。这样可以确保无论用户和设备位于何处，以云为中
心的现代数字化业务都能为其提供安全访问。

瞻博网络 SD-Branch 支持任何规模的分支机构以及大型园区和数
据中心环境。公共云和 SaaS 应用可以通过任何常见的 WAN 或互
联网链接进行访问。 

瞻博网络 SD-WAN 由 Mist AI（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洞察和解决
方法）和 瞻博网络 Session Smart 路由驱动，后者提供应用层控
制，以便关键应用根据会话策略和网络状态获得优先处理并保证
正常运行时间。 

https://www.mist.com/documentation/category/marvis-act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klySRgiKI&ab_channel=JuniperNetworks
https://www.juniper.net/cn/zh/solutions/sd-wan.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mist-ai.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routers/session-smart-router.html?utm_campaign=AMER_AISDW_22Q1_SEM_MLP_Session_Smart_Router_Google&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sem&utm_content=Session_Smart_Router_EN&utm_term=session%20smart%20routing_p_c_580130436642&gclid=Cj0KCQjwidSWBhDdARIsAIoTVb1qQocc6mdugBpdOIdBX8ipbxUA9cSDFK48kPfY-gD4MQ0lP-e5S1waApNYEALw_wcB&cid=7013c000001RET5A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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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Smart 路由交换矩阵可维护用户会话、服务和应用的完整
端到端上下文（状态），以及其他动态工作负载，以实现响应速度
更快的应用感知型网络。这款解决方案可扩展到数万个站点，而
无隧道架构可降低 30-50% 的带宽成本。

瞻博网络 SD-WAN 可管理会话层流量，从而确保应用和用户 

（在不同位置使用难以预测的设备）均得到正确映射。这种“默认
拒绝”应用、服务器和使用者的方法将零信任安全性嵌入到 SD-

WAN 交换矩阵中。 

性能通过独特的安全矢量路由 (SVR) 协议进行优化，确保不会因
为不必要的双重加密和开销而牺牲用户体验。SVR 提供了收集、
分析会话和应用数据并据此采取行动的能力 

瞻博网络 SD-WAN (Driven by Mist AI) 是自我驱动型网络，可以
跨 IT 网域识别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而自动修复或
推荐相关措施。这款解决方案提供精细化的服务质量 (QoS)、亚秒
级的故障切换，以及无损应用交付。

跨网域的安全性 
瞻博网络 SD-WAN 具有内置功能，可通过网络中的每个路由器
提供大量安全服务。分支机构安全套件包含入侵检测和防御系统 

(IDS/IPS) 以及 URL 过滤功能（图7）。 

瞻博网络 SD-WAN 的主要安全优势在于会话访问采用“默认
拒绝”方式，进而提供零信任环境。其中还内置了许多其他安全
功能： 

• 瞻博网络 SD-WAN 包含内置的企业网络防火墙功能，并提
供基于策略的监管和转发。企业可以针对每个流量信息流提
供量身定制的安全性和服务。 

• Session Smart 路由器可以对流经路由器的任何数据包进行
加/解密和身份验证。这款路由器支持自适应加密，可动态检
测加密会话并防止双重加密。

• 管理员必须为有效会话定义定义明确的策略。如果会话没有
关联策略，则会被丢弃。 

• 如果需要更多安全服务边缘 (SSE) 功能，瞻博网络会在统一
的安全管理下通过瞻博网络安全边缘提供一整套此类功能，
从而提供一流的安全解决方案。 

• 此外，Session Smart 路由器丰富的应用感知功能可以根据
需要，识别需要路由到其他第三方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特
定会话。 

图 7：零信任的安全 SD-WAN。

默认拒绝、零信任模式

自适应加密

定向路由、策略实施

第 3 层/第 4 层 
DOS/DDOS

FIPS 140-2 认证

精细分段

集中式策略管理

IPS/IDS

SSR 安全性 Session Smart 路由器
分支机构安全包

URL Web 过滤

   SSR 安全性

            分支机构安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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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领导者 

针对 SD-Branch 的无线网域，瞻博网络可在所有业务位置提供
可靠且一致的 Wi- Fi 访问。瞻博网络各种高性能的接入点使运
维人员能够建立普遍且可靠的 Wi-Fi 连接，在整个网络实现始终
如一的覆盖体验。从 TCO 的角度来看，这为客户提供了最大化的
价值。 

由 Mist AI 管理的无线网络（图 8）可实现无线性能的主动优化。

使用瞻博网络 Mist 云可以显著简化整个分支机构的维护和故障
排除工作。这款产品不仅可以从集中的管理控制台将固件和安全
更新定期推送到所有位置，而且支持对许多常见问题进行远程故
障排除。

除了提供出色的 802.11ax (Wi-Fi 6) 和 802.11ac Wi-Fi 范围及性
能，瞻博网络接入点还采用了获得专利的动态 vBLE 16 元天线阵
列，可提供精确性和可扩展性都极其出色的室内定位服务（图 9）。
这些个性化服务显著加速了多个行业（包括零售、教育、医疗保健、
酒店、政府、制造业等）的分支机构转型。

图 8：通过 Mist AI 和 Marvis 优化无线性能。

图 9：室内定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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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位置数据中对关键访客进行数据分析，从而为优化整个分
支机构位置的运维提供关键数据点。管理人员可以更好地了解流
量模式并监测访问量，根据需求优化人力资源。瞻博网络 Mist 用
户参与可提供相关技术来提高这些服务的准确性和敏捷性。

适当情况下，可根据用户位置触发安全摄像头和其他物联网设备。
瞻博网络 Mist IoT Assurance 使用多个私有预共享密钥（MPSK 

和 PPSK）为物联网和 BYOD 提供全套的访问控制功能。 

企业和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瞻博网络 Mist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打造应用体验，进而促进移动用户参与，增强品牌忠诚度，
并改善运维。 

有线领导者 

瞻博网络 SD-Branch 在有线网域借助业界领先的解决方案提供
一流的连接。由于不需要物理控制器，瞻博网络的有线解决方案
只需要最小的本地物理架构。 

客户表示，与其他竞品解决方案相比，瞻博网络只需要一半的物
理空间，而且相应地降低了功耗。摆脱了物理控制器负担还使企
业可以使用 SaaS 许可模型进行网络运维和管理。 

与瞻博网络无线产品组合一样，瞻博网络有线产品组合也能简化
园区部署。部署后，瞻博网络 SD-Branch 可确保简化故障排除；借
助 Juniper Mist Wired Assurance，运维人员可以快速识别并排除 

VLAN 误配和电缆损坏等大海捞针式的问题。 

第 0、1 和 2 天的运维 
所有针对第 0、1 和 2 天运维进行的部署和配置都非常简单和安
全。预配置设备（接入点、交换机和 Session Smart 路由器）运送到
最终用户站点，即可在几分钟内以“即插即用”的方式进行设置。 

用户只需在设备上扫描激活码，即可立即应用预定义的配置。然
后，他们可以通过模板应用其他策略，并通过瞻博网络 Mist 门户 

远程提供更新。 

设备类型、端口检测和动态配置都是预先进行配置，这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全自动部署 (ZTP) 运维。此外，对于接入点，部署服务还
允许自动放置和定向。 

这种方法可扩展到任意数量（数千）的站点，并主动预防问题，确
保出色的最终用户体验。管理人员可以快速、轻松、准确地对新的
站点和应用进行配置和更改。 

有关上述运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为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解决方
案客户实施分支机构网络。

行业分析师观点 
瞻博网络 SD-Branch 已连续 2 年入选 Gartner 有线和无线 LAN 

接入基础架构魔力象限，是这一领域公认的领导者。瞻博网络被 

Gartner 评为最具前瞻性和执行力的行业领导者，在一众竞争供
应商中脱颖而出（图 10）。

图 10：瞻博网络 SD-Branch 在有线和无线领域的领导地位 
（资料来源：Gartner）

瞻博网络也当选了 2022 年 Gartner 室内定位服务魔力象限的领
导者，同时瞻博网络还是唯一一家在这两个类别进入领导者象限
的供应商。因此，分布式企业等同于以一套解决方案获得两套行
业领先的解决方案。 

除了在有线、无线和室内定位服务领域具有领导地位外，瞻博网
络还获得了 SD-WAN 基础架构魔力象限远见卓识者称号。从整
个产品组合的角度来看，瞻博网络在所有网络供应商中的综合实
力一骑绝尘。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cloud-services/user-engagement.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cloud-services/user-engagement.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cloud-services/juniper-mist-iot-assurance-datasheet.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solutions/wired-access.html?utm_campaign=AMER_AIWW_22Q1_SEM_MLP_Wired_Access_Google&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sem&utm_content=Wired_Access_EN&utm_term=wired%20access%20network_p_c_579580595664&gclid=Cj0KCQjw54iXBhCXARIsADWpsG_cxoUPapZaQxoerMjJrojqeWTTJ1DiUJeWVN04sdIaHAVZlIbz0gYaAs1zEALw_wcB&cid=7013c000001RETAAA4
https://www.juniper.net/cn/zh/products/mist-ai.html?utm_campaign=AMER_AIWW_22Q1_SEM_MLP_Mist_AI_Google&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sem&utm_content=Mist_AI_EN&utm_term=mist%20ai_e_c_580242693516&gclid=CjwKCAjwrZOXBhACEiwA0EoRD88bfavvGAWLsktm9_jTuEbMMAzDDJDK79nOenrI5RcKAsytObQ77hoCCskQAvD_BwE&cid=7013c000001RETPAA4
https://juniper.net/content/dam/www/assets/solution-briefs/us/en/network-automation/implementing-branch-networks-for-ai-driven-enterprise-customers.pdf
https://juniper.net/content/dam/www/assets/solution-briefs/us/en/network-automation/implementing-branch-networks-for-ai-driven-enterprise-customers.pdf
https://www.juniper.net/cn/zh/forms/gartner-2021-magic-quadrant-leader.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forms/gartner-2021-magic-quadrant-leader.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forms/2022-gartner-magic-quadrant-indoor-location-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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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Branch 的部署和观点 
SD-Branch 的部署量逐年增长；这是因为瞻博网络的 SD-Branch 

解决方案 (Driven by Mist AI) 可提供业界最完善的 AIOps。瞻博
网络在这一领域明显领先于其他网络提供商。

Mist AI 驱动全栈分支机构及其与分布式企业中所有网域的连接。
这当中包括所有位置的 Session Smart 路由器节点：分支机构、总
部、数据中心，以及公共云或私有云。瞻博网络 SD-Branch 解决方
案包含多个 WAN 链路，用于冗余和/或负载平衡。 

Mist AI 和瞻博网络 SD-WAN 可为分布式企业中的所有位置、云、
用户和设备创建并执行共享策略和基于 AI 的数据分析。瞻博网络 

SD-WAN 中的应用感知路由采用“默认拒绝”原则，可实现零信任
安全性，同时使用无隧道模式进行带宽优化。任何未加密的流量
都会进行自适应加密。

对于棕地和仅部署 WAN 的环境，或者需要特定于客户的能力才
能实现特定网络功能的情况，瞻博网络 SD-WAN 可以不受供应
商限制，与其他交换和无线解决方案或第三方 SSE 解决方案一起
运行。

AmeriTrust 仰赖人工智能驱动型网络

AmeriTrust 是一家专业的保险商业承保人和管理服务公司，希望
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促进增长。该公司着手开展了鸿图大计，力求
在难以预测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简化 IT 运维、加强网络安全，并
推动业务走向成功。

在这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AmeriTrust 选择采用瞻博网络 SD-

Branch 解决方案，为其办公室、数据中心和企业 WAN 提供更高
的敏捷性。这套全栈解决方案涵盖了有线、无线和广域网。 

瞻博网络 SD-Branch 使 AmeriTrust 能够通过 AIOps 加快响应速
度并制定更明智的决策。借助瞻博网络 SD-Branch，AmeriTrust 通
过零信任访问控制和分段，提供经过优化、安全无虞的用户体验。

瞻博网络有线和无线接入解决方案 (Driven by Mist AI) 为 

AmeriTrust 的办公室提供可靠、可预测且可衡量的连接能力。瞻博
网络云服务（包括瞻博网络 Mist Wi-Fi 保证、瞻博网络 Mist Wired 

Assurance 和瞻博网络 Marvis 虚拟网络助手）不仅清晰掌握用户
体验，更能在出现问题时加快故障排除速度。 

如需详细了解 AmeriTrust 部署的瞻博网络 SD-Branch 解决方
案，请参阅 AmeriTrust 案例研究。 

前 10 大快餐加盟主为顾客提供更好的用餐体验

美国某前 10 大快餐 (QSR) 加盟主发现，全栈网络中的瞻博网络 

SD-Branch 能够提供更好的餐厅体验。餐厅门店经常遇到销售点
停机、访客 Wi-Fi 不稳定和配置复杂等情况，导致顾客失望、员工
沮丧及经济损失。

该加盟主旗下的餐厅现在可以享受更快速的第 0 天和第 1 天运
维；最终实现了对有线、无线和 WAN 体验服务级别的实时洞察，
有效保证了业务往来。该 QSR 加盟主通过 iOS 应用和照片选项
顺利注册了基础架构。 

图 11 概括展示了瞻博网络 SD-Branch 架构。

https://techfieldday.com/video/juniper-networks-momentum-in-the-experience-first-network-from-client-to-cloud/
https://www.juniper.net/cn/zh/customers/ameritrust-case-stud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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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在 300 个位置部署瞻博网络接入点、EX2300 以太网交换
机、Juniper Mist Wired Assurance 和 Session Smart 路由，同时借助 

Marvis 快速进行故障排除，餐厅迅速提升了所有门店的顾客体验。 

QSR 加盟主通过瞻博网络 SD-Branch 减少了所需带宽，并通过 

Mist AI 功能降低了人为错误的发生，从而节省了大量成本。餐厅
现在的服务速度显著提高，大排长龙的情况得到缓解，整体体验
和营收水平都得到了大幅改善。 

医疗用品集团提高应用性能并降低成本

某主营兽医和牙科用品的医疗用品集团需要简化运维并提高应
用性能。他们还需要提高物理网络基础架构的效率。 

在评估了四家竞品解决方案后，该公司最终选择了瞻博网络 SD-

Branch，其中包括由瞻博网络 Mist 云托管的瞻博网络 Session 

Smart 路由和瞻博网络 Mist WAN 保证。 

正因如此，他们的众多分支机构地点都进行了更便捷的、基于模
板的部署，同时通过 AIOps 简化了运维。瞻博网络 SD-Branch 为
该公司提供了更高的应用性能并节省了大量带宽。 

总结
瞻博网络 SD-Branch 提供人工智能驱动型洞察，可以确保每个分
支机构站点都能经过优化，为员工、客户和运维人员提供最佳体
验。这当中包括优化移动流量，简化订购和销售点 (POS) 的运维。

瞻博网络是业界领先的有线、无线和 SD-WAN 供应商，可提供最
最简便且最全面的第 0、1、2 天运维。瞻博网络在室内定位服务方
面同样处于领先地位，可以提高用户参与度和资产可见性。 

后续举措
如需开启或继续 SD-Branch 之旅的详细信息和帮助，请联系您的
瞻博网络客户代表。 

您还可以在 manage.mist.com 上注册帐户并学习相关教程，掌握
执行众多 SD-Branch 任务的第一手信息。请联系您的客户代表帮
助您开始使用。 

资源 
解决方案简述与白皮书 

• 通过人工智能型企业解决方案提供客户端到云端保证 

• 为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解决方案客户实施分支机构网络

• Session Smart 路由：工作方式 

• 在快餐店部署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解决方案 

分析师认可 

• 2021 年 Gartner 企业有线和无线 LAN 基础架构魔力象限

• 2022 年 Gartner 室内定位服务魔力象限 

视频

• 人工智能驱动型 SD-WAN 的实际应用：借助 Mist AI 设计、
部署并运维全栈分支机构

• 人工智能驱动型 SD-WAN 演示：WAN 保证

• 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解决方案的实际应用 — MSP 仪表板
演示

• 瞻博网络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解决方案：全栈 AIOps 

• 了解 Marvis

演示

• 人工智能驱动型企业解决方案 

https://www.juniper.net/content/dam/www/assets/solution-briefs/us/en/client-to-cloud-assurance-with-an-ai-driven-enterprise.pdf
https://juniper.net/content/dam/www/assets/solution-briefs/us/en/network-automation/implementing-branch-networks-for-ai-driven-enterprise-customers.pdf
https://www.juniper.net/content/dam/www/assets/white-papers/us/en/routers/session-smart-routing-how-it-works.pdf
https://www.juniper.net/content/dam/www/assets/solution-briefs/us/en/network-automation/using-the-ai-driven-enterprise-in-quick-service-restaurants.pdf
https://www.juniper.net/cn/zh/forms/gartner-2021-magic-quadrant-leader.html
https://www.juniper.net/cn/zh/forms/2022-gartner-magic-quadrant-indoor-location-services.html
https://www.juniper.net/us/en/the-feed/topics/sd-wan/ai-driven-sd-wan-in-action.html
https://www.juniper.net/us/en/the-feed/topics/sd-wan/ai-driven-sd-wan-in-action.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9vuOaC1i4&list=PLGvolzhkU_gSaJLBhkaHySvt2Xp_2ACjQ&index=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4nFfsVZhM&list=PLGvolzhkU_gSaJLBhkaHySvt2Xp_2ACjQ&index=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4nFfsVZhM&list=PLGvolzhkU_gSaJLBhkaHySvt2Xp_2ACjQ&index=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D1DGLBX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_XQlpFnVOA&feature=emb_imp_woyt
https://www.juniper.net/us/en/forms/aide-dem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