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名称 供应商名称 商品名称

园区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200S-12TP-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200S-28S-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200S-28S-PWR-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200S-28F-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200S-52S-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200S-52F-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200S-52ST-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600-30C-EI-G

接入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900-S06

接入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900-S06-L

接入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3900-S10

接入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3900-04

接入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3900-G（V7.1）

接入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3900-02-G（V7.1）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T1000-G5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T1000-G80

园区汇聚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600X-30C-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600X-30F-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600X-54C-EI

园区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8600X-03

园区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8600-06E-NonPoE

园区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8600-06E

园区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8600X-06-G

园区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10600X-06

园区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10600-08-V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6600X-30QC-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800XP-40C-HI-G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6600X-54QC-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6600XP-30XG-EI-G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7800-54Q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6600XP-54XG-EI-G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6600X-54XG-EI-G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5800XP-40F-HI-G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6600XP-54HT-EI-G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9600-04(10G)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9600-04（25G）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9600-04（100G）

深圳市万网博通科技有限公司交换机产品兼容性列表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12600-04-G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12600-08-G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12600-08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12600-16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12600-08（40G）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S12600-16（40G）

汇聚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5900-06

汇聚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5900-08-G（V7.1）

汇聚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7900-08

汇聚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7900-16

核心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9900-06-S

核心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9900-M8（V7.1）

核心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9900-M16（V7.1）

核心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9900-08

核心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9900-16

核心路由器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R17900-08

防火墙（千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F1000-G5

防火墙（千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F1000-G20

防火墙（千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F1000-G50

防火墙（千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F1000-G60

防火墙（千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F1000-G80

防火墙（万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F1000-CN80

防火墙（万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F5000-G30

防火墙（万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F5000-G60

防火墙（万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F5000-M06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T1000-G2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T1000-G6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T1000-CN8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UNIS T5000-G3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珠海经济特区伟思有限公司
数据安全交换系统ViTDES V1.0-

B/C1000YC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珠海经济特区伟思有限公司 视频安全交换系统 V3.0-E/G1000YC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珠海经济特区伟思有限公司
数据安全交换系统ViTDES V1.0-

B/C1000YW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珠海经济特区伟思有限公司 视频安全交换系统V3.0-E/G1000YW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60-28TD-C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50-28TS-L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50-12TC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50-12PC-C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60-52TD-C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50-28TC-H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60-28TD-H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50-12PC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50-52TS-L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60-52TD-H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50-52TC-H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60-28PD-C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60-52PD-C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50-28SM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60-28PD-H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260-52PD-H

接入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230

接入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260

接入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280

接入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1800-2S

接入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1800-2E

接入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2800-4

接入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2800-3E

接入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3800-8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28TD-LC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52TD-LC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36CM-LC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28TD-L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52TD-L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36TM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28SD-L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36TM-E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60TM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36CM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28PD-L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60TM-E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60SM-E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52PD-L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60PM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50-36PM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8902E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8912E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8905E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8908E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8908E-H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8912E-H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52TM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32DL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64DL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64DL-H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72DL-H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72NL-H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56QU-HC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4M-HC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960-32LC-H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9904-S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9908-S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9908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9916

汇聚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800-4

汇聚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5800-8

汇聚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6800-4E

汇聚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6800-8E

核心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M6000-2S10

核心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M6000-3S

核心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M6000-3S Plus

核心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M6000-5S

核心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M6000-8S

核心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M6000-8S Plus

核心路由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ZXR10 M6000-18S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中铁信安（北京）信息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
科博安全数据交换系统CopSDP-G3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中铁信安（北京）信息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
科博安全数据交换系统CopSDP-G5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中铁信安（北京）信息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
科博安全数据交换系统CopSDP-T10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孚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1.0（客户

端）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孚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1.0（千兆
F503）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孚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1.0（万兆）

接入路由器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流量复制/汇聚设备 RayTAP-C1

接入路由器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流量复制/汇聚设备 RayTAP-M4

接入路由器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流量复制/汇聚设备 RayTAP-H6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RayIDP-C5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RayIDP-C56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RayIDP-M1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RayIDP-H2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入侵检测防御系统 RayIDP-M1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入侵检测防御系统 RayIDP-H16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RayIDP-

M2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RayIDP-H4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网络威胁入侵防护系统

（AISTPS P32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网络威胁入侵防护系统
（AISTPS P122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网络威胁入侵防护系统

（AISTPS P1500）
防火墙（千兆）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防火墙系统（AISFW F200）

防火墙（千兆）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防火墙系统（AISFW F400）

防火墙（千兆）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工业防火墙系统（AOS-IFW-

1000）



防火墙（千兆）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防火墙系统（AISFW F800）

防火墙（千兆）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防火墙系统（AISFW F1500）

防火墙（千兆）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亚信安全工业防火墙系统（AOS-IFW-

3000）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10P-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12TP-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0P-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P-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10P-H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TP-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12TP-H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70-28S-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T-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0P-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PS-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P-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P-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16S-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EI-DP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P-H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70-36F-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TP-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16S-UPWR-EI-Q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70-28S-H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H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F-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10MS-U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PWR-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HPWR-EI-Q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UPWR-EI-Q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C-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UPWR-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ST-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70-54S-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S-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ST-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28C-PWR-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P-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S-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70-54S-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S-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C-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S-PWR-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F-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ST-PWR-E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S-52C-PWR-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30C-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34C-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30F-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30C-PWR-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54S-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54C-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54C-PWR-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130-54QS-HI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810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810-W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810-LMS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810-LM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810-10-POE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810-W-LM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2600-6-X1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2600-10-X1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810-CNDE-SJK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810-LM-CNDE-SJK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00-51-X1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00-28-X1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X1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00-28-X1-DP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00-51-X1-DP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X1-DP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I-DP-8GB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I-DP-16GB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IE-DP-8GB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I-DP-32GB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IE-DP-16GB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IE-DP-32GB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40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20-DP

接入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6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1050 IPS设备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1080 IPS设备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S-28S-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70S-28S-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S-28F-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70S-36F-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S-28P-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S-52P-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70S-28S-HPWR-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S-52S-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70S-54S-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S-28S-PWR-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34S-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30C-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30C-PWR-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70S-54S-PWR-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30F-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S-52S-PWR-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S-52F-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70S-54F-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34C-H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54S-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30C-EI-G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54C-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30F-EI-G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30F-H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54C-PWR-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54F-EI-G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54C-EI-G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58C-H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54F-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X-54F-H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42QF-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56C-PWR-H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48S-E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560-56F-H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52QF-EI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5XE-54HF-HI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3X-G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50XE-56HF-HI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6X-G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3E-M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6E-MF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6E-V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6X-PoE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10X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6X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10X-PoE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6X-S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3X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3X-PoE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0508X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0512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0508X-V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0510X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0506X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2E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0516X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6E-NonPoE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3E

园区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7506E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16ST-S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18C-S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26C-S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24ST-S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26MC-S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26MC-UPWR-S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5850-54QS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30QC-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26XC-UPWR-S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30HC-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30QC-H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30HC-H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54QC-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54HC-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54QC-H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54HC-H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60-30H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54XG-EI-G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520X-54XC-UPWR-S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60-54H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90-30H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00-2C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00-54Q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05-54H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90-54H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60-54HT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00-4C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00-54QT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05-54HT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00-32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61-54QF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25-54HF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50-2C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6850-56HF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50-4C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50-32H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10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50-32H（冗余电源）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04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50-4C（40G）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50-4C（100G）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20-64H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20-64H（冗余电源）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9820-8C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4G-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8G-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1X-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8-XS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10-XS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6-XS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4X-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16G-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8X-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2X-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12X-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16X-A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4X-AF（40G）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12508X-AF（40G）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6602-I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5660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5680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5620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6602-IE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MSR3610-IE-EAD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8802-X-S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8803-X-S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6604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6608



汇聚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6616

核心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8806-X-S

核心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8804-X

核心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8810-X-S

核心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8808H-X

核心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8808-X

核心路由器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R8816-X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1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2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00-AI-3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3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5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00-AI-5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6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00-AI-6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7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00-AI-7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8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9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00-AI-80

防火墙（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1000-AI-90

防火墙（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5030-6GW

防火墙（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5030

防火墙（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5030-D

防火墙（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5060

防火墙（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M9008-S+防火墙SC板

防火墙（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F508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102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103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106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1000-AI-90 IPS设备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5030 IPS设备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5060 IPS设备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SecPath T5080 IPS设备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2610H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322H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320H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4320H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H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320-si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4320-ACN-SI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SI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320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UAP300-SI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322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E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H-EPON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530-SI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620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i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330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530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UAP300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622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40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338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320H-XEPON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4320i-X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636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530i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528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628

无线接入点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638

无线网桥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620X

无线网桥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X-SI

无线网桥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X-E

无线网桥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320X

无线网桥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5630X

无线网桥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WA6630X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防火墙（千兆） 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防火墙产品（千兆）

防火墙（万兆） 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防火墙产品（万兆）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IPS 3600 入侵防御系统 P6150-

C011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IPS 3600 入侵防御系统 P6150-

C021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IPS 3600 入侵防御系统 P6150-

C031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工业控制安全网关系统 ISG36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工业控制安全网关系统 ISG53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工业控制安全网关系统 ISG57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360网神网络安全准入系统 NAC-6150-

1000BX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360网神网络安全准入系统 NAC-6150-

1000SX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360网神网络安全准入系统 NAC-6150-

1000PX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01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02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05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03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06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08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09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12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BJZC-

NSG780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11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G5000-

TG12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BJZC-

NSG850
防火墙（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13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14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15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BJZC-

NSG880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16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20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21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22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25
防火墙（万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NSG A6150-

C028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IDS 3600入侵检测系统 D6150-

C11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IDS 3600入侵检测系统 D6150-

C12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IDS 3600入侵检测系统 D6150-

C13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IDS 3600入侵检测系统 D6150-

C14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网神SecIDS 3600入侵检测系统 D6150-

C141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8T-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8T-E-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8P-E-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8P-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16T-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24T-4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16T-E-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16P-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8FP-E-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16P-E-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8FP-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24T-4X-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48T-4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24P-4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L-24T-4G-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24P-4X-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24T-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16FP-2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48T-4X-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L-24P-4G-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48P-4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48P-4X-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24P-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L-24T-4X-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L-48T-4G-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L-24P-4X-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24FP-4G-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L-24T-4G-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48T-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L-24P-4G-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L-48T-4X-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24T-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L-24T-4X-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000-24FP-4X-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L-48P-4G-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24P-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L-24P-4X-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24H-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48P-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24U-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L-48T-4G-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200L-48P-4X-C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24UB-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L-48P-4G-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300L-48T-4X-E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111-4P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111-8P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ISR4221/K9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111-4PLTELA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111X-8P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111-8PLTELA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1111-8PLTELAWH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ISR4321/K9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ISR4331/K9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ISR4351/K9

接入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ISR4431/K9

园区核心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500-12Q-A

园区核心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500-24Q-A



园区核心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500-32C-A

园区核心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500-32QC-A

园区核心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C9606R 低配版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48GC-FXP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08TC-EX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80YC-EX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80YC-EX-24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08TC-EX-24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80YC-FX3S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08TC-FX3P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80YC-FX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08TC-FX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80YC-FX-24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08TC-FX-24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36C-FX2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32C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600CD-GX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16D-GX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64C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364C-GX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504低配版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504高配版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9K-C9508低配版

核心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SR-902

核心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SR-903

核心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SR-907

核心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CS-55A2-MOD-S

核心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NCS-55A1-24Q6H-S

核心路由器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SR-9001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1815W-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1815I-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1852I-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1832I-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2802I-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3802I-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1852E-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2802E-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3802E-H-K9

无线接入点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AIR-AP1562I-H-K9

防火墙（千兆） 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中科曙光TLFW-2000-S1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东软NetEye 入侵防御系统 NISG5KIPS-

S2112 V4.2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东软NetEye 入侵防御系统 NISG6KIPS-

H3222 V4.2



防火墙（千兆）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东软NetEye防火墙系统

防火墙（千兆）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东软NetEye防火墙系统 FW5200-F206

V3.2
防火墙（万兆）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东软NetEye 防火墙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东软NetEye入侵检测系统 V2.2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东软NetEye 入侵检测系统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3320-12M-L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3320-12M-PWR-L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3300-28T-4F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5300-28T-4F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3300-52T-4F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3320-28M-PWR-L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5300-52T-4F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5300-28X-PWR-SI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5300-52X-PWR-SI

园区汇聚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5300-28X-SI-24S

园区汇聚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6300-24X-LI-12X

园区汇聚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5300-28X-EI-24S

园区汇聚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6300-26Q-EI-24X

园区汇聚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RS6300-50Q-EI-24X

园区核心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S7503

园区核心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S7506

园区核心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S7510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S8506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S8514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2800-P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500-P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560-P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600-P(MU)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160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170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720P-X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600(MU)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70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720-X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62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523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68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465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69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700(D)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3620(R3)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8100(L)内置天线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5530-X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8100(L)外置天线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8220-X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8220-X(EA)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8100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5820-X

无线接入点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信锐 NAP-8530-X

防火墙（千兆） 深圳市利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利谱第二代防火墙系统TP6000-

NGFW/V3.0（千兆低端型号）
防火墙（千兆） 深圳市利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利谱第二代防火墙系统TP6000-

NGFW/V3.0（千兆中端型号）
防火墙（千兆） 深圳市利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利谱第二代防火墙系统TP6000-

NGFW/V3.0（千兆中高端型号）
防火墙（千兆） 深圳市利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利谱第二代防火墙系统TP6000-

NGFW/V3.0（千兆高端型号）
防火墙（万兆） 深圳市利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利谱第二代防火墙系统TP6000-

NGFW/V3.0（万兆型号）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感闻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型2光8电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深圳感闻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型4光8电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深圳感闻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型4万兆光16千兆光8千兆Comb口

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深圳感闻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型4万兆光16千兆光8Combo交换
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深圳感闻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型2光16电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深圳感闻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型2光24电交换机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深圳感闻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型4光24电交换机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深圳感闻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型 4万兆光16千兆光8Combo交换

机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NIPS-1000-B1400-SE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aTrust-1000-B1050G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aTrust-1000-B1060G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aTrust-1000-B1050C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aTrust-1000-B1080C

防火墙（千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1000-B1180-B5

防火墙（千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1000-B1300-1K

防火墙（千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1000-B1350-DS

防火墙（千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1000-B1600-Z1

防火墙（千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1000-B1800-PM

防火墙（万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2000-B2100-LM

防火墙（万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2000-B2150-VX

防火墙（万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2000-B2250-G3

防火墙（万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2000-2450-HK

防火墙（万兆）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防火墙AF-2000-B2800-FP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2528-C千兆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2528-P千兆POE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2928E万兆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2928-P万兆POE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2952P万兆POE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2954万兆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2954-2AC万兆交换机



接入路由器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BSR2900-10路由器

接入路由器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BSR2900-20C路由器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3954B万兆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3930万兆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3954万兆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3938F万兆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3954M万兆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3956F万兆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6800-06E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6800-10E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9506核心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5828数据中心万兆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5832数据中心万兆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5864H数据中心万兆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5864数据中心万兆交换机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9510数据中心交换机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S9514数据中心交换机

汇聚路由器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BSR2900-40C路由器

防火墙（千兆）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F5100-21防火墙

防火墙（千兆）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F5100-22防火墙

防火墙（千兆）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F5100-48防火墙

防火墙（万兆）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F5100-50B防火墙

防火墙（万兆）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F5100-60B防火墙

无线接入点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WAP2100-W22B无线AP

无线接入点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WAP2100-T22E无线AP

无线接入点 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博达WAP2100-T22D-W2无线A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PS V3.0/10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PS V3.0/20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PS V3.0/30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PS V3.0/100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PS V3.0/20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NAS V3.0/1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NAS V3.0/3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NAS V3.0/5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NAS V3.0/8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NAS V3.0/10000

防火墙（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SX-120

防火墙（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SX-160

防火墙（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LX-320

防火墙（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LX-360

防火墙（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EX-520

防火墙（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 EX-560



防火墙（万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GX-720

防火墙（万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GX-760

防火墙（万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FW V2.0/GX-78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DS-1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DS-2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DS-3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DS-10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山东中网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网云安 NCS-IDS-20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山东华软金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V12.0

防火墙（千兆） 山东华软金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代防火墙  V9.0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1930-8T2SFP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1930-8GT2SFP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1930-24T4SFP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1930-8T2SFP-P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1930-24GT4SFP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1930-8GT2SFP-P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24GT4SFP-L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IS2706G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628G-I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10GT2SFP-P-E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IS2712G-DC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28G-E V3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1930-24T4SFP-P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24GT4XS-L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1930-24GT4SFP-P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IS2712G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48GT4SFP-L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24GT4XS-E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24GT4SFP-P-L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652G-I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24GT4XS-P-L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10GT2SFP-UP-H(V3.0)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52G-E V3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310-24GT4XS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48GT4XS-L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24GT4SFP-UP-H(V3.0)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C-24GT2XS-HP-E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24GT4XS-UP-H(V3.0)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48GT4XS-E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310-48GT4XS

园区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2910C-48GT2XS-HP-E

接入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10-01G-T(WA)-S



接入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10-01G-T(A)

接入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10-X-07

接入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820-T(A)

接入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20-X-28

接入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20-X-52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IDP 1000E V2.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IDP 2500E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750V2-28GT4XS-L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750V2-28SFP4XS-L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760C-24GT8XS-X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760C-24SFP/8GT8XS-X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750V2-48GT4XS-L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120-20XS4VS2QXS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750-48GT4XS-HP-H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760C-48GT4XS-X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5750C-48SFP4XS-H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120-48XS8CQ

园区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120-24XMG4XS4VS-UP-E

园区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7805C

园区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7808C

园区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7810C

园区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N18007

园区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8612E

园区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N18010

园区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N18012

园区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N18014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000C-48GT4XS-E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220-48XS6QXS-H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250-48XS8C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510-48VS8CQ(V2.0)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220-48XT6QXS-H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510-32CQ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510-4C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520-64CQ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S6920-4C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N18006-X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N18010-X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N18018-X

汇聚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30-X

汇聚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50-X-84

核心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7708-X

核心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08M



核心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7716-X

核心路由器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RSR-16M

防火墙（千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S3100E

防火墙（千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S3200

防火墙（千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S3700

防火墙（千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M5100E

防火墙（千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M6600E

防火墙（万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M5800E

防火墙（万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N5200

防火墙（万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E600

防火墙（万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X8600

防火墙（万兆）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WALL 1600-X9300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110-A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210-A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120(H)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120-A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130-S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710-A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720-A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20-A(X)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130(W2) V2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180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20-A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130-X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720-L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720-I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20-L(V2)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IBS1260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20(AR)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730-L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730(TR)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730-I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40-I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4220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50(AR)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50-I(V2)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50(DA)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M5528(ES)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M5532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80-I

无线接入点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880(TR)

无线网桥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630-A



无线网桥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630-L

无线网桥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IBS6250

无线网桥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630(CE)

无线网桥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680(CD)

无线网桥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630(IODA)

无线网桥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630(IDA2)

无线网桥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G-AP680-I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南京铱迅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铱迅入侵防御系统

防火墙（千兆） 南京铱迅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铱迅第二代防火墙（千兆）

防火墙（万兆） 南京铱迅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铱迅第二代防火墙（万兆）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130-28T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130-28T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230-28TX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130-54T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330-28TX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220-52T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230-28TXP-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130-54T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330-28GX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330-54TX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330-28TXP-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3330-30TX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230-54TXP-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320-32T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3330-54TX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320-54T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3320-32TF-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3330-54TXP

园区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3320-52TF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1700X-40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1900X-12-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1900X-22-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R1900X-04-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R1900X-04D-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2900X-04-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2900X-04D-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2900X-14-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2900X-14D-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2900X-14P-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2900X-24-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2900X-24D-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R2900X-04-AC



接入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R2900X-14-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20-28FC-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230-30TXF-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230-36GTXF-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20-56TC-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230-54TXF-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30-30TXF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30-54GXF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30-54TGXF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30-30TXP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4330-32TXF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30-54TXP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20-52F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20-56TXQFP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4320-54TXF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4320-56TF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4330-56TXP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4320-52F

园区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4320-56TXQFP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6600A-03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6600A-06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6600-06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6600A-10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8900E-06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8900E-10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8900E-08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8900-08

园区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8900E-12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30-54TX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4330-56TX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4320-54TX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5810-50TXFP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5820-26X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5820-30XQFP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5820-30XQFP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5820-30X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5820-54XQFP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5820-54XQFP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5820-54X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5830-54XF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6600-03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yPower S12800-08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S12800-08

汇聚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3900X-08

汇聚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R3900X-08

汇聚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3900X-06

汇聚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7300X-08

汇聚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R7300X-08

核心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7500X-04

核心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R7500X-04

核心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7500X-10

核心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8800X-10

核心路由器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SR7500X-10

防火墙（千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MSG4000-F5-AC

防火墙（千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MSG4000-G1-AC

防火墙（千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MSG4000-G2-AC

防火墙（千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MSG4000-G4-AC

防火墙（千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NSFW4000-F5

防火墙（千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NSFW4000-G4

防火墙（万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MSG4000-G6-AC

防火墙（万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MSG4000-X1-AC

防火墙（万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NSFW4000-X1

防火墙（万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MSG4000-X4-A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NSIDP2000-G4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PSec NSIDP2000-X1

无线接入点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A2600-615-PE

无线接入点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A2600-620-PE

无线接入点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A2600-621-PE

无线接入点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A2600-521-PE

无线接入点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A2600-630-PTE

无线接入点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A2600-521N-PTE

无线接入点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A2600-521W-PTE

无线接入点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A2600-626-PTE

园区接入交换机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2300-24T

园区接入交换机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2300-48T

园区汇聚交换机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4600-40F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QFX5110-48S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QFX5120-48Y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QFX5120-32C

核心路由器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X480-PREM3-AC

防火墙（千兆）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RX345

防火墙（万兆） 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RX1500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5960L-24TS-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5560-8TS-AC-PWR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5560-48TS-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5560-24TQ-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650L-24TQ-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5560-24TS-AC-PWR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550-24TQ-AC-PWR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650L-24PQ-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5560-48TQ-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650L-48TQ-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650L-48PQ-L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550-48TQ-AC-PWR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810-12XT-E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550V2-24TQ-AC/D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220-48TQ-S-PWR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550V2-48TQ-AC/D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550V2-24XQ-AC/D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S5350-24TD-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5350-48TD-AC

接入路由器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 IR12000-E30-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550V2-48XQ-AC/D

园区汇聚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650-48TD-L

园区汇聚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350-48XD-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6820-24XQ-E

园区核心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C9603

园区核心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C9608

园区核心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C9612

园区核心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CN8696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G电TOR接入交换机S6650-48TQ-S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G光TOR接入交换机S6850-24XS-S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G电TOR接入交换机CN61108TC-V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G光TOR接入交换机CN61108PC-V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5G光TOR接入交换机CN9008-48YC-S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G光汇聚交换机 S6850-48XS-S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G光汇聚交换机CN8672UP-16G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CN12710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CN12904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CN12908

汇聚路由器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 IR12000-E60-AC

汇聚路由器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 IR12000-E80-AC

核心路由器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 IR12000-H40-AC

核心路由器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 IR12000-H80-AC

防火墙（万兆）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 TQ-2000-C300

无线接入点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IAP5820w WiFi 5



无线接入点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IAP5820i-L WiFi 5

无线接入点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IAP5920w WiFi 6

无线接入点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IAP5920i WiFi6

无线接入点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IAP5830i WiFi 5

无线接入点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IAP5821i WiFi 5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12T4S-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24T4S-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24T4X-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12P4S-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48T4S-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24P4S-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32ST4X-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24P4X-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S24T4X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S32ST4X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48T4X-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1-S24T4X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6-S24T4XC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S24P4X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S48T4X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L48P4X-A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1-S48T4X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S48S4X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5-S48P4X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20-56C-EI-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20-56PC-EI-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0-68C-SI-AC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0-44C-HI

园区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20-56C-PWR-EI-AC

接入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AR6120

接入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AR6121

接入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AR6140-9G-2AC

接入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AR6140-16G4XG

接入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AR6280

接入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R2204-27GE

接入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R2204-27GE-P

接入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R2204-51GE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515E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515E-B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520E-K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525E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535E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555E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610E-K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6-S24S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1-S24P4X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1-H24T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6-S24U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6-S48T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1-S48P4X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1-H24P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30-S24X6Q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2-H24S6Q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6-S48U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1-H48T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6-S24UM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6-S48S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1-H48P4X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2-H24UM2C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2-H48S6Q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30-H24X6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2-H48UM2C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30-H48X6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2-H48XUM2C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20-30C-EI-24S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20-30L-HI-24S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20-56C-PWH-SI-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0-60C-HI-48S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20-32X-SI-32S-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20-26Q-SI-24S-AC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5730-68C-HI-48S

园区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6720-54C-EI-48S

园区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7703

园区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7706

园区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7712

园区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12700E-04

园区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12700E-08

园区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12700E-12

园区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12704

园区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S12708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5855E-48T4S2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5855-48T4S2Q-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57-48S6CQ-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20-48S6C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70-48S6CQ-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65-48S8CQ-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81-48S6C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63-48S6C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70-48T6CQ-EI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81-48T6C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81E-48S6CQ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66-48S8CQ-P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6856-48T6Q-HI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8861-4C-EI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8850-64CQ-EI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9860-4C-EI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8851-32CQ8DQ-P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12804E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12804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16804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12808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16808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12804S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12808S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E12816

汇聚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8000 M1A

汇聚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8000 M6

汇聚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AR6300

汇聚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8000 M8

汇聚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20E-S4

汇聚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20E-S8

汇聚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20E-S16

核心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8000 M14

核心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40E-X3A

核心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40E-X8A

核心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40E-X16A

核心路由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NetEngine 8000 X4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10E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10E-DK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30E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25E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20E-K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55E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75E-B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85E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60E-K



防火墙（千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590E-K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10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15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05E-B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20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25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20E-K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9520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30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35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50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9560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55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80E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9580

防火墙（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USG6640E-K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555ED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PS6610ED-K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5761-10WD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R251D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5761-10W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R251D-E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2051DN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4050DE-M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2051DN-E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5760-10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5760-22W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5760-22WD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5760-51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4050DN-E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4050DN-HD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6050DN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6150DN

无线接入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4051TN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8050DN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8150DN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D9431DN-24X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7060DN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6760-X1E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6760-X1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6760R-51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6760R-51E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8760-X1-PRO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8760R-X1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8760R-X1E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rEngine9700D-M

无线网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P8050TN-HD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212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402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404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406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408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602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604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606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杭州盈高科技有限公司 ASM6608

园区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8GT2GP 接入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8GT2GC 接入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8GT2GC-PWR 接入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24GT4GP 接入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48GT4GP 接入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24GT4GP-PWR 接入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48GT4GP-PWR 接入交换机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PS2000-ME-X入侵防御系统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PS2000-GS-X入侵防御系统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PS2000-Blade-X入侵防御系

统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PS2000-GA-X入侵防御系统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PS2000-TS-X入侵防御系统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20-24GT4XGS 汇聚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24GT4GP-SE 自安全汇聚交换

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20-24GT4XGS-SE 自安全汇聚交
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20-24GT4XGS-PWR汇聚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20-48GT4XGS 汇聚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5662-28GT4XGS 汇聚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48GT4GP-SE 自安全汇聚交换

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24GT4GP-PWR-SE 自安全汇
聚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5662-24GP4XGS 汇聚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20-48GT4XGS-SE自安全汇聚交

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3600-48GT4GP-PWR-SE 自安全汇
聚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8000-A7-S 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8000-A3 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8000-A5-E 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8000-A5 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8000-A5-X 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8000-A12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17000-A5 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8000-A12-X 核心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17000-A12 核心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5662-48GT4XGS 数据中心接入交

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5662-28GT4XGS-SE 数据中心接入
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5662-48GP4XGS 数据中心接入交

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5662-48GT4XGS-SE 数据中心接入
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5662-24GP4XGS-SE 数据中心接入

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5662-48GP4XGS-SE 数据中心接入
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6600-8GT32XGS-G 数据中心接入交

换机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6600-24XGS4CQ-G 数据中心汇聚
交换机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SW6600-48XGS6CQ 数据中心汇聚交

换机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19000-A6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19000-A10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17000-A20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PX19000-A18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防火墙（千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MS-EI千兆防火墙

防火墙（千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MA-X千兆防火墙

防火墙（千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GS-E千兆防火墙

防火墙（千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GM-X千兆防火墙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GA-X万兆防火墙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TS-X万兆防火墙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Blade-8KXS万兆防火

墙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TM-XA万兆防火墙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TM-X万兆防火墙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W1000-Blade-8KXA防火墙（万兆）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TA-X万兆防火墙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Blade-17XA万兆防火

墙
防火墙（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FW1000-Blade-8KXE万兆防火
墙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DS2000-ME-X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DS2000-GS-X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DS2000-GA-X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DS2000-TS-X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DS2000-TM-X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迪普科技IDS2000-TA-X入侵检测系统

无线接入点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P2000-2W 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P2000-2C 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P2000-3C 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P2000-2X 无线接入点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入侵防御系统DAS-IPS19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入侵防御系统DAS-IPS295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入侵防御系统DAS-IPS495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入侵防御系统DAS-IPS695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入侵防御系统DAS-IPS895

防火墙（千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165

防火墙（千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295

防火墙（千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495

防火墙（千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695

防火墙（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1950

防火墙（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2950

防火墙（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3950

防火墙（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4950

防火墙（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NGFW895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新一代入侵检测系统DAS-NTA-29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新一代入侵检测系统DAS-NTA-69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新一代入侵检测系统DAS-NTA-

19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IDS195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IDS295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IDS395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IDS495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御安全网关DAS-IDS895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广州赛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nfoSense 零信任安全网关系统（100

用户）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广州赛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nfoSense 零信任安全网关系统（200

用户）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广州赛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nfoSense 零信任安全网关系统（500

用户）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安全威胁检测与防御系统
V3.0/CSS-TDP-A1-3652-C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安全威胁检测与防御系统

V3.0/CSS-TDP-A1-56Y8-G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安全威胁检测与防御系统
V3.0/CSS-TDP-A1-76Y8-G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安全威胁检测与防御系统

V3.0/CSS-TDP-A1-86Y8-G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安全威胁检测与防御系统
V3.0/CSS-TDP-A1-96Y8-G

防火墙（千兆）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防火墙V3.0/CSS-FW-E1-16Y8-G

防火墙（千兆）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防火墙V3.0/CSS-FW-E1-26Y8-G

防火墙（千兆）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防火墙V3.0/CSS-FW-E1-36Y8-G

防火墙（万兆）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防火墙V3.0/CSS-FW-E1-56Y8-G

防火墙（万兆）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防火墙V3.0/CSS-FW-E1-66Y8-G

防火墙（万兆）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防火墙V3.0/CSS-FW-E1-76Y8-G

防火墙（万兆）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防火墙V3.0/CSS-FW-E1-86Y8-G

防火墙（万兆）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星防火墙V3.0/CSS-FW-E1-96Y8-G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IPS-01-入侵防御系统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IPS-02-入侵防御系统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IPS-03-入侵防御系统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IPS-04-入侵防御系统

防火墙（千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FW-01-防火墙系统

防火墙（千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FW-02-防火墙系统



防火墙（千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FW-03-防火墙系统

防火墙（万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FW-06-防火墙系统

防火墙（万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FW-07-防火墙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NGIDS-01-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NGIDS-02-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NGIDS-03-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D-NGIDS-04-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园区接入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N1524

园区接入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N1524P

园区接入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N1548

园区接入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N1548P

园区汇聚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3124

园区汇聚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3148

园区汇聚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3048-ON

园区汇聚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3124P

园区汇聚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3148P

园区核心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3124F

园区核心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5296F-ON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4128F-ON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4128T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4148F-ON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4148T-ON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5224F-ON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5248F-ON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S5232F-ON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Z9332F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Dell Networking Z9264F-ON

园区汇聚交换机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卫士交换机IES5700-48T4X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中睿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睿入侵检测防御系统

防火墙（千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防火墙NSFW-6000-ZA8003

防火墙（千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防火墙NSFW-6000-ZA7001

防火墙（千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防火墙NSFW-6000-ZA7002

防火墙（万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万兆防火墙NSFW-12000-

ZB6003
防火墙（万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万兆防火墙NSFW-12000-

ZB8001
防火墙（万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万兆防火墙NSFW-12000-

ZB8002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入侵检测系统NSIDS-6000-

ZC8002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入侵检测系统NSIDS-6000-

ZC8003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中科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神威入侵检测系统NSIDS-6000-

ZC7001
无线网桥 北京智恒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智恒SD-WAN智能路由器

防火墙（千兆） 北京长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长亭深度安全网关CTDSG V3.0（

CTDSG-8210-01）
防火墙（千兆） 北京长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长亭深度安全网关CTDSG V3.0

（CTDSG-8230-02)
防火墙（千兆） 北京长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长亭深度安全网关CTDSG V3.0

（CTDSG-8250-03）



防火墙（千兆） 北京长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长亭深度安全网关CTDSG V3.0（

CTDSG-8270-04）
防火墙（千兆） 北京长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长亭深度安全网关CTDSG V3.0（
CTDSG-8290-05)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优兆科技有限公司 LS3000-52P-SI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优兆科技有限公司 DS6000-52X-EI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炫网络入侵防御系统UX-IPS-75AX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炫网络入侵防御系统UX-IPS-300AX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炫网络入侵防御系统UX-IPS-1500AX

防火墙（千兆）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炫下一代防火墙系统（千兆）NGF-

3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炫下一代防火墙系统（千兆）NGF-

750
防火墙（万兆）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炫下一代防火墙系统（万兆）NGF-

900
防火墙（万兆）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炫下一代防火墙系统（万兆）NGF-

1200
防火墙（万兆）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炫下一代防火墙系统（万兆）NGF-

15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春秋云阵蜜罐系统V1.0 ECQYZ-HA

QD08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春秋云阵蜜罐系统V1.0 ECQYZ-HA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安世纪NetAuth5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安世纪NetAuth2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安世纪NetAuth100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卫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幻境防火墙-旁路版

防火墙（千兆） 北京卫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幻境防火墙-行业版

防火墙（千兆） 北京卫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幻境防火墙-专业版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防护系统v3.0 Leadsec-

6000IPS-51Y2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防护系统v3.0 Leadsec-

52YCIPS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防护系统v3.0 Leadsec-

65YCIPS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防护系统v3.0 Leadsec-

6000IPS-68Y2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防护系统v3.0 Leadsec-

8000IPS-83Y2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防护系统v3.0 Leadsec-

8000IPS-86Y2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3.0 Leadsec-

NAC-20H-Y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防护系统v3.0 Leadsec-

6000IPS-55VSG-Y2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防护系统v3.0 Leadsec-

6000IPS-65VSG-Y2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3.0 Leadsec-

NAC-20L-Y
防火墙（千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2400C-

YC2020
防火墙（千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2500C-

YC2020
防火墙（千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2600C-

YC2020
防火墙（千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3500C-

YC2020
防火墙（万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3800C-

YC2020
防火墙（万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5500C-

YC2020
防火墙（万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7500C-

YC2020
防火墙（万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8500C-

YC2020
防火墙（万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V3.0 Power V-9600C-

YC202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检测系统V3.2 TD1000-YC-18A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检测系统V3.2 TD1000-YC-18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检测系统V3.2 TD2000-YC-20A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检测系统V3.2 TD2000-YC-18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检测系统V3.2 TD6000-YC-18A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检测系统V3.2 TD6000-YC-20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御入侵检测系统 V3.2 TD10000-YC-

20A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计费系统 V9.0 WRD-ITMS-AAA-2K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计费系统 V9.0 WRD-ITMS-AAA-5K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计费系统 V9.0 WRD-ITMS-AAA-

10K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认证计费系统 V9.0 WRD-ITMS-AAA-

20K
核心路由器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网瑞达智能网关系统V1.0 WRD-ITMS-

DG-SL
核心路由器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网瑞达智能网关系统V1.0 WRD-ITMS-

DG-SH
核心路由器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网瑞达智能网关系统V1.0 WRD-ITMS-

DG-EL
核心路由器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网瑞达智能网关系统V1.0 WRD-ITMS-

DG-EH
核心路由器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网瑞达智能网关系统V1.0 WRD-ITMS-

DG-H
核心路由器 北京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网瑞达智能网关系统V1.0 WRD-ITMS-

DG-P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智慧无线管理系统V3 TopSW

5000 S51100-08T2S-P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智慧无线管理系统V3 TopSW

5000 S51100-24T2S-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YA206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YA31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A) TI-23214-SC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Y5228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 V3 TopIDP

3000(FT-A)（千兆）V3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54128-SC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 V3 TopIDP

3000(ZX-A)（千兆）V3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Y5528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Y5628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54328-SC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 V3 TopIDP

3000(FT-B)（万兆）V3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53810-SC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Y6371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防御系统V3 TopIDP 3000

TI-Y766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网络准入控制系统 V3 TSM

TNAC-Y2128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网络准入控制系统 V3 TSM

TNAC-Y2228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网络准入控制系统 V3 TSM

TNAC-Y2328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网络准入控制系统 V3 TSM

TNAC-Y2428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网络准入控制系统 V3 TSM

TNAC-Y2628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网络准入控制系统 V3 TSM

TNAC-Y2528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TG-YB204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 TG-

YA212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TG-YA206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TG-YA238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TG-YA25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A31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

UF(D) NG-43318-SC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 V3 NGFW4000-UF

（FT-B12）（千兆）V3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 V3 NGFW4000-UF

（FT-B10）（千兆）V3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5108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 V3 NGFW4000-

UF(FT-B）（千兆）V3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 V3 NGFW4000-

UF(ZX-A) （千兆）V3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5118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A314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C)

NG-53228-SC
防火墙（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5128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811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FT-A40）（万兆）V3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FT-A20）（万兆）V3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8042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FT-A60）（万兆）V3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

UF(FT-A）（万兆）V3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8132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83142-SC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8152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83342-SC
防火墙（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防火墙系统V3  NGFW4000-UF

NG-Y8162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YA216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YA31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A) TS-23214-S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Y5228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3000

（ZX-A）（千兆）V3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54128-S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3000

（FT-A）（千兆）V3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Y5528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Y5628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54328-S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3000

（FT-B）（万兆）V3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Y766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53810-S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Y7552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入侵检测系统V3 TopSentry

3000 TS-Y7752
无线接入点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智慧无线管理系统V3 TopAP

8000 TAP-42200 (H)
无线接入点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智慧无线管理系统V3 TopAP

8000 TAP-62200 (H)
无线接入点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智慧无线管理系统V3 TopAP

8000 TAP-42200
无线接入点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智慧无线管理系统V3 TopAP

8000 TAP-62400
无线接入点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智慧无线管理系统V3 TopAP

8000 TAP-62200-E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网络终端接入控制系统V3.0

200Y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网络终端接入控制系统V3.0

1000Y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网络终端接入控制系统V3.0

3000Y
防火墙（千兆）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第二代防火墙系统V3.0 1500Y

防火墙（千兆）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第二代防火墙系统V3.0 3060Y

防火墙（千兆）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第二代防火墙系统V3.0 3000Y

防火墙（万兆）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第二代防火墙系统V3.0 3500Y

防火墙（万兆）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第二代防火墙系统V3.0 5020Y

防火墙（万兆）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第二代防火墙系统V3.0 5500Y

防火墙（万兆）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anSecS第二代防火墙系统V3.0 5510Y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4600-10P-SI 接入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4600-28P-SI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4600-28C-SI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4600-10P-P-SI 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4600-28X-SI 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4600C-28X-SI 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4600-52P-SI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4600-28P-P-SI以太网交换机

接入路由器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DCME-320多核出口网关

接入路由器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DCME-520多核出口网关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28C-SI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28X-SI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16F-SI-R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28X-P-SI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52X-SI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28F-SI-R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CS6200-28X-P-EI 路由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CS6200-28X-EI 路由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52X-P-SI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52F-SI-R以太网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CS6200-28F-EI-R 路由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CS6200-52X-EI 路由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CS6200-28X-HI-24F 路由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DCRS-7604E路由交换机

园区核心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DCRS-7608E机箱式核心路由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S5750E-26X-SI 以太网交换机

数据中心接入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CS6200-8G24S2Q-EI 路由交换机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CS6510-48S6Q-HI 路由交换机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DCRS-9816核心路由交换机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下一代防火墙DCFW-1800E-N2002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下一代防火墙DCFW-1800E-N3002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DCFW-1800E-X3005 下一代防火墙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下一代防火墙DCFW-1800E-N5005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下一代防火墙DCFW-1800E-N6008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下一代防火墙DCFW-1800E-N7210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DCWL-2000WAP 面板式AP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WL2 面板式AP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WH2 双频墙面式AP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I1 802.11ac无线AP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I2 (R2) 802.11ac无线AP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X2 室内放装型无线AP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I3 (R2) 802.11ac无线AP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IT3 室外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T3 室外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
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WL8200-X10 无线接入点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PSNX3-HD1300-G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PSNX3-HD1700-G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网络入侵防御产品NX3-ZA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PSNX3-HD4200-G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PSNX3-HD4300-G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网络入侵防御产品NX5-HFB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网络入侵防御产品NX5-HFA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PSNX3-HD4600-G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PSNX5-HD4800-G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PSNX5-HD6200-GP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3-D1200-GP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3-HD2300-GP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3-HD2320-GP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3-HD2700-GP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防火墙NX3-ZA

防火墙（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3-HD41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5-HD63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防火墙NX5-HFA

防火墙（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防火墙NX5-HFB

防火墙（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5-T6100M-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5-HD65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FNX5-HD8100-GP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DSNX3-HD1200C-GP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DSNX3-HD1600-GP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DSNX3-HD2300-GP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入侵检测产品NX3-ZA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DSNX3-HD4300-GP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入侵检测产品NX5-HFA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绿盟入侵检测产品NX5-HFB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DSNX5-HD4500-GP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DSNX5-HD6200-GP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NIDSNX5-HD8200-GP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S106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S216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S256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S326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S356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E17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E23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C40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E280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E3965

防火墙（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C545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C565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C605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E576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X918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D16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D26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D28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D56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D58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G-6000-D126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瑞星网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瑞星第二代防火墙RFW-NG1080

防火墙（千兆） 北京瑞星网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瑞星第二代防火墙RFW-NG2080

防火墙（千兆） 北京瑞星网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瑞星第二代防火墙RFW-NG4080

防火墙（千兆） 北京瑞星网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瑞星第二代防火墙RFW-NG608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融汇画方科技有限公司
画方网络准入管理系统 NAM2000_客

户端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融汇画方科技有限公司 画方网络准入管理系统 NAM2000_S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融汇画方科技有限公司
画方网络准入管理系统

NAM2000_1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融汇画方科技有限公司

画方网络准入管理系统
NAM2000_30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入侵防御系统V6.0 NGIPS5000-GC-

8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入侵防御系统V6.0 NGIPS5000-GC-

18A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入侵防御系统V6.0 NGIPS5000-GC-

18B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入侵防御系统V6.0 NGIPS5000-GC-

18C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入侵防御系统V6.0 NGIPS8000-GC-

18A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入侵防御系统V6.0 NGIPS8000-GC-

18B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3.0NAC6000-

20H-Y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NGIPS5000-VSG-18A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NGIPS5000-VSG-18B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3.0NAC6000-

20L-Y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090D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270D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275D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290D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2070D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系统V2.6 USG-FW-

2140-TZ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2080D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3070D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系统V2.6 USG-FW-

3140-TZ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3630D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3670D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系统V2.6 USG-FW-

4240-TZ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13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133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系统V2.6 USG-FW-

5240-TZ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16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21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22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系统V2.6 USG-FW-

14800-TZ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47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48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7800GP
防火墙（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清汉马USG防火墙V2.6 USG-FW-

17900GP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系统V7.0 NT1000-

YC-18A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系统V7.0 NT1000-

YC-18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系统V7.0 NT2000-

YC-18A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系统V7.0 NT2000-

YC-18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系统V7.0 NT6000-

YC-18A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系统V7.0 NT6000-

YC-18C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系统V7.0

NT10000-YC-18A
防火墙（千兆）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防火墙 360IFW/V2.0防火墙（工
控-基本级）导轨式

防火墙（千兆）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防火墙 360IFW/V2.0防火墙（工

控-基本级）机架式
防火墙（千兆） 北京派网软件有限公司 PB26000-FJM

防火墙（千兆） 北京派网软件有限公司 PB26000-FMMT

防火墙（千兆） 北京派网软件有限公司 PB26000-FSMT

防火墙（万兆） 北京派网软件有限公司 PB26000-FJWT

防火墙（万兆） 北京派网软件有限公司 PB26000-FMWT

无线接入点 北京派网软件有限公司 PW200-plus-WJH

无线接入点 北京派网软件有限公司 PW200-plus-WMH

无线接入点 北京派网软件有限公司 PW200-plus-WSH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YD-STS9600/T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YD-STS9600/R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江南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TASS NPES网络准入管理系统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
江民网络准入控制系统V3.4 JMZ-NAC-

100P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

江民网络准入控制系统V3.4 JMZ-NAC-

200P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

江民网络准入控制系统V3.4 JMZ-NAC-

500P
防火墙（千兆） 北京华安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安界防火墙 SecTrap-C5

防火墙（万兆） 北京华安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安界防火墙 SecTrap-C1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华安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安界防火墙 SecTrap-C40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USG6305E-AC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AR2204XE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MSR3620-DP-

WiNet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F100-S-G3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AR6140H-S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USG6309E-AC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AR2240C-S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USG6315E-AC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F100-M-G3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F100-A-G3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AR6280-S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AR3260E-S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F100-E-G3

核心路由器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心路由器 TUCSON AR6300-S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网络接入控制管理系统VRV-

BMG/V6.0（客户端）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网络接入控制管理系统VRV-

BMG/V6.0（服务器端）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V6.0（VRV

BMG-2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V6.0（VRV

BMG-5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V6.0（VRV

BMG-1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V6.0（VRV

BMG-200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V6.0（VRV

BMG-50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第二代防火墙VRV-LHTFW-15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第二代防火墙VRV-LHTFW-20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信源工控防火墙V3.0（XY-IFW-10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信源工控防火墙V3.0（XY-IFW-20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第二代防火墙VRV-LHTFW-400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第二代防火墙VRV-LHTFW-800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第二代防火墙VRV-LHTFW-

15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入侵防御监测系统 VRV-LHTIPS-

2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入侵防御监测系统 VRV-LHTIPS-

4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入侵防御监测系统 VRV-LHTIPS-

10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万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入侵防御监测系统 VRV-LHTIPS-

15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安信天行科技有限公司

安信天行网络入侵检测系统AXTX-

IDS/V1.0-1000
网络入侵检测产品（千兆） 北京安信天行科技有限公司

安信天行网络入侵检测系统AXTX-

IDS/V1.0-30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安数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数云网络入侵防御系统(DCS-IPS-

H35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安数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数云网络入侵防御系统(DCS-IPS-

H45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安数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数云网络入侵防御系统(DCS-IPS-

H550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入侵防御系统IPS-7000 [I7530]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入侵防御系统IPS-7000 [I7745]

网络入侵防御产品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入侵防御系统IPS-7000 [I796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安全网关 SG-8000 S8530

防火墙（千兆）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安全网关 SG-8000 S874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安全网关 SG-8000 S8745

防火墙（万兆）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安全网关 SG-8000 S8950

防火墙（万兆）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安全网关 SG-8000 S8970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艾科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艾科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3.0 IDNAC

A103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艾科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艾科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V3.0 IDNAC

A105
网络接入控制产品 北京艾科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艾科网络接入控制系统V3.0 IDNAC

A1030
园区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汇聚交换机6100-12P

园区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汇聚交换机2930F-24T

园区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汇聚交换机6100-24T

园区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汇聚交换机2930F-24P

园区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汇聚交换机6100-24P

园区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汇聚交换机2930F-48T

园区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汇聚交换机6100-48T

园区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汇聚交换机6100-48P

园区核心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园区核心交换机3810-24F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6300M-24P6-4S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6300M-24F-4S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8320-48F-8Q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安移通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CX6400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203H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303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505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503H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315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515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615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535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635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S-301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365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555

无线接入点 安移通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线接入点AP-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