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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学为特色和优势，兼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
教育学、理学等多学科的“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和“2011 计划”项目重点建设高校，直属于国家教育部。
阿姆瑞特智能DNS成功部署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网中，为校园网提供权威和递归解析

服务。

中国政法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 克服传统普通DNS和普通的智能DNS的缺点，能判断
»»»»»»»»»»»»»»»»用户来源，引导教育网用户访问教育网线路的服务器；
»»»»»»»»»»»»»»»»引导联通用户访问联通线路的服务器；
※» 同时还能检测目标服务器是否正常工作，避免让用户访

»»»»»»»»»»»»»»»»问到已经宕机的服务器；
※» 具有高可靠HA功能；
※» 通过内置大量的URL 库来实现链路负载功能；
※» 具有服务器负载均衡功能。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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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S 案例 - 首都体育学院

首都体育学院创办于 1956 年，原名“北京体育学校”，1960 年改建为“北京体育师范学院”，2000 年更为现名“首都体育学院”。
学校原有的DNS服务器是由BIND平台搭建，不能实现智能DNS解析，命令行界面管理，缺少图形化界面，配置复杂，需要技术水平较高的老师管理和配置，

大大浪费了学校的资源，造成学校的DNS服务器难以管理的状况。
依据学校当前的网络状况，部署一台阿姆瑞特智能DNS替换原有的由 BIND 平台搭建的DNS服务器，实现学校智能DNS解析，解决跨运营商域名解析的问

题；实现图形化管理，简化DNS域名解析的管理和配置。

1. 图形化的管理操作界面
阿姆瑞特智能DNS产品提供了友好、直观的图形管理界面，方便配置。

2. 快速部署智能解析
阿姆瑞特智能DNS产品内置了国内几大运营商的 IP 地址列表，对不同

网段返回不同地址，可以快速部署。
3. 稳定可靠
DNS服务是网络中的关键服务，服务一旦中断，会造成严重的网络故障。

阿姆瑞特智能智能 DNS 产品可以通过主备或多级部署，实现不间断的提供
服务。
4. 方便的查询统计功能
智能 DNS 产品的基本功能，查询权威和递归解析，并可分析、统计结

果数量等。

方案优势：

首都体育学院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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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是北京市重点支持建设的高校，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有 5个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08 年经教育部批准由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和北京
信息工程学院合并设立。学校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现有 36 个本科专业，覆盖工、管、理、经、文等 5个学科门类。

学校将一台阿姆瑞特 DNS 部署在 DMZ区，为内网用户提供 DNS 解析及递归服务，与出口设备配合，将内网用户的部分视频网站 DNS 请求智能解析到指
定运营商，从而获得指定运营商的镜像目标 IP地址，从指定 ISP出口访问大流量的视频网站，实现智能DNS负载均衡功能，解决外网链路带宽使用不均衡问题。

1. 智能解析，负载均衡
通过分线路智能解析或者分区域智能解析，对不同运营商线路的用户解析给

到指定运营商，配合系统的负载均衡功能，平衡用户对学校教育网线路和运营商
线路的访问量，达到缓解教育网链路的压力，提高网站运行性能的目的，适合于
有多条运营商线路的访问。
2. 断线检测，故障自动切换
为了保障用户站点的高可用性，阿姆瑞特智能 DNS 增加了断线检测功能，

周期性的检测Web 服务器的运行状况，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故障的自动切换，
如在教育网线路出现故障的时候，把教育网用户的访问量自动切换到电信线路上，
从而保障用户站点 7*24 不间断的连通性。
3. 出口线路负载均衡
为了合理分配使用学校出口的教育网线路和其它 ISP 线路，阿姆瑞特智能

DNS 增加了出口链路负载均衡功能，可以将学校内部访问互联网的域名做智能
DNS 解析，配合系统的负载均衡功能实现学校出口 ISP 线路和教育网线路的均
衡使用。

方案优势：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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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负载监控，能够联动三方系统实现出口链路质量探测；
※»解析链路备份，权威解析备份技术，提高链路可靠性；
※»IPv6/IPv4 双栈解析，提供双栈解析，解决 IPv6 记忆难的问题；
※»运营商地址库自动更新，保证智能解析的准确性；
※»提供域名负载均衡技术，均衡利用各出口链路；
※»完善的日志统计分析功能，内含 9种详细日志统计分析及 TOP排序；
※»支持策略路由管理，允许多条 ISP 线路接入。

智能 DNS 案例·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是一所交通特色鲜明，以工为主多科性大学，是交通运输部与重庆市共建高校，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和中国政府奖学金委托培养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学校有南岸、双福、大坪三个校区，占地近 3000 亩，校舍建筑面积 74 万余平方米；现有教职工 2023 人，设有土木工程学院、河海学院、交通运输学院
等 18 个学院，有 61 个普通本科专业。

重庆交通大学使用阿姆瑞特智能负载 DNS 替换原有 Bind»DNS，在功能上，实现
了分域智能解析、递归智能解析、双机高可用、防 DOS 攻击等，且阿姆瑞特智能负载
DNS为用户提供了全中文图形化管理界面，操作简单，生效快，为用户提供了完善的解
析服务，也利用自身安全特性加固了基础安全，抵御网络攻击。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重庆交通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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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由原渝州大学和原重庆商学院于 2002 年 1 月 18 日合并组建而
成，属中央和地方共建，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举办，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管，属于
重庆市重点高校。学校拥有南岸校区、江北校区，占地总面积 2733.4 亩，图书馆
藏书 245.05 万余册，教职工 2100 余人。

重庆工商大学使用阿姆瑞特智能负载 DNS部署在 DMZ区域，提供
南岸校区、江北校区用户上网解析，为外网用户提供权威智能分线路解
析，让访问者走最优路径实现网站访问。

※»基于域名的负载均衡，结合出口设备实现域名负载均衡，实»现
»»»»»»»»»»»»»»»»链路综合利用；

※»双向智能解析，内到外智能递归解析，外到内智能权威解析；
※»提供服务器负载均衡，使用户访问网页更通畅；
※»出口链路解析备份功能，保障业务连续性；
※»提供 HA双机冗余，保证DNS业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重庆工商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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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S 案例 -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坐落于中央直辖市重庆，是中共中央直管、教育部直属副部级全国重点大学，由教育部和重庆市共同建设，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首
批重点建设的高校。也是“2011 计划”、“111 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大学联盟”、“中俄工科
大学联盟”、“重庆市大学联盟”、“中国政府奖学金院校”成员。是国家 31 所副部级中管高校之一。享有“嘉陵与长江相汇而生重庆，人文与科学相济而
衍重大”的美誉。

学校占地面积5443亩，有A、B、C、虎溪四个校区，校舍建筑面积150余万平方米，累计藏书440万册，中外期刊6500余种；各类权威文献数据库100余个；
全日制在校学生 50000 余人，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 20000 余人，本科生近 27000 人，留学生 1600 余人，在职教职工 5300 余人。

※»采用主辅模式部署，提供高可用机制，保证业务连续性；
※»基于域名的出口负载均衡，根据需求将某域名负载到指定出口线路链路负载监控，联动

»»»»»»»»»»»»»»»»»三方系统实现出口链路质量探测；
※»安全特性，自带防火墙模块，保证服务器自身的安全；
※»全中文图形化管理界面，简单方便，实时快捷。

重庆大学原来使用 linux»bind 搭建的免费 DNS，其性能和功能有限，且操作复杂，仅作为
DNS业务的传统权威解析和部分用户的递归查询。在使用阿姆瑞特智能负载DNS之后，一方面
实现了权威分线路智能解析，给互联网用户提供智能解析，另一方面，智能负载DNS用作内网
用户的递归服务器和缓存服务器，在为用户提供递归查询的同时，缓存查询结果，若有相同查
询的的时候，直接返回结果，大大节省了出口带宽。

重庆大学使用阿姆瑞特智能负载DNS还实现了另外一项功能：与BRAS联动实现智能选路。
用户只需在上网认证的时候输入相应的账号，DNS 就会联动 BRAS 判断该用户走哪条出口线路
上网，从而将该用户的递归查询全部递归到相应出口线路运营商，实现了智能递归选路。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重庆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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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原名西南政法学院，前身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
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系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
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法律院正式挂牌成立。1993 年，成为博士学位
授权单位。1995 年，学校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2003 年，成为首批法学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提供 Bind»系统记录的批量导入，部署简单、易上手；
※»支持服务器负载均衡和健康检测，优化用户体验度；
※»全面支持 IPv4/IPv6 双栈地址协议，提供 IPv6 解析；
※»完美的售后技术支持，定期巡检，定期更新 IP 地址库；
※»实现基于域名的负载均衡，综合优化出口链路。

西南政法大学使用阿姆瑞特智能负载 DNS实现渝北校区、沙坪坝校区
的内网用户上网解析，同时提供互联网权威解析，结合出口设备实现链路备
份。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西南政法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09 云安全倡导者、网络优化专家、IP 服务管理提供商

智能 DNS 案例 - 西南科技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是国家西部重点建设十四所高校之一，全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全国文明单位。学校拥有国家大学科技园。学校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与教
育部共建高校，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

西南科技大学内网用户访问外网较慢，主要原因是DNS的请求默认走教育链路，而大部分访问的站点资源都在电信，造成用户的体验度较差。
针对目前校园网的这一情况，使用两台阿姆瑞特DNS部署在 DMZ区，分别做成一台权威专门针对外网访问的权威解析，一台做成递归专为内网用户提供

DNS解析及递归服务，结合出口设备做策略路由转发，内网递归的DNS请求全部走电信线路，外网做权威的DNS则走教育网链路。

阿姆瑞特智能 DNS 根据来访用户线路的不同，通过把西南科技大学域
名解析到不同线路对应的 IP 地址，有效控制用户来访所走的线路，达到电
信用户通过电信来访，教育网用户通过教育网来访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
有效避免了不同运营商之间的瓶颈问题，充分利用多出口优势，这种部署方
式有效的解决了目前存在的DNS访问问题。

西南科技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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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由原西南师范大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西南大学占地面积9600余亩，
拥有北碚、荣昌、西塔学院三个校区；其中，北碚本部占地面积 8000 余亩，校舍面
积 165 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40%，是闻名遐迩的花园式学府；馆藏图书 462 万余册；
拥有 37 个学院（部）、教学单位，105 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 5万余人，专任教师
2921 人。

西南大学使用阿姆瑞特智能负载DNS为学校内部用户提供递归解析，为互联网用
户提供权威智能解析。

※»易用特性：全中文界面，全WEB操作，管理方便简单；
※»部署简单：仅需设置好 IP，即可提供服务与管理；
※»高可用性：支持双机热备、负载均衡、链路聚合；
※»支持 IPV4/IPV6 双栈协议，适应未来发展趋势；
※»提供防火墙功能，可保证服务器自身的安全；
※»支持策略路由管理，允许多条 ISP 线路接入。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西南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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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S 案例 -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是中国独立建制的 31 所普通高等艺术院校之一，是中国八大美院之一。学校校园分为黄桷坪校区和虎溪校区，黄桷坪老校区位于重庆市九
龙坡区黄桷坪正街 108 号，占地 200 亩，是市政府授牌的“园林式校园”。虎溪校区占地»1000 亩，地处重庆沙坪坝大学城，毗邻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
学校教学行政用房 18 万平方米，生均达到 27.7 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1.26 亿元。

※»全中文操作界面带来方便、快捷的管理；
※»完善的查询统计、系统日志和操作日志记录，为管理员提供全方位

»»»»»»»»»»»»»»»»统计和分析；
※»支持广域负载均衡（GSLB），健康检测；
※»支持多种纪录类型（A,A6,AAAA,CNAME,MX,NS,PTR,TXT）；
※»高可靠性的支持保障DNS业务的连续性。

四川美术学院使用阿姆瑞特智能负载 DNS 实现内部用户智能递归解析
及缓存解析结果，使用智能DNS的权威解析功能实现外网分线路智能解析。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四川美术学院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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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直属中国民用航空局，是全球飞行训练规模最大、能力最强，在国内、尤其是世界民航有着极高影响力的全日制高校。中国民航
90%以上的机长都毕业于此，学校被誉为中国民航飞行员的“摇篮”、中国民航管理干部的“黄埔”。

学校网络出口的主链路负载拥塞，次链路大量闲置，利用出口设备基于网络负载均衡方式收效甚微，被切换的路由强制走次链路，造成网络访问路径过长，
用户体验度差。

使用阿姆瑞特智能DNS部署在 IDC 区域，负责内网用户到外网的递归解析，外网用户到学校服务器的权威解析。

智能DNS启用基于目的域名的转发，在出口设备设置相应配合策略后，内网用户访问外
网电信资源走电信，访问联通业务资源走联通，网络访问路径短，这样既均衡了出口网络流
量，又提高了次链路利用率，释放主链路压力。同时提升了用户体验度（网络访问不拥塞了，
且是最短路径访问）。

民航飞行学院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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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S 案例 -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坐落在云南省昆明市，是一所历史悠久、传统优良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由国家教育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
力建设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全国免费师范生试点改革的三个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之一、首批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建设高校和“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实施高校，
被誉为“红土高原上的教师摇篮”。
截止当前，云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 33000 余人，成人继续教育学生 18000 余人。

云南师范大学采用阿姆瑞特智能负载 DNS 部署在 DMZ区域，采用双
机部署，提高了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在业务层面，DNS»服务器作为权威
服务器、递归服务器、缓存服务器，权威方面，为校内用户和校外用户提
供智能解析，实现分线路解析，递归解析的时候则通过链路判断功能实现
智能递归解析，在监测到某出口链路出现故障的时候则切换到正常链路，
另外，也通过阿姆瑞特智能负载DNS的缓存功能实现了DNS缓存查询。

※»链路检测，能够联动三方系统实现出口链路质量探测；
※»提供多级用户权限管理，实现分权限管理，域名自助管理等；
※»提供完善的日志报表查询和统计功能，以及将日志输出到服务器上；
※»IPv6/IPv4 双栈解析，提供双栈解析，解决 IPv6 记忆难的问题；
※»支持多种类型（A,A6,AAAA,CNAME,DNAME,HINFO,MX,NS,PTR,TXT,SR

»»»»»»»»»»»»»»»»V,NAPTR,URL）。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云南师范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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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是一所全日制省属重点院校，在校本科生、硕士生 25600 余人，是广东和华南地区重要的经、管、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基地。
学校原有的DNS服务器是由 BIND 平台搭建，不能实现智能的DNS解析，无法解决跨运营商访问的问题，缺少图形化界面，配置复杂。目前只有一位老师

了解如何管理和配置，造成学校的DNS服务器难以管理的状况。
依据学校当前的网络状况，部署一台阿姆瑞特智能DNS替换原有的由 BIND 平台搭建的 DNS服务器，帮助学校实行智能的 DNS解析，解决跨运营商域名

解析的问题；实现图形化管理，简化DNS域名解析的管理和配置。

1. 全中文管理界面
阿姆瑞特智能 DNS 的管理界面采用全中文WEB 方式，简单易用，人性化设计，

最大限度地简化了管理员的日常操作，使工作更高效。
2.»智能解析模式
阿姆瑞特智能DNS提供缓存工作模式和智能解析模式，智能解析为用户提供高速

的上网解析服务。
3. 简单的配置
配置简单，支持将原有 BIND 平台搭建的 DNS 服务器的域名解析记录批量导入，

阿姆瑞特智能DNS上线对用户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

方案优势：

内网用户

服务器群

教育网
CERNET

防火墙

电信
CHINANET

广东财经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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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S 案例 -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医科大学是一所以医为主，理、管、法、文、工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和集教学、科研、医疗、预防和社会服务于一
体的省属重点建设高校，是福建医药卫生人才培养中心、医学科学研究中心和医疗预防保健中心。
学校以前使用 Bind 搭建 DNS服务器，但维护配置困难，稳定性差，无法实现基于DNS的负载均衡。因此，依据学校当前的网络状况，部署一台阿姆瑞特

智能DNS替换原有的由 BIND 平台搭建的DNS服务器，帮助学校实行智能的DNS解析，解决跨运营商域名解析的问题；实现图形化管理，简化DNS域名解析
的管理和配置。

1. 智能解析，负载均衡
通过分线路智能解析或者分区域智能解析，对不同运营商线路的用户解析给到电信

或者教育网的公网 IP 地址，配合系统的负载均衡功能，平衡用户对学校教育网线路和电
信线路的访问量，达到缓解教育网链路的压力，提高网站运行性能的目的，适合于有多
条运营商线路的访问。
2. 断线检测，故障自动切换
为了保障用户站点的高可用性，阿姆瑞特智能DNS增加了断线检测功能，周期性的

检测Web服务器的运行状况，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故障的自动切换，如在教育网线路出
现故障的时候，把教育网用户的访问量自动切换到电信线路上，从而保障用户站点 7*24
不间断的连通性。
3. 出口线路负载均衡
为了合理分配使用学校出口的教育网线路和电信线路，阿姆瑞特智能DNS增加了出

口链路负载均衡功能，可以将学校内部访问互联网的域名做智能DNS解析，配合系统的
负载均衡功能实现学校出口电信线路和教育网线路的均衡使用。

方案优势：

福建医科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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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西安体育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Xi'an»Physical»Education»University）简称“西体”，
坐落于世界历史名城古都西安，创建于 1954 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
6大体育院校之一，原隶属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委），2001 年实行中
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陕西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建
院校。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体育高等学府。

对于高校来说 DNS 服务属于网络中的核心服务，西安体育学院亦是如此。阿姆
瑞特智能 DNS 替换以往的手动搭建的 DNS 服务器。因为 DNS 在校内主要扮演两个
角色，递归解析服务器和权威解析服务器。外网和内网用户通过这两个角色，来满足
对校内网站或者相关域名的访问，以及提供内网用户解析外网域名的作用。

※外网DNS智能解析功能；
※内网DNS智能负载功能；
※服务器负载均衡；
※热点资源监测功能；
※支持 IPV4/IPV6 双协议栈；
※强悍的安全防护功能，增加智能DNS安全性，提高内外网解析稳定性；
※»Web 页面管理，省去以往的命令行配置模式，使得智能DNS变得更加易管理。

总之，通过阿姆瑞特智能DNS替代以前的手动搭建DNS，提供更加直观的Web
配置界面，实现对内网服务器的健康监测，强悍的防火墙功能抵挡DDOS等一些网络
攻击，加强智能DNS自身的安全，使得DNS易于管理、易于监控、易于使用。

阿姆瑞特智能 DNS 优点：

西安体育学院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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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S 案例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享有“中国气象人才摇篮”之美誉，其前身南京气象学院始建于1960年，1978年为全国重点大学，2004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是江苏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国气象局三方共建，以及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海洋局共建的全国重点高校，具有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教育培养体系，
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大气科学学科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一。
该校之前使用 Bind9 搭建的 DNS 服务器为整个校园网提供 DNS解析服务，后采购了一台专业的阿姆瑞特智能 DNS设备。经过测试，阿姆瑞特智能

DNS的稳定性以及易操作性完全符合学校的需求。

通过阿姆瑞特智能DNS可以实现校园网内部DNS转发默认走电信线路
出去，外网访问根据来访用户线路的不同可以分别强制归结到对应线路，移
动用户走移动线路，联通用户走联通线路，教育网用户走教育网线路，合理
使用带宽资源，快速解析域名，提高校园网用户体验度。

具体实施拓扑图如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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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智能 DNS 案例 -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主管的独立建制的普通高等专科院校。学院设有 6个教学系，在校学生约 13000 余人。
该校之前使用Windows 系统搭建的 AD为整个校园网提供 DNS 解析服务，后采购一台专业的阿姆瑞特 DNS 设备。阿姆瑞特智能 DNS 支持全中文

Web界面管理方式，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还有丰富的报表功能，有利于平时维护以及后期的审查。

通过阿姆瑞特智能 DNS 可以实现校园网内部 DNS 转发默认走电信
线路出去，外网访问根据来访用户线路的不同可以分别强制归结到对应
线路，移动用户走移动线路，联通用户走联通线路，教育网用户走教育
网线路，合理使用带宽资源，快速解析域名，提高校园网用户体验度。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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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S 案例 - 南京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2000年，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院坐落于六朝古都南京，现有主校区、东校区、
西校区三个校区。校园环境依山傍水，教学生活设施齐全，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在学院规模、培养规格、就业质量、社会服务等方面素有江苏“小东大”之称。
学校原来使用的是Windows 系统搭建的 AD为整个校园网提供DNS解析服务，后采购一台专业的DNS设备。经过测试，阿姆瑞特智能DNS的稳定性

以及易操作性征服了学院老师。

阿姆瑞特智能 DNS 支持全中文Web 界面管理方式，提高了管理人
员的工作效率，同时还有丰富的报表功能，有利于平时维护以及后期的
审查。
通过与防火墙联动，阿姆瑞特智能DNS可以实现域名负载均衡，校

园网内部DNS转发默认走电信线路出去，外网访问根据来访用户线路的
不同可以分别强制归结到对应线路，移动用户走移动线路，联通用户走
联通线路，教育网用户走教育网线路，合理使用带宽资源，快速解析域名，
提高校园网用户体验度。

南京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DNS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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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S+IP 服务管理案例 -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属国有公办院校，是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学院前身是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创建于 1953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
电子中等专业学校。»»»»»»»»»»»»»»»»»»»»»
学院目前共开设有 53 个专业，构建了电子整机类、先进制造装备及技术类、电子元器件类、软件类、数码艺术类、通信工程类、信息服务类、新能源技术类

八大专业群。现有 4个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2个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建设专业；2个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3个省级品牌专业，3个省
级特色专业，4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群，6个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

网络出口使用两台阿姆瑞特防火墙HA部署，两台 DDI 设备为全校的
用户分配IP地址，包括有线用户以及无线用户，部分外设IP/MAC地址绑定，
学校新的 3G带宽运营商线路已部署到位，使用阿姆瑞特智能 DNS 为全校
用户提供域名解析服务，阿姆瑞特智能 DNS 支持全中文Web 界面管理方
式，能够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与出口防火墙联动，可以实现域名的
负载均衡，同时校园网内部DNS转发默认走电信线路出去，外网访问根据
来访用户线路的不同可以分别强制归结到对应线路，移动用户走移动线路，
联通用户走联通线路，教育网用户走教育网线路；支持出栈负载均衡，可
以有效合理的将校内DNS请求分配到各个出口链路上，从而避免某条链路
跑满，其余链路空负载的情况。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DNS+DDI 成功实施，实现了网络的可视化，

有效减轻了学校信息中心维护管理人员的工作负荷，大大简化了操作流程。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DNS&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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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服务管理案例 - 南京鼓楼区教育局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内设办公室，党群科，人事科，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幼儿教育科，小学教育科，中学教育科，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科，体育、卫生、
艺术教育科，计划装备科，学校安全管理科共计 11 个科室。统筹安排管理全区教育工作。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中心机房改造，针对无线接入控制采购了一台阿姆瑞特 IP 服务管理设备（DDI）作为无线接入用户的 DHCP-server，在无线 AC控制

器上做DHCP-relay。

※»通过 Portal 页面进行无线用户的接入授权与认证；
※»无线接入用户的 IP 地址分配与回收；
※»访客用户的授权与控制；
※»实时检测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通过部门分组，可以迅速定位用户，排查故障；
※»MAC 地址授权接入，禁止私有设备接入到网络中。

阿姆瑞特 DDI 特点：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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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服务管理案例 -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享有“中国气象人才摇篮”之美誉，其前身南京气象学院始建于1960年，1978年为全国重点大学，2004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具有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教育培养体系，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大气科学学科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为了控制接入，采购了一台阿姆瑞特 IP 服务管理设备（DDI）作为无线接入用户的 DHCP-server，在无线 AC 控制器上做 DHCP-
relay。

阿姆瑞特 DDI 特点：

※»通过 Portal 页面进行无线用户的接入授权与认证；
※»无线接入用户的 IP 地址分配与回收；
※»访客用户的授权与控制；
※»实时检测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通过部门分组，可以迅速定位用户，排查故障；
※»MAC 地址授权接入，禁止私有设备接入到网络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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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瑞特 DDI 特点：

IP 服务管理案例 -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是一所以培养审计、会计、金融、学前教育人才为主，经、管、工、教育、艺术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普通本科院校。学校位于风景
秀丽的仙林大学城，文化氛围浓郁，交通便捷，共享南京审计大学和仙林大学城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校园无线网改造，采购了一台阿姆瑞特 IP 服务管理作为内网服务器群组的DHCP-server，在核心交换机上做DHCP-relay。

※»内网服务器群组的 IP 地址获取；
※»内网服务器群组相应服务器的 IP/MAC 地址绑定；
※»内网服务器群组实时监视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内网服务器群组MAC地址授权接入，禁止未知设备接入造成安全隐患；
※»根据服务器的功能划分群组属性；
※»作为无线 AP下发地址的DHCP-server, 通过与阿姆瑞特防火墙联动，

»»»»»»»»»»»»»»»»»更加完善的控制用户接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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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服务管理案例 -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是北京市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创建于 1978 年，前身是北京石油化工专科学校和北京化工学院第二分院。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
校已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管、经、文相结合，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具有鲜明工程实践特色的普通高等学校。

阿姆瑞特DDI 产品的成功部署，实现了DDI 和该校现有的用户管理系统联动。在该校使用的特色功能是“访客授权”。访客授权的工作模式是：当一个新
访客（客户机）接入到校园网时，会获得一个隔离区（未授权）的 IP 地址，然后客户机可以通过访问DDI 的认证页面（Portal），填写认证信息，授权认证通
过后获得一个正常区（已授权）的 IP 地址，这样才可以正常访问校园网。

这种工作模式的原理是：阿姆瑞特 DDI 设备将认证授权接口开放，可以通过URL 方式
写入认证授权信息（客户机MAC地址），在录入新用户信息的同时将新用户的主机MAC地
址等信息时传给DDI设备，DDI设备后台直接对主机进行授权。但是这需要在“用户管理系统”
中添加与DDI 授权接口的对接程序（发送指定格式的URL链接）才能实现联动，联动后可以
完成添加（授权）和删除（解除授权）用户的功能。

阿姆瑞特DDI产品与校园网用户管理系统联动功能，使DDI设备完全融入到校园网当中，
使网管能在维护用户信息的同时，完成对客户机的授权和解除授权的操作，大大减轻了网管
的工作量和重复工作，同时对校园网的安全管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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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服务管理案例 - 河南城建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学校占地面积 1730 亩，校舍总建筑面积 63 万多平方米。在职
教职工1194人，开办有53个本科专业、7个专科专业。设有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能源与建筑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等16个学院，面向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
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20800 余人。

通过新一代智能化 IP 服务管理平台（简称：DDI）的建设，可以为校园的相
关业务系统提供安全、可控、强化的 IP 地址支撑管理平台。

※»单机模式部署；
※»采用校内全网段一次性部署方式，替代原有核心交换DHCP设备。

通过网络核心服务的自动化和统一化管理带来的优势，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专业 IP 精细化管理设备，校园网稳定性、服务安全性得到严

»»»»»»»»»»»»»»»»格的保障；
※»统一 IP 分配、回收及管理功能，减少运营操作成本；»
※»电子台账分级管理，简化和自动化现有基于手工管理的流程；
※»实时监视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严格、周密的 IP/MAC 地址安全审计跟踪；
※»IP 地址调和功能，简化故障 IP 地址的诊断、定位和排除；
※»避免 IP 冲突和用户私自安装DHCP导致 IP 地址混乱。

DHCP客户机

DHCP Relay

IP服务管理

部署方案：

方案优势：

河南城建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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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服务管理案例 -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是一所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学校设 19 个教学学院，62 个本科
专业，目前有各类在校生 56000 余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 35000 余人，成人教育
学生 21000 余人。

通过新一代智能化 IP 服务管理平台（简称：DDI）的建设，可以为校园的相
关业务系统提供安全、可控、强化的 IP 地址支撑管理平台。

※»双机 HA模式部署；
※»采用校内全网段分批次部署方式，替代原有Windows»DHCP»Server。

通过网络核心服务的自动化和统一化管理带来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机 HA模式部署，避免单点故障，保证网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替代原Windows»Server 系统，实现专业设备对 IP 地址的分配及管理，

»»»»»»»»»»»»»»»»安全性及可靠性得到极大的保障；
※»图形化 IP 池容量监控功能，避免了地址数量不足引发的问题；
※»实时监视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严格、周密的 IP/MAC 地址安全审计跟踪；
※»简化故障 IP 地址的诊断、定位和排除；
※»避免 IP 冲突和用户私自安装DHCP导致 IP 地址混乱。

部署方案：

方案优势：

河南科技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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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服务管理案例 -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总占地 1979 亩，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22484 人，开办有 32 个本科专业。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192 人。学校
先后被授予“河南省优秀民办学校”、“河南省文明学校”、“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河南省园林单位”等荣誉称号，2016 年 3 月被
中国校友会网评为“中国高水平民办大学”，在河南省最佳民办大学排行榜中位居第 2名。»

DHCP客户机

DHCP Relay

IP服务管理

部署方案：

通过网络核心服务的自动化和统一化管理带来的优势，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统一 IP 分配、回收及管理功能，减少运营操作成本；»
※»电子台账分级管理，简化和自动化现有基于手工管理的流程；
※»根据终端指纹，避免小路由的接入；
※»实时监视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强大的日志功能，可提供长达90天的 IP/MAC/端口审计回溯；
※»IP 地址调和功能，简化故障 IP 地址的诊断、定位和排除；
※»避免 IP 冲突和用户私自安装DHCP导致 IP 地址混乱。

※»单机模式部署；
※»采用校内全网段分批次部署方式，逐步替代原有DHCP设备。

通过新一代智能化 IP 服务管理平台（DDI）的建设，可以为校园的相关业
务系统提供安全、可控、强化的 IP 地址支撑管理平台。

方案优势：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28Copyright©2021 北京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本宣传册中的信息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DNS&DDI 案例集
400-8060-389

部署方案：

方案优势：
通过网络核心服务的自动化和统一化管理带来的优势，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专业 IP 精细化管理设备，校园网稳定性、服务安全性得到严

»»»»»»»»»»»»»»»»格的保障；
※»电子台账分级管理，简化现有基于手工管理的流程；
※»自动建立校内接入交换端口与 IP、MAC、VLAN的对应关系。

※»单机旁路模式部署；
※»配合 BAS 设备，实现部分区域 IP 分配及全网段 IP 统计登记功能。

IP 服务管理案例 -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是一所在河南省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民办本科高校，位
于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学院现设有 10 个系和 2个教学部。学校原名“郑州大学
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为郑州大学和台资合作兴办的郑大二级学院，2011 年 5 月
正式脱离郑州大学独立建校，改校名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通过新一代智能化 IP 服务管理平台（DDI）的建设，可以为校园的相关业务
系统提供安全、可控、强化的 IP 地址支撑管理平台。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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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案：

方案优势：
通过网络核心服务的自动化和统一化管理带来的优势，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专业 IP 精细化管理设备，校园网稳定性、服务安全性得到严

»»»»»»»»»»»»»»»»»格的保障；
※»统一 IP 分配、回收及管理功能，减少运营操作成本；»
※»电子台账分级管理，简化和自动化现有基于手工管理的流程；
※»实时监视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严格、周密的 IP/MAC 地址安全审计跟踪；
※»IP 地址调和功能，简化故障 IP 地址的诊断、定位和排除；
※»避免 IP 冲突和用户私自安装DHCP导致 IP 地址混乱。

※»单机模式部署；
※»采用校内全网段一次性部署方式，替代原有核心交换DHCP设备。

IP 服务管理案例 -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以培养高端技
能型人才为主，是一所集职业技术教育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职业技能鉴定
基地和职业技能竞赛基地为一体的高等职业院校。学院占地 2350 亩，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拥有实习实训楼 8座，实验楼 1座，面积达 8.5 万余平方米。学院
现有教职工 1066 人，开设 44 个专业。

通过新一代智能化 IP 服务管理平台（DDI）的建设，可以为校园的相关业务
系统提供安全、可控、强化的 IP 地址支撑管理平台。

DHCP客户机

DHCP Relay

IP服务管理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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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案：

方案优势：
通过网络核心服务的自动化和统一化管理带来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专业设备对IP地址的分配及管理，安全性及可靠性得到极大的保障；
※»全网 IP统一化管理，为全网（除服务器段）提供 IP地址的分配与回收；
※»克服 IPv6 地址冗长难记，管理困难的问题；
※»保证同时满足用户能够访问 IPv6 和 IPv4 网络资源；
※»图形化 IP 池容量监控功能，避免了地址数量不足引发的问题；
※»实时监视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实现接入用户无感知认证；
※»严格、周密的 IP/MAC 地址安全审计跟踪；
※»简化故障 IP 地址的诊断、定位和排除；
※»快速准确定位内部网络非法行为；
※»避免 IP 冲突和用户私自安装DHCP导致 IP 地址混乱；
※»对全网的设备提供NTP服务，校准全网时间；
※»支持 BYOD指纹识别。对终端设备的操作系统进行识别，并对相应系统

»»»»»»»»»»»»»»»»进行准入限制；
※»支持数据的表格导出以及导入功能，便于管理人员更好的管理 IP 地址，

»»»»»»»»»»»»»»»»并且可以实现MAC地址对应使用人，单位，部门等信息的导入；
※»由于 IP 服务设备拥有DNS功能，因此可以与阿姆瑞特智能DNS，通过

»»»»»»»»»»»»»»»»做主备的方式，提»高 DNS 的冗余性。

※»采用核心交换机旁路部署方式；
※»与目前现有的阿姆瑞特智能DNS，实现 DNS的主备关系。

IP 服务管理案例 - 西安体育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简称“西体”，坐落于世界历史名城古都西安，创建 1954 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 6大体育院校之一，原隶属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委），
2001 年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陕西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建院校。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体育高等学府。

通过智能化 IP 服务管理平台（DDI）的建设，实现校内的 IP 地址的
可管理、可控制和可审计，并且增加了DNS的冗余性。

西安体育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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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案：

方案优势：
通过网络核心服务的自动化和统一化管理带来的优势，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实现专业设备对 IP 地址的分配及管理，安全性及可靠性得到

»»»»»»»»»»»»»»»»极大的保障；
※»全网 IP 统一化管理，为全网（除服务器段）提供 IP 地址的分

»»»»»»»»»»»»»»»»»配与回收；
※»图形化 IP池容量监控功能，避免了地址数量不足引发的问题；
※»实时监视地址分配、审计和统计分析；
※»严格、周密的 IP/MAC 地址安全审计跟踪；
※»简化故障 IP 地址的诊断、定位和排除；
※»避免 IP 冲突和用户私自安装DHCP导致 IP 地址混乱；
※»全网设备的时间均以DDI 为准，保证日志时间的统一性；
※»快速准确定位内部网络非法行为。

※»采用核心交换机旁路部署方式。

IP 服务管理案例 -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独立焦化行业的“旗舰企业”，是省
政府确立的三大方阵企业之一。集团前身为始建于1986年的西铁商贸清涧选煤厂，
正式组建于 1992 年。近年来，集团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煤化工产业调整
和技术革新，着力延伸煤化工的深加工流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现已成为拥有
职工 5000 余名，集“原煤洗选、炼焦化工、自备发电、铁路发运、煤气外供、物
流商贸、自营出口”等为一体的大型煤焦化清洁型加工企业。

通过新一代智能化 IP 服务管理平台（简称：DDI）的建设，可以为企业的相
关业务系统提供安全、可控、强化的 IP 地址支撑管理平台。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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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IP 服务管理案例 -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由原西南师范大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西南大学占地面积 9600 余
亩，拥有北碚、荣昌、西塔学院三个校区；其中，北碚本部占地面积 8000 余亩，
校舍面积 165 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40%，是闻名遐迩的花园式学府；馆藏图书
462 万余册；拥有 37 个学院（部）、教学单位，105 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 5万
余人，专任教师 2921 人。

西南大学使用阿姆瑞特 IP 服务管理产品，实现了 IP 地址的集中
管理，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替代原有Linux»DHCP»Server，将 IP地址管理简化、智能化、

»»»»»»»»»»»»»»»»集中化、状态化；
※»提供历史数据审计，做到有据可查、有证可依；
※»直观呈现地址利用率情况，方便管理；
※»严格、周密的 IP/MAC 地址安全审计跟踪；
※»防止私接路由器，防代理，帮助学校规范管理网络。»

西南大学 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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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服务管理案例 -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是中国独立建制的 31 所普通高等艺术院校之一，是中国八大美院之一。学校校园分为黄桷坪校区和虎溪校区，黄桷坪老校区位于重庆市九龙
坡区黄桷坪正街 108 号，占地 200 亩，是市政府授牌的“园林式校园”。虎溪校区占地»1000 亩，地处重庆沙坪坝大学城，毗邻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
学校教学行政用房 18 万平方米，生均达到 27.7 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1.26 亿元。

※»将原本独立部署的两个校区进行整合，实现DHCP高可用；
※»专业的 DHCP服务器提供接入层安全；
※»实现 IP 地址状态化管理；
※»集中统一管理，简化运维成本；
※»实现对 IP 地址的实时监控和管理，快速解决冲突和定位问题；
※»实现客户端获取 IP 的 Lease 历史记录查询。»

四川美术学院使用阿姆瑞特智能 IP 服务管理产品，带来如下优势：

方案优势：

四川美术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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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服务管理案例 -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 1999 年，是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纳入国家招生计划、面向全国招生的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院校。2009
年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西南政法大学全面接管了学院，成为学院的投资者、举办者和管理者。2013 年 9 月，四川泛美教育集团和重庆斌鑫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重庆新元投资有限公司融入资金与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举办学院。学院将借助四川泛美教育集团航空教育的资源优势和西南政法大学的教育管理优势，共同努力开
创航空职业教育的崭新篇章。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采用阿姆瑞特 DDI 产品实现包括学生用户、服
务器、监控器、办公电话、图书馆系统等进行 IP 地址的下发和管
理，并通过 DDI 系统的指纹识别模块实现私接路由器阻断。此外，阿
姆瑞特DDI 还为学院提供了如下特色功能：

※»IP 地址分发、回收等历史数据审计；
※»避免 IP 冲突和用户私自安装DHCP导致 IP 地址混乱；
※»提供网络发现能力和 IP 地址管理功能（IPAM）。»

方案优势：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DDI 部署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