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创新局的商务数字网络

新科工程和新加坡能源的合资企业



未来会不一样。
您的网络不应该
也是吗？

未来的城市将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运算、5G 和物联网来改善生活

的各方面。交通、医疗保健、公用事业、安全甚至垃圾回收，都只是一些将

受到影响的领域。

为了让关键功能顺利运行，它们应该得到极快响应、高度弹性和智能网络的

支持，并能够在问题发生之前解决问题。

这就是我们几十年前开始准备的原因。在新加坡能源的支持下，我们创建了

连接到全岛数千个边缘运算中心的独特光缆管道。

将这一基础设施与新科工程在安全和物联网方面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我们已

经建立了基于可靠网络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能力。

最后，我们在端到端数字网络体验中添加了智能功能，从而提高了对网络性能

的可见性和控制力。通过自我修复和实时缓解安全威胁，来实现最佳性能。

请继续阅读，以了解有关我们服务配套的更多信息。

我们如何通过优势实现可靠性

网络多样性
独特的光缆管道和双路径的灵活网络

智能连接
实现按需带宽和网络安全配置的数字化流程

分布式边缘运算
通过更接近您所服务的行业、人员和活动 
进行分析，更快地做出决策

要使企业保持相关性，关键是通过技术开发更好的客户体验和升级服务产品。 我们新的解决方案配

套和灵活的计划，使您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快速扩展带宽。 无论是网络安全、边缘运算、5G 

还是物联网部署，让我们帮助您的企业为未来做好准备。



网 络 多 样 性

关键业务连接的可靠性

可靠性是我们的基石。 为了实现真正的网络多样性，SPTel 

使用独特的光缆管道，将从新加坡能源租用的基础设施与

我们自建的光缆管道相结合，并与电缆一起铺设。 我们的网

络在每个阶段都采用高度保护的光缆管道，并为我们连接的

建筑物提供双路径。

 

我们的电缆穿过我们自己的安全智能设施，以降低第三方

活动造成服务中断的风险。 这可确保可靠地交付您的关键

业务数据。

端到端网络多样化路径
路径 + 节点/路径多样性

更大的物理安全
电缆穿过拥有智能 

设施监控的自有产业

超低延迟
2 层网络减少了数据传输所需的跳
数，从而使全岛延迟低于 1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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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网络多样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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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连 接

重新定义您认为您的网络可以做什么

使用新加坡首个具有客户门户网站支持的网络功能虚拟化 (SDN-
NFV) 的端到端软件定义网络，来发展您的业务。信息技术经理现
在可以通过自动实时状态更新和提供所有性能完全明晰的统计数
据概览的在线仪表板，轻松构建、扩展和监控他们的网络。

可以在几分钟内，按需配置额外的带宽和其他按使用付费的服务，
使您的业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灵活。

 

只需拖放功能即可方便、灵活、即时地配置您的网络结构。

任何中断都会得到迅速修复。 人工智能可以在网络问题成为问题
之前，检测并解决它们。 每当检测到问题时，流量就会自动重新转
移，而内置的网络安全功能，可以提早检测出网络威胁。

最重要的是，全岛都可以使用商务数字网络。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 5G 

就绪固定网络，可根据您

的特定要求为私有 5G 部

署，提供网络切片功能。 

这意味着您无需为不需要

的功能付费。

提高性能 增强客户体验 安全可靠

实时更新
在几分钟内，开通新的网络服务 

 重新获得控制权
触手可及的网络性能统计和成本跟踪

更快的周转
即时网络图和报价优化网络使用

显示网络运行状况和支出 
概览的仪表板

托管服务
端到端的本地和国际连接管理

自我修复网络
人工智能自动转移流量，以最大限度

地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扩展的灵活性
按需服务和突发带宽 实时缓解

清洁管道功能，使您能够 
检测和防御网络威胁

总是在线的服务
24/7 仪表板可随时 
随地检查您的网络

尖端技术
新加坡首个端到端的 

网络功能虚拟化



我们的边缘运算功能是让您能够在更接近业务数据的数据

中心执行分析。这确保了最佳的应用程序性能和响应能力。

这是因为当物联网设备的密度很高时，它们的性能要求和

产生的数据量会导致网络拥塞。边缘运算代替内部部署

服务器，可以在网络核心之外并更接近最终用户的位置提

供网络资源。由于计算资源更靠近物联网设备，因此无需

将流量一直传输到中央数据中心即可运行。这降低了带宽

要求并提高了性能。

利用我们的分布式边缘运算能力是我们屡获殊荣的物联网

即服务 (IoT-a-a-S) 平台。企业可以利用我们来加快物联网

部署，因为我们为设备管理、连接、边缘运算和物联网安全

提供了一个按使用付费模式的现成环境。它甚至可以从我

们的客户门户网站，按需进行瞬时部署。

分 布 式 边 缘 运 算

更快的分析和决策

SPTEL 物联网即服务的运作原理

监控摄像头 天气传感器 交通摄像头 提升传感器

 SPTel 节点 

使用边缘运算的
最后一里路安全

多协议接入

遍布全岛的光纤网络和
大规模的 SPTel 节点

边缘运算和存储 边缘网关 物联网安保

屡获殊荣的物联网即服务平台

全岛覆盖
为边缘运算连接的数千个遍布全岛的节点

提高响应能力
更低的延迟和增强的应用程序性能，包括具有改
进吞吐量的实时高带宽用例

无需大量的前期投资
基于使用率的端到端物联网管理、连接、 
运算和安全的计费

安全的边缘运算位置
遍布全岛的节点安全且可接入，不归第三方所有

安全设备载入 1

网关管理 4

边缘运算编排 2

多协议设备管理 3
SPTel 

核心网

    仪表板 + 门户网站

数据分析设备管理

客户应用程序SPTel 托管
和监控服务

SPTel 低延迟 
第三层网络



我 们 可 以 如 何 帮 助 您

案例情景

 1  2  3

 5  4 6

  9 8 7

聊天机器人为其部署建议连接解
决方案和物联网即服务。 SPTel 
在勿洛的边缘运算节点使视频分
析能够识别他的贵宾，而无需昂

贵且大量的回程。

通过他的客户门户网站，他选择了
从他的总部到勿洛体育场的连接

服务，然后批准了即时报价。 他可
以实时查看配置状态。

一个活动组织者计划在勿洛体育场
举办一场音乐会，该音乐会也将进行
现场直播。 为了更好地为贵宾服务，
他需要在 2 周内部署一个具有成本

效益的面部识别解决方案。

活动期间，新加坡东部的电缆被
切断，但由于 SPTel 独特且多样化

的光缆管道，活动不受影响。

组织者会立即收到客户门户网站的通
知并提示他增加带宽。 几分钟后，直
播恢复正常。 黄先生收到了按需带

宽的账单提醒。

演唱会的直播吸引了很多观众， 
但意外的流量导致了延迟。

不幸的是，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会破
坏视频馈送。 活动组织者被通知需
要缓解。 选择继续进行缓解后，网
络会解决攻击并恢复视频馈送。

当网络遇到中断时，流量会自动
转移，以确保最佳性能。

活动结束后，组织者会收到一份
数字账单。 他的带宽会自动恢复

到原来订购的。



为 何 选 择 SPTel?

智能网络
新加坡采用网络功能虚拟化定义的

软件的首个商务数字网络

覆盖面广
遍布全岛的节点，使边缘运算更靠近

您所服务的行业、活动和人员

真正的网络多样性
为您的网络提供独特而多样的管道选项

了解有关 SPTel 
的更多信息:

sptel.com

emma@sptel.com

+65 6982 6888



作为 新科工程和新加坡能源的合资企

业，我们利用他们的优势提供独特的

连接和数字服务，以确保您的企业为

未来的机遇做好准备。

我们相信未来的网络必须既可靠又智

能。 这就是我们创建商务数字网络

的原因，该网络是使用网络功能虚拟

化 (SDN-NFV) 定义的端到端软件。

我们的网络以可靠性和多样性着称，

因为我们独特的光缆管道将租赁的新

加坡能源基础设施与我们自建的光缆

管道相结合，并与电缆一起铺设。 我

们的网络架构还确保您的数据采用最

短路径，以取得最佳性能。

除此之外，我们的云代网络配备了智能

功能，可以改变您开展业务的方式。 

人工智能允许它通过自我监控和自我

修复在问题发生之前解决问题。 即时

报价为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而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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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和内置网络安全等网络功能可以

在几分钟内按需配置。

 

我们的智能网络通过边缘云运算能力

得到进一步增强，并通过我们对遍布

全岛的节点接入的支持，来部署多路

接入的边缘运算。 我们屡获殊荣的

物联网即服务平台利用此功能来执

行更接近事物、活动和人员的分析，

以取得最佳性能。

我们有远大的梦想，并促使其实现。 

我们以智能方式工作，始终探索新方

法来解决您的业务挑战。 通过采用

先进的软件技术，我们有信心帮助您

驾驭数据驱动的世界，通过数字化转

型实现业务成功。

联系我们，以体验我们重新定义的

可靠性。

可靠性的优势

关 于 SPT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