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服东南亚:泰国與菲律宾

泰国

“2017-2021年数码化政府计划”拟5年内实
现以公民为中心的数码化政府。

菲律宾
• 更适合建立远程服务和联络中心
• 当地电讯条例有待放宽
• 非数据中心和网络服务的理想位置



征服东南亚:新加坡

• 理想地理位置：无自然灾害
• 高标准生活品资
• 专业和系统化商业环境 

• 网络连接
• 先进网络连接全世界
• 众多海底电缆系统落於新加坡

• 顶级基础架构
• Rated GaWC Alpha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 亚洲最网络化国家。(World 
Economic Forum)　

• 电源非常稳定，电信连接良好。
(World Economic Forum)



征服东南亚:新加坡

The Data Center Risk Index identifies 
the top risks likely to affect data center 
business operations. It considers such 
criteria as energy, internet bandwidth, 
ease of doing business, political 
stability, natural disaster and energy 
stability.

Singapore ranks strongly fo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diverse connectivity to 
major APAC markets, its pro-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Source:

在数据中心的业务运营方面，新加坡是10个亚洲配件中最
强劲的市场。



亚洲主要金融中心：新加坡与香港

香港 新加坡

数据中心枢纽

高度可靠基础设施

高度宜居城市

罕见自然灾害 無自然灾害

方便中国两地贸易和资金流动
Hong Kong boasts easy access to 
China's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被视为财富管理中心。是通往东南
亚的主要门户。
Singapore is a gateway to Southeast 
Asia and is seen as a wealth 
management hub

政府視数据中心作为增长领域 积极向国外政府提供扶持土地和
税收优惠的企业



Your Gateway to Indonesia & Beyond
新加坡是通往印尼，东南亚和全球的门户



客户情况：注册用户逾2亿，人均在线时长40分钟

服务区域：东南亚

客户需求

• 用户遍布东南亚，需要满足
不同地域连接的问题；

• 主播分布在全球，需要解决
全球与东南亚用户互联的问
题

• 直播行业特性，需要保证网
络长时间的稳定性，保障用
户体验

方案

• 顶级海外数据中心，全球覆盖，
快速部署；设备代采／清关／托
管／运维全方位

• 全球骨干网专线，及时开通，超
低时延，直通公有云，实现东南
亚与全球互通互联，同时保证网
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客户价值

• 网络稳定，实现不同地区用
户稳定访问，提供用户满意
度

• 凭借Zenlayer的快速部署，
业务迅速覆盖东南亚／美国

• 凭借稳定的网络及快速增长
的海外业务，该客户在同行
业取得领先地位

案例：某直播客户
Case Study 1: One of the largest online video companies in China



客户情况：60个国家游戏榜单top 5，过亿用户，千万日活

服务区域：东南亚

客户需求

• 本地覆盖效果要求高
• 流量突发多，需要稳定的网
络

• ROI要求严格，需要低成本
运维

方案

• 本地覆盖

• 全球骨干网专线互联

客户价值

• 实现海外业务快速部署

• 支撑游戏跨服混战，运营效
果超预期

案例：某游戏客户
Case Study 2: A leading online game developer who develops, operates, and 
publishes online games in globally.



Telin-3 Video



谢谢！
Thank you!





Zenworks Bare Mental 
Cloud

Zenlayer全球产品负责人 Shirley Chen



内容出海的选择，公有云还是IDC托管？

价格怎么样？
服务怎么样？
沟通得用英文吗？
带宽质量如何？
到国内的链路质量怎么样？



Zenlayer提供另外一个选择
Zenworks-Bare Mental Cloud兼具：

• 云的灵活性
• 硬件服务器的性能
• 可靠的带宽质量
• 可与SD-WAN结合使用



2X Inter(R) CPU
E5-2620 v3 @ 2.40GHz

4x16GB DDR4 @ 2133MHz
4 x 600G SAS @ 10KRPM

RAID 0,1,5,10
1 IP Address

100Mbps Uplink Bandwidth

1 x Inter Xeon(R) CPU
E3-1231 v3 @ 3.40GHz

2 x 8GB DDR3 @ 2133MHz
1 x 2TB SATA @ 7200rpm

RAID N/A
1 IP Address

100Mbps Uplink Bandwidth

US$ 99.00

S2

US$ 199.00

M2



操作系统

Ubuntu12.04-86_64

Ubuntu14.04-86_64

CentOS6.5-x86_64

CentOS6.7-x86_64

CentOS7.3-x86_64

Win2008-R2-Ent-EN

Win2008-R2-Ent-CN

Win2012-R2-DC-EN

Win2012-R2-DC-CN

无系统（客户安装）



登录web portal自助开通
选择服务器类型和操作系统
10-20分钟安装后可使用
48小时测试时长
自助支付按月付费
可增加额外的带宽和IP



洛杉矶 华盛顿 新加坡 法兰克福
后续会在SD-WAN所在的全球20个点上部署



1 法兰克福
2 北京
3 上海
4 广州
5 香港

6 台北
7 新加坡
8 东京
9 硅谷
10 洛杉矶

11 达拉斯
12 华盛顿
13 芝加哥

14 深圳
15 马尼拉
16 莫斯科
17 安姆斯特的

18 伦敦
19 孟买
20 雅加达
21 迈阿密



完美联接   幸福生活

洛杉矶
21680 Gateway Center Drive
Suite 350
Diamond Bar, CA 91765
+1 909.718.3558
sales@zenlayer.com

香港
17/F Global Gateway
168 Yeung Uk Road
Tsuen Wan, N.T.
Hong Kong

北京
北京市 朝阳区 100600
建国门外大街 16号
东方瑞景 2号楼 1907 室
+86 010.8517.5386

上海
上海市 闸北区 200043
江场三路 58号 
701室
+86 021.6139.6955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
科苑路讯美科技广场
3栋1323室
+86 010.8517.5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