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代VPN TeamLink联天

高效工作  幸福生活

国内第一款纯软件VPN产品

率先采用按需付费模式(SaaS模式)

核心P2P(点对点)技术属国际领先

国内第一款具有穿透内网功能的VPN产品

国内首次将VPN与SBC技术无缝融合

国内首款支持手机应用的VPN

国内首款支持软硬件无缝嵌入的VPN

适用、易用、好用！  随时随地，快速安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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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用户

葫芦岛七星集团

西部中大集团

泌阳县财政局

江苏维维集团

河南南阳盐业局

长春长电集团

开封五一集团

邯郸枫美地产

长春豪邦集团

唐山远大集团

中粮面业

知今教育集团

辽宁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厦门市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利川市电力公司

中海石油化工集团

中国核工业集团

日立医疗（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炳胜餐饮集团

天联与传统VPN的比较05
属性

特点

需要公网IP及固定IP

一次性购买

需要专业技术人员，

现场实施

复杂度高

部分有 

多数为硬件

不能，需借助第三方

产品获取固定IP

大部分不支持（有的

支持，但实施复杂）

需要对内端口

部分支持

对网络环境要求严

格，需借助第三方产

品，成本高

一次性投资成本高、

失败风险较大

实施周期长，成本高

需要专业技术人员

安全性低

移动性差，容易损

坏，有寿命限制

需改动现有应用系统

的IP配置

要访问的每台主机必

须安装VPN软件，管

理复杂，成本高

安全威胁

用户使用不便

适用于任何网络环境，

无需公网IP,无需固定IP

可租用服务（按年）

无需专业技术人员，可

自行实施或远程调试

复杂度低

有，用户可以直接绑定

MAC地址

纯软件

能，即可使用虚拟IP，

也可使用原有主机的IP

支持，可设置局域网内

某台电脑作为代理

无需开放对内端口

支持

适用于任何网络环境，

成本低、实施方便

成本及风险低

不需要专业技术人员，

只需要五分钟即可完成

实施

提供在线管理平台

安全性高

可以装在任何主机上，

移动性极强

用户原来的系统不用任

何改动即可无缝接入远

程网络

可以利用较少的VPN

软件客户端实现整个局

域网的远程接入

安全性高

使用非常方便

特点缺点

传统VPN 天联VPN

优点

网络环境

购买成本

实施复杂度

管理复杂度

业务层权限控制

介质

无缝接入

网状互联

开放端口

支持计算机访问

营销机构：

北京总部

北京总部：010-63701717

华北大区

北京办事处：010-63701717

天津办事处：15026906975

济南办事处：0531-88586297

呼和浩特办事处：18504745277

太原办事处：13835198347

华东大区

上海办事处：021-51876651

南京办事处：025-85262543/85262643

杭州办事处：0571-88992213

合肥办事处：15385893820 

华中大区

武汉办事处：027-87641712

郑州办事处：0371-55671968

长沙办事处：13995668825/15549052122

南昌办事处：13979157270

华南大区

广州办事处：020-85533462/85611013

深圳办事处：0755-86297735/36972603 

东莞办事处：0769-23367346

福州办事处：0591-87272580

南宁办事处：13978622020

西北大区

兰州办事处：0931-2183448

西安办事处：029-86109762

乌鲁木齐办事处：0991-5877587

东北大区

沈阳办事处：024-88616570

哈尔滨事处：18640440370

西南大区

成都办事处：028-69959171

昆明办事处：13888416785

重庆办事处：15213358105



①注： 关于“第三代VPN”

第一代VPN产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VPN接入模式，需要有固定的公网IP接入服务器；第二代VPN产品是对第一代VPN的升级，可

以使用ADSL等宽带拨入互联网的具有动态公网IP地址的服务器作为接入网关；第三代VPN是不需要公网IP或固定IP作为接入网关，在

任何上网方式下都可以立即构建私有虚拟专网，金万维“天联”(TeamLink)率先步入第三代。

天联（TeamLink）是金万维公司推出的第三代VPN技术①，专门针对企业的异地分支机构互联及移动办公需求

全力研发的一款纯软件VPN，产品在易用性、易维护性、低成本等各方面表现非常突出。

天联VPN解决方案向客户提供了一套纵向从总部到分支机构或移动办公用户、横向从用户本身到合作伙伴之

间、对外广域网之间、对内局域网之间完整的信息传输安全解决方案。不仅仅可解决固定边界之间的信息传输安

全，还能够解决固定边界和终端用户之间、终端用户与终端用户之间的信息安全传输，是真正能够同时实现外网和

内网安全的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系统概述01
不同于前两代VPN，天联采用服务运营模式，无需任何硬件设备，服务器由金万维负责运营，用户只需免费下载

安装客户端软件，按年付费或一次性购买，大大降低了用户的购买成本及风险。而且，该系统不受网络接入类型的限

制，真正实现了4A级应用，即: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任何设备、在任何网络环境下安全快速的共享总部各种网络

资源（ERP、视频信息、文档等）。

03 Te a m L i n k部署模式

功能特点02
支持安卓Android、苹果ISO系统上的移动应用

支持基于LINUX硬件设备的嵌入应用

支持NAT穿透，无需公网IP地址

适用于ADSL等各种接入方式，无需固定IP地址

虚拟内网IP访问，确保服务器IP地址隐密性 

防火墙穿透，可部署在防火墙后面的任何Windows主机上

桌面软件形式运行，兼容WindowsXP/2000/2003/Vista/Linux 

对数据传输进行全程压缩、SSL128位强加密

扩展性极强，有效满足企业现在和未来应用需求

单点互联、星状互联多种连接模式确保用户只访问授权使用的应用程序

支持加密狗、Key、身份认证等多种安全认证方式

系统优势04
服务型VPN 即装即用型VPN 快捷型VPN

采用国际领先的P2P技术，不需要

公网IP，也不需要固定IP，适用于

电话拨号、ADSL、小区宽带等各

种网络环境。使用简便、界面清

晰，通常情况下五分钟即可实施完

毕，无需专业知识，用户能够快速

掌握其使用方法。

“软件免费  按需收取服务费”，

天联采用服务运营模式，金万维

负责运营软件服务器端，用户只

需下载安装客户端程序。产品实

施、维护、升级完全由金万维客

服团队免费提供。

天联采用P2P

（Peer to Peer，即点对点）技

术，数据传输过程中经过多重压

缩，而且无需天联服务器中转，

在速度方面优于传统VPN，同

时，金万维采用带宽资源优化加

速方案，重点攻克低带宽下的大

量数据传输、南北互联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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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局域网

互联网

总部局域网

点
对
点
传
输

点
对

点
传

输

... ...

... ...

身份确认

身
份
确
认

身份确认

天联客户端 天联客户端

天联客户端

局域网PC

192.168.8.6
局域网PC

192.168.8.9

企业网关防火墙
192.168.6.1

企业网关防火墙
192.168.2.1

局域网主机
192.168.8.7

OAServer

金万维网关

（防火墙）
互联网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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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VPN 高性价比VPN 跨平台应用的VPN

根据需求每年支付服务费用（也可

以选择一次性购买），终身免费

安装、维护、升级，无 需 承 担 购

买 、 报 废 固 定 设 备 的 损 失 。

全面保证数据、帐号使用的安全

性，吸取了前两代VPN在安全性

方面的优点，同时又超越了其在

安全性方面的保证。

天联VPN支持基于安卓Android、

苹果ISO系统上的移动应用，同

时针对于一些硬件设备（LINUX

系统），也可以无缝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