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在此起航
互连您的未来



Equinix 响应非常迅速，积极主动。通过 

Cloud Exchange 来交付服务，对于使用多种

云解决方案的大型客户而言尤为实用，现在我

们能更高效地进行监控。”

与 Equinix 合作非常棒。它可确保我们自有

的和运营的云基础设施始终处于高性能的环

境中，同时又能加快我们与公共云的互连，

并直接连接到 Microsoft Azure 之类的公

共云，这一切可使我们扩展业务而无需扩大

我们自有和运营的基础设施。”

与 Equinix 携手合作，在发展公司业务、扩大全

球版图并以更优的性能和可靠性为客户提供服务

方面，可谓一项更快、更好、更便宜的战略。”



 界正在数字化，而数字化正在改变各地公司开展业务的方式。传   

 统的 IT 架构并非针对这个连接日益密切的世界所设计。公司必

须重新架构其 IT 以适应人力资源中心和数字生态系统交汇的数字前

沿。作为世界领先企业的全球互连平台，Equinix 提供了一条经过验

证的前进之路。

我们在全球互连程度最高的数据中心内将众多企业与他们的客户、员

工以及合作伙伴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数据中心平台提供接入行业生态

系统、卓越互连和全球市场的通道。它是协作、创新和实现动态新型

数字商业模式的场所。Platform Equinix® 正是数字业务达成的地方。

您的数字业务平台
商机就在这里连接™

200+  
全球数据中心

52 
市场

270,000+
交叉连接*

9,800+
客户

99.9999%
可靠性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指标均为2017年第四季度。



历史、 
互连案例
和关键属性

QUINIX成立于1998的创始愿景是给全球网络提供一个运营商中立的流量
交换平台，并实现推动互联网出现革命性增长的互连。如今，数字化革命

正在改变全球业务。增长取决于能否在现实和数字世界交汇的数字前沿拥有新
的能力。Platform Equinix 是全球顶级公司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地方。成为数字企业，在数字企业大军中竞争并实现成长，一切尽在 Platform 
Equinix。

唯有 PLATFORM EQUINIX® 提供创建数字企业所需的全球业务覆盖、高密度生
态系统、互连解决方案和行之有效的专业知识。我们对扩张和创新的不懈追求已
然促就了一个平台，在这里，您的数字业务可以开始壮大，同时保持敏捷并持续
繁荣。 

我们开发了一种策略 ，即 Interconnection Oriented Architecture™ 
（互连导向型架构，IOA™），它使用 Platform Equinix 上可用
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让您能够以数字企业的身份运营和扩
展。IOA 策略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且可复制的架构框架，将您的 
IT 带入现实和虚拟世界交汇的数字前沿，以安全的方式将您连接
至人员、位置、云和数据。实施此策略的结果就是，您将获得竞
争所需的低时延、高性能的连接。我们的《IOA 手册》会指导您
如何实施 IOA 策略和开展数字业务。 

EQUINIX 拥有 1,700 多个网络和 2,900 多个云及 IT 服务提
供商，包括 Amazon Web Services、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 Platform、IBM SoftLayer、Oracle Cloud 和 VMware 
vCloud Air。这给您提供了当下数量最多的选择，确保了在未来
访问您所需人员、服务、数据和地点的灵活性。

我们投资了 210 亿美元 ，在五大洲 52 个市场超过 200 个全
球数据中心扩展我们的平台。这项投资可以让您专注于增长，因
为您知道：您运营和打造数字化企业所需的互连、生态系统和基
础设施均已就位。

我们一直在创新，为您带来竞争优势，让您总能快人一步。无
论我们是为海底电缆系统开创新的部署模式，为客户提高性能
和降低成本，还是正在迎接存储、硬件和软件定义的网络领域
的下一波创新，我们始终以您目前的业务目标和未来的可能前
景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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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nix 深受全球众多大规模、重创新
的公司信赖。财富 500 强企业中有三分
之一是 Equinix 的客户。

全球超过 9,800 家企业汇聚于 Platform Equinix，已构建出一系列行业生态系统，包括云、网络、金融服务、在线广告、内容以及数
字媒体和娱乐。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不断提供最新的解决方案，同时集聚大量的潜在合作伙伴和客户。



解决方案和服务

EQUINIX 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具，
可帮助您创建和拓展业务。我们经验丰富
的专业人士正就转型项目为领先的全球性
企业提供支持，并且清楚哪些策略、设备
和 IT 架构最适合您的业务目标。我们的解
决方案能提供安全、无缝交易所需的贴近
性和连接。 

使用 EQUINIX DATA HUB™ 将数据置于所
需之地，让您能够将大量数据存储在其创
建之地，同时又贴近用户、应用程序、分
析和云及网络提供商，以便获得充分利用
大型数据 数据和物联网 (IoT) 所需的快速
访问和洞察力。

EQUINIX PERFORMANCE HUB™ 将 IT 
资源带至数字前沿，在这里客户、员工和
合作伙伴汇聚于数字生态系统中，实现与
数字企业所需的人员、位置、云和数据交
换中心的高性能连接。

DIRECT CONNECTIONS（交叉连接）
提供速度、安全性和控制能力，我们在全
球已安装了超过 27 万份* Equinix Cross 
Connect，这样您就可以与员工、合作伙
伴和客户进行私人的一对一的联系。同
时，Equinix Cloud Exchange Fabric™ 提
供从单个物理端口至多个云服务提供商的
软件定义的直接连接，给予您随时随地访
问所需任何服务的能力。

EQUINIX 专业服务部 (EPS) 知道客户
完成复杂的 IT 基础设施变更、网络转型
和混合及多云部署，从而更快实现业务成
果。我们的云和网络专家可帮助您最大化 
Platform Equinix 的功能，为您提供当下决
策所需的洞察力，并为明天做好准备。我
们的专家还拥有数十年的数据中心规划、
设计和管理经验。我们将帮助您创新、运
营并最终获得成功。

GLOBAL SOLUTIONS ARCHITECTS™ 
（ 全球解决方案架构师）是具有广泛技术
和行业经验的专家，可帮助您设计和部署 
IT 解决方案，并持续承诺最大限度地提高
您的 IT 能力和业务回报。

THE EQUINIX MARKETPLACE 是
为客户提供的免费服务，将您与我们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change™ (IBX®) 
数据中心内及周边市场内的丰富的行业生
态系统以及高素质的买卖双方联系起来，
帮助您创新和发展业务。

我们的 SOLUTION VALIDATION 
CENTERS™ （解决方案验证中心）是真
实的环境，在这里，您可以在部署前对 IT 
基础架构、网络、云和数据中心计划进行
测试和微调。通过这些全球最先进的设
施，您不仅能够验证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
设计，同时降低风险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成
本效益。

当您无法到场时，通过 Equinix Smart 
Hands™ 服务，我们可以帮忙，该服务提
供远程管理、定制安装和设备故障排除协
助，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每年 365 
天，从不懈怠。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CHANGE™ (IBX®) 数据中心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承诺永
不停电，这是我们作出的最重要的承诺之
一。我们行业领先的平均正常运行时间为 
99.9999%，这是我们践行诺言的明证。

我们保证，以 100% 清洁和可再生的能源
为全球所有数据中心提供电力。这促使我
们寻求创新的方法来降低碳排放量，同时
推动业务发展，从而更好地支持客户的可
持续发展。只有我们现在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未来我们的星球才能持续繁荣。

最先进的安防措施可保护每个 EQUINIX 设
施免受人或自然的侵扰。访客必须经历五
层安检才能进入客户的机笼。摄像头监控
着每个出入口，外墙和门一律采用防弹材
料，设施经精心设计可承受爆炸、洪水和
地震。

我们将自己的设施称为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change (IBX) 数据中心，这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客户安放 IT 之所。它们是全球平台的
基础，在这个平台上，您可以交换信息和想法，并接入构建和发展数字企业所需的互连网络。

与 EQUINIX 专家聊一聊我们的全球平台如何能帮助您从数
字企业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未来，从这里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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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quinix
Equinix, Inc.（纳斯达克代码：EQIX）在互连程度最高的
数据中心内将全球领先的公司与他们的客户、员工和合作
伙伴连接在一起。在遍及五大洲的 52 个市场中，Equinix 
汇聚了众多旨在拓展新机遇并加快各自业务、IT 和云策略
发展的公司。

在企业商业模式变得日益相互依赖的数字经济中，互连是
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Equinix 运营唯一的全球性互连
平台，其所催生的新机遇只有在众多公司汇集一处时才有
可能出现。  

全球总部 
Equinix, Inc.
One Lagoon Drive
Redwood City, CA 94065
USA
 

 +1.650.598.6000
info@equinix.com

欧洲总部 
 Equinix (EMEA) BV
Rembrandt Tower
Amstelplein 1
1096 HA Amsterdam
Netherlands

+31.20.754.0305 
info@eu.equinix.com

亚太总部

Equinix Hong Kong Limited
Units 6501-04A & 6507-08, 65/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852.2970.7788
info@ap.equi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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