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简介
利用数据分析时代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旗下公司 Aruba，我们相信最为多变
的客户体验发生在网络边缘——办公室、医院、学校和家里。边缘无处
不在，各种任务在这里完成，网络中的用户、设备和事物会生成各种
数据。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提供安全的边缘到云网络解决方案来帮助客户利用这些机
会。我们可以使用基于 AI 的机器学习来交付更简单、更快速、更自动化的网

Aruba 概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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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Hewlett-Pack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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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收购 Silver Peak

络，进而对于数据进行分析，以帮助企业的业务蓬勃发展。

2020

ARUBA 核心方案

总部

Aruba 可采用云原生方法来帮助客户满足园区、分支机构、数据中心和远程工作人员环境中的连接
性、安全性和资金要求，可涵盖有线网络、无线 LAN 和广域网 (WAN) 的所有方面。

ARUBA 核心价值
我们始终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

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

收入
30 亿美元

服务地区
美洲、欧洲、中东、非洲、
亚太地区和日本

我们不是为了技术而开发技术 - 我们所做的一切始终以客户为中心。

员工数量
我们勇于创新，不会固守成规

7,000+

我们从来都不是传统的网络公司我们会不断提出问题，突破界限，并制定全新的成功方案。

股市代码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我们是最大的小公司
多年来，我们一直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客户、员工和供应商，同时保持敏捷性并领先于市场
变化。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
HPE，是一家 S&P 500 公司

公司简介

为何选择 ARUBA

AI 专业技术

行业认可

公认的行业领导者

我们独有的 AIOps 解决方案可产生基于大量数据

被 Gartner

的最可靠的结果，这些数据可以训练机器学习模

在 2020 年有线和无线 LAN 接入

型、领域专业知识、可操作的数据分析，还可向

基础设施魔力象限报告中评选为

超过 100,000 名客户提供可信的 AI 解决方案，进

“领导者”。Aruba 连续 15 年

而广受赞誉。

荣获领导者称号1。

我们的数据分析最多可将解决网络问题所需的时

在 2020 年 Gartner 有线和无线

间减少 90%，最多可将网络容量增加 25%，无需

LAN 接入基础设施关键能力报告

添加额外硬件。Aruba AIOps 解决方案可分析和

所有 6 个用例类别中均获得最高

识别网络和用户行为异常，并以超过 95% 的准确

评分。

凭借 HPE 的实力，Aruba 一直被行业分析师公
认为 Wi-Fi、交换、有线和无线 LAN 接入以及
SD-WAN 基础设施的领导者。
世界上最重要的组织依靠我们的解决方案来推动
跨园区、分支机构、数据中心、家庭办公环境和
安全敏感型环境的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基于前瞻性思维的创新
我们的创始人于 2002 年创建了 Aruba，将无线

率实施纠正措施。
IDC

网络确立为企业的主要安全接入技术，并帮助客

Aruba AIOps 还可收集和分析来自超过 100 万个

户利用这一转变。

无线、有线和 SD-WAN 设备和位置的匿名遥测

在 2019 年 IDC MarketScape 全

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快速识别和解决网络问题，

球企业 WLAN 报告中被评选为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节省时间和资金。

“领导者”。

2014 年，我们开创了一种云交付架构，为我们
下一代采用 AI 技术的云原生网络服务套件奠定了
基础。

该网络现在可作为服务使用

2020 年，我们推出业界首个突破传统网管局限的

Aruba 可提供全面的网络即服务 (NaaS) 功能，

FORRESTER

云原生平台 Aruba ESP（边缘服务平台）。Aruba

可帮助企业管理和减少长期资金支出，并可在业

在 Forrester New Wave：无线解

ESP 可从云端提供采用 AI 技术的运维、预配置、

务需求发生变化时进行灵活调整。

决方案，2019 年第 3 季度报告

编排、安全、SD-WAN 和定位服务。

边缘到云安全
移动性、IoT、数字化转型和远程工作加剧了安全
挑战。Aruba 可提供内置安全性，作为零信任和

通过类似云方案的使用模式，Aruba 的 NaaS 允

中被评选为唯一的“领导者”。

许您使用并有选择地外包整个生命周期的企业网
络部署任务，所有硬件、软件、许可证和服务都
以通用方式或订阅产品的形式交付。

HOT COMPANY

Aruba ClearPass 获得 2019 年

安全接入安全边缘 (SASE) 架构的基础，进而将应

通过 HPE 的资金支持，以及我们庞大的 Aruba 渠

Hot Company： 网络接入控制

用于校园和分支机构网络的安全管理方案扩展到

道合作伙伴网络，HPE GreenLake 成为我们的

(NAC) 和市场领导者：自带设备

家庭和远程工作地点和云端。

优质 NaaS 方案。它可以对 Aruba 在网络设计、

(BYOD) InfoSec 奖。

除了提供设备发现、身份验证和基于策略的接
入实施之外，Aruba 还可提供全面的 SASE 支持

部署和企业网络日常运维管理方面积累的二十年
的专业知识加以利用。

CRN

并与 150 多个第三方安全解决方案进行集成。

此外，Aruba 专家会处理所有软件更新、监控、

CRN 企业网络基础设施、企业

通过实施基于云的安全服务，组织可以选择一

故障排除、停止运行和使用周期结束支持，从而

无线 LAN、SMB 网络 ARC 奖得

流的 SASE 解决方案，包括 SD-WAN、LAN 和云

减轻组织的负担。

主，企业网络安全第二名。

方案。

1

Aruba Networks 15 年来的评选结果包括 2015-2020 年（6 年）HPE (Aruba) 被纳入有线和无线 LAN 接入基础设施魔力象限报告，Aruba 于

2012-2014 年（3 年）被纳入相同的魔力象限报告，2006-2011 年（6 年）被纳入无线 LAN 接入基础设施魔力象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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