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STAR Financial 
 

标题：为农村地区提供安全的交互式金融服务 

 

详细信息：  

 公司名称：STAR Financial 

 行业：银行和金融 

 总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 

 

摘要 

  

公司概况（简要） 

STAR Financial Bank 是一家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的社区银行，因其提供高质量服务、个性化

银行业务解决方案并创新应用技术的文化而闻名。 

  

挑战（要点） 

● 昂贵且不灵活的传统 MPLS 网络 

● 因受传输可用性影响，部署新站点的能力有限 

● 使用视频需要更高级别的带宽，而这会产生高昂成本，又不太可靠 

● 所有专有网络流量必须进行加密 

  

成效（要点） 

● 在迁移期间保护现有基础架构投资 

● 低成本冗余实现了业务连续性 

● 随时随地部署新站点 

● 网络可见性和控制力 

● 加密所有专有网络流量 

● 安全且经过优化的云计算服务连接 

  

正文内容 

  

问题状况 

STAR Financial Bank 为其客户群提供分支银行以及 Kiosk 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通过多种 

形式提供银行服务，例如分支银行、保险办事处、自动柜员机 (ATM) 和交互式柜员机 (ITM)。

公司位于印第安纳州，其大部分客户群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可用带宽有限，这为构建安全 

可靠的银行基础架构造成了障碍。STAR Financial 计划将其服务可用性扩展到更广泛的市场，

这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基于传统设备和连接（例如 MPLS 和路由器）的现有基础架构。  

 

为了继续为客户群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STAR Financial 计划扩大 ITM 的部署范围。ATM 和 

ITM 提供的服务非常类似，但 ATM 不需要人际互动，而 ITM 通过视频连接提供与现场银行 

工作人员的直接互动。由于视频的带宽要求比语音或数据流量更高，因此 STAR Financial  

遇到了网络问题。 

 

为了精简其核心业务的管理，STAR Financial 正在采用 Office365 迁移到云环境，这需要 

持续访问云环境。此外，和所有金融机构一样，STAR Financial 需要遵守网络安全规定， 

该规定要求始终对数据进行加密。  

 



STAR Financial 开始寻找替代解决方案来支持其当前业务和扩展计划。在其现有的传统基础

设架构上增加可用带宽的成本极高。此外，传统基础架构经常会在视频和语音通话期间出现 

故障或长时间延迟。要专注于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创造简洁的视频体验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而 STAR Financial 要求替代解决方案必须可靠、灵活且易于部署。  

 

新解决方案的要求包括：  

 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显著优化带宽以支持视频、语音和数据 

 能够了解和管理网络性能  

 与现有基础架构相比节约成本 

 支持冗余连接以实现负载均衡和故障转移 

  

解决方案选择和实施：LincLogix 和 VMware SD-WAN by VeloCloud 

STAR Financial 向代管服务提供商 LincLogix 寻求帮助，他们已与这家提供商合作了六年来 

管理其基础架构。LincLogix 建议使用 SD-WAN 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它将满足 STAR 

Financial 提出的要求。  

 

选择了 VMware SD-WAN，不仅因为它的功能集、完整的云部署体系架构、加密流量以及 

优化和保护云计算服务连接的功能，还因为它是一项 OPEX 服务，能够创造 STAR Financial 

认为具有吸引力的财务灵活性。  

 

与 LincLogix 讨论之后，公司在一组选定站点上启动了概念证明 (POC)，并在公共网络和专用

网络上运行。很快，STAR Financial 便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包括网络可见性、更高的应用性

能、额外连接选项以及轻松快速的部署。凭借这个成功经验，STAR Financial 决定分阶段在

整个网络中部署 SD-WAN。  

 

在迁移期间保护现有基础架构投资 

STAR Financial 在每个站点对 Cisco 分支路由器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对员工进行培训以通过 

Cisco 认证，这是确保合同和覆盖范围保持最新的标准要求。因此，要从基于路由器的现有 

基础架构中迁移出去，STAR Financial 有些担忧。但是，应用无法在 T1 连接上运行，因此 

会受到限制。他们考虑使用以太网作为替代方案，但因为成本太高而放弃了。  

 

通过结合使用 LincLogix 和 VMware SD-WAN，STAR Financial 能够实现其分支路由器投资

的全部价值，因为 SD-WAN 没有立即替代路由器。SD-WAN 与路由器一同部署，只有当路由

器生命周期终止 (EOL) 时，路由器才会被移除，然后 SD-WAN 将保留下来。在这个使用重叠

期间，STAR Financial 发现 SD-WAN 承担了全部路由功能，因此不需要使用分支路由器来 

执行此活动。此外，STAR Financial 将其 MPLS 网络转变为逐月模式，因此当合同到期时 

可以终止 MPLS 网络，因而在保护现有投资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成本。  

  

低成本冗余实现了业务连续性 

对 STAR Financial 来说，网络连接冗余对于确保 100% 业务连续性而言很重要。在部署 SD-

WAN 之前，公司对在现有 MPLS 基础架构上添加额外线路进行了研究，但很快发现这种替代

方案显然会导致成本飞速增长，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会翻倍增长。  

 

而通过与 LincLogix 和 VeloCloud 的对话，公司确定 SD-WAN 提供了一种经济高效的替代 

方案，可让每个站点使用任意质量的两个带宽连接。VMware SD-WAN Edge 能够使用其动态

多路径优化 (DMPO) 来优化和聚合带宽连接，从而改善所有网络流量传输。VMware SD-

WAN Edge 还可以在出现故障时以智能方式从一个位置故障转移到另一个位置，确保业务持续

进行而不中断。  

 



随时随地安全部署新站点 

由 STAR Financial 提供服务的许多市场都距离很远，这意味着获得任何形式的连接都非常 

困难，能让 STAR Financial 安装新站点的可选择位置也可能会减少。此外，STAR Financial 

的所有核心财务数据都存储在其主数据中心，这要求所有连接都是安全的。  

 

有了 VMware SD-WAN，这就不再是问题，因为它可以使用任何可用的宽带连接以及任何 

连接方式，例如无线、宽带或 DSL。借助这种结构，STAR Financial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 

市场需求随时随地启动新位置。由于 VeloCloud 具有可靠的协议和内置防火墙功能，也可以

确保安全性。 

 

网络可见性和控制力 

VMware SD-WAN Orchestrator 是一个单一窗口管理门户，LincLogix 和 STAR Financial 的

团队都使用该门户来管理网络。网络上的所有站点都连接到 Orchestrator 中，因此团队中的

每个成员都能清晰了解网络性能、确定问题并主动排查问题，以确保业务持续顺畅运行。  

 

通过使用 VMware SD-WAN Orchestrator，STAR Financial 可以针对网络流量的优先级设置

规则，确保始终传输最重要的流量。使用 ITM 后，这项功能非常重要，因为客户已经习惯与

真人互动。如果某个站点的视频组件出现问题，客户便无法获得这种体验。VMware SD-WAN 

Orchestrator 会划分这种流量传输的优先级，并在连接出现问题时提醒 IT 员工。  

 

评论 

 

“我们的客户希望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在管理财务时与真人互动。借助 SD-WAN，我们可以

提供简洁、持续、始终可用的视频连接，让客户和银行工作人员轻松互动。”STAR Financial 

系统和基础架构经理 Brian Avery 如是说。 

 

STAR Financial 网站： www.starfinancial.com/。  
 
LincLogix 
LincLogix 是一家私营企业，已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运营超过 17 年。LincLogix 提供一种 

独立于供应商的技术方法，与客户坐在一起倾听并了解客户的业务，从而更好地设计高效解决方案。

LincLogix 提供独特的方法来满足其客户的信息技术需求。  

 

您可以获得各种供应商管理服务，例如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工程和设计咨询服务，并利用我们

与许多全球、区域和本地电信公司、硬件和软件供应商以及云服务提供商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种混合方法让我们可以提供经济高效的高价值服务，这将为您的公司节省资金并提供专家质量

支持。我们为客户执行审计、合同再协商、账单整合、项目管理、SD-WAN 设计和部署服务、 

云设计和部署服务、网络运营中心服务、传统网络设计、调配以及持续管理等服务。LincLogix  

可帮助您管理信息技术的复杂生命周期。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linclogix.com/.  
 
 
 
 
 

LincLogix 是一家私营企业，已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运营超过 17 年。LincLogix 提供一种 

独立于供应商的技术方法，与客户坐在一起倾听并了解客户的业务，从而更好地设计高效解决方案。

LincLogix 提供独特的方法来满足其客户的信息技术需求。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linclogix.com/。 

 

http://www.starfinancial.com/
http://www.linclogix.com/
http://www.linclogi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