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斯博IDC将以突出的维护管理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的战略伙伴。 

首尔市瑞草区瑞草洞1710 - 1 SK Broadband IDC中心 

联系电话 : 02 - 593 - 8320 传真 : 02 - 6264 - 8321 

公司简介 

- 2016年rankin.com IDC领域名列第一 

- 2011年引领IDC领域技术革新 

- 2011年被韩国互联网振兴院授予客户满意度第一名 

  韩国斯博  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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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册 名：㈱Korea Server Hosting 

› 执行总裁：赵明来 

› 职员人数：共40名 

› 主要业务：服务器托管 [KSIDC] (www.ksidc.net) 

            域名登记代理 [KSDOM] (www.ksdom.kr) 

                 虚拟服务器 [SOJUNG] (www.sojung.net) 

[公司] 

地址：首尔市瑞草区瑞草3洞1708-10 

           城岩大厦5层 

电话 : 02 - 593 - 8320  

传真 : 02 - 6264 - 8321 

[机房] 

地址：首尔市瑞草区瑞草3洞1710-1  

           SK宽带网络数据中心地下2层 

※ 公司构成图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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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斯博IDC 服务“十诫” 

韩国 E-Business 代表品牌  ㈱Korea Server Hosting 

1 • 我们将像对待自己身体一样对待您的服务器。 

2 • 我们将时刻全身心地关注您的服务器。 

3 • 我们将以高度的注意力回报您的信赖。 

4 • 我们将时刻站在客户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和工作。 

5 • 我们将在繁琐的询问需求之前，考虑该为您做什么，并实施。 

6 • 我们会以始终如一的关怀态度来回应您。 

7 • 我们将努力用我们优异的品质和服务态度抓住您的心。 

8 • 我们将快速掌握客户的要求使您免于漫长的等待。 

9 • 我们将以诚挚、宽容的态度打动您的心。 

10 • 我们将努力以看不见的变化拓宽您的选择范围。 



韩国斯博IDC 服务宗旨  

      作为21世纪互联网业务领先企业，韩国斯博IDC以“客户至上主义”为基础，

在新技术开发和创造价值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企业的价值。韩国斯博IDC不

仅创造了可观的利润，更创造出了优质的服务，在客户和社会中都得到了很

高的评价和认可，是真正的互联网业务先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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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域名客户满意度第一 

为了追究一直为客户主动服务的服务，2009年
韩国互联网振兴院调查了KR域名代理，并授予
韩国斯博IDC，客户满意度第一名的荣誉奖项。 

Rangkey网选为IDC领域Rangkey第一 
韩国斯博IDC在六月四周内被   Rangkey网选定
为IDC领域第一，特此颁发Rangkey Category T
op认证书。 

2011年IDC服务技术革新对象 
2011年韩国斯博IDC在知识经济、教育科学技术、
环境各领域中被认可，并被Money Today选定
为中小企业领域技术革新对象。 

ICANN授顶级国际域名注册机构 
韩国斯博IDC在国际网络地址管理机构ICANN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
es and Numbers）设备、技术和运营能力的审
查后，被授权为顶级国际域名注册机构。 

韩国互联网振兴院（KISA）指定的KR及韩国
域名的注册代理 
韩国斯博IDC在韩国互联网振兴院设备、网络安
装、运营能力和企业信用等级的审查后，被授
权为KR域名代理注册机构。 

韩国域名托管协会注册会员 
韩国斯博IDC，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和为国内
企业提供网络基础设施的同时，参加着韩国域
名托管协会举办的为有效应对整个行业的突发
事项的有关活动。 

中小企业管理局INNOBIZ 
认定为技术革新型中小企业 
INNOBIZ为Innovation和Business的合成，在
实行技术革新的中小企业中，韩国斯博IDC作为
技术革新竞争力的榜样，被中小企业管理局认
定为技术革新中小企业。 

获得隐私保护安全检验合格证 
韩国斯博IDC为了应对情报通信网中有关信息披
露和个人信息外泄的事件，在技术、管理程序、
物理设施的信息保护上进行了安全诊断并检验
合格，在信息保护的信赖度和安全度上都得到
了公认。 

技术保证基金(KIBO)风险认证确认书 
韩国斯博IDC作为中小企业，以新市场的开拓、
先进的技术和独特的创造力，通过技术保证
基金获得风险认证。 

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企业附设研究所认证书 
为了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的进步和符合客户需求
的商品的变化，韩国斯博IDC建立了KSIDC企业
附设研究所，并在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得到
了认证。 

信息通信产业振兴院ASP电子税金清单标准认证 
韩国斯博IDC采用的电子税金清单，符合电子商
务法和附加价值税法的有关标准和程序的规定，
因此在信息通信产业振兴院得到认证。 

与I-PIN及本人认证系统合作 
韩国斯博IDC为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与韩国信用
信息公司合作，采用了具有注册时提供除居民
身份证号码外的其他个人信息的功能的I-PIN和
注册时为了防止盗用他人名义的本人认证系统。 

技术认证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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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介绍 
电源 
机房的电源有两个独立的变电站供电，并由两个不间断电
源（USP）和一台大的应急发电机组成了备用电源，在电源
故障时也可以运行2天。客户的设备以及机房的供电设备全
部受保安的保护，从而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安全畅通的服务。 

空气调节系统 
通过综合的管理系统对全体设备进行实时的监控和管理，
并对各空间的环境进行分析和管理，以为客户们提供最佳
的设备保存环境。 

建筑安全 
客户的资产有四个彻底的安全程序从外部保护着。各程序
有着专门的保安人员和尖端的安全系统来控制出入人员，
以保障资产的安全。 

应急设备 
发生灾害时，尽早的发现灾害并采取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对此，我们安装了最尖端的烟雾探测器和漏水感知系统。
为了及时应对灾害，我们备有自动灭火设备，并有专业的
人员时刻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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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ISP联网现状 
 

韩国斯博IDC是直接使用韩国第一运营商SK的宽频基

础设备的公司，与国外以23.8G的带宽联网,国内各ISP

则以KT - IX 310和SK宽带IDC瑞草二120G，瑞草日产

120G等，总共575G联网，这样就为客户克服了网络

流量带宽的限制，并且保证了能够最好的执行互联网

业务。 
 

 

国际联网现状 
 

不仅是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欧洲和美洲等全

世界都拥有丰富的国际网络联网。 
 

国内外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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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服务区进行分区，能够更加安全有效的对服务器进行管理，并且对选择不同业务的客户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 

韩国斯博IDC 内部工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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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制 

防火墙 

防火墙 

防火墙 

防火墙 

20G 

20G 



服务器托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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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斯博IDC的服务器托管业务是客户的服务器由专业的工程师进

行维护和管理的服务。 

•专业的工程师365天7*24小时全天候对客户的服务器进行监控、管

理和问题解决。这样，客户便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事业。 

•服务器托管业务主要分为：机位出租、机架出租和服务器出租。 

业务概要 

专业的工程师

维护服务器 

365天 7*24小

时全天候系统

自动监控管制 

定期调整,使服

务器保持最佳

状态 

服务器操作系

统的安全补丁

及软件升级 

出现问题时,及

时采取措施并

自动恢复系统 

※ ㈱韩国斯博IDC作为SK的分销商， 还向外销售、出租各品牌主机（INTEL、HP、 IBM 、DELL） 



业务操作流程 

服务器托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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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Level 

  CRM客户管理 

  监控的通知 

  基本防火墙 

  基本附加业务 

  咨询顾问 

Secure 
Level 

Basic 
Level 

  安装/操作支持 

  备份/恢复 

  基本报告 

Secure 
Plus Level 

Secure 
Level 

  Wapple 

  网络防火墙 

Expert 
Level 

Secure 
Plus 
Level 

  IPS的安全控制 

  CDP备份 

  定期报告 



安全服务概述 

 为了保护客户的服务器和网络免受黑客、病毒、蠕虫等各种外部攻击，韩国斯博IDC提供了全面

的安全系统外包业务，365天7*24小时全天候对客户的服务器和网络进行监管。韩国斯博IDC为

客户提供了防火墙、IPS、网络防火墙和DDOS防御等多样的最新服务，以保证客户可以专注于

自己的事业。 

优越的安全服务 

针对客户设备的安全状态，韩国斯博IDC通过实时入侵探测、入侵后应对、逆向追踪方法等先进

技术，为客户提供最佳的安全服务。 

综合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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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安全服务 
安全服务器证书（SSL） 
个人信息和付款信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服务器来收集所有的在线
网站是强制性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防火墙服务（Firewall） 

从公共防火墙到单机防火墙，我们都将保证客户服务器的安全。 

病毒防御 

实时监控系统将提前病毒和间谍软件的将提前阻断病毒的入侵。 

VPN服务 
虚拟专用网(Virtual Private Network)如同名字一样，是能够让
您可以拥有并操作的网络服务。 

垃圾邮件过滤 

高达98%垃圾邮件筛除率，误差为0%的韩国斯博IDC垃圾邮件过滤程
序。 

网络防火墙 

检测网络源的安全漏洞，并阻断攻击的服务。 

安全漏洞分析 

提前检查系统和网络的安全漏洞，以预防黑客攻击的服务。 

安全控制系统 

客户专用IPS F/W安装管理，监控并提供支持服务的安全管理服务。 

DDOS防御 
对于恶意黑客用大量的感染了恶意软件的僵尸电脑，让特定的网站
瘫痪的攻击，韩国斯博IDC运用了专门的防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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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防护服务配置 

实时通知（邮件、SMS） 

10G Backbone Route(Cisco 6509-Sup720发动机) 

(UPD,ICMP 等大流量攻击拦截) 

10G DDOS Protection Firewall 

(Get Flood,CC Attack,Syn等 TCP变种攻击拦截) 

入侵防御系统（Firewall） 

(其他不必要的port拦截及三重过滤) 

Giga Switch 

(为客户提供1G千兆端口) 

客户服务器 

(网络、电子函件服务器等，客户真正的服务器) 

KSIDC DDOS 防护服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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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服务配置 

※用客户专用的防火墙，建立独立的适合客户的安全环境，并提供管理、监控及应对服务的安全服务。 

安全服务配置 

▼客户网络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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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基本附加业务 

网络登录 

分析 

服务器 

构建 
服务器/ 

数据迁移 

服务器  

托管业务

（BASIC） 

千兆 

防火墙 

KSPANEL 
1G 

邮箱账号 

10个网络 

DNS 

三阶段 

监测警报 

KR 域名 
优惠券  
一张 

10G 

备份空间 

实时通信 

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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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业务  
服务器管理工具 
提供能够轻松控制复杂的Linux 
服务器的服务器管理工具。 

备份/还原服务 
为了提前预防因设备故障、破损 
等造成的损失及丢失，而提供的 
备份还原服务。 

技术支持服务 
用低廉的价格完成，因服务器故 
障或工作需求，而需要的重新安 
装基本操作系统或服务器的操作。 

软件购买/租赁 
用低廉的价格购买或租借服务器 
所需的操作系统及软件。 

服务器资源检查 
通过将检测到的服务器的现状及 
性能的综合信息做成图表，来展 
现服务器的即时状态。 

负载均衡 
因用户过多或想要一台不会死机的 
服务器，建议使用负载均衡服务。 

视频流式传输 
提供能够同时抵挡视频文件实时 
再生及擅自连接防冒牌视频的绿 
色视频流安全服务。 

CDN服务 
将同样的数据分布于多个IDC ISP， 
以得到更快的下载速度的服务。 

VNP服务 
在公共通信网基础设备下使用通 
道协议，而构建安全的虚拟专用 
网络的服务。 

DDOS防御 
使用韩国斯博IDC的DDOS安全系统， 
完美的防御TCP,UDP等大量DDOS 
攻击。 

数据库托管 
不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库，但不 
得不额外的构件服务器时，请使 
用数据库托管空间。 

实时广播服务 
通过实时广播服务，实现视频 
的实时广播。 

垃圾邮件过滤 
通过过滤硬件事前将病毒及垃圾 
邮件过滤。 

安全控制服务 
使用最新UTP(IPS)设备提供从基 
本防火墙到侵入探测和切断的服 
务。 

安全服务器认证（SSL） 
使用256位加密/解密，防止个人 
信息的泄露，并建立安全通道， 
保证电子交易的安全。 

病毒防御 
实时监控和封锁病毒和间谍软件 
等，从而提高服务器的安全性。 

网络防火墙 
对使用网络漏洞如SQL Injection 
等的黑客，事先进行阻断。 

漏洞分析 
为分析和报告网络、系统的漏洞， 
而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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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斯博 IDC将虚心听取客户的需求和意见，并尽最大的努力令客户满意。 

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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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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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ftforum.co.kr/
http://www.madsmart.co.kr/
http://ios21.co.kr/ios21/index.asp
http://frontiertimes.co.kr/
http://www.xener.com/
http://semanticrep.com/
http://www.stormedu.com/
http://www.coopmkt.com/
http://quicket.co.kr/
http://www.gamemily.co.kr/
http://gamefocus.co.kr/
http://www.ssac3.com/main.do
http://milkcocoa.net/
http://gepsmall.co.kr/
http://www.yeram.co.kr/
http://www.sidaegosi.com/
http://www.stway.net/
http://www.smenglish.co.kr/
http://www.coocha.co.kr/
http://www.japansisa.com/
http://www.daisomall.co.kr/
http://www.chosunmagazine.com/
http://www.kiep.go.kr/
http://www.kofoti.or.kr/
http://www.smch.co.kr/
http://kpaa.or.kr/
http://www.lh.or.kr/
http://www.mmaa.or.kr/main.action
http://san.cau.ac.kr/
http://www.flowgamez.com/
http://www.wdro.or.kr/
http://www.kmaca.or.kr/
http://www.kscfcac.co.kr/
https://www.pschair.co.kr/
http://hrdknou.com/
http://www.ydp.go.kr/main/main.do
http://www.dh.go.kr/
http://www.sokcho.gangwon.kr/
http://www.pasteur.co.kr/
http://kordi.re.kr/kordi_web/main/
http://www.koreaaero.com/
http://korvafamily.com/
http://www.loveaid.org/
http://www.seoulsportal.or.kr/
http://www.rapa.or.kr/design/index.asp
http://dubitn.com/index.php
http://www.techart.or.kr/
http://www.maniker.co.kr/


※ 目前有1000多家企业正在接受本公司的服务 

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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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osettastone.co.kr/
http://wangjahanger.com/
http://kocom.co.kr/
http://www.poriter.com/
http://thecheat.kr/
http://bugokhawaii.co.kr/
http://olaworks.com/
http://wowform.com/
http://www.jfm.or.kr/
http://seokang.com/
http://www.kolonbenit.com/
http://kepa.or.kr/
http://worldvision.or.kr/
http://gemmir.com/
http://haja.net/
http://www.infopub.co.kr/
http://www.carzen.co.kr/
http://www.seoulnoin.or.kr/
http://www.me2on.com/
http://mnbpro.com/
http://shop.joongang.co.kr/
http://www.chungchy.com/
http://korvafamily.com/
http://onionmap.com/
http://sunatfood.com/
http://forever21.co.kr/
http://www.twinkids.co.kr/
http://www.3000jigyo.com/
http://idoflux.com/
http://kbndcard.com/
http://www.dongbangsystem.com/
http://www.ocamall.com/
http://www.kantukan.co.kr/
http://www.rekoo.com/


※ 阅读到此，我们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谢。 

致谢 

“值得信任的企业 韩国斯博 IDC” 
 

㈱韩国斯博 IDC作为一家专业的托管公司，于2002年3月 

以其创新的虚拟服务器技术为基础，优质的服务和卓著的 

信誉为目标而建立。 

 
创新、信任、正直、差别 
虚拟服务器、服务器托管服务从开始到现在，在众多同的 
企业中得到认可并脱颖而出。 
 
不只在目前托管的领域，还有在优秀人员的开发和优秀风 
险投资企业的战略合作，致力于系统开发及解决方案开发 
的领域，都保证了能够为客户提供所需的多种服务。 
 

B2C,B2B,CLUSTER,MOBILE,CRM,NTS 
并不是急于在价格、性能、速度、所需安全性、迅捷的客
户支持及客户满意度上做到最好，而是成为能够同客户一
起成长，最终实现客户的梦想的能够长久运营的企业。 
 
我们是，时刻站在客户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和工作的诚挚的 
企业， ㈱韩国斯博IDC公司。 

韩国 E-Business 代表品牌  ㈱Korea Server H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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