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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有限公司、支流科技、滴滴云计算有限公司、火山引擎、NEO4J 瑞
典公司、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杭州默安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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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些年开源技术已成为新技术领域主流技术路线，开源软件具备
公开可获得的特性，为用户企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用户企业的研发
运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寻求基于开源软件形成商业解决方
案、提供云服务或提供服务的开源供应商成为用户企业当前迫切的一
项需求。本名录为第一批开源供应商名录，共收录 26 家开源供应商
（正文材料企业展示顺序按照首字母排列），前期通过公开征集、材
料审查等步骤，为用户企业提供尽可能真实有效的信息，降低用户企
业提高开源供应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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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开源供应商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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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开源供应商产品列表

产品类型
云计算

企业名称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联通软件研究
院

产品名称
TECS（Tulip Elastic Cloud
System）
中国联通天宫云平台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
份公司
上海云轴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FitCloud 云网一体解决方案

北京轻元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火山引擎

产品基于的开源项目
OpenStack、OVS、KVM、Ceph、Docker、Kubernetes
Kubernetes、Mesos、Marathon、Docker、Linux、
Centos、Ceph、Prometheus、Alertmanager、Grafana、
Etcd、MySQL、MongoDB、HBase、MariaDB、Redis、
Hive、Spark、Zookeeper、HDFS、Harbor、Kafka、
Spring Cloud、Istio
SpringCloud、Vue、OpenStack、KVM、Kubernetes 、
Ceph、Prometheus
OpenStack、Docker、Kubernetes

浪潮云 ICP 平台
ZStack 私有云、ZStack 混合云、
ZStack Mini 边缘计算一体机、
ZStack CMP 多云管理平台、ZStack
企业级分布式存储以及 ZStack 信创
云平台
数据云服务平台

ZStack

KubeSphere 容器平台

Kubernetes

普华虚拟化平台软件 V4.3
（VMServer V4.3）
火山引擎机器翻译解决方案

KVM、QEMU、Libvirt

docker、kubernetes

LightSeq、m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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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互联宽带
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21vCCS

天津卓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天津卓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
有限公司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
有限公司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
有限公司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
有限公司
红帽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
红帽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
红帽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
广西梯度科技有限
公司
广西梯度科技有限
公司
网易数帆

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

OKD、CEPH、 MySQL、 Redis、 Elastic Search、
GlusrerFS、 zookeeper、
Prometheus、 grafana、 skywalking、 CEPH
OpenStack

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

Kubernetes

BeyondContainer 容器云

kubermetes、docker

BeyondMicroService 微服务治理

Spring Cloud / Dubbo / gRPC / Istio

BeyondCube 超融合

openstack

BeyondMesh 服务网格治理平台

kubernetes、Istio

红帽 OpenStack 平台

openstack, linux kernel, kvm, libvirt, ovs,
manageiq
Kubernetes

Red Hat OpenShift Container
Platform
红帽 Ceph 存储 /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存储 / 红帽 Gluster 存储
智能云平台

ceph, rook, gluster
Kubernetes+docker

云管理平台

SpringCloud

轻舟容器平台

Kubernetes，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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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中间件

网易数帆
网易数帆
网易数帆
网易数帆
网易数帆
上海跬智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Kyligence Inc.)
NEO4J 瑞典公司
（Neo4j Sweden
AB）
深圳支流科技有限
公司
红帽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
红帽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
红帽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
网易数帆

轻舟微服务框架
轻舟 Service Mesh
轻舟 API 网关
轻舟日志服务 LogSeer
轻舟 Kubernetes 增强套件
Kyligence Cloud

Spring Cloud，Dubbo，gRPC
Kubernetes，Istio，Envoy
Kubernetes，Istio，Envoy
Filebeat
Kubernetes，Docker，Cilium
Apache Kylin, Apache Spark, Alluxio

Neo4j 图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

Neo4j Community Edition 4.2

Apache APISIX

Apache APISIX、Nginx、etcd

Red Hat Runtimes
Red Hat Integration

WildFly，Tomcat，Infinispan，ActiveMQ，Keycloak，
OpenJDK，Quarkus
Camel，3scale，ActiveMQ，Kafka，Camel K，Debezium

Red Hat Process Automation

jBPM，Drools

轻舟中间件

滴滴云计算有限公
司
滴滴云计算有限公
司

滴滴 Logi-KafkaManager

Kubernetes，MySQL，Redis，Kafka，Elasticsearch，
RocketMQ，RabbitMQ，ZooKeeper
Kafka

滴滴 Logi-ElasticsearchManager

Elastic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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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操作系统

开发框架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UCloud 智能大数据平台 USDP

天津卓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卓朗朗数大数据中台软件

天津卓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广西梯度科技有限
公司
网易数帆

朗图数据可视化软件

Flink、Flume、Hive、Impala、Kylin、Livy、Phoenix、
Presto、Spark、Sqoop、Tez、YARN、Elasticsearch、
HBase、HDFS、Kafka、Kudu、ZooKeeper、Hue、
KafkaEagle、Kibana、Zeppelin、ZKUI、Airflow、
Oozie、Ranger、Atlas、Prometheus、Grafana、
Alertmanager
hadoop-2.8.3，hive-2.3.7，spark-2.3.2，flink1.10.0，zookeeper-3.4.6，elasticsearch-7.6.1，
flume-1.9.0，sqoop-1.4.7，hbase-2.1.0，kafka-1.1.0
开源软件 mysql、redis、robbitmq

大数据平台

Hadoop

有数大数据平台

上海跬智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Kyligence Inc.)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红帽软件（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一流科技有限
公司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
有限公司

Kyligence Enterprise

Hadoop，Spark，Flink，Impala，HBase，Kudu，
Kubernetes
Apache Kylin, Apache Spark，Apache Hadoop，Apache
Calcite 等

中兴新支点安全服务器操作系统
V5.0
红帽企业级 Linux

CentOS 7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

OneFlow

BeyondDevOps 平台

spring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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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纳讯动软件
有限公司
易企天创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易企天创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易企天创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安全

其他

苏州棱镜七彩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悬镜安全
深圳开源互联网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默安科技有限
公司
易企天创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易企天创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易企天创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IBM

BeyondAPI 网关

KONG

ZUI 前端框架 ( www.openzui.com )

Bootstrap、jQuery

MZUI——基于 Flex 的 UI 框架
( www.openzui.com/m/ )
ZenTaoPHP 框架
( devel.easycorp.cn/page/zentaop
hp.html )
开源安全治理工具 FossCheck、左移
开发安全工具 FossEye、开源许可证
治理工具 FossLicense。
源鉴 OSS 开源威胁管控平台
开源组件安全及合规管理平台

jQuery

默安科技雳鉴软件成分分析系统

/

禅道项目管理软件
( www.zentao.net )
ZTF 自动化测试框架 ( ztf.im )

Apache/Nginx、MySQL/MariaDB、PHP

ZenData 通用测试数据生成器
( www.zendata.cn )
开源远程托底服务

Golang、Vue.JS

Apache/Nginx、MySQL/Ngnix、MySQL/MariaDB、PHP

/

/
/

Golang

详情见 IBM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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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企业名称：北京轻元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北京轻元科技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由美国微软、VMWare 云计算专家归
国成立的高新科技公司，国内首批容器 PaaS 平台服务商，致力于以国际先进的
云平台、大数据产品和服务，赋能国内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升级转型。

1. 成立背景
目前数字化升级转型方兴未艾，在新基建大政策下的云、大数据、AI、工
业互联网等正处于蓬勃发展中，各个行业都在不同层度地推进向这个方向的发
展。如何赋能传统行业完成这个转型，真正实现业务和数据的落地，成为时代
重任，并为发展智能化业务带来发展机遇。轻元科技聚焦于重塑传统企业信息
化架构，将积极探索在多云环境下企业数字化改革的内源动力，帮助企业实现
管理变革。

2. 公司业务简介
轻元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打造安全、稳定、易用 PaaS 平台产品：包括微
服务架构、DevOPs，实现传统行业应用向在线互联网服务模式转型，提供 24*7
的高可用服务能力以及弹性伸缩能力，研发基于云平台的行业业务、数据中
台，形成全局统一云平台、统一能力中心、统一服务架构、统一数据治理模
型、统一应用框架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同时专注于行业通过轻元先进的云、大
数据平台之上的落地能力，真正实现传统行业数字化升级转型，实现资源共享
与服务增值。通过打造平台服务订制化、业务微服务改造、运维服务及业务大
数据可视化的全方位数字效能提升，实现平台量身定制和开发合适的云计算策
略，满足企业业务目标和特定需求，从而真正将前沿科技力量赋能到实体经济
变革之中。

2. 公司服务客户
公司先后服务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电网、北京公安、中国人保
PICC、北京燃气等几十个政府和行业客户，不仅是国家及中关村高新技术企
业，而且还成为腾讯、华为等知名企业的合作伙伴。

二、产品介绍
近年来保险行业在严监管、强合规的大环境下快速转型，利用科技平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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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传统业务模式的痛点，为传统保险业务的互动、销售、服务、增员、体验等
痛点提供迎刃而解的方案。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保险行业
的生态。保险行业全面上云，可以有效解决系统转型过程中的痛点问题，加快
保险机构新一代 IT 系统构建的步伐,促进金融行业自身业务和服务水平的提
升，实现创新发展。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流量爆发性增长，促销时交易量巨大；
2) 核心系统压力大，难以支撑千万计的高并发流量；
3) 核心系统容错性较差，易出错，运维成本高，错误定位修复难。

1. 产品总体介绍
数据云服务平台是一个基于主流的容器技术 Docker 和 Kubernetes 构建的
云平台。基于 Docker 和 Kubernetes 开源项目，数据云服务平台已有 4 年的发
展历史，其最早的定位是一个应用云平台（PaaS）。在容器时代来临之际，在深
知容器将成为主流技术发展方向后，轻元科技快速的拥抱了容器，并推出了市
场上基于 Docker 及 Kubernetes 的 PaaS 容器云解决方案。
通过数据云服务平台，企业可以快速在内部网络中构建出一个多租户的云
平台，在这朵云上提供应用开发、测试、部署、运维的各项服务。数据云服务
平台在一个平台上贯通开发、测试、部署、运维的流程，实现高度的自动化，
满足应用持续集成及持续交付和部署的需求；满足企业及组织对容器管理、容
器编排的需求。通过数据云服务平台的灵活架构，企业可以以数据云服务平台
作为核心，在其上搭建一个企业的 DevOps 引擎，推动企业的 DevOps 变革和转
型。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R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云计算
产品一：数据云服务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docker、kubernetes
产品功能介绍：
主要为了承载业务应用，实现 IT 融合、应急响应、敏捷开发、应用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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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认证、弹性伸缩、异常迁移、环境一致性、高可用、网络隔离、资源配额、
日志收集、健康检查、监控告警等能力，并且通过采用微服务架构、DevOps 方
法等更好的构建企业的服务中台。
产品性能介绍：
性能分两个方面，一是平台的性能需求，另一个是服务的性能需求。平台的
性能往往决定着其上部署的单个服务实例的最大性能。平台的性能往往取决于平
台基础设施资源的能力，也就是平台的硬件设施配置。另一方面，服务的扩展能
力，负载均衡能力也是实现高性能的重要方式。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车辆信息库系统和数据字典服务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PICC P&C，简称“中
国人保”，下同）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于 2003 年 7 月由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公司发起设立的、亚洲较大的财产保险公司，注册资本 122.5598 亿元。
其前身是 1949 年 10 月 20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ICC Group，
美国《财富》世界“500 强”第 121 位）的核心成员和标志性主业。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秉承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原则，围绕“移动、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
高信息数字化水平，打造信息技术传统与敏捷双模交付能力，驱动业务模式创
新和流程再造，支撑公司三大战略实施，最终将数字化打造成人保的核心竞争
力。

2. 产品亮点介绍
数据云服务平台以 Docker 技术和 kubernetes 框架为基础，在此之上扩展提
供了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定义存储、权限管理、企业级镜像仓库、统一入口路
由、持续集成流程（s2i/jenkins）、统一管理控制台、监控日志等功能，形成覆
盖整个软件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因此，数据云服务平台为基础架构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对于渠道类系统（如网销、网关、移动），未来需要实现互联网+战略，
将面对需求的波动和动态扩张，此类系统需要资源的动态供给。
2) 对于运营类系统（如承保再保系统），未来需要实现系统的微服务化，
需要云化平台的可扩展、易管理能力的支撑。
3) 对于数据分析类系统（如大数据分析平台、车联网平台）
，需要实现大
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大数据分布式流计算、异步消息传输支持，需要云平台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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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云 QingCloud）
一、企业概况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云 QingCloud）是一家技术领先的企业级云
服务商和云计算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一个基于云模式的综合企业服务平台。
青云 QingCloud 致力于通过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托管云的形式为企业
用户提供安全可靠、性能卓越、按需、实时的 IT 资源与管理服务，并携手众多
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构建云端综合企业服务交付平台。

1. 成立背景
青云 QingCloud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广义云计算服
务能力的平台级混合云 ICT 厂商和服务商，以软件定义为核心，致力于为企业
用户提供自主可控、中立可靠、性能卓越、灵活开放的云计算产品与服务。

2. 公司业务简介
经过多年发展，青云 QingCloud 已经具备了全维度的云产品与云服务交付
能力：在技术层次上，自主研发形成跨越智能广域网、IaaS 和 PaaS 的云网一体
技术架构体系，拥有全面的 ICT 服务能力；在交付形态上，以统一技术架构形
成云产品、云服务两大标准化业务模块，根据客户需要满足私有云、公有云和混
合云的部署需求，并针对多个行业形成了完善的行业云计算解决方案；在场景纵
深上，正着力布局发展集云、网、边、端于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能力，实现更广义
的数据互联。
目前公司产品涵盖了基础云服务、容器云服务、存储、网络等多个维度，可
以为用户提供一揽子 ICT 解决方案。

3. 公司服务客户
1.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中心
2. 中移动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3. 江苏交通控股

二、产品介绍
KubeSphere 容器平台为青云发起开源的软件产品，是基于 Kubernetes 构建
的分布式、多租户、多集群、企业级开源容器平台，帮助企业在云、虚拟化及物
理机等异构基础设施上快速构建、部署及运维容器架构，实现应用的敏捷开发与
全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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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总体介绍
KubeSphere 具有强大且完善的网络与存储能力，支持如公有云、私有云、虚
拟化平台、物理机等不同基础设置，兼容 x86 及 arm 架构，并通过极简的人机
交互提供完善的多集群管理、CI / CD 、微服务治理、应用管理等功能。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R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云计算
产品一：KubeSphere 容器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
产品功能介绍：
首先，KubeSphere 向导式界面和丰富的可观察性，可帮助用户快速上手，
降低学习成本，实现开箱即用。
其次，KubeSphere 可帮助企业将 IT 环境容器化和提供完整的运维管理
功能，高效对接企业原监控、运维系统，一站式完成企业 IT 容器化改造，满
足应用开发、管理需求。
第 三 ， KubeSphere 联 邦 集 群 管 理 功 能 可 以 把 多 个 异 构 基 础 设 施
Kubernetes 集群统一纳管，用户在部署应用时，可以把应用的多个副本按照
业务需求分布到多个不同的 Kubernetes 资源池里，并通过 KubeSphere 进行
统一运维管理，从上层构建实现跨区、跨集群的高可用。
最后，KubeSphere DevOps 系统选择 Jenkins 作为其 CI/CD 引擎，借助
Jenkins 丰富的插件体系和易于进行扩展开发的特性，帮助 DevOps 团队能够
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中，打通开发、测试、构建、部署、监控、日志与通知等
流程，打造了以容器为载体的端到端的应用交付平台，进而实现从项目管理、
应用开发、持续集成、单元测试、制品构建到应用的生产交付，形成所有流
程的完整闭环。
产品性能介绍：
KubeSphere 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及公有云场景的压力测试验证，可以为用
户提供稳定可靠的保障。
场景 1：批量创建 100 个 pod 以及 pv 卷时间： 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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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2：FIO 工具，单 pod 可以提供 10 万以上的 IOPS，时延只有
0.17ms
（以上数据与具体测试硬件参数及相关存储服务有关）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技术中台解决方案：基于 KubeSphere 提供的 DevOps、微服务治理、容
器应用市场，可以为企业构建完整的云原生技术中台，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提供开箱即用的平台支撑。

云边协同解决方案：
 提供从基础环境（服务器，存储，边缘设备）到平台（云平
台、容器平台、边缘计算平台、机器学习平台）到应用（机器
学习算法，模型训练）的整体解决方案
 使用 KubeSphere 作为业务底层支撑，机器学习平台部署在容
器平台之上，方便资源扩展，减少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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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Sphere + KubeEdge 实现云边协同，借助平台能力将应用
（包含算法和模型）部署到边缘设备上
边缘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应用部分情况，由 KubeSphere 统一进
行维护管理
使用流水线将模型自动化打包到应用市场，做到模型应用的自
动更新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中心：为人行区块链系统提供容器支撑平台
光大银行：通过采用采用青云全栈云平台 AppCenter 提供的 QKE 服
务—QingCloud KubeSphere Engine，即将 KubeSphere 容器平台和青云 IaaS
平台集成交付，可以在青云全栈云平台上一键部署具有多集群管理、DevOps、
应用管理、微服务治理、可观察性（监控&日志&告警）能力的多租户容器平
台。
中移动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统一平台（KubeSphere）管理多个 K8s
集群，无特殊需求，使用推荐版本，解决多版本管理复杂的问题；不同业务
系统、不同阶段的业务（开发阶段、测试阶段）
，使用不同集群，做到严格的
环境隔离。
部分社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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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亮点
作为云原生领域的容器平台，KubeSphere 坚持完全开源和开放的迭代思
路，联合多个企业与开源社区，共同打造了以 KubeSphere 容器平台为核心的
开源项目。除了集成主流的开源组件如 Jenkins、Istio、Prometheus 等，还围绕
KubeSphere 开源了 Porter、OpenPitrix、KubeKey、Kube-events、Fluent-bit
Operator、Notification Manager、CSI 插件等多个开源项目，且 KubeSphere 和
Porter 都进入了 CNCF 云原生全景图。
值得一提的是，KubeSphere 并没有满足于当前的发展，而是更积极地谋求
国际化发展。KubeSphere 的文档、社区交流，除了立足于中国本土的中文环境
之外，国际化环境也从创立之初贯彻至今，未来也将是长期坚持的方向。目
前，KubeSphere 用户 Console 界面可支持简中、英、繁中、西班牙语等四种语
言，且社区的国外下载量已经超过了国内的下载量，还有来自西班牙和土耳其
的公司希望共同合作建立面向欧洲市场的社区，并提供相关的本地化工作。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性介绍
适应企业复杂环境的多租户管理一直是困扰 Kubernetes 用户的一大难题，
KubeSphere 在兼容原生 Kubernetes namespace 的基础上，提供了二层租户管理
框架，同时提供不同层级的租户管理机制，权限策略管理兼容原生 RBAC，在
保护上游原生的前提下，很好的解决了客户的痛点。
平台的监控、日志、告警、审计、DevOps、微服务治理统一化的整合在
KubeSphere 的多租户管理框架之下，在保证功能体验一致性的前提下，保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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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据安全。

2. 产品亮点介绍
动态适配不同存储服务，提供克隆、快照、扩容等功能
支持独立和联邦双模式的多集群管理
统一视角管理混合云应用
多维多层次监控中心
可视化第三方监控数据面板
多租户日志检索
灵活的灰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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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
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世纪互联（纳斯达克：VNET）成立于 1996 年，是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网
络空间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之一，是中国领先的第三方中立数据中心服务商之一，
也是中国 IDC 市场上唯一一家以“超大规模 IDC 定制+新一代 IDC 零售”双引
擎同步发展的 IDC 头部企业。世纪互联致力于为超大型客户提供业界领先的数
据中心定制一站式解决方案，为核心客户提供以数据中心为基础的云计算交换连
接、混合交付等云计算综合服务及解决方案，打造具有核心技术、超大规模运营
能力、高附加值的网络空间基础设施运营平台。

1. 成立背景
1996 年，是世纪互联的创立之年，创始人陈升用自己的资金和一些企业的投
资，注册了世纪互联公司，迈出了互联网事业的第一步。
1999 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世纪互联在北京酒仙桥建成了
中国第一家运营商级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北京 B28 数据中心也就理所应当
的成为了中国早期建设的数据中心典范，这座数据中心是当时国内唯一汇聚六大
运营商网络资源、拥有独立的自治域（AS）的核心之作，并率先开通全运营商
BGP 服务。恰逢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第一波电信改革，世纪互联就这样成为了中国
首家获信息产业部批准接入国家互联网交换中心(NAP)的专业数据中心。这个机
会对世纪互联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此后政策调整，没能有更多的 IDC 可以直接
接入国家互联网交换中心。
伴随中国第一波互联网热潮兴起，世纪互联立足北上广建设数据中心，面向
全国提供 IDC 服务，陆续迎来中央电视台、中国电信数据通信局、新浪、网易、
国家海关总署电子口岸、日本 KDDI 电信公司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互联网
公司入驻数据中心，IDC 行业开始高歌猛进。
截至目前，世纪互联在全国 20 多个城市运营超过 50 座数据中心，拥有超过
51000 个机柜，端口容量达 2000G 以上，高速云专线超 1000G，成为客户数字化
转型的重要引擎。

2. 公司业务简介
1、面向面向快速增长的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行业企业的“新零售”
业务，提供以高等级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定制化的“混合云”解
决方案，以及更多提升数据价值的能力和服务，使企业在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发
展的同时，用更高的性价比获得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2、面向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大定制”业务，针对头部公有云企业，提供其
所需的数据中心建设和技术服务、长期运维服务，以及资金资源整合服务，构筑
全方位满足企业需求的、自主可控的、安全可信的数据空间。通过打造国内大规
模、高等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世纪互联将以更完善的服务体系和更高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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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更多企业客户提供超预期的数据中心服务。

3. 公司服务客户
安徽电信

二、产品介绍
21vCCS 的容器混合云平台是一个现代化的应用运行的平台，能够帮助企业
开发、部署和管理各种不同类型的应用无缝的运行在不同的基础设施平台上，比
如物理机、虚拟机、私有云和公有云等。平台不仅能支持基于容器的新型应用，
也能够运行和管理现存的企业级应用。基于领先的开源技术，平台可以帮助开发
团队和运维团队方便的使用新型的应用架构和开发方式、加速应用开发流程、快
速交付服务。

1. 产品总体介绍
21vCCS 以 Docker 技术和 Kubernetes 框架为基础，在此之上扩展提供了软
件定义网络、软件定义存储 CEPH、权限管理、企业级镜像仓库、统一入口路由、
持续集成流程、统一管理控制台、监控日志等功能，形成覆盖整个软件生命周期
的解决方案。

2. 产品分类介绍
本节应分类介绍产品，例如可分为数据库、云计算、中间件、安全、大数据、操
作系统、基础开发框架。
。。。。。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þ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þ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容器混合云
产品一：21Vccs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
OKD、CEPH、 MySQL、 Redis、 Elastic Search、 GlusrerFS、 zoo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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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theus、 grafana、 skywalking、 CEPH
产品功能介绍：
1. 平台门户
标准化组件能力提供平台门户应提供直观可视化的清晰的操作界面，能够实
现日常运维管理操作。
2. 资源管理
支持对不同类型的基础资源统一管理，并按需向上层应用提供基础资源服务，
资源管理包括资源申请、资源模板、资源配额、资源调度和资源注入。
3. 资源适配与调度
提供面向底层的基础资源对接和集成，包括自动化调度、任务管理、租户配
置、资源注入与销毁，面向横向整体集成的身份认证、监控告警。
4. 服务管理
支持对技术服务和业务服务的管理，包括服务的注册、审批、发布，形成服
务目录，以及相关服务实例管理等功能。
5. 应用管理
支持对托管于标准化组件能力提供平台弹性计算服务的应用进行统一支撑，
将应用全生命周期纳入标准化组件能力提供平台统一管理。
6. 平台高可用网关
提供平台统一服务开放管控，包括服务网关能力和服务治理能力，功能包括
对服务的路由管理、流量控制、熔断降级、灰度发布、安全控制。
7. 软件资产库
软件资产库提供可共享复用的软件资产，减少重复建设。支持软件资产上传、
发布、订购、下载端到端流程管理。
8. 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实现在标准化组件能力提供平台的生产运行过程中，对弹性计算服
务、技术服务、业务服务和 SaaS 应用等进行“集中监控、集中维护、集中管理”，
提供故障处理、配置数据处理、性能监控、稽核核心应用环节的业务流程和数据
以及异常告警等功能。
提供多种弹性伸缩手段及配置能力，能够覆盖日常生产运维中对于资源配置
的自动、手动、定时、智能化等不同伸缩场景的使用要求。
平台安全能力，需支持包含但不限于物理设施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
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容器安全、镜像安全等安全支撑能力。
需提供对镜像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版本管理，权限管理等至少 5 个维度以上
的镜像管理能力。提供多维度的镜像仓库的集中管理能力。
9. 开发管理
开发管理为业务服务、SaaS 应用提供统一开发框架，以保证开发者方便、快
捷的使用平台提供的服务能力，提高开发效率。同时规范整套开发流程，实现开
发、构建、测试、上线等步骤的统一，支持业务需求快速响应。支持集成和交付
过程的任务配置和自动化调度，实现敏捷开发、快速交付的目标。
提供多语言基础镜像支持（如 Java、Python、Node.js 等）、支持常见的开
发框架（如 Spring Boot、wildfly swarm、vert.x 等）、提供主流服务治理框架
及相关能力（如 Spring Cloud、K8s、Istio 等）。同时，提供开发 IDE 工具、单
机开发调试平台，支持 IDE 插件对中间件开发与调试。
10.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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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用户/用户组管理，支持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21vCCS 支持集成统一身
份认证平台，在此管理模式下，实现用户管理、用户组管理、角色管里、用户权
限管理、用户密码更改、用户删除和审计等功能。
支持集群环境管理，支持平台集中配置管理，支持平台多租户管理及隔离。
产品性能介绍：
提供万兆的网络带宽，5 万以上 IOPS 的持久化存储服务。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容器云 PaaS 通过应用服务的智能调度和多层级负载均衡，保障业务服务的
连续性，统一管理多个地域的不同数据中心的集群资源，包括项目管理、开发、
测试、运维多阶段的自动化 IT 管理。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通过该平台的搭建，横跨私有云和公有云,改善应用的开发模式和 IT 的项目
交付模式,将传统以虚拟机加应用的交付模式,以容器镜像进行交付。同时统一管
理容器实例,以更好应对业务变化,并提升 IT 基础硬件资源利用率。

3. 其他亮点
将基础设施、容器和 DevOps 等概念中的各类关键技术和方法有效的整合到
一起，在其之上集成运维控制台、应用交付平台、微服务控制台、安全管理工具
等，并为应用提供多种商业和开源的中间件（应用市场）。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DevOps 体系实施就是将总体设计的 DevOps 规则如何长期有效的迭代至每一
个短循环 DevOps 分支项目的有效落实的过程。从技术上来分析，则是通过 DevOps
工具链，DevOps 平台，将 DevOps 流水线按照规则应用至每一个 DevOps 商业价
值目标，并通过上述的技术手段将人员/团队及相关的文化匹配最终的商业价值
的过程。

2. 产品亮点介绍
1. 在虚拟化支持方面，容器平台实现了和 Openstack、VMWare 等 IaaS 平台
的对接，通过接口对接实现两个主要功能：
1）资源/集群管理功能：通过导入 Openstack、VMWare 等 IaaS 平台的资源
对象，可以实现批量虚拟主机导入到容器平台，为容器平台提供主机/集群管理
的基 础对象 。同时 ， 通过 集群管 理， 还能 从集 群的视 角 对 Kubernetes 或
Kubernetes 等调度环境进行管理，强化 IaaS 和 PaaS 平台的关联关系，有助于
形成统一化管理平台。
2）.资源自动弹性功能：当容器平台监控到调度集群总体负载过高时，可以
通过自动化调用 IaaS 平台资源接口获取虚拟主机资源来扩展容器集群规模，确
保足够的资源空间用于应用部署或弹性伸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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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器环境下的服务与非容器环境的集成
容器环境下的服务以 API 的方式与非容器环境中的服务进行集成；在服务集
成设计时，根据具体的业务功能需求选择要暴力 API 的服务，通常情况下，可以
选择实现单个微服务的 API，也可以实现组合微服务的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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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北京一流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北京一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人工智能基础软件研发的国家高新企
业，其开源软件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作为新一代深度学习框架，在大规模分
布式场景下性能表现优异。公司自成立以来，已经递交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及云计
算相关核心专利申请 23 项，已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0 项；获得注册商标 14 项，
软件著作权 15 项。

1. 成立背景
北京一流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7 年 1 月，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同方科
技广场。创始人兼 CEO 袁进辉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师从中国人工智
能泰斗、清华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钹院士（兼任公司首席科学家）
。

2. 公司业务简介
一流科技核心业务是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公司拥有业界领
先且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分布式深度学习框架开源软件 OneFlow，并提供端到端
的人工智能综合解决方案。
基于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一流科技能够为客户快速搭建一站式深度学
习开发平台，帮助企业进行机器学习模型训练，在图像识别检测、语音识别、自
然语言处理、广告分发与推荐等领域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1. 公司服务客户
一流科技已服务于互联网、科研、政务、军工、金融、安防等诸多行业客户，
包括之江实验室、中关村智用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搜狗等。

二、产品介绍
1. 产品总体介绍
北京一流科技有限公司共有一款开源软件产品：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是一款用全新架构设计，世界领先的工业级通用深度学习
框架，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由创业团队研发的开源深度学习框架，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独创的自动数据模型混合并行、静态调度、去中心化和全链路异
步流式执行四大核心技术，使用纯软件技术完美地解决了大数据、大模型、大计
算所带来的异构集群分布式横向扩展挑战，技术水平世界领先。

2. 产品分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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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þ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产品一：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
产品功能介绍：人工智能的三要素中，如果说数据是燃料、算力是发动机，
算法就是催化剂，直接决定着发动机对燃料的利用率，也是深度学习研究中的基
本功。在深度学习的初级阶段，每位研究者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写算法。
深度学习框架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开发者入门的门槛，不再需要从零开始写
一套机器学习的算法，可以直接使用框架中已有的模型进行组装，或者在已有模
型的基础上训练自己的模型，让算法的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可以说，深度学习
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操作系统”。OneFlow 为深度学习相关的算法工程师提供
一套简洁易用的用户接口，使之能方便的搭建深度学习模型，进行深度学习模型
的训练、验证、测试、调参、迁移、部署、迭代开发等工作。同时深度学习框架
作为底层硬件跟算法工程师之间的中间件，要做到设备无关，使得算法工程师可
以不用关心具体的计算设备、存储设备的细节就能方便的开发模型。
产品性能介绍：OneFlow 从诞生之初开始就是围绕着大规模分布式场景进行
开发的，所以其在“多机多卡”环境下表现优异。根据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联盟《首轮开源深度学习软件框架测试报告》
，OneFlow 在各项指标中表现
优秀，在吞吐率指标中更是排名第一，远超其他国外深度学习框架。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OneFlow 可用于新一代深度学习框架开展训练和应用的
常见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模型库，支持计算机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广告
推荐、金融等各个应用方向的常见深度学习算法，基于经典数据集合，为最流行
的深度学习算法提供预训练模型，可直接部署于用户场景。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OneFlow 目前已服务于互联网、科研、政务、军工、
金融、安防等诸多行业客户，包括之江实验室、中关村智用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搜狗等
（6）操作系统：无
（7）安全：无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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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创新性介绍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独创了自动数据模型混合并行、静态调度、去中心化
和全链路异步流式执行四大核心技术，完美地解决了大数据、大模型、大计算所
带来的异构集群分布式扩展挑战，技术水平世界领先。公司自成立以来，已经递
交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及云计算相关核心专利申请 23 项，PCT4 项，已获得发明专
利授权 10 项；软件著作权 15 项。

图 1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基本架构图
（1）自动数据模型混合并行：编译器自动完成并行模式和流水线编排
神经网络中不同的算子计算访存比不同，而且数据访存和参数访存也不均衡，
譬如卷积运算参数量很小，但中间运算结果（激活值或特征位图）容量很大，对
于此类算子，采用数据并行时多设备间通信量最小，是效率最高的并行模式；对
于大规模的全连接层则相反，参数量巨大，但中间运算结果（激活值或反向梯度）
容量更小，对于此类算子，采用模型并行时多设备间通信量最小，是效率最高的
并行模式。深度学习框架可通过对各类算子计算和访存开销建立代价模型，并求
解最优并行模式，这样能减轻分布式深度学习框架用户的心智负担。较复杂的神
经网络通常同时包含各种类型的算子，那么最优的并行模式就可能是混合并行模
式，有些算子采用数据并行，有些算子采用模型并行，此时深度学习框架用户又
面临一个更具挑战的问题：数据路由，例如需要手工编程实现把上一个数据并行
分布在多个设备上生产者的数据正确而高效的传输给下一个通过模型并行分布
在多个设备上的消费者。复杂并行模式的数据路由正确性非常难以保证，再加上
要在上下游生产者、消费者之间实现流水线处理，要求框架用户手工编程管理数
据路由和流水线非常不现实，也会阻碍分布式深度学习框架的推广和应用。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应能使用编译器技术自动实现并行模式选择和自动数据路
由、自动流水线编排，这样将极大降低分布式深度学习框架使用门槛。

- 17 -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a) 数据并行

b) 模型并行

c) 混合并行
图 2 编译器自动编排并行模式和流水线
（2）静态调度：类 VLIW 静态调度，把运行时开销转移至编译时
静态调度的思路来自于计算机体系结构。我们熟知的 CPU 芯片中真正做算术
运算的器件只占很小比例的面积，大部分面积在做乱序执行，流水线和缓冲区的
管理。学界和工业界很久以前就开始探索怎么让芯片的有效面积尽可能多的做算
术运算，静态调度的思路应运而生，基本上是把流水管理，指令排布之类的工作
从硬件转移至编译器。这样硬件复杂度就可以大幅降低，当然编译器复杂度肯定
会提高很多。有一个叫 VLIW（超长指令集架构）的指令集就采用了这种思路。
OneFlow 的静态调度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编译器自动解决从逻辑任务到硬件资
源的映射，包括数据并行，模型并行，流水并行的设备分配以及数据路由方案，
大大降低了分布式编程的复杂度，用户只需要关心任务的逻辑结构以及本次任务
可使用的硬件资源，而不用去编程实现数据在硬件资源中的流动机制；其次，静
态调度把所有能在正式运行之前得到的调度策略，资源管理策略等问题都在编译
阶段解决，运行时就不需要在线求解最优的调度方案，从而大大降低运行时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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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类 VLIW 静态调度，几乎零运行时开销
（3）去中心化调度技术
在传统大数据处理系统中都存在中心调度器，Master 管理作业进度和资源
分配情况，Worker 负责执行作业中的子任务，Master 和 Worker 需要通过网络通
知实现任务派遣和状态汇报，一方面在中心调度器处形成全局调度压力，因为所
有任务的进度都要在中心调度器的队列里排队，另一方面每个子任务执行前后都
引入了网络间来回消息流转开销。分布式深度学习框架经过静态编译阶段，每个
设备负责运行的子任务是预先可知的，每个子任务的上下游依赖也预先可知，在
运行任务时，可以不再需要中心调度器，只需要支持上下游任务之间局部的握手
信号即可，即生产者向消费者发送的请求以及消费者向生产者发送的确认，整个
系统以全链路异步的方式运行，这种方式可大大降低分布式系统运行时开销。

图 4 去中心化协议
（4）全链路异步流式执行：流式执行引擎，视数据搬运为一等公民
深度学习不再是传统机器学习那种批处理计算模式，而是基于随机梯度下降
算法，更接近流式计算，参数更新频率更高，对延迟更加敏感，如果继续像
TensorFlow 等框架那样采用批式执行引擎，无法提高流水线执行效率。为了把深
度学习框架运行时效率提高到极致，必须消除一切全局执行屏障，使用流式执行
引擎，执行体之间实现全链路异步执行，充分释放所有硬件资源的潜能。区别于
传统深度学习框架，流式执行引擎可把数据搬运看成一等公民，在静态分析阶段
就把磁盘 IO，主存和设备之间数据搬运，节点间数据搬运看作和计算同等重要
的任务，在代价分析和调度策略里作为一等公民进行显式建模，从而得到重叠传
输和计算的最优方案。与此相对，已有开源框架把数据搬运当成二等公民处理，
编译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计算的优化上。熟悉软件定义网络（SDN）技术的朋
友可以发现，编译器相当于网络的控制平面，用于获取数据计算和转发策略，运
行时相当于网络的数据平面，执行体依照控制层面的策略去转发和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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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流式执行引擎，视数据搬运为一等公民

2. 产品亮点介绍
（1）技术优势
北京一流科技有限公司全力研发的自主知识产权深度学习框架 OneFlow，是
独立自主研发的基于大模型大数据以及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流式计算框架。目前已
经达到市场产品级应用水平，框架中主打使用静态调度（Static Scheduling）和持
续操作符的流式系统架构（Continuous Operator Streaming Architecture）作为核心
技术，是世界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专为深度学习打造的流式系统。OneFlow 自创立
之初，同样力主于技术领先性的生态建设理念。相对于其它深度学习框架，
OneFlow 的最大优势是横向扩展性能最强，可自动支持数据并行、模型并行和流
水并行，而其它框架仅支持数据并行。OneFlow 在大数据和大模型场景的硬件资
源利用率和加速比显著超越其它深度学习框架。经过多年研究和测试，我们坚信，
只有使用 OneFlow 这样的静态调度和流式执行机制才可能完美解决大规模深度
学习训练中的计算力挑战。
为解决计算力瓶颈难题，业界一般有纵向扩展和横向扩展两种手段。纵向扩
展的思路是，通过发明新的加速器硬件（譬如 AI 专用芯片）或改善服务器的体
系结构等手段，使单个服务器或单个芯片的计算能力得到提高。然而对于大数据
或大模型的场景，单个芯片或单个服务器仍无法满足需求，这就是所谓的 Silicon
Scaling 的局限性。为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必须使用横向扩展的解决方法，通过高
速互联手段把多个服务器连在一起形成计算资源池，使用深度学习框架等分布式
软件来协同离散耦合的多个加速器一起高效工作来提高计算力的上限。OneFlow
以横向扩展的方式解决了深度学习计算力瓶颈问题。横向扩展方法在理论上没有
天花板，然而在深度学习异构集群上如何实现高效性和易用性却是公认的技术挑
战。OneFlow 正是解决了这一系列难题而实现了深度学习异构系统的横向扩展性，
大大扩展了单颗 AI 芯片的计算上限。OneFlow 在技术水平上超越了国际巨头如
Google, Amazon, Facebook 开发的竞品，填补了国内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深度学
习框架的空白，为我国 AI 产业也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2）产品优势
除产品本身技术领先性外，OneFlow 新一代深度学习框架在通用性和模型丰
富度方面同样具有竞争优势。国内其他创业公司推出的深度学习框架产品往往局
限在对于金融、人脸图像等特定领域的优化解决方案，而面向其他人工智能泛领
域业务场景短板明显，技术解决方案以及储备不足，不能普遍应用和推广；例如
商汤推出的 Parrots，旷视推出的 Brain++等框架，往往是基于特定的人脸图像分
类，图像检测、识别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框架产品，支持了大部分的 CNN 模型，
虽然可以广泛应用于目标分类、OCR 等应用场景，但同时也面临着其他应用领
域方面的挑战，例如在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功能不足，难于支撑其他业
务和应用领域的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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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OneFlow 框架还提供了一系列便于系统调试、分析和可视化的工具链，
方便系统开发者和算法工程师使用，帮助产品获得客户的认可和信任。
（3）公司竞争优势
一流科技专注于深度学习框架和人工智能底层软件技术的定位也为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带来了天然的中立属性，有利于大产业生态的构建。
一流科技自 2017 年 1 月创立之初，就一直立足于通用性深度学习标准框架
的研发和推广使用工作，力争打造国内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领域框架产品的引领者
和事实工业标准，服务图像，视频，语音，自然语言处理，金融，广告/推荐、智
慧城市，工业自动化，农业，电网电力等各种应用场景的主流深度学习模型，能
够支持训练任务和推理预测场景，支持移动终端应用，包含前端，编译器和运行
时系统，包含周边工具、系统调试工具，以及一站式部署平台。公司成立近两年
半以来，一流科技全体员工把打造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框架当做企业发
展的终极目标和个人使命，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OneFlow 通用型深度学习
框架的研发和推广之中。公司在战略层面、执行层面以及产品层面从未改变或者
动摇，一直以打造深度学习框架为公司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和企业己任。
一流科技现有团队近 30 人，其中 90%以上的员工均为 OneFlow 框架的核心
开发人员，研发员工基本上都来自于国内最为顶级的研究机构或者头部企业公司，
均有非常深厚的框架研究背景和产业经验。流淌在一流研发团队中的基因就是深
度学习框架的研究和开发，据统计一流科技现有核心框架研发团队规模已经占据
了国内顶级框架研发人员的 1/3 之多。一流科技是唯一一家把深度学习框架研发
和开发作为核心使命的公司，全体研发人员自公司成立到现在一直专注于在核心
框架的技术创新，心无旁骛笃定前行。
自 AlphaGo 在 2017 年引爆全球 AI 关注以来，不管是针对于 AI 产业的投
资，AI 创业的热度，还是 AI 在整个社会中带来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都一直居高不
下，牢牢占据着社会流通中最热门的资源资金和人才的眼球以及青睐。预计 2019
年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产业规模接近 570 亿元，其中有关安防、智能客服、金
融、医疗健康、零售、广告营销、教育、无人驾驶、工业制造，智慧农林业等十
大行业应用落地的 AI 项目也将遍地开花。AI 应用方面的独角兽、融资额之王等
桂冠层出不穷，不断地刷新人们的关注和带动着资本的风口。一流科技在整个以
AI 应用为主的创业趋势中仍然坚定的坚持自己不跟风，把定决心的理念，从底
层基础软件层创新出发，敢于解决也勇于解决最为挑战的深度学习框架问题。九
层之台，起于垒土，只有打造了坚实的底层软件平台基础架构，立于之上的 AI
软件层、
AI 应用算法层才有可能迅速崛起，一起构建成中国 AI 生态的参天大树。
我们坚信，打造了高技术壁垒核心产品才是成为未来平台型公司的必要条件。
一流科技创立两年半以来，秉承稳扎稳打的研发作风，一步一个脚印，踏踏
实实的打造 OneFlow 深度学习框架。从底层基础架构开始，先解决流式执行系
统的搭建，在面对分布式多机并行机制的挑战，支持数据并行和模型并行。待基
础框架搭建完毕，我们在针对每一大类应用场景的技术挑战，逐一发起解决，先
行解决视频图像分类等框架支持，再针对日趋流行的自然语言处理进一步的完善
OneFlow 框架，此外针对语音和强化学习的支持也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相应的研
发工作。根据团队成员之前在各个公司的工作经历，几乎没有其它团队具有这种
持之以恒的耐心，耐心本身已成为研发框架类型产品的壁垒。
中立性方面，一流科技作为一家以打造深度学习通用型框架为公司使命的创
业公司，自创立以来就没有任何行业和产业基因倾向性背景，秉承公平开放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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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设计理念，以服务 AI 产业生态为己任，中立属性最强，和所有 AI 产业链中的
各级合作伙伴均保持良好互动的合作关系，不产生任何方面的业务竞争，也因此
在 OneFlow 产品自 2018 年 10 月发布 1.0 版本以来，已经在诸多业务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OneFlow 业已和国内诸多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安防公司、金融
公司，AI 芯片公司，云计算公司、政务云以及科研院所达成了商务合作并帮助客
户公司在其业务领域之内起到了降本增效、盈利创收的良好效果，例如帮助快手、
知乎、新浪微博、搜狗等头部互联网公司训练超大规模模型，帮助京东云、金山
云等云 PaaS 服务商解决分时租赁问题，帮助拉卡拉等金融公司搭建机器学习平
台和反欺诈模型的搭建，帮助深醒科技等安防行业公司解决超大规模人脸识别模
型训练挑战。公司也已经开始和华为、阿里、比特大陆等 AI 芯片设计公司讨论
合作打造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同时联合清华、西电等科研院所合力打造人工
智能解决方案以及面向更多学生和开发者的精品课程，联合之江实验室、智源研
究院等国家级重点机构联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生态
环境。
OneFlow 分布式深度学习框架竞争优势
硬件加
大规模分
中立
品牌
完备性 易用性
速性能
布式
属性
TensorFlow
Google
优
优
中
需定制
差
PyTorch
Facebook
优
中
好
需定制
差
PaddlePaddle
百度
良
优
良
需定制
差
Mindspore
华为
良
中
中
需定制
差
Brain++
旷视
良
中
中
需定制
差
OneFlow
一流科技
超优
良
中
原生支持
优

- 22 -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企业名称：滴滴云计算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滴滴云是基于滴滴出行的业务技术和经验积累，采用领先的云计算架构、
高规格的服务器集群搭建的，采用高性能资源配置机制、精细化运营模式，致
力于为开发者提供简单快捷、高效稳定、高性价比、安全可靠的 IT 基础设施云
服务。

1. 成立背景
滴滴云成立于 2017 年，并通过滴滴云官网（www.didiyun.com）为用户提
供相应的云计算服务。

2. 公司业务简介
滴滴云目前提供的服务囊括计算、网络、安全、存储、数据库、监控等类
别的产品，具体包括云服务器、DC2、GPU、vGPU、负载均衡、容器镜像服
务、弹性公网、专有网络、云互联、EBS 云盘、NAS 文件存储、S3 对象存储、
Web 应用防火墙、主机安全、DDOS 高防、证书管理、安全应急响应服务、云
数据库、云弹性缓存等产产品。

3. 公司服务客户
滴滴云从品牌正式成立，经过几个月的研发和测试获得第一个内部用户，
标志着滴滴云具备创建云主机服务的能力。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打磨和研究，滴
滴云事业部正式成立，并对外提供服务和推广，历时 3 个多月累计付费用户超
过 10000 家，这意味着滴滴云已正式走向市场。2019 年滴滴云继续发力，签约
数家企业完成项目合作，协助相关企业完成企业上云的需求，深得合作伙伴的
称赞，并给予滴滴云优秀战略合作奖的称号。

二、产品介绍
滴滴 Logi 日志服务套件，依托于滴滴大数据体系的最佳实践的开源版本，
专注于提供以下场景的业务能力：
n

对研发与运维，基于业务日志构建实时监控能力、TRACE 诊断能力，是
业务稳定性保障核心抓手

n

对产品运营，基于业务日志构建实时特征，进行运营效果监测、A/B 实
验，提升产品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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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对安全，基于业务日志进行实时统计与分析，识别攻击源进行资产止
损，离线分析进行安全审计

和各大公司基于开源引擎 Kafka/ElasticSearch，构建的日志服务解决方案相
比，它更加注重解决 4 大问题：
1.日志时效性、2.运维友好性、3,服务稳定性、4.数据安全性；

1. 产品总体介绍
n

伴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全面上云的进程，微服务、容器化等技术
的快速发展，业务对稳定、易用的日志基础设施提出了三大迫切需求：

n

服务保障的需要：全链路追踪是稳定性保障的重要抓手

n

业务运营的需要：A/B TEST、活动运营分析、端上用户行为分析、精准
营销，对百 MB/S 日志的秒级收容能力，TB 级日志的秒级搜索能力强烈
诉求

n

业务安全的需要：识别攻击源进行资产止损，安全审计与溯源，TB 级
别日志 Adhoc 分析能力

n

Logi 日志服务套件在滴滴内部经过 7 年多的沉淀打磨，针对日志采集、
日志存储、日志计算、日志检索、日志分析各个环节，在组件能力上
PAAS 化建设、在引擎稳定性与扩展性上进行针对性的优化，架构如
下：

n

支撑面向系统运维、研发诊断、安全审计、运营分析应用场景

n

提供 GB/S 分钟级延时，百亿级数据所见即所得的分析能力

n

解决开源日志服务引擎 Kafka/ElasticSearch 以及周边服务套件的稳定性

n

运维友好性、数据的安全性

优势：
n

各套件标准化按需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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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套件能力插件化按需采购

n

Logi 日志服务套件包含了“Logi-LogAgent、Logi-LogX、LogiKafkaManager、Logi-ElasticSearchManager”4 个组件，将在产品分类介
绍中详细展开详细信息。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þ云计算

þ大数据

□操作系统

þ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中间件
产品一：滴滴 Logi-KafkaManager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afka
底层引擎使用的是改良版的 DiDi-Kafka-2.5-900，可完全兼容 Kafka 0.10.2
及以上的版本。DiDi-Kafka-2.5-900 引擎在 Kafka 原生引擎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拓展了许多新的引擎特性，例如磁盘过载保护，消费降级限流等。
产品功能介绍：
产品的主要功能模块分为应用管理、Topic 管理、监控告警、运维管控。
应用管理：
1.应用（App ID）作为 Kafka 中的用户名，用户可申请创建应用，经由运
维人员审批后，获得 App ID 和密钥。并通 AppID+password 进行身份鉴权。
2.生产消费鉴权：对 Topic 进行生产消费时，需通过 Topic+AppID 进行身份
鉴权。
Topic 管理：
1.Topic 申请。用户可填写申请创建 Topic，提交申请后，运维人员根据相
应的配置信息创建 Topic。Topic 负责人拥有该 Topic 的生产消费权限和管理权
限。

- 25 -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2.Topic 读写权限申请。用户可若想使用他人的 Topic，则申请他人的 Topic
生产消费权限。经由相应的 Topic 负责人审批后，便可获得相应的权限。
3.Topic 详情。用户可查看 Topic 的监控信息、分区信息、连接信息、消费
信息等内容。
4.Topic 分区申请。Topic 负责人可申请增加分区数量，经由运维人员审批
后，由运维人员进行扩分区操作。
5.Topic 配额申请。拥有 Topic 生产消费权限的应用可申请调整配额，经由
运维人员审批后，便可获得相应的配额。
6.Topic 数据采样。用户可通过配置采集数量、采集位置、超时时间等配置
信息来采集 Topic 中的样例数据，并支持一键复制采集结果。
监控告警：
1.核心指标监控。平台对生产消费的核心指标进行监控，例如，实时流量
监控、历史流量监控、实时耗时信息、历史耗时信息等。并通过种类丰富的可
视化图表进行展示，帮助用户快速准确地定位问题和对历史问题进行回溯。
2.安全告警。用户可自定义指标上报渠道，将平台采集的指标数据上报至
企业内部的监控告警系统或第三方监控告警系统。支持创建安全告警策略，设
置安全响应级别，配置告警接受组。
运维管控：
1.平台接入。可在平台中自助创建用户或对接企业的用户体系。并在平台
中进行进行角色定义，为用户分配不同角色
2.集群部署。可将集群自助地接入平台，并自动导入集群原有 Topic。
3.集群监控。监控集群运行的核心指标，例如，Broker 实时流量、历史流
量使用情况等。
4.集群运维：运维人员高频运维操作，例如，集群部署、topic 迁移、
topic 资源治理、Broker 的 leader rebalance 等
5.资源治理。可借助自动化部署平台可实现集群升级、集群重启、集群扩
缩容等操作。
产品核心优势介绍：
生产消费安全性：
使用 AppID+Passwd 定义租户，生产消费时通过 Topic+AppID 进行身份鉴
权，保障数据安全。结合角色权限进行分类管控，集群运维由运维角色进行操
作，保障集群运行的稳定性。
问题定位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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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多项核心指标，统计不同分位数据，提供种类丰富的指标监控报表，
支持实时统计和历史统计，帮助用户、运维人员快速高效定位问题和方便历史
问题回溯。
集群运维便利性：
面对大规模集群、业务场景复杂的情况，引入 Region、逻辑集群的概念。
Region 指的是划分部分 Broker 作为一个 Region，用 Region 定义资源划分的单
位，可以提高集群的可扩展性和资源的隔离性。如果部分 Topic 异常也不会影响
大面积的 Broker。逻辑集群指的是将部分 Region 划分为逻辑集群，便于对大规
模集群按照业务划分、保障能力的划分。
资源治理专业性：
基于滴滴内部多年运营实践，沉淀资源治理方法。针对 Topic 分区热点、分
区不足等高频常见问题，进行快速识别和批量操作，实现资源治理专家化。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Kafka 集群运维管控、Topic 管理、监控告警、资源治
理
产品二：滴滴 Logi-ElasticsearchManager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ElasticSearch
产品功能介绍：
滴滴 Logi-ElasticsearchManager 集管理、查询、运维、安全于一体；提供稳
定写入、快速查询的功能，支持用户通过 Kibana、DSL、SQL 等多种方式查询索
引数据；可轻松创建索引和集群、高效执行运维操作，如集群重启、升级、扩
缩容；并设立了权限安全体系，拆分功能与角色关联，严格把控平台安全。
产品主要功能如下：
1、应用管理：实现租户隔离的基础，管理租户的权限、责任人、校验码、
查询方式等功能。
2、逻辑集群管理：
n 逻辑集群创建：提供线上创建逻辑集群的功能，并对普通用户引入审核
流程，由运维人员审核并执行创建。
n 逻辑集群操作：支持对当前账号有权限的逻辑集群进行扩缩容、编辑、
删除操作，满足用户生产需要。
n 逻辑集群权限申请：支持对无权限的逻辑集群进行权限申请，由相关人
员审批通过后，可对集群进行关联。
n 逻辑集群详情查看：可以在平台查看逻辑集群基础信息、索引列表、监
控指标、与物理集群之间的映射关系等。
3、物理集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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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物理集群创建：主要为 Docker、Host 两种类型需求提供部署新集群功
能。
n 物理集群升级：提供统一升级入口，用户可以在集群管理列表中，对需
要进行版本升级的集群进行操作，我们也支持不同集群角色的版本升级，且支
持按集群角色的顺序进行升级。
n 物理集群重启：提供在不改变版本状态配置条件下，对集群角色按顺序
进行重启操作的功能。
n 物理集群扩缩容：提供 ES 集群扩缩容功能，是应用于集群资源的回收
和释放的需求。
n 物理集群编辑：提供 ES 集群编辑操作，是集群操作中不涉及到工单处
理的操作，主要是修改集群的基本配置。如集群属组、HTTP 地址、读写地址
等。
n 工单机制：提供 ES 集群的操作如重启、升级、扩容、缩容、新建等操
作，都必须要经过工单系统进行操作。
n 版本管理：提供版本管理操作，主要是对集群进行分类，在执行升级操
作时，可以参考前后两种版本进行过渡，现阶段可对类型为 docker、host 的版
本进行迭代升级。
n 监控状态监控：提供所有 ES 物理集群状态监控，如集群状态、节点
数、shard 数、集群查询延迟、数据获取延迟、刷新延迟。
4、索引管理：
n 索引创建：提供索引创建功能，可配置索引的基础信息，如名称、所属
集群、数据总量、业务责任人等；并支持设置索引 Mapping。
n 索引权限管理：列出当前 Arius 平台维护的所有索引，针对对有权限的
索引可以进行索引扩缩容、清理、下线、查看 mapping 等操作；对于无权限的
索引，提供“权限申请”操作。
n 索引编辑：模板修改提供修改模板基本信息的功能，如：索引责任人、
业务类型、成本部门、描述信息等，该修改不需要经过 BPM 流程，立即修改立
即生效。
n 索引扩容缩容：提供索引扩容缩容和修改保存周期的操作。
n 索引清理：提供自助化的索引数据清理功能，提供按照索引和按照条件
进行数据清理。
n 索引转让：索引转让提供索引责任人和索引的应用转让。
n 索引下线：提供索引删除下线的操作，在确认删除下线之前，会提供最
近 7 天访问该索引的 appid，请确认清晰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进行删除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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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权限申请：提供索引“读、写”权限的申请，对于没有某个索引“读、
写”权限的 appid，在需要查询或者写入的时候，需要先申请这个索引对应的权
限。权限申请通过之后，在我的权限列表既可以看到对应的索引。
n 索引监控：提供对索引的访问统计、健康分、实时查询、写入率占比、
CPU 利用率等指标展示。
n 索引查询：支持通过 DSL、SQL、Kibana 查询索引数据。
n 监控告警：支持用户对索引、集群指标设置报警规则，实时监控资源运
行状况，及时处理突发事故。
产品性能介绍：
1、多租户数据隔离，安全可靠
设计多维度认证鉴权机制，高度保障租户的信息和数据安全。以项目、项
目校验码为媒介，引入 HTTPS 安全访问、项目校验码验证、集群访问密码验证
等，实现多租户业务隔离。
2、集群、索引高可用
提供了基于 SLB 读写分离的网关集群，每组集群由多台相同功能的
Gateway 应用组成，并在 Gateway 上实现节点过程保护能力；同时还可以基于
ElasticSearch 集群重要程度的不同，扩展搭建多组 Gateway 集群，实现 Gateway
集群故障隔离的功能。并且根据业务需要以节点为基本单位进行逻辑集群映射
和划分，以满足业务的多样性。
3、运维一键操作，过程可视化
对于复杂的运维操作，高度简化操作路径，实现了界面一键下达操作。并
且提供可视化的观察面板，实时跟进执行进度。
4、多维度安全把控
提供了普通用户、研发、运维多角色，区分用户权限、限制访问范围，有
效规避操作风险。并且引入审核机制，严格把控高危操作。
5、多指标可视化监控
提供访问统计、查询率、写入成功率等指标，实时掌握索引性能及业务情
况。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日志采集
适用于 filebeat 日志采集、第三方客户端采集后的日志存储、查询、分析等
场景。
2、企业服务
提供企业级业务数据查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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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S 运维
具备集群运维操作平台化的能力，可用于对集群、索引的运维管控。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暂无

- 30 -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企业名称：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企业概况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股票代码 600498）是隶属于国
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旗下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中国光谷”
旗舰企业和总部在武汉的央企，烽火正从“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信息通信设
备制造商向信息通信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转型，实现 CT 和 IT 的 深度
融合，重点布局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5G 和行业信息化等领域，持续投
入云计算相关技术研究、标准制定和产品与解决方案开发与应用。

1. 成立背景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1999 年 12 月 17 日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经贸企改【1999】1227 号文的批准,由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邮科院”)
为主发起人,并联合武汉现代通信电器厂、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司、湖北东南实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国际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电信公司、
北京中京信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科希盟科技产业中心、湖北省化学研究所、
浙江南天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新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十家发起人共同出
资,以发起方式设立。并于 2001 年在上交所成功上市。
烽火从 2010 年开始对云计算关键技术布局和预研，进行了“十年磨一剑”
的潜心修炼。充分发挥在通信网络领域的优势，2015 年烽火发布了 FitCloud 云
网一体解决方案，成功上线了国内首个基于 OpenStack 发行版的省级政务云平台。
2019 年，随着 5G 的到来，烽火开启了边缘云的探索和研究，布局云边协同并推
出针对不同行业或场景的云边协同解决方案。

2. 公司业务简介
烽火是信息通信领域的国家队，主营业务立足于光通信，产品涵盖光纤通信、
信息化服务、数据通信、无线通信，并深入拓展至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而生
的广泛领域，重点布局 5G、云计算、智慧城市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着力构建
开放、可扩展、可盈利、可持续的健康云生态体系。公司在全国各省会中心设有
30 个本地销售、技术和服务中心，并在海外建立了 20 余个代表处及分公司，为
顾客提供产品及工程服务，产品出口到亚太、拉美和非洲的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南美洲、欧洲等地区设立了代表处和工程维护中
心，已成为我国信息通信产业迈入国际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

4. 公司服务客户
1.
2.
3.
4.

湖北省楚天云
中航信云
中车大数据平台
南京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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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福建海峡电子商务中心云平台
云南省党建云
武汉市发改委云平台
湖北省首个综合保税区智慧园区云等 260+行业数据中心

二、产品介绍
FitCloud 云网一体解决方案以 FitMgr 多云管理平台为接入，FitOS 基础设
施云操作为引擎，FitStor 分布式云存储系统为基础，多产品融合，面向政务，
企业，交通，运营商等多行业提供端到端产品、解决方案及 ICT 服务。通过分层
分级高可靠，全栈式安全防护，多云混合管理编排，云边协同服务，智能运维等
核心能力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转型和持续创新的坚实基座。

FitCloud 产品族及解决方案体系
其中 FitOS 云操作系统和 FitCont 容器云平台是首批通过工信部可信开源云
解决方案认证和容器解决方案认证，并通过云主机、云存储等多项可信云服务认
证；首批通过 ITSS 云服务能力增强级认证；FitOS/FitMgr/FitPC 通过泰尔实验室
安全测试；FitOS VM HA 技术方案受邀亮相德国柏林 CityCube 会议中心举行的
第 18 届 OpenStack 全球峰会；FitStor 云存储产品成功通过公安部一所测试，测
试结果表明 FitStor 云存储产品单节点读写性能业界领先；FitData 大数据产品通
过了数据中心联盟（DCA）的基础能力测试；FitCloud 还获得政府行业 OpenStack
解决方案最佳实践、开源云计算优秀案例一等奖、2017 年全球云计算大会--最佳
实践奖及 2018 年中国十大开源云领军企业，2020 年获得 OpenStack 基金会白金
会员席位和边缘云领先解决方案奖等荣誉。
FitCloud 产品体系多次入围中央国家机关集中采购，在云南省党建云、湖北
省楚天云、中车大数据平台、中航信云、湖北省首个综合保税区智慧园区云等
260+行业数据中心和南京移动 5GC 试验网等 18 个电信云试点实现了产品和解
决方案的成功落地，覆盖全国近 5 万台服务器节点，存储规模超过 900PB，稳定
运行 20000 多台云主机，支撑各类应用服务。

1. 产品总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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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Cloud 解决方案包含了 FitMgr、FitOS、FitStor 等一系列产品。
FitMgr 是由烽火研发、安全可靠的多云管理平台，支持多种异构的私有云和
公有云系统，具备强大的精细化管理、自动化运维能力，并支持集合领先的安全
防护技术以及对第三方平台的开放接口，帮助客户构建完整、健壮的融合架构云
数据中心。
FitMgr 基于 SpringCloud、Vue 等开源框架研发而来，通过 SpringCloud，实
现多云管理各模块的微服务化和功能的横向解耦，并在 SpringCloud 基础上围绕
着微服务治理，进一步强化了服务高可用能力。基于 Vue 开源技术，打造了面向
终端用户的统一服务页面，结合模块化的前端设计理念，既提高了研发效率，又
大大提升了页面的美观和易用性。
微
服
务
治
理

统一门户

管理员门户

分布式
缓存

监控

分布式
任务

CI
CD

分布式
事件
模板引
擎

物理资源

云服务门户

平台服务

基础支
撑组件

框架

租户门户

运营服务

集成调度

运维服务

资源管理服务

资源编排

CMDB
SSO
4A
ITIL/ITSM
运维平台
各种信息化系统

网络编排

资源管理插件
弹性计算服务
应用服务

Openstack

裸机服务

存储服务

容器管理服务

大数据服务

网络服务
AI服务
监控告警服务

Kubernetes 裸机 SDN 分布式存储 公有云 传统IT设备

FitMgr 产品架构
FitOS 基础设施云操作系统是针对数据中心 IT 资源云化管理和运营运维提
供的云平台软件，对外提供 IaaS 层云服务，助力客户从传统 IT 架构向云计算架
构演进。产品基于 OpenStack 开源框架构建，并从烽火云优秀实践触发，进行了
大量的商用优化加固和特色功能整合，打造安全，可靠，灵活的云平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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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OS 产品技术架构
FitOS 可提供完整的基础设施云(IaaS)解决方案与产品部署最佳实践，可帮
助客户实现以下价值：
弹性自动化的基础设施、按需的服务模式；简化 IT 基础设施的部署与管理，
缩短业务应用的上线周期，加速用户业务数字化转型；适用不同应用场景，广泛
兼容多种硬件资源，提升新旧资源利用效率；全面优化的安全与可靠性保障，提
升用户上云体验。
FitStor 分布式储系统是烽火自研的一款针对海量数据存储应用而设计的大
规模通用分布式存储系统，采用通用硬件设备作为基本的构建单元，为应用提供
全局统一的存储系统映像和完全与本地磁盘兼容的访问接口。
FitStor 存储系统能够支持超过 PB 级的存储容量，并根据用户应用发展的
趋势，适时按需进行在线动态扩展，产品基于业界最流行的开源分布式存储 ceph，
结合自主研发的全系统高可用技术，彻底消除存储系统中的单点故障，结合特有
的自动故障探测和快速故障恢复技术，确保用户的应用持续稳定地运行。

FitStor 产品架构图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 34 -

□开源服务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1）云计算
产品一：FitMgr 云管理平台
产品类型：云服务/云产品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SpringCloud、Vue
产品功能介绍：
FitMgr 云管理平台支持纳管 Openstack、Vmware 等主流私有云环境、阿里
云、腾讯云等主流公有云产品；通过统一多云资源编排、自动化运维，为用户提
供一站式云管控能力, 帮助客户提升运营、运维效率。
运营方面，实现云数据中心资源的集中管理、精细计量、弹性调度，用户通
过云服务中心，用户可实现 IT 资源的自定义计量、自助申请、自动化交付，为
企业提供云平台资源运营管理统一门户入口
运维方面，实现云数据中心软件、硬件、物理、虚拟资源的统一监控、运维，
监控结果可通过图表、拓扑等方式直观展示，并依据历史监控数据对平台性能瓶
颈、潜在故障风险作出预判，为企业 IT 决策提供依据
在技术架构层面，FitMgr 多云管理平台采用微服务技术，以插件（驱动）的
形式灵活对接不同的云资源，并通过编排引擎对云资源进行编排，自助服务模板
支撑云服务发布。
目前，FitMgr 多云管理平台提供从统一云门户、统一云服务、统一云模型、
统一云管理、统一云运维、统一云运营等 6 大类，200 余项功能，全面涵盖了企
业多云管理的各方面需求。
产品性能介绍：
FitMgr 支持同时对接 Openstack、Vmware、容器集群、阿里云、腾讯云、华
为云等十余种不同架构的云环境个，并提供统一管理能力；并支持对超大规模的
单一集群进行管理，可同时支持对超过 20000CPU 核规模的云计算集群进行管
控、运营和运维。
，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需要对多种异构资源进行管理
公司需要同时使用私有云、公有云、容器云和本地 IT 设备等，它们各自拥
有独特的资源模型、发放策略、监控方式、告警通道、日志记录等，管理模式不
统一、使用方式不一致，给资源运营和运维带来极大困难需要统一服务交付及生
命周期管理。
2、需要一个平台对多系统、多平台进行统一管控
多云环境下一朵云一个终端，用户完成一个业务需要在多个平台之间疲于奔
命，甚至很多场景需要人工方式线下处理，非常不便，FitMgr 能提供一站式的服
务门户入口。
3、需要对企业上云进行成本分析和优化
在多云环境下，由于基础设施的分散独立多样化，给费用管理带来巨大的难
度和复杂性，多云费用统一管理与成本费用分析优化，多云管理平台能够统一整
合多个云平台多个云账号，集中统一多维度呈现费用投入支出，并持续分析优化，
帮助掌控 IT 投入费用花费情况、管理资源的使用、减少浪费。
4、需要兼顾敏捷扩容和安全合规的场景
企业对稳态和敏态有双重诉求，在应对业务突发流量时，希望能借助公有云
的能力，快速伸缩出大量虚拟机，在平时希望释放部分资源以降低成本。FitMgr
能提供完善的管理系统和自动化控制机制来实现虚拟机的弹性伸缩和流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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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国航信、湖北省楚天云、云南省党建云
产品二：FitOS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OpenStack，KVM，Kubernetes
产品功能介绍：
FitOS 提供 10 大类基础设施云服务功能：
计算服务：主要包括云主机生命周期管理，云主机规格管理，云主机在线/离
线快照，云主机镜像管理，云主机冷热迁移和批量迁移，云主机多模式 HA 保护，
计算主机组/AZ 管理，云主机加速设备管理，云主机元数据服务等。
存储服务：主要包括云硬盘生命周期管理，云硬盘快照生命周期管理，提供
快照恢复云硬盘功能和导出镜像功能，支持云硬盘跨存储池冷热迁移，支持云硬
盘快速链接克隆功能和数据独立功能，支持对象存储和文件存储服务。
网络服务：主要包括二层虚拟网络服务，VPC 网络隔离，虚拟路由器管理，
浮动 IP 管理，NAT 服务，DHCP 服务，云主机网卡流量统计和 QoS 功能，支持
提供 ELB 弹性负载均衡服务，vFW 虚拟防火墙服务和 VPN 服务等常见云网络
服务功能，支持 IPV4/IPV6 双栈网络管理，提供高性能网卡和分布式路由等网络
性能增强服务。
安全服务：FitOS 遵循等保 2.0 三级标准，提供全栈式安全保护，支持云安
全资源池服务，支持加密云硬盘，存储数据完整性校验，安全删除云主机和云硬
盘，网络安全组，HTTPS 云服务 API 接口，双因子登录验证等多种安全保护特
性，内置系统，安全，审计三大管理员账户，权限划分明确，安全管理员通过云
平台安全管理中心可统一管控系统安全策略，安全告警上报，进行系统运行和操
作日志审计查看等操作。
资源编排服务：提供对云资源（云主机、云硬盘、云网络等）的编排能力，
简化租户应用部署。持对应用模板管理的能力，包括创建、修改、删除、发布、
取消发布等权限。提供用户自定义应用管理，通用应用管理，大数据 PAAS 平台
应用管理能力，支持应用一键式创建。
物理云主机服务：FitOS 提供裸金属服务，将物理服务器形成资源池，按用
户需求进行物理云主机分配和管理，可支持裸金属服务直接纳管上云，对既有运
行的应用无任何影响。此外还提供丰富的物理服务器监控告警能力，通过裸金属
资源池大屏系统进行可视化展示，提升用户资源利用率。
信创资源池服务：FitOS 以“一云多芯”特色能力支持通过一个云平台兼容
管理多种异构信创硬件资源池，支持飞腾，鲲鹏，龙芯等国产 CPU 和中标麒麟，
银河麒麟，UOS 等国产操作系统，提供和 X86 硬件上同样的云服务能力。
容灾备份服务：FitOS 平台内置容灾备份管理组件，向用户提供多层级容灾
备份服务，支持两地三中心容灾方案。提供包括云主机，云硬盘，云平台自身，
用户应用系统等多层级容灾备份保护能力，支持进行自定义容灾备份策略和任务，
可进行容灾演练和设置容灾恢复优先级。
容器集群服务：FitOS 提供基于 Kubernetes 的容器集群生命周期管理，包括
创建、查询、扩容、减容、删除、控制台等功能，支持 Calico、Flannel 等容器网
络模型，提供容器集群不同容器间通信能力，支持通过 Helm 提供推荐提供基于
Helm Chart 的推荐应用模板，自定义应用模板及 Kubernetes Yaml 应用编排等多
种方式，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商店功能，支持提供容器应用服务滚动升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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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扩容、弹性伸缩、高可用、故障自愈等多维度可靠性保障能力。
监控运维服务：FitOS 支持对于云主机，物理云主机等关键云资源的监控服
务，包括 CPU、内存、磁盘 IO、磁盘使用情况等。支持对系统组网内交换机等
网络设备的运行状态监控。支持对云平台内各服务组件的运行状态监控，具备日
志进行收集和分析搜索能力，帮助系统运维人员方便定位和分析系统错误，提升
运维能力，提供系统资源整体使用情况; 计算节点主机资源使用情况，云主机和
物理云主机统计，云硬盘资源统计，网络资源统计的报表查看和导出能力。支持
告警上报，告警恢复和自定义告警功能，提供邮件，短信，微信等多种告警通知
手段。
产品性能介绍：
FitOS 平台提供三大部署场景，可灵活应对不同规模和性能要求：
三控制节点模式：支持服务器集群规模 3-300 节点，裸金属服务器规模 1-300
节点，支持云主机数量 1-6000 台。
六控制节点模式：支持服务器集群规模 3-600 节点，裸金属服务器规模 11000 节点，支持云主机数量 1-12000 台。
九控制节点模式：支持服务器集群规模 3-1000 节点，裸金属服务器规模 12000 节点，支持云主机数量 1-20000 台。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FitOS 基础设施云平台广泛应用于政务，政法，交通，医疗，企业等多行业
云解决方案中，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灵活，智能的数字化转型基座，有力支
撑 PAAS 和 SAAS 上层服务，加速用户业务创新和发展。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湖北楚天云、云南党建云、澳门海关、中国航信、湖北省教育云
产品三：FitStor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Ceph、Prometheus
产品功能介绍：
多资源池：FitStor 分布式存储支持多资源池特性，一套存储集群同时支持不
同存储介质，不同性能、不同可靠性级别的存储资源池，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业务
需求。
多个资源池之间硬件隔离，当其中一个资源池故障时，其他资源池不受影响，
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同时不同的资源池也可以设置不同的冗余策略，对数据可靠
性要求高时，可以采用 3 副本策略，对数据可靠性要求中等时，可以采用 2 副本
存储策略。
精简配置：FitStor 采用分布式架构，天然支持自动精简配置。精简配置允许
用户不考虑实际的物理容量，而给应用分配大量的虚拟空间。只有在写数据发生
时，才会真正的占用物理存储空间。该功能可以简化存储容量的规划管理，改善
存储的使用情况，提升存储空间的整体利用率，避免存储空间的分配不合理造成
的浪费。精简配置再配合分布式存储快速便捷的扩展性，能够更好的应对复杂的
环境下存储规划。
快照：快照功能，可以将用户的卷数据在某个时间点的状态保存下来，后续
可以用快照进行数据恢复，也可以使用快照数据快速下发业务。快照中的数据是
只读的，只能读取不能修改，针对源卷数据的修改也不会影响到快照数据。
链接克隆：FitStor 支持链接克隆技术，通过链接克隆的源卷快速克隆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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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个克隆卷，克隆过程中无需数据拷贝，秒级完成，同时克隆卷和源卷数据完
全一致。在内部链接克隆的源卷作为只读卷，克隆卷作为读写卷，多个克隆卷共
享源卷的数据，每个克隆卷新写入的数据又是自己独享的。
SSD 缓存：传统的 HDD 机械硬盘在容量上发展非常快，具有非常高的性价
比。但是，受机械硬盘的原理影响，在性能上不好。而 SSD 作为一种新型的存
储介质，在原理上没有机械硬盘的寻道时间，所以时延非常低，但是 SSD 的价
格比较贵。FitStor 支持将分布到各个存储节点上的 SSD 组建成为一个共享的分
布式缓存资源池，供所有的业务共同所用，既能提供大容量的存储空间，同时也
能提供很高的性能。
卷 Qos：FitStor 支持卷级别的 Qos，当大量应用共享有限的资源，QoS 能帮
助系统控制各个应用如何使用这些资源，最重要的是，能限制并避免那些高消耗
或者运行异常的应用，存储 QoS 包括业务对存储所需的 IOPS、带宽等性能的管
理和控制。
数据冗余：FitStor 分布式存储系统支持多副本和纠删码来保证数据的可靠
性。副本模式下，默认将数据切分为固定大小的数据块，每一个数据块在存储服
务器上保存了多份。故障情况下，只要有一份数据存在的情况下，存储数据都能
够修复。纠删码则能够提供更高的存储空间利用率，同时也能够保证数据的高可
靠。
回收站：FitStor 提供卷回收站功能，当用户误删除存储卷时，在一定时间内
可以从回收站内将误删的卷恢复。
产品性能介绍：
FitStor 分布式存储采用集群模式，支持超大规模的扩展性，单个集群最大支
持 1024 个存储节点，容量可以达到上百 PB。同时和 FitOS 云平台配合使用时，
一个平台可同时管理多套 FitStor 存储集群，
可提供超大存储空间。
存储 IO 性能，
在最小规模下，集群可以提供上万 IOPS，吞吐量可达到 1GB/s。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资源池池场景：在大规模云计算数据中心中，将通用存储服务器池化，建立
大规模块存储资源池，提供标准的块存储数据访问接口，可以和各种云平台集成。
视频监控场景：在视频监控领域，可以满足视频监控系统对 PB 至 EB 级的
数据存储的需求，系统性能随容量增加而线性增长，并保持平滑的扩容成本。在
数据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保持较低的运维管理成本，兼容主流的视频监控平台。
私有云场景：产品具备先进的技术架构优势，面向企业提供可扩展、高可靠
的数据存储能力，同时具备传统存储的可控性强、安全性高的特点，开放兼容各
种应用，无需改变用户使用习惯和定制开发。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湖北楚天云、云南省党建云、澳门海关、湖北省教育云、烽火通信私有云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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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Mgr：
资源组件化建模
FitMgr 将异构资源池中的“云资源”统一建模，通过组件模型，定义资源
的属性和行为；并进一步通过编排引擎对组件进行灵活组合从而快速构建出新
的服务。对用户来说，避免了传统“烟囱式”的资源管理方式，各种组件能有
效协同，能有效的应对业务的频繁变化和新业务的快速上线。
异构资源统一编排
FitMgr 通过资源编排引擎和网络编排引擎实现了资源的跨云部署。在资源
侧，调度策略可以按照用户的高可用需求，将虚拟机自动分布在不同的集群
上；或按照用户的应用场景，将部分需要快速弹性扩容的服务调度到公有云
上，将部分需要注重安全可信的服务调度到本地私有云上。在网络侧，网络编
排器能打通不同资源池的 VPC，实现不同资源的跨平台通信。
全可配置式动态服务流程
FitMgr 所有业务发放流程都是用户可定制的，通过编写规范化的操作模
板，用户可以在不需要重新编码的情况下，完成各种复杂业务的定义和上下
架。在这些业务中，可以自由定义各种异构资源的使用、任务处理工作流、消
息通知、日志记录等各种流程。
和企业 IT（如 CMDB）全面对接
FitMgr 实现了与企业 CMDB 的互联互通。私有云或公有云上所有资源变更
都会实时或周期性同步到 CMDB，以保证 CMDB 数据权威性、永久性和可追
溯性，并能通过 CMDB 准确反映出所有配置项的生命周期变化。
广泛的国产化支持
FitMgr 全面支持国产化信创服务器集群的管理，兼顾卓越性能和自主可
控，为企业内外部客户提供更高安全等级的云计算服务。
FitOS：
灵活部署
通过灵活的部署服务，将支持面向边缘云场景的轻型组合和面向中心云场
景的重型组合。
安全合规
安全合规是整个云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领域之一，随着等保 2.0 规范的发布
和实施，云上安全越来越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在融合架构中，整个云平台的
安全能力在平台设计和开发中就进行分层构建，形成“分层安全，统一管理”的
安全设计思路。
系统高度可靠
可靠性是影响融合云平台生死存亡的能力，无论是云资源高可靠保护还是
云平台自身高可靠加固，都将作为整个基座的关键能力之一。
智能化演进
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对云基础设施平台也带来了深刻的技术变革影
响，智能运维，智能调度，智能资源管理都是融合云平台积极探索和考虑的关
键技术点，通过这些能力，将进一步推动云平台在云化资源管理，环境感知，
故障监测，快速恢复等方面具备一系列革新的能力。
FitStor：
随机算法
FitStor 采用采用伪随机数据分布算法，可以有效映射数据对象到存储设备

- 39 -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上，避免在海量数据中进行查找和计算，在这套算法下，并不需要元数据中
心。因为大型系统的结构式动态变化的，伪随机数据分布算法能够处理存储设
备的添加和移除，并最小化由于存储设备的的添加和移动而导致的数据迁移，
同时还能保证数据在各个硬盘的均衡性，避免木桶效应导致的系统性能下降。
广泛的业务支持
FitStor 分布式存储是全新的软件定义存储系统，可以同时支持各种虚拟化
和容器应用，满足关键业务和形态各异的众多应用的不同存储需求。双模 IT 已
经成为企业 IT 的新常态，FitStor 灵活的软件定义架构，既可以支持广泛的多虚
拟化环境，与主流容器平台的生态也有很好的融合，对应用提供高性能快照、
链接克隆、跨集群的数据热迁移等企业级存储服务，软件系统部署于通用服务
器，可以持续更新硬件使系统永远处于最佳状态，并快速响应未来复杂多变的
业务需求。
广泛的硬件支持
FitStor 支持通用硬件，兼容不同厂商的服务器，且存储功能统一，用户可
以选择在自主采购的硬件上部署 FitStor。

2. 产品亮点介绍
FitMgr：
广泛的异构资源兼容：
FitMgr 云管理平台在计算节点的支持方面不仅支持主流的 X86 平台虚拟化
软件，同时支持 X86 物理服务器、主流的存储设备。FitMgr 云管理平台对硬件
及虚拟化平台的广泛兼容，为用户在新采购硬件时提供极大地选择余地，并极
大地方便利旧原有设备，为云平台平滑扩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保护用户的 IT 投
资。
双模多态的解决方案：
FitMgr 云平台解决方案是一套双模多态的云计算平台，FitMgr 既能支持传
统数据中心的资源，也支持新兴的开源软件、公有云，帮助用户快速构建各类
应用环境，满足企业业务对 IT 资源敏捷性部署的需求，FitMgr 并且围绕着资源
发放、任务管理、订单日志等打造了一整套资源管理体系，实现了资源管理的
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可监控、可重做、可回滚、可计量、可审计。
健康的生态圈：
FitMgr 与各大硬件和软件厂商在近年来的多个云计算平台项目中，有着非
常紧密的合作；与国内外众多公司包括 IBM、HP、DELL、EMC、VMware、
MicroSoft、RedHat、亚信安全、360、爱数软件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打造
围绕 FitMgr 云平台的技术生态圈，使 FitMgr 云平台在功能上更加丰富，产品
的对外兼容性方面更加广泛。
良好的扩展性：
FitMgr 云平台本身采用的是模块化组件堆叠的方式，按照实现功能的不同分为三
个层级，分别为虚拟化层、异构资源管理层、云平台层。模块化的软件设计既便
于云平台本身后期的维护及扩展，也屏蔽了底层计算、存储、网络管理的差异，
使得用户不再被某一家或几家设备或软件厂商绑定，可以自由选择符合自己实际
需求的软硬件产品。
FitOS：
无安全，不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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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环境，面临多租户，多部门，多业务系统种种复杂场景，也面临着来自
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安全攻击风险。因此，烽火云以安全为第一要务，遵循《信息
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2.0 版本(以下简称等保 2.0)三级标准和《信
息安全技术云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双重规范，实现六级全栈式安全防护解决
方案。
更可靠，更信赖：
烽火云认为，可靠是基础设施云平台的作为“ICT 基石”的重要内涵，只有
更可靠的云平台，
才能让用户更加信赖云。FitCloud 打造的 5 级可靠性保护方案，
从不同维度进行可靠性加固。
灵活多变，做最懂你的云：
烽火云从创立之初，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在烽火云 FitCloud 涉足的
每个行业领域，都要能切实解决用户业务痛点，灵活满足用户多变的需求，经过
多年实践积累，烽火云形成灵活多变的产品特色。
FitStor：
高弹性和扩展性：
FitStor 分布式存储采用分布式哈希表的架构，将所有元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
均匀分布在各个存储节点上，彻底避免了元数据并发访问的瓶颈。该核心架构设
计保证了 FitStor 具备大规模的线性扩展能力。
FitStor 采用独特的数据分片技术，加上分布式路由算法，可以将用户数据均
匀的分散到整个资源池故障域范围内，使得每个存储客户端都能够获得更大的
IOPS 和 MBPS 性能，也使得每个硬件资源的负载相对均衡。
高可靠性：
FitStor 采用分布式集群管理方式，整个系统中各个组件全部都冗余部署，无
单点故障。数据支持多副本和纠删码两种数据冗余保护机制，支持设置灵活的数
据可靠性策略和后台数据一致性校验等数据完整性校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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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广西梯度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企业亟待解决的是数字化能力的提升。广西梯度科
技有限公司通过容器云平台、多云管理平台和大数据平台以及云 MSP 服务能力，
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1. 成立背景
广西梯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数字广西集团旗下唯一一家从事
云计算的公司，拥有一批国内最早研究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公司核心
成员来自阿里巴巴、国防科大、巴黎十一大等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和顶级互联网
企业。

2. 公司业务简介
作为国内领先的云管理服务提供商（Cloud MSP），梯度科技始终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以创新为驱动，以技术为引领，以结果为导向。梯度科技依托自主研发
的梯度智能云平台、梯度云管平台等产品，为客户提供云咨询、云迁移、云集成、
云管理、云运维一站式深度上云服务。

3. 公司服务客户
目前，梯度科技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广泛服务于政府、金融、军工等各个行
业。

二、产品介绍
1. 产品总体介绍
梯度科技的智能云平台、云管平台和大数据平台。目前，在军工、金融和政
府等领域均有成功案例。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R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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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云计算
产品一：智能云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docker
产品功能介绍：
（该产品为软件产品，性能和部署的硬件环境有关）
梯度智能云平台主要包括：应用管理、配置中心、负载均衡、域名管理、镜
像管理、持续集成、镜像仓库、集群管理、主机管理、网络管理、共享存储、监
控管理、日志中心等模块。
产品性能介绍：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构建自动化运维平台--实现自动服务化的部署、运维，提供了应用部署，
规划，更新，维护的一种机制。
2、降低服务器资源开销--相对于传统的虚拟化技术，基于容器技术的云平台
能承载更多的应用。
3、加速软件的迭代效率--软件的开发、测试和生产都在统一的环境中实现，
加速企业应用的交付。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1、安全可靠的军工案例--国防科技大学。项目效果：高效支撑 AI 应用服务、
通过军方最高安全机构检测、实现跨六个军事基地部署、支持超过 400 个上层应
用。
2、高并发高稳定金融案例--电信翼支付。项目效果：总成本降低 60%、运维
效率提升 50%、交易数 8000 万笔/日、并发量 3 万笔/秒、稳定运行超 2.6 万小
时。
3、国内首个政府容器云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项目效果：通过安全
等保 3 级、总成本降低 80%、稳定运行 2.9 万小时、高可用效率达 99.999%、运
维效率提升 70%。
产品二：云管理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SpringCloud
产品功能介绍：
梯度云管理平台主要包括：综合门户、租户管理、多云及异构管理、费用管
理、产品管理、营销管理、订单工单、编排管理、监控管理、操作日志。
产品性能介绍：
（该产品为软件产品，性能和部署的硬件环境有关）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通过云管平台管理多云能力以及云网专线，结合专业的云计算团队，为云
MSP 提供有力支撑，助力企业上云、管云、控云，专注核心业务，加速云端业务
创新。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壮美广西经济社会云项目是广西自治区重点项目，梯度科技完成了整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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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及建设工作，帮助自治区实现了桂企上云，推动自治区乃至整个东盟区的
的云计算发展进度。梯度自主研发的多云管控平台在项目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多
云管控平台管理了阿里云、华为云、天翼云的公有云资源及私有云资源，实现了
云资源的按需分配。梯度科技还针对本项目的云资源进行整体运营，针对本项目
云资源进行按需分配、计价售卖工作。
壮美广西经济社会云项目是国内首个采用阿里飞天系统和华为鲲鹏服务器
的国产化多云、多芯云平台。以梯度云管平台为中心纳管了阿里云、华为云、天
翼云的公有云及私有云，为广西自治区内的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常用的云服务，
推进了区内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上云。
（2）大数据
产品一：大数据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Hadoop
产品功能介绍：平台基于可视化界面进行统一部署安装、运维监控、业务应
用操作，以降低用户对 Hadoop 使用门槛为设计理念，通过打造高可靠、高安全、
易使用的大数据基础平台，为用户提供大容量的数据存储、查询和分析等综合应
用能力。
产品性能介绍：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海量数据的开发、管理、运行监控、和运维，需要提供
大数据存储、计算、分析的统一平台，能够帮助客户快速构建海量数据信息处理
系统，通过对海量数据实时与非实时的分析，发现全新的数据价值。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1、广西经济社会云项目。项目成果-综合采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手段，推进政府和企业
数据共享、开放和开发，促进企业上云、用云。建设统一的经济社会云服务管理
系统，整合社会云资源，实现云资源的统一门户、统一管理和运维，为经济社会
领域各类应用提供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基础云资源和服务。
2、广西糖业大数据平台项目。项目成果-通过糖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汇集广西糖业大数据，对糖业数据进行采集、存
储、治理、分析、可视化，支撑上层应用，以糖业大数据基础支撑平台为基底，
夯实数据基础，为糖业“农、工、贸、金融、监管”大数据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助力“糖企上云”、“糖业上云”，有效推动广西糖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促进实现糖业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形成广西“糖业云”生
态体系。
3、数字广投，数据中台项目。项目成果-本期项目通过智能数据中台建设：实现数据资产的聚合，解决数据孤岛问题，
通过统一数据建模规范、统一数据治理、统一数据资产管理、统一数据服务等能
力的建设，构建企业级数据中心。搭设模型共享服务与制度，建立统一的平台运
营体系，形成一套数据服务全生命周期管控的平台，提升广西投资集团数据服务
应用能力，支持业务创新和业务运营升级。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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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创新型介绍
智能云平台创新介绍：
1、自主研发了多种组件，以组件为基础开发了很多核心技术，引领了国内
容器云技术的创新发展方向。

2. 产品亮点介绍
智能云平台亮点：
1、安全可靠认证，支持国产化芯片、CPU、操作系统，是全国首家获得龙
芯、兆芯、飞腾、鲲鹏相互认证的企业。
2、基于 Kubernetes 的容器云平台，解决开发、测试、运行环境统一、服务
快速部署、运行期服务管理等问题。提供物理机、虚拟机、私有云、公有云统
一接入的能力，屏蔽应用对基础设施层的依赖。
多云管理平台亮点：
1、纳管和监管切换管理：通过支持纳管和监管多云，进行业务模式切换管
理。
2、标准化服务：通过管理底层云平台规格，为最终用户提供统一标准的服
务目录。
3、灵活计费：通过不同产品特点多元计费，匹配云平台计费规则，为计量
计费提供可靠依据。
4、资源管控：基于订、工单流程驱动，实现规范化管理资源的使用。
大数据计算平台亮点：
1、高存储：提供高性能的分布式存储组件，支持海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
据存储。
2、高计算：提供高性能的的分布式计算组件，支持多语言、多接口、多能
力的计算方式。
3、统一性：可视化的安装部署统一、可视化的运维监控统一、可视化的安
全管理统一、可视化的服务能力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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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杭州默安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默安科技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云计算时代的新兴网络安全公司，致力于
成为客户信赖的安全伙伴。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
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四川等多个省份完
成业务和服务网络的覆盖，逐步形成多地营销、服务和研发的战略格局；作为安
全能力提供商，以帮助用户建立能力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产品与服务在金融、
能源、央企、运营商、教育、医疗、精尖制造、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受到充分的认
可，累计为数百家企业提供安全保障，不断积累卓越的客户口碑。

1. 成立背景
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为驱动的“下一代”IT 架构，与数
字化转型升级为特征的“下一代”政企业务的不断发展，为应对不断涌现的新型
攻击与黑灰产势力，必将催生安全对抗的“下一代”，以及企业安全体系的“下
一代”。

2. 公司业务简介
默安科技致力于为客户构建下一代企业安全体系，涵盖“左移开发安全
DevSecOps”与“智慧运营安全 AISecOps”两大领域。凭借完整“平台+工具+服
务”的 SDL/DevSecOps 全流程解决方案，抓源头、治漏洞、灭风险，为政企数字
化业务安全赋能；以在国内率先发布并落地的欺骗防御为突破口，智能化整合安
全数据与防御能力，形成集检测、响应和决策于一体的安全运营体系。
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卓越的产品理念和丰富的实战经验，默安科技作为唯
一中国厂商入选 Gartner 软件成分分析市场指南，及德勤 2020 中国高科技高成
长 50 强，荣获 IDC 中国威胁情报安全服务市场创新者、中国网络安全能力百强
“竞争者企业”、杭州准独角兽企业、数字中国推动者 TOP100、未来银行科技服
务商 TOP100、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TOP50、中国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及投资价值 60
强，以及浙江省十佳网络安全优秀产品、最具投资价值产品、
“互联网+政务服务”
创新案例、电子政务优秀案例、企业服务案例 TOP50 等多项荣誉。

3. 公司服务客户
目前，默安科技累计已为政府、运营商、金融、快递物流、能源、教育、高
端制造等多个领域提供安全保障，其中既包括多家大型政企单位，如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中化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交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
华夏银行、国泰君安、华泰证券、中国太平、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万科集团、
吉利汽车、上汽集团、海康威视、科大讯飞、传化智联、中通快递等；也不乏新
兴领域的优秀企业，如美丽联合、大疆创新、浮云科技、云集等；并且，已与阿
里云、品高云、华为、深信服、华云、趣链等行业代表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致力于构建“健康、持续、互助、共赢”的业务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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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介绍
本节重点详尽描述，技术与业务结合，企业产品如何助力业务提升与创新，
如何解决企业痛点和难点，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此处可以有几句统领性
描述。

1. 产品总体介绍
所属领域：安全
默安科技雳鉴软件成分分析系统（以下简称“雳鉴 SCA”），专注解决软件安
全开发流程（SDL）中研发阶段的组件安全问题，是默安科技面向研发安全需求
开发的基于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管理的软件成分安全检测系统。在不改变当前
研发流程和组织架构的前提下，与代码仓库（如 SVN/GIT/TFS/Bitbucket）无缝
对接，实现开发阶段的组件安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以最小的代价帮助企业和组
织实现组件安全的自动化检测，风险组件周期管理，安全质量分析，实现开源闭
源组件的可视化管理。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þ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þ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安全
产品：默安科技雳鉴软件成分分析系统（默安 SCA）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商业闭源
产品功能介绍：
默安科技雳鉴软件成分分析系统（以下简称“雳鉴 SCA”），专注解决软件安
全开发流程（SDL）中研发阶段的组件安全问题，是默安科技面向研发安全需求
开发的基于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管理的软件成分安全检测系统。在不改变当前
研发流程和组织架构的前提下，与代码仓库（如 SVN/GIT/TFS/Bitbucket）无缝
对接，实现开发阶段的组件安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以最小的代价帮助企业和组
织实现组件安全的自动化检测，风险组件周期管理，安全质量分析，实现开源闭
源组件的可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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雳鉴 SCA 由项目管理模块，组件库管理模块，软件成分管理模块，系统管
理模块四个大模块组成。项目管理模块负责软件成分安全检测与统一管理，项目
包含详情、模块管理列表和扫描任务列表，可在任务中设置软件成分分析引擎的
相关检测策略；组件库管理模块负责对各类组件库进行检测，支持定时检测；软
件成分管理模块负责对项目中扫描出的软件成分进行分析统计及管理；系统管理
模块负责账号权限、报表、安全组件、日志审计、消息通知、系统配置等相关管
理策略。
产品性能介绍：N/A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 研发业务自查
企业用户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在开发过程中，利用雳鉴产品，有效提升软
件版本质量，落地整个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管理。面对不同研发部门，默安科
技协助科技部制定应用的软件成分安全标准落地；利用雳鉴平台进行流程化管理，
将软件成分风险及安全漏洞的发现和治理实施在系统上线之前；把控好外包部门
研发的安全质量和安全意识，提升自己内部研发部门的安全意识；满足企业的安
全合规要求。
2) 外包业务自查
很多的企业用户把业务系统都外包给软件公司进行开发，在业务系统交付时
无法有效验证系统安全性。通过雳鉴对交付时的业务系统进行软件成分安全测试，
发现缺陷并修复，提高业务系统软件安全系数。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1) 案例一：长沙银行 SDL 体系下的开源安全风险治理
长沙银行是湖南省首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已拥有包括广州在内的 30
家分行（直属支行），共有超过 700 个网点，营业网点实现了湖南全域覆盖。在
“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业务发生转变，信息安全除了自身的安全需求外，还
需满足监管和合规要求。长沙银行依托于默安科技的雳鉴产品+服务模式（含
SCA 组件）在行内建立了 SDL 体系（含开源安全风险治理方案）
，在开发测试环
节中增加安全测试环节，能快速的发现漏洞、定位安全风险，实测安全漏洞 0 误
报，降低了安全测试难度，并实现开源安全风险治理。
a）详尽的组件库管理
以安全视角实现对开源组件组件库的可视化管理，详尽展示当前组件库名、
当前版本号等情况，帮助管理人员把控项目使用软件成分的整体情况。
b）开源安全风险治理
帮助长沙银行梳理组件漏洞风险管理，涵盖近 10 年所有的软件成分漏洞，
图表化展示组件安全分布及漏洞等级分布，提供详尽的漏洞介绍及解决方案，实
现漏洞闭环化管理。
c）开源合规管理
提供开源许可证的完整信息，快速定位合规风险，规避法律风险。
2) 案例二：云效（专有云）DevSecOps 平台开源安全风险治理
阿里云云效是国内最大的 DevOps 平台，根据信通院的数据统计，在中国约
6.93%的企业选择阿里云云效一体化。阿里云云效平台 SCA（专有云安全组件）
是阿里云与默安科技联合开发的针对云效专有云场景的软件成分安全分析解决
方案，将默安科技的 SCA 安全能力集成到云效中，专注于检测 Cloud DevOps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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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的软件成分及制品库的安全风险。云效（专有云）SCA 安全检测平台主要包
含 2 大安全功能，组件风险检测和制品库安全。
a）组件风险检测
组件风险检测功能支持创建三方组件任务，包括对组件清单、漏洞清单、许
可证协议、组件依赖库的检测和梳理，图表化展示组件安全分布及漏洞等级分布，
提供详尽的漏洞介绍及解决方案等。
b) 制品库安全
制品库安全功能支持制品库安全规则、制品出入流程等功能。
3）其他客户案例名单：
Ø 萤石软件
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Ø 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中心
Ø 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
Ø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Ø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Ø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Ø 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Ø 浙江华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Ø 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Ø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Ø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Ø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传统开源安全工具方案仅包含漏洞识别功能，雳鉴 SCA 可实现对组件库清
单、组件漏洞及开源许可证分析的风险全面管理，减少研发及安全人员的沟通成
本，提高开源治理工作效率。
1）组件库可视化管理
雳鉴 SCA 产品对企业所有第三方组件库进行管理，支持配置定时检测以在
不同时段进行仓库软件成分安全检测，项目详情展示均为单个组件库最新检测的
数据。对库信息和库详情可视化管理，并支持对组件库中风险组件生命周期的闭
环管理，包括软件成分的风险等级、版本号等详细信息，并且可于列表一键重新
检测，同时提供软件成分漏洞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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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涵盖近 10 年所有的软件成分漏洞
基于配置文件扫描和源代码片段扫描相结合，解析所引用的软件成分，确定
组件使用位置及精确的漏洞信息，获取名称、版本号，通过 CVE、CNVD、CNNVD
版本号规则匹配确认；并通过软件成分引擎，对配置、数据流、控制流、符号表
等全面解析，从代码中的根据语法引擎结果提取引用的软件成分信息及精确位置
信息等。软件成分图表分析包括软件成分风险分布及其 CVE 风险分布的可视化
展示，支持软件成分的分享及报告导出等操作。

3）开源许可证分析
复杂的许可证要求会危及企业的知识产权和不必要的支持及维护负担。雳鉴
SCA 可快速定位合规风险：提供开源许可证的完整信息、包含许可协议名称、风
险等级及来源，支持组件许可协议关联分析，关联并分析开源组件使用的许可协
议以及协议风险。帮助企业识别合规风险及规避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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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亮点介绍
1）区分依赖组件引入方式及展示依赖路径树
在组件的修复和治理工作中，对于间接依赖和直接依赖引入的漏洞风险有不
同的处理策略。根据有关数据显示，75%的开源软件漏洞存在于间接引入。在开
发场景中存在一种普适场景，即直接依赖的组件是闭源的，但其中依赖了开源带
漏洞的组件，传统方案只能检测到直接依赖关系，雳鉴 SCA 通过图表化展示来
源类型，有效区分间接和直接依赖关系，并展示组件依赖路径树及依赖详情，帮
助安全及开发人员识别相关的风险。
2）组件推荐版本建议
在实际的组件修复和治理工作中，开发人员会对存在漏洞的组件版本进行替
换，而不是修复漏洞。传统方案仅识别当前使用版本，这极大的挑战了开发及安
全人员对组件知识库的熟悉度，需要在众多的版本中找出最优的替换方案，也极
大的挑战了中小型企业的研发人力成本。雳鉴 SCA 可展示当前使用版本及相关
漏洞受影响的所有版本；组件最新发布版本及最新版本的漏洞情况；并根据算法
向研发人员展示组件推荐升级版本，推送距当前识别的组件版本最近且无漏洞的
版本，大大的降低了修复难度和提升了效率。
3）开源许可证的关联分析
在近些年的开源治理工作变化中，我们关注到开源所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及法
律也逐渐规范，受到了业内外的重视及法律保护。开源风险不仅仅局限于漏洞风
险，还有开源许可证所涉及到的合规风险，传统的方案仅仅识别当前组件涉及的
开源许可证名称，而大部分的研发及安全人员并不擅长于解决相关法律风险，对
许可证的隐患并不清楚。雳鉴 SCA 针对这类问题增加了许可协议管理，对许可
证做关联分析，系统可以自动化关联和分析使用的许可证协议及许可证风险，并
通过危险等级及影响应用排序展示其风险程度，帮助研发和安全人员全面管理许
可证合规风险，降低了管理成本，提升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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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火山引擎
一、企业概况
火山引擎是字节跳动旗下的数字服务与智能科技品牌，基于公司服务数亿用
户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基础服务等技术能力，为企业提供系统化的全链路解决
方案，助力企业务实地创新，给企业带来持续、快速增长。

1. 成立背景
字节跳动作为一家全球化互联网公司，在过去 8 年中迅速成长，在这一过程
中，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增长理念和运营工具起着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
2020 年 6 月 22 日，字节跳动企业技术服务平台“火山引擎”正式公布，字
节跳动火山引擎负责人肖默表示，“推出火山引擎，是希望将服务字节跳动从 0
到 1、从 1 到 N 的能力与工具产品化、服务化，并开放给更多行业与合作伙伴，
帮助大家的业务快速发展、提升竞争力。”

2. 公司业务简介
火山引擎可以为客户提供一整套独创的智能增长技术体系，依托统一基础服
务、技术中台、智能应用和行业解决方案四层架构，面向企业级市场推出了数十
款技术产品与服务，从开发、应用到运营，满足不同类型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
段业务发展的核心需求。
同时，为帮助不同行业的客户实现从用户到业务的持续增长，火山引擎还面
向泛互联网、汽车、金融、新零售及文创等不同行业领域打造了系列一体化解决
方案。

1. 公司服务客户
火山引擎已经服务了包括京东、苏宁、建设银行、银河证券、吉利、福特、
B 站、华润、虎扑、VIVO 等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并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二、产品介绍
1. 产品总体介绍
火山引擎机器翻译解决方案（下称“火山翻译”）提供快速、稳定、安全的
多语言翻译服务，开发人员可以轻松地集成使用。产品具备文本翻译、语音翻译、
图像翻译、语种识别 4 种基础能力，凭借数据积累和技术创新，在新闻、视频、
小说、办公、社交、会议等领域具备独特的优势。
目前，火山翻译已支持 55 个语种、2970 个语向的翻译，每天为来自全球的
过亿用户提供优质的翻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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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þ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云计算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
序列推理引擎 LightSeq、多语言预训练新范式 mRASP
（开源地址分别为：LightSeq-https://github.com/bytedance/lightseq；mRASPhttps://github.com/linzehui/mRASP）
产品功能介绍：
产品具备文本翻译、语音翻译、图像翻译、语种识别 4 种基础能力，支持 55
个语种、2970 个语向之间的互译。

产品性能介绍：
在翻译任务上，
火山翻译使用的序列推理引擎 LightSeq 相比于 Tensorflow 实
现最多可以达到 14 倍的加速。同时领先目前其他开源序列推理引擎，例如最多
可比 Faster Transformer 快 1.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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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 内容平台：内容平台接入机器翻译服务，可以使用户更便捷地浏览跨语言
内容，节约人工翻译带来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2. 企业办公：跨国公司中经常需要多语言沟通。我们针对办公场景提供消息
和文档翻译、会议同传等多种机器翻译服务，支持私有部署
3. 涉外会议：在会议现场实现语音实时识别，翻译，形成字幕，实时投屏，
实现跨语言、多语种无障碍沟通，专业团队也可在客户端远程对会展实时提供专
业的字幕保障、稿件精修、翻译校对等人工保障服务
4. 直播节目：为具备一定延时的直播节目添加多语言字幕。基于“AI+译员”
的方案，机翻级速度输出人工校正后的高质量字幕
5. 影视制作：基于成熟的媒体字幕翻译平台，为特定领域的影视作品定制专
属 AI+人工的解决方案，达成高质量、批量化、高响应的多语种制作和交付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飞书、巨量引擎、东方 IC、海豚股票

第四届 CTDC 首席技术官领袖峰会，火山翻译提供会议投屏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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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日本艺术家村上隆首场中国直播，火山翻译提供智能同传字幕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1. 使用了序列推理引擎 LightSeq，该引擎对以 Transformer 为基础的序列特
征提取器（Encoder）和自回归的序列解码器（Decoder）做了深度优化，是业
界第一款完整支持 Transformer、GPT 等多种模型高速推理的开源引擎。
2. 使用了多语言预训练新范式 mRASP，打破了资源场景和语种的限制，
在低资源消耗的情况下轻松扩展语种。
3. 打造 AI+人工保障方案，将 AI 技术和专业译员相结合，为企业节约内
容处理成本，缩短内容处理周期，打造高性价比、高质量的视频和会议翻译解
决方案，在视频、直播和大会场景得到了实际应用。

2. 产品亮点介绍
1. 语音翻译：识别语音中的文字并翻译。语音可以是实时的数据流，或者
是音频文件；
2. 图像翻译：识别图像中的文字并翻译。图像可以是拍摄稳定的视频，或
者是图片；
3. 垂直领域优化：针对新闻、视频、小说、社交等内容进行了优化，翻译
效果更好，并在客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术语匹配：可以导入专业领域的术语，增加翻译一致性，提高翻译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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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翻译提供 VFT 领域自适应服务，针对垂直领域进行优化）

5. 翻译准确：基于百亿训练数据和神经网络最前沿技术，多种语言不同场
景的评测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稳定可靠：依托平台强大能力，翻译能力可以自动扩缩，每日稳定处理
数亿次翻译请求；
7. 灵活接入：可以通过 API、SDK、私有部署等多种方式接入翻译服务，
满足各种形态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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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红帽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红帽是全球领先的企业开源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采用社区驱动的方法提供
可靠、高性能的 Linux、混合云、容器和 Kubernetes 技术。红帽帮助客户集成新
的和现有的 IT 应用、开发云原生应用，让我们业界领先的操作系统标准化，以
及自动化、保护、管理复杂的环境。屡获殊荣的支持、培训和咨询服务使红帽成
为财富 500 强企业值得信赖的顾问。作为云提供商、系统集成商、应用提供商、
客户和开源社区的战略合作伙伴，红帽帮助组织为数字化未来做好准备。

1. 成立背景
红帽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我们的愿景是成为 21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公
司，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客户、贡献者和合作伙伴社区的催化剂，以开源的方式创
造更好的技术。

2. 公司业务简介
混合云基础架构：为企业未来打好基础，同时管理好成本，加速企业数字化
转型。涉及红帽企业 Linux、红帽 OpenShift 等。
云原生应用开发：加速应用开发、创新与交付。涵盖红帽 OpenShift、红帽
集成、红帽 Runtimes、红帽 CodeReady 等。
IT 自动化与管理：让基础架构和应用自动化，在不牺牲稳定性的情况下做
更多事情。对应的红帽产品有红帽卫星、红帽 Insights、红帽用于 Kubernetes
的高级集群管理和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

3. 公司服务客户
红帽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受到全球知名企业的认可和信赖。财富全球 500
强中的所有航空企业、通信服务提供商、商业银行和医疗保健公司都是红帽的客
户。
Delta 航空、德意志银行、宝马、福特、希尔顿酒店、沃达丰、中国农业银
行、招商银行、环球度假区、海信、格力、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等，都是红帽的
客户。

二、产品介绍
红帽是世界领先的企业开源软件解决方案供应商，依托社区力量为客户提供
高性能的 Linux、云技术、容器和 Kubernetes 技术。 红帽通过一流的支持、
培训和咨询服务，帮助您跨环境进行标准化、开发云原生应用，并实现复杂环境
的集成、自动化、安全防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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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总体介绍
红帽是世界领先的企业开源软件解决方案供应商，依托社区力量为客户提供
高性能的 Linux、云技术、容器和 Kubernetes 技术。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
□数据库

R云计算

□大数据

R操作系统
□基础开发框架

R中间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R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云计算：
产品一：红帽 OpenStack 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openstack, linux kernel, kvm, libvirt, ovs, manageiq
产品功能介绍：
红帽 OpenStack 平台是一款云计算平台，能够对行业标准硬件上的资源进
行虚拟化，并将虚拟化后的资源整理到云中进行管理，让用户能够随时访问所需
的内容。
● 可靠的云基础
○ OpenStack 以 Linux 为基础，而红帽 OpenStack 平台正是与红帽企业
Linux 联合设计而成。
● 统一管理
○ 平台含有集成云管理器，红帽 CloudForms 也能让您跟踪成本、控制资
源和保障合规。
● 与数百家认证提供商合作
○ 在 OpenStack 认证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帮助下，自定义您的
OpenStack 云。
● 部署安全的私有云
○ 红帽 OpenStack 平台以红帽企业 Linux 为核心，包含了安全增强型
Linux 等重要安全功能。
● 从小更新，到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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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灵活决定标准化的周期。对于某些版本，我们可提供长达 5 年
的支持。
● 即用型云存储
○ 将 OpenStack 与红帽 Ceph 存储搭配使用，部署有助于改进云性能的
对象、块和文件存储。
产品性能介绍：红帽 OpenStack 平台可支持关键的电信级应用，单集群可最大
支持 700 个节点，可通过多集群扩展到更大规模。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红帽 OpenStack 平台主要用于构建电信云资源池和私有云
资源池。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1、Verizon
2、携手 Verizon 实施业界已知最大的 NFV OpenStack 云项目
3、Turkcell
4、FastWeb
5、KazTransCom
6、Rakuten
7、AMADEUS ( 出行代理 )
8、国泰航空（运输业）
产品二：Red Hat OpenShift Container Platform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及云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
产品功能介绍：
OpenShift 是红帽企业级的容器解决方案，对应的开源项目为 OKD（Origin
Kubernetes Distribution）。OpenShift 是红帽基于在 Kubernetes 和容器之上，
提供了集群服务、平台服务、应用服务、数据服务、开发人员服务、多集群管理
等功能，并增强了客户体验，更为重要的是，红帽为 OpenShift 提供强有力的产
品生命周期支持，使企业客户可以放心使用。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 OpenShift 作
为 PaaS。

产品性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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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曾联合 CNCF 在 2017 年做过一轮大规模的 OpenShift 集群测试，以此对
比在物理机和虚拟机环境下，两者的性能差异。

测试中使用的计算节点配置为 12 核 256G 内存，存储节点配置为 12 核 128G
内存，把所有机器分成两个 OpenShift 集群：一个集群 100 个节点，全部使用物
理机；另一个集群 2048 个节点，全部使用虚拟机。
关于事务处理性能的测试：
通过在前端模拟 TCP 请求发送不同的字节包，观察到性能实际上受 TCP 字节
包大小的影响比较明显，在一般的 TCP 字节包（1024 字节）传输情况下，虚拟机
和物理机的性能差异不大，但是在大 TCP 字节包传输情况下，物理机性能明显高
于虚拟机。
如下图所示，测试环境中单实例能提供高达 10000 的事务处理量，通过水
平扩展，进一步获得了性能的提升，在 4 个实例的的情况下，可提供每秒 30000
个的事务处理量，这意味着每个请求的来回只消耗了 3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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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XLAN 针对 UDP 的封包/解包工作下移到物理网卡，是提升 VXLAN 容器网
络性能的重要手段，可避免过多的性能损耗，这需要物理网卡支持 SR-IOV 功能，
同时在虚拟机中打开 SR-IOV。
此外，如果采用诸如 Calico 这类的路由方案，由于没有封包/解包的开销，
也基本上能获得接近物理网络的性能。
关于磁盘 I/O 的测试：
新式的 Overlay2 后端存储，提供缓存共享机制，当在一个计算节点大批量
密集启动 Pod 时，有效的降低了磁盘的 I/O。
在测试中模拟一个计算节点分数个批次启动总数为 240 个的 Pod，Overlay2
无论是在内存使用上还是 IO 请求次数上，都明显优于 Device M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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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红帽提供的 OpenShift 既面向运维，又面向开发。Garnter 提出的容器的四
个重要应用场景中，OpenShift 可以涵盖：敏捷开发、PaaS、微服务三个场景。
一言概之，OpenShift=容器云解决方案+应用管理解决方案。OpenShift 面向
运维主要体现在能够保证 Pod（包含一个或多个容器）中运行应用的高可用、实
现 Pod 的编排部署、弹性伸缩等。用户可将应用部署到容器中，实现容器云。
OpenShift 面向开发主要体现在源代码到镜像的直接生成（S2I）。OpenShift
通过镜像流跟踪镜像的变化，当开发者的代码更新提交后，能自动触发镜像的生
成，并使新的镜像生效。这个过程无须开发者和运维人员准备复杂的 Dockerfile
和各类 Kubernetes 繁杂的部署文件，它大大缩短了客户应用开发的时间，从而
帮助客户实现敏捷式开发。用户可以直接基于 OpenShift，实现 CI/CD 甚至 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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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云 PaaS 平台
典型案例：
1、中国某移动公司
2、中国某电信公司
3、SoftBank
4、电信行业-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
NTT-Docomo MEC、 AT&T MEC、Orange NFV、 某移动公司。
电信行业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软银集团-红帽助力 SoftBank（软银集团）在 DevOps 项目中构建内部开发
平台
某移动互联网公司搭建容器化 Pass 平台提升运维能力
金融行业-金融云平台/PaaS
典型案例：
Macquarie、某大型国有银行、泰康保险、华泰人寿、中信信用卡中心
典型案例：
德意志银行、ING、华泰人寿
典型案例：
BBVA
金融行业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DBS 星展银行 - 云和开源成就全球最佳银行
某大型国有银行 - 用开放成就国际一流银行
华泰人寿 - 用开源加速产品创新
江苏银行 - 携手红帽云平台实现可持续发展
某保险集团 - 构建强大 PaaS 平台，打造保险、资管、医养三朵云
德意志银行 - 数字化转型加速开拓市场
BBVA - 引入开源方案，打造统一全球云平台
麦格理 - 引入容器技术，提升数字体验
能源行业-典型场景 - 油气工业互联网
能源行业典型场景 - 勘探生产支撑平台
能源行业-典型场景 - 人工智能平台助力油气勘探和生产
能源行业典型场景 - OpenShift 容器云平台
能源行业典型场景 - 混合云管理平台
能源行业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国某海洋石油公司 PaaS 平台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国某石油公司党建系统
埃克森美孚借助 OpenShift 实现人工智能快速交付
海油云 PaaS 平台能力提供
汽车行业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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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集团数字化转型
福特-红帽荣获 2019 年度福特 IT 创新奖
戴姆勒奔驰公司全球汽车选配系统
沃尔沃汽车公司应用上云
马自达公司在线二手车交易平台
某国内大型车企数字化转型
运输行业典型场景-客货代理
产品三：红帽 Ceph 存储 /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存储 / 红帽 Gluster
存储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ceph, rook, gluster
产品功能介绍：
红帽 Ceph 存储
红帽 Ceph 存储是适用于高要求应用的可大规模扩展的存储方案。红帽
Ceph 存储是一款开放式精简存储解决方案，支持大规模扩展，适用于现代数据
管道。红帽 Ceph 存储针对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AI/ML）和新兴工
作负载而设计，可根据您选择的行业标准硬件提供软件定义存储。借助 Ceph
存储，可加快产品上市。弥合应用开发和数据科学间的差距。更深入地洞察数
据。
● 大规模可扩展性
○ 扩展至空前水平，高达百亿对象，而不影响性能。扩展或缩小存储集群，
而不会停机。满足您的敏捷性需要，加快向市场。
● 简化安装和操作
○ 大幅简化安装，提高启动速度通过精简操作、监控和容量管理，迅速地
从大量非结构化数据中获取洞察。
● 增强安全和保护
○ 通过集成的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功能（包括客户端和对象级别加密），保
护数据，免遭外部威胁和硬件故障的影响。通过单点控制和管理，轻松处理备份
和恢复。
● 面向新兴工作负载的功能
○ 满足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湖分析、云对象存储和其他新兴应用的需
求。向数据科学家和其他数据密集型用户交付类似于存储即服务的功能。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存储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存储是一种针对容器的软件定义存储。作为红帽
OpenShift 的数据和存储服务平台，红帽 OpenShift 容器存储可以帮助团队跨
云快速、有效地开发和部署应用。
● 多云可移植性
○ 多云网关会对存储基础架构进行抽象，这样数据就可以存储在许多不同
位置，但仍相当于一个持久存储库。
● 简化应用开发
○ 开发人员（甚至是存储专业知识不足的开发人员）可直接从红帽
OpenShift 置备存储，而无需切换到另外的用户界面。
● 支持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
○ 可同时支持文件、块或对象—三种数据格式，支持企业 Kubernetes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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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创建的各种工作负载。
红帽 Gluster 存储
红帽 Gluster 存储是一款软件定义存储（SDS）平台。可以帮助用户处理
通用工作负载，如备份、归档和分析，是超融合的理想之选。与传统存储系统
不同，它不但经济高效，而且可以灵活地部署在裸机、虚拟机、容器和云环境
中。
● 可扩展的存储管理
○ 红帽 Gluster 存储无需元数据服务器就能存储数据，消除了单点故障
的可能性。随着数据增长，它还可以灵活地进行扩展。
● 快速、简单，没有供应商锁定
○ 几分钟内可部署好多租户存储系统，不再受死板的创新周期或特定硬件
配置的束缚。
● 专门针对容器优化
○ 红帽 Gluster 存储为与 Openshift 容器平台高度集成的可扩展持久化
容器存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在混合云中进行部署
○ 裸机、虚拟化、容器化或云端——无论哪种环境，红帽 Gluster 存储
都能适用。
● 大规模媒体
○ 随着传统媒体向数字化工作流和内容过渡，用户对数字存储的需求也在
急剧增长。红帽 Gluster 存储是媒体行业的理想选择。
● 虚拟化
○ 跨异构硬件平台，构建经济高效、敏捷优异的虚拟服务器和存储基础架
构。
产品性能介绍：红帽 Ceph 存储作为灵活的软件定义存储，可支持高达百亿
对象，可实现大规模横向扩展而不影响性能。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以软件定义的方式，分布式可灵活扩展的架构为
OpenStack 或者 OpenShift/kubernetes 提供虚拟机，容器和平台上层应用所
需的块存储，文件存储和对象存储服务。满足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湖分析、
云对象存储和其他新兴应用的需求。向数据科学家和其他数据密集型用户交付类
似于存储即服务的功能。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1、Macquarie
2、Rakuten
3、阿姆斯特丹机场 ( 交通港 )
（2）中间件
产品一：Red Hat Runtimes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及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WildFly，Tomcat，Infinispan，ActiveMQ，Keycloak，
OpenJDK，Quarkus
产品功能介绍：
Red Hat Runtimes 提供了现代化平台，可在相同的生态系统中开发和运行
新的和旧的应用程序，包括 Spring Boot，Reactive，JavaScript，Java EE 和
MicroProfile。 对 OpenJDK，内存数据存储和单点登录的支持完善了系统。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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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产品结合在一起，使您能够共享资源并更快地构建更多的应用程序。
Red Hat Runtimes 包含以下产品和服务：
Red Hat JBoss Enterprise Application Platform：构建，运行，部署和
管理企业 Java 应用程序。Red Hat JBoss Enterprise Application Platform
是用作中间件平台的应用程序服务器，基于开放标准构建，并通过 JBoss 企业应
用程序平台扩展包（JBoss EAP XP）符合 Jakarta EE 和 Eclipse MicroProfile
规范。
Red Hat JBoss Web Server：创建大型网站和轻量级 Web 应用程序。Red
Hat JBoss Web Server 将市场领先的开源技术（例如 Apache Tomcat）与企业功
能相结合，为大型网站和轻量级 Web 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Red Hat Data Grid：以内存速度访问，处理和分析数据，以提供卓越的用
户体验。Red Hat Data Grid 是一个内存中的分布式弹性 NoSQL 键值数据存储
区。Data Grid 是从 Infinispan 开源软件项目构建的，可作为嵌入式库，独立
服务器或 Red Hat OpenShift 容器平台上的容器化应用程序进行部署。
Red Hat AMQ Broker：纯 Java 多协议消息代理。AMQ Broker 是基于 ActiveMQ
Artemis 的高性能消息传递实现。 它使用异步日志来加快消息持久性。 AMQ
Broker 支持多种语言，协议和平台。
Red Hat Single Sign-On：通过提供单点登录功能来保护您的 Web 应用程
序。Red Hat Single Sign-On（RH-SSO）基于 Keycloak 项目，通过提供基于流
行标准（例如 SAML 2.0，OpenID Connect 和 OAuth 2.0）的 Web 单点登录（SSO）
功能，使您能够保护 Web 应用程序的安全。 。 RH-SSO 服务器可以充当基于 SAML
或基于 OpenID Connect 的身份提供程序，并通过基于标准的令牌与企业用户目
录或第三方 SSO 提供程序进行中介，以获取身份信息和应用程序。
OpenJDK：Java 平台标准版的免费和开源实现。Red Hat build of OpenJDK
基于上游的 OpenJDK 8u 和 11u 项目。 红帽在上游维护这些项目，并在我们的版
本中添加其他将来的功能。
Red Hat JBoss Core Services Collection：通过 Apache HTTP，JSvc 发
行版和 Web 连接器增强您的产品组合。Red Hat JBoss Core Services Collection
提供的组件可通过增强可管理性，安全性，可伸缩性和互操作性来增加 JBoss 中
间件产品的价值。选择并部署满足您的用例的核心服务，包括负载平衡，标识和
授权，高可用性或配置管理和监视。 大多数 JBoss 中间件订阅都附带了对组件
的收集和支持的权利。 这些组件已通过 JBoss 中间件产品发行版进行了测试，
并且每个组件都具有定义的支持生命周期，从而可以在整个中间件部署中进行有
效的长期计划和调整。
Red Hat build of Quarkus：运行处理无服务器，微服务，容器，Kubernetes，
FaaS 或云的 Java 应用程序。Quarkus 是 Kubernetes 原生的 Java 框架，专为 JVM
和本机编译而设计，由最佳的 Java 库和标准组成。 Quarkus 为运行可处理无服
务器，微服务，容器，Kubernetes，FaaS 或云的 Java 应用程序提供了有效的解
决方案，因为在设计时就考虑了这些问题。
Red Hat support for Spring Boot：创建独立的基于 Spring 的应用程序
和（微）服务。Spring Boot 使您可以创建独立的基于 Spring 的应用程序和（微）
服务。 Spring Boot 提供了实现常见（微）服务模式的方法，例如外部化配置，
运行状况检查，断路器，故障转移。可以将 Spring Boot 部署为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上的可启动 JAR 或 Red Hat OpenShift Container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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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容器。 Spring Boot 应用程序是使用 Maven 构件构建的。可以从 Red Hat
Customer Portal 下载 Red Hat 支持的版本的 Spring Boot 相关工件，或使用
JBoss Enterprise Maven 存储库在线访问。
Red Hat build of Eclipse Vert.x：用于在 JVM 上构建反应式 Java 应用
程序的工具包。Eclipse Vert.x 是用于在 JVM 上构建反应式 Java 应用程序的工
具包。 Eclipse Vert.x 包含几个不同的组件，旨在使您更轻松地编写响应式应
用程序。 Vert.x 是高度模块化的，您只需要使用所需的位即可。 Vert.x 可以
作为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上的可启动 JAR 部署，也可以作为 Red Hat
OpenShift 容器平台上的容器部署。 Eclipse Vert.x 应用程序是使用 Maven 构
件 构 建 的 ， 该 构 件 可 以 从 Red Hat Customer Portal 下 载 或 使 用 JBoss
Enterprise Maven 存储库在线访问。
Red Hat build of Thorntail：经 MicroProfile 认证的框架，用于使用企
业 Java 组件构建云原生应用程序。
Thorntail 是经过 MicroProfile 认证的框架，
用于使用 Enterprise Java 组件构建云本机应用程序。Thorntail 基于流行的
WildFly Java 应用程序服务器，可以创建小型的，独立的基于微服务的应用程
序。 Thorntail 能够生产所谓的足够的应用服务器来支持系统的每个组件。
Thorntail 可以作为可启动的 JAR 部署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上，也可
以作为容器部署在 Red Hat OpenShift Container Platform 上。
Red Hat build of Node.js：编写服务器端 JavaScript 应用程序。使用
Node.js 编写服务器端 JavaScript 应用程序。 Node.js 基于 Google 的 V8
JavaScript 引擎，可让您编写服务器端 JavaScript 应用程序。它提供基于事件
和非阻塞操作的 I / O 模型，使您能够编写高效的应用程序。 Node.js 还提供
了一个名为 npm 的大型模块生态系统。 Node.js 运行时使您能够在 OpenShift
上运行 Node.js 应用程序和服务，同时提供 OpenShift 平台的所有优势和便利，
例如滚动更新，连续交付管道，服务发现和 Canary 部署。 OpenShift 还使您的
应用程序更易于实现常见的微服务模式，例如外部化配置，运行状况检查，断路
器和故障转移。可以从 Red Hat Container Catalog 下载 Node.js。
产品性能介绍：
对于希望现代化现有应用程序或创建新应用程序的组织，Red Hat Runtimes
提供了交付现代应用程序所必需的集成和优化的产品和组件。
IT 团队可以通过采用微服务架构来对应用程序进行容器化，利用内存中的
数据缓存模型提高数据访问性能和弹性，通过消息传递改善服务到服务的通信，
并使用现代开发模式和技术进行云原生应用程序开发。
Red Hat Runtimes 通过红帽质检人员及开源社区大量的测试，同时通过全
球大量客户在生产系统的多年安全稳定运行，支持大规模用户的验证，且有良好
的性能。在同类产品中性能表现突出。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提供应用运行时和框架：提供运行时，框架和语言的集合，因此开发人员和
架构师可以为正确的任务选择正确的工具。包括对 Quarkus，Spring Boot，Vert.x，
Node.js 和 Thorntail 的支持。
分布式内存中缓存：提供内存中分布式数据管理系统，旨在实现可伸缩性和
对大量数据的快速访问。
单点登录：使开发人员能够根据行业标准提供 Web 单点登录功能，以实现企
业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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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传递：一个消息代理，提供专门的排队行为，消息持久性和可管理性。
JDK：OpenJDK 的红帽构建是由 OpenJDK 社区支持和维护的 Java 平台标准版
（Java SE）的开源实现。
启动器服务：数分钟内即可构建和部署新应用程序。 此服务创建应用程序
支架，因此您可以专注于编写业务逻辑和交付价值。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1、赋能韩国 KT 构建基于开源技术的 IT 架构
2、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 打造新一代交易平台，加速 FinTech 创新
产品二：Red Hat Integration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及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Camel，3scale，ActiveMQ，Kafka，Camel K，Debezium
产品功能介绍：
Red Hat Integration 使开发人员能够在混合和多云环境中创建，扩展和部
署基于容器的集成服务，以在数字世界所需的应用程序和系统之间连接和共享数
据。
Red Hat Integration 包含以下产品和服务：
Red Hat Fuse：本地和云中的快速集成。Red Hat Fuse 是一个敏捷，轻巧且
现代化的集成平台，可在内部和云中跨扩展企业进行快速集成。 为了成功进行
数字转换，您需要一种有效，经济高效，自适应且更快的方式来集成应用程序，
数据和设备。 红帽在线保险丝和 OpenShift 上的保险丝将您的集成功能扩展到
红帽的平台即服务（PaaS）解决方案红帽 OpenShift，以在云中提供集成服务。
Red Hat 3scale API Management：智能，可扩展的 API 管理。3scale 提
供了一个内置的，最新的开发人员门户，可以轻松地使用自定义域创建自己的品
牌中心，以管理开发人员的交互并提高 API 的采用率。 借助基于 Swagger 框架
的 3scale ActiveDocs，您的开发人员可以从文档网页实时浏览 API。
Red Hat AMQ：轻便，高性能和强大的消息传递平台。红帽 AMQ 为 Internet
规模的应用程序提供了快速，轻量和安全的消息传递。 AMQ Broker 支持多种协
议和快速的消息持久性。AMQ Broker 是基于 ActiveMQ Artemis 的高性能消息传
递实现。 它使用异步日志来加快消息持久性。 AMQ Broker 支持多种语言，协
议和平台。AMQ Interconnect 利用 AMQP 协议在整个网络上分配和扩展您的消息
资源。AMQ 客户端提供了一套用于多种语言和平台的消息传递 API。AMQ 强调客
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快速可靠的通信。 AMQ 客户端支持许多广泛使用的语言和
平台，并提供 SSL / TLS 用于安全通信，灵活的 SASL 身份验证以及自动重新连
接和故障转移。基于 Apache Kafka 项目的 Red Hat AMQ Streams 提供了一个分
布式主干，允许微服务和其他应用程序以极高的吞吐量和极低的延迟共享数据。
Red Hat AMQ Online 是一种云本地多租户消息传递服务，您可以轻松地对其进
行配置。
Camel K：Camel K 专为无服务器和微服务架构而设计，是一个轻量级的集
成框架，可在 OpenShift 上的云中本地运行。Red Hat Integration-Camel K 是
从 Apache Camel K 构建的轻量级集成框架，该框架本机运行在 OpenShift 的云
中。 Camel K 专为无服务器和微服务架构而设计。您可以使用 Camel K 直接在
OpenShift 上立即运行以 Camel 域特定语言（DSL）编写的集成代码。 Camel K
是 Apache Camel 开源社区的一个子项目：https://github.com/apache/c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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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Camel K 使用 Go 编程语言实现，并使用 Kubernetes Operator SDK 在云中
自动部署集成。例如，这包括在 OpenShift 上自动创建服务和路由。当在云中部
署和重新部署集成时，这提供了更快的周转时间，例如几秒钟或更短而不是几分
钟。 Camel K 运行时提供了重要的性能优化。默认启用 Quarkus 云原生 Java 框
架，以提供更快的启动时间，并减少内存和 CPU 占用空间。在开发人员模式下运
行 Camel K 时，您可以实时更新集成 DSL，并在 OpenShift 上立即在云中查看结
果，而无需等待集成重新部署。将 Camel K 与 OpenShift Serverless 和 Knative
Serving 一起使用时，仅根据需要创建容器，并在加载上下限为零时自动缩放。
通过消除服务器配置和维护的开销来降低成本，并使您能够专注于应用程序开发。
将 Camel K 与 OpenShift Serverless 和 Knative Eventing 结合使用，您可以管
理系统中的组件如何在事件驱动的体系结构中为无服务器应用程序通信。通过使
用发布-订阅或事件流模型，事件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离关系提供了灵活性
并提高了效率。
Debezium：捕获行级数据库更改的分布式更改数据平台，以便应用程序可以
立即做出响应。Debezium 是一个分布式平台，可将您现有的数据库转换为事件
流，因此应用程序可以查看并立即响应数据库中的每个行级更改。 Debezium 建
立在 Apache Kafka 之上，并提供 Kafka Connect 兼容连接器，用于监视特定的
数据库管理系统。 Debezium 在 Kafka 日志中记录数据更改的历史记录，您的应
用程序将在此位置使用它们。 这使您的应用程序可以轻松，正确，完全使用所
有事件。 即使您的应用程序意外停止，它也不会丢失任何内容：当应用程序重
新启动时，它将继续使用中断的事件。
Service Registry：一个数据存储区，用于在 API 和事件驱动的体系结构之
间共享标准事件架构和 API 设计。您可以使用 Service Registry 将数据的结构
与客户端应用程序分离，并在运行时使用 REST 接口共享和管理数据类型和 API
描述。例如，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地向 Service Registry 或从
Service Registry 推送或拉动最新的架构更新，而无需重新部署。开发人员团
队可以在注册表中查询生产中已经部署的服务所需的现有模式，并可以注册开发
中新服务所需的新模式。通过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代码中指定注册表 URL，可以使
客户端应用程序能够使用存储在 Service Registry 中的架构和 API 设计。例如，
注册表可以存储用于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消息的架构，然后可以从客户端应用程序
中引用这些架构，以确保它们发送和接收的消息与这些架构兼容。使用 Service
Registry 将数据结构与应用程序解耦，
可以通过减少总体消息大小来降低成本，
并可以通过在整个组织中提高对架构和 API 设计的一致重用来提高效率。
Service Registry 提供了一个 Web 控制台，使开发人员和管理员可以轻松地管
理注册表内容。此外，您可以配置可选规则来管理注册表内容的演变。例如，这
些规则包括确保上传的内容在语法和语义上有效或与其他版本向后和向前兼容
的规则。必须先通过任何已配置的规则，然后才能将新版本上载到注册表，以确
保不会在无效或不兼容的架构或 API 设计上浪费时间。服务注册表基于 Apicurio
Registry 开源社区项目。
产品性能介绍：
对于有兴趣采用高度分布式集成部署的组织，Red Hat Integration 提供了
采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优先方法所必需的产品和组件。这允许企业范围
内的 API 可见性和控制，创建用于在新开发的应用程序或现有应用程序上进行服
务编排的 API，以及快速可靠的消息传递，以基于成熟的消息传递模式构建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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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消息传递和流解决方案。
Red Hat Integration 通过红帽质检人员及开源社区大量的测试，同时通过
全球大量客户在生产系统的多年安全稳定运行，支持大规模用户的验证，且有良
好的性能。在同类产品中性能表现突出。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跨混合云的应用程序和数据集成：使用 200 多个可插拔连接器部署基于企业
集成模式（EIP）的集成，以跨混合云连接新数据和现有数据。
API 连接和管理：在整个 API 生命周期中创建，部署，监视和控制 API。使
用 API 优先方法，可以将您的集成扩展到混合环境和多云环境。
容器原生基础架构：以流行的容器标准开发和管理服务，以及在分布式环境
中打包和部署轻量级容器，以轻松适应并快速扩展。
实时消息传递，更改数据捕获和数据流：高吞吐量和低延迟实时在应用程序
和系统之间共享数据。
为业务人员提供自助服务：使非技术用户可以通过自助式低代码开发平台配
置和部署集成和消息传递。
缩短上市时间：通过自助服务平台和自动化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工具为微服务
开发人员和 DevOps 团队提供支持。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Vodafone 迁移到红帽 Fuse 平台以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
为中华电信重新设计并集成新系统和现有系统
金融开放平台
巴克莱银行、印度尼西亚国家退休金储蓄银行
UPS (运输企业)
产品三：Red Hat Process Automation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及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jBPM，Drools
产品功能介绍：
Red Hat Process Automation 是红帽中间件产品组合的一部分，是用于智
能地自动化业务决策和流程的一组产品。 强制执行业务策略和过程，自动化业
务操作，并衡量异构环境中业务活动的结果。
Red Hat Process Automation 包含以下产品和服务：
Red Hat Process Automation Manager：用于开发可自动执行业务决策和流
程的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包括业务流程管理（BPM），业务规则管理（BRM）和复
杂事件处理（CEP）技术，并与流行的行业标准（如 BPMN2 和 DMN1.1）兼容，用
于流程和决策管理。
Red Hat Decision Manager：是一个全面的低代码平台，用于开发和维护可
自动执行业务决策的应用程序。组织可以将复杂的决策逻辑整合到业务线应用程
序中，并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化快速更新基础业务规则。
产品性能介绍：
对于希望提高业务敏捷性，运营效率和上市时间的组织，红帽流程自动化提
供了必要的工具和组件，以交付使业务流程和决策自动化的应用程序，从而可以
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IT 和业务团队之间的协作可以捕获和执行策略和过
程，实现业务操作的自动化，并跨异构环境（包括物理，虚拟和云）衡量业务活
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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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at Process Automation 通过红帽质检人员及开源社区大量的测试，同
时通过全球大量客户在生产系统的多年安全稳定运行，支持大规模用户的验证，
且有良好的性能。在同类产品中性能表现突出。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IT 与业务之间更好的协作：授权业务用户创建与运行时服务交互的最终用户
应用程序
业务流程和决策建模：拖放 BPMN 2.0 和 DMN 图表以使建模更快，更轻松
业务规则管理：决策表，树和规则编辑器支持业务友好的领域特定语言
业务逻辑存储库：基于流行的 git 开源版本控制系统，将我们的存储库用于
业务逻辑定义
分析工具：使用高级业务活动监控生成仪表板和报告
动态案例管理：解决非结构化流程并在许多设备和浏览器中使用复杂的多部
分表单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BP 现代化基础架构，为 DevOps 引入自助服务平台
Aviva Asia 借助 Red Hat Middleware 在 6 个月内推出了新应用
Booz Allen Hamilton 帮助国防部更快地响应国会的要求
LogistiCare 使用 Red Hat 软件构建医疗运输应用程序
国内某保险公司
国内某证券公司
国内某制药有限公司
国内某集团公司
国内某国际公司
某人寿公司
某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3） 操作系统
产品一：红帽企业级 Linux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linux
产品功能介绍：
红帽企业级 Linux 是全球领先的企业级 Linux 开源操作系统。用户可基
于这一平台，在裸机、虚拟环境、容器及各类云环境之间扩展现有应用并部署各
种新兴技术。红帽为许多 500 强超级计算机打造软件堆栈，全球前 10 的超级
计算机中有 4 个基于红帽企业级 Linux。
● 强力防干扰，确保合规性
○ 管理员可使用系统级安全策略来设置算法条件，从而应用可以自动运行
相应的加密软件包。每个订阅都附带提供红帽智能分析。可以提供预测性 IT 分
析服务，防患于未然。
● 通过集成管理攻克复杂性难题
○ 内置管理组件中包含用户友好型 Web 控制台和应用流，允许您面向多
个用户提供多个应用版本。将红帽企业 Linux 与红帽智能管理搭配使用，在本
地或云端控制您的标准操作环境。
● 在原生操作系统上部署容器
○ 通过在容器的原生 Linux 操作系统上运行红帽 OpenShift®，来加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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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发速度。使用可定制系统的开源工具及符合开放容器计划标准的其他工具，
来构建、管理和共享容器。
● 多平台支持
○ 作为在公共云部署最广泛的 Linux 发行版，红帽企业级 Linux 已在数
百个公共云和服务提供商处得到检验，并支持数千个其他类型的软件和硬件。
● 创纪录的高性能
○ 从容运行最难处理的工作负载，并实现高达 99.999% 的正常运行时间。
作为 17 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红帽企业级 Linux 能够支持全球运行速度最快
的部分超级计算集群。
● 开源创新
○ 在红帽的支持下实现开源创新。作为 Linux 内核和数百个子系统的主
要贡献者之一，我们能够反映您的上游需求并实现稳定创新。
产品性能介绍：作为 17 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红帽企业级 Linux 能够
支持全球运行速度最快的部分超级计算集群。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红帽企业级 Linux 是全球领先的企业 Linux 开源
操作系统。用户可基于这一平台，在裸机、虚拟环境、容器及各类云环境之间扩
展现有应用并部署各种新兴技术。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韩国 KT
宝马集团
ING-DiBa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存储支持多云可移植性，通过多云网关对存储基础架
构进行抽象，这样数据就可以存储在许多不同位置，但仍相当于一个持久存储
库。在存储层为开放混合云提供坚实的存储基础。

2. 产品亮点介绍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存储具有大规模可扩展性，可扩展至高达百亿对象，
而不影响性能。扩展或缩小存储集群而不会停机。满足您的敏捷性需要。支持
多云可移植性，通过多云网关对存储基础架构进行抽象，这样数据就可以存储
在许多不同位置，但仍相当于一个持久存储库。在存储层为开放混合云提供坚
实的存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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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IBM
一、企业概况
1. 成立背景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是全球技术与创新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阿
蒙克镇, 业务遍布全球 170 多个国家。IBM 通过整合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移
动通信及社交等信息技术和行业、组织流程的深度知识，为客户提供价值服务
及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并开创了计算技术的新时代。这些解决方案萃取于 IBM
公司在众多行业领先的产品和服务组合,包括咨询、信息技术，以及企业软件、
系统、融资、基础研究及开发。2016 年 IBM Watson 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获
得全球最优科技成果奖。2020 年，IBM 在美国获得了 9，130 项美国专利，连续
28 年高居榜首。IBM 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安全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专利授予
数量持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2. 公司业务简介
1. IT 产品销售及支持服务
2. 行业解决方案
3. 人工智能 ( AI )
4. 区块炼
5. 大数据
6. 业务流程与运营服务
7. 设计与商业策略
8. 云计算及云端服务
9. 人才与数位转型
10. 应用服务
11. 网路安全服务
12. 技术支援服务
13. 金融服务
14. 企业技术服务与企业咨询服务

3. 公司服务客户
IBM 中国分公司于成立二十多年来，IBM 的各类信息产品系统及信息服务已
成为中国金融、电信、冶金、石化、交通、商品流通、政府和教育等许多重要
业务领域中最可靠的信息技术手段。IBM 的客户遍及中国经济的各条战线。

二、产品介绍
1. 产品总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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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过增加科技人员与资金投入，加速推进数字化战略，创新线上
化和差异化服务是客户普遍的趋势。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在 BCM（业务连续性
管理）和资源协同保障下，运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工具深化、升级和延申客户
的经营和服务。在此大背景下，敏态业务（如市场、营销、客户交互等）得到
空前发展；企业上云，拥抱开源成燎原之势。
IBM 适时为客户推出了开源现场运维专业支持服务，旨在帮助客户克服使
用开源系统软件过程中面对的以下挑战：
1)开源软件缺少全生命周期管理；
2)开源技术的选择，软件迭代快，技术风险高；
3)安全挑战；
4)管理缺乏依据、方法和工具；
5)全面研究和掌握开源的人才不足.
IBM 在全面分析了企业需求并深入调研后，为客户提供了开源系统（OSS）
统一支持服务，作为服务的统一接口，达成了：简化支持流程，降低使用成
本，提高系统可用性的目标。使得客户在使用开源软件的同时获得了商业软件
级别的技术支持服务和用户体验。

1.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þ数据库

□云计算

þ大数据

þ操作系统

þ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þ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þ开源服务

2.1 开源主场运维服务
服务内容涵盖
§ 开源中间件和数据库管理平台
该软件平台可以对部分开源数据库（如 MySQL、MongoDB、PostgreSQL、
Redis、Cassandra 等）和开源中间件（如 Tomcat、Nginx、Jetty、JBoss、
RabbitMQ、Kafka 等）等进行集中纳管、健康检查和安全合规等方面的管理，
并可以通过开发接口获取第三方监控数据，通过 Zabbix、Prometheus、
Grafana 图形化展示。包括：
1) 平台提供统一的门户，基于不同角色用户定制展示界面，提供粒度精确
到配置项的数据权限管理机制;
2) 平台根据客户需要，提供 webservice，restful 等接口对外提供运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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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第三方管理系统提供运维能力服务;
3) 平台提供灵活的时间策略，满足日常运维日常巡检定时自动执行需要，
并按照客户需求，输出统一的巡检报告;
4) 平台提供运维服务扩展能力 Ansible、Rundeck，自定义 playbook，执
行相关运维操作，并能够根据执行结果，进行定制化的展示;
§

Linux 开放系统安全加固

IBM 资深专家就企业业务系统中存在的安全漏洞和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并结合
企业应用系统对安全权限和网络服务的实际需求，提出为企业定制的系统安全
加固建议列表，并量化为安全加固参数列表。包括：
1) IBM 安全专家评估企业当前系统面临主要安全威胁；
2) 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使用由 IBM 开发的开源产品安全检查加固工具；
3) 生成系统安全检查报告，并附有 IBM 的专业建议；
4) 客户依据安全检查报告进行选择，制定安全加固计划；
5) IBM 工程师依据安全加固计划进行系统安全加固；
6) IBM Linux 专家团队现场以人工方式检查系统评估企业现有 Linux 系统
及安全建议;
§

大数据平台日常运维

大数据 CDH 集群运维工作，集群节点增加删除，软件版本，补丁升级，大
数据软件日常补丁和介质下载管理。
针对企业目前使用的 CDH5，CDH6 平台隐患和日常健康巡检。日常排障，告
警处理，每季度提供 CDH 新版本 release notes，CDH 配置标准，组件参数调优
配置手册，组件安装手册，包含组件：（Zookeeper、HDFS、HBase、HUE、
Yarn、Spark、Impala）安装标准，安装手册，定义系统版本，JDK，安装路
径，Kerberos 认证，数据盘挂载方式，服务自启列表，启停脚本，计划任务
等。
完成大数据集群计算和存储分离架构设计，容器化改造，监控细化，性能
调优，MySQL 高可用，混合调度（公有云，私有云，容器云）等一系列架构优
化工作。
并根据 ITIL 运维管理方法论，建立一套分级运维管理体系，建立 L1~L3 三
线的运维体系。帮助客户实现适合企业规模，可灵活扩张的运维工作台，工单
系统，告警系统，CMBD 系统，运维知识库。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 开源驻场需求
针对广度复杂的开源商业软件，客户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针对不同开源技术
的使用产生定制化的需求，需要厂商根据对应行业专项需求进行定制化分析与
调整，并且不断迭代完善。
2) IT 运维外包需求
目前分布式架构大量使用与生产测试，会有一定规模的通用架构设备，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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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涉及到大量服务器、网络、存储、软件使用的运维需求，针对大型企业而
言，大量的底层通用架构设备使用以及大规模集群使用，都需要厂商专业的 IT
外包服务。
3) 架构优化需求
客户使用大量开源软件，必然会有全方位架构优化需求，针对底层服务
器、网络的优化，针对大数据集群本身的优化需求，针对服务器系统层面的需
求等。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主要服务于客户，具备大量开源软件商用场景，并且需要专业人员现场服
务的超大型数据中心运维服务。

3. 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3.1 产品创新型介绍
IBM 开源系统软件支持服务价值，对于开源软件，IBM 有悠久的历史并积极
支持开源活动的推进（Open By Design），拥抱开源是 IBM 一贯的企业战略。
提供开源相关产品全面分析评估，提供产品选型以及版本控制建议，制定
开源准入标准与流程，制定开源发展路线图。
多年来 IBM 技术支持服务部本着“用户为要，持续创新”的信念，伴着全
球 IT 行业的开源化趋势，持续不断的在开源的道路上深耕细作，已经形成了
成熟的开源支持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开源支持经验，而这份坚持也正在获得越
来越多客户的肯定和认可。
2019 年 IBM 收购红帽，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软件厂商。“面向开源，服务
开源”是 IBM 技术支持服务部重要且坚定的发展战略之一，在开源的这条“生
态清渠”中，IBM 技术服务部致力于提供活水，不断注入，我们将与广大客户
一起努力，使开源的生态系统得以源远流长。

3.2 产品亮点介绍
IBM 除了提供日常运维的驻场服务的服务内容外，同时也在日常运维的过
程中观察，并根据行业模型分析推荐最合适客户的开源软件使用指南和选型建
议。并有针对性的引入开源示范工程服务，手把手指导，带领客户享受开源带
来的便利性和先进性。以开源软件使用行业最佳实践为指引，提供驻场式指导
团队导入实践训练和动手完成最小闭环项目，具体形式如下：
1) 开源技术路线图：按照对应的分类，结合客户业务的 实际需求及当前
软件使用状况，对 每个类别挑选出几种开源软件作为使用标准，并对
其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2) 重点投入开源技术领域：在开源技术路线图的基础下，挑出 未来数字
化转型的重点技术领域， 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及能力储备；
3) 开源技术应用场景课题研究：结合开源路线图及重点技术领域 的发展
成果，推动应用系统的数字 化转型及开源技术转变，深入进行 可行
性研究及方案制定
4) 开源实验室：开源技术路线及重点技术的课题研究基础，开源能力的
积累，开源项目的统筹规划，创新能力的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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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总体介绍
IBM 提供对于 Linux 和开源软件的全面支持服务，包括所有主要的 Linux
发行版，以及 245 种社区版开源软件。
IBM 为开源软件提供全面的支持服务，并提供接近于商业软件支持服务的
SLA 目标。 为客户建立专用的开源服务 800 支持和专属 VIP 服务客户经理。
根据客户的开源产品列表，提供开源软件服务（金，银，铜，远程和上门服
务），以满足不同客户对开源业务需求。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þ数据库

þ云计算

þ大数据

þ操作系统

þ中间件

þ基础开发框架

þ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þ源服务

□开源云服务

2.1 开源远程托底服务
服务内容涵盖：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
DevSecOps

DevSecOps

Application
stack

Platform
Components

Data
Platforms

389DirectoryServe

Joda-Time

Adopt Open JDK

AtomicOS

SELinux

r

iQuery UI

Alfresco

Centos

Apache Cassandra

Anaconda

Json-lib

Angular

CephFS

Apache CouchDB

Ansible

jsTree

Apache ActiveMQ

containerd

Apache Derby

Apache Ant

jTidy

Apache Artemis

CoreOS

Apache Hadoop

Apache Commons

Junit

Apache Axis2

curl

Apache Spark

Apache Jackrabbit

Jwebunit

Apache Camel

Debian

Couchbase

Apache Jmeter

Kibana(ELK)

Apache CXF

Docker

Ehcache

Apache jUDDI

Kubespray

Apache HTTP Server

GlusterFS

Galera Cluster

Apache log4j

lib2xml

Apache Kafka

Helm

Hazelcast

Apache Maven

libxslt

Apache Karaf

IST10

HSQLDB

Apache MyFaces

Logback

Apache POI

Kubernetes

InFluxDB

Apache Solr

Logstash(ELK)

Apache ServiceMix

KVM

jTDS

Apache Subversion

MyBatis for Java

Apache Tomcat

OKD

Keras

Apache Xerces

MyBatis-Spring

Apache TomEE

OpenStack

Mari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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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XML

Ngios

Apache XML RPC

BARBICAN

Matplotlib

Commons

NetBeans

Apigility

OpenStack CINDER

Memcached

Apache XmlSchema

Nikto

asterisk

OpenStack

MongoDB

Apache Zookeeper

Nmap

Drools

CLOUDKITTY

MYSQL

Apache DS

Node-red

Drupal

OpenStack

NumPy

Artifactory

Node.js

Express

CONGRESS

0penStack TROVE

AWS

OpenJPA

GlassFish

OpenStack

pg_bulkload

Bouncy Castle

OpenLDAP

HAProxy

DESIGNATE

pg_reorg

CryptoAPIs

OpenStack ANSIBLE

Jetty

OpenStack FREEZER

pg_reporter

c3po

OpenStack CEILOMETER

JGroups

OpenStack GLANCE

pg_rman

CAPTCHA

OpenVAS

Joomla!

OpenStack HEAT

pg_statsinfO

Central

OpenVPN

jQuery

OpenStack HORIZON

pgbackrest

Authentication

Perl Compatible

JSCh

OpenStack IRONIC

pgpool_ll

Regular

lighttpd

OpenStack

phpMyAdmin

Services (CAS)

Expressions (PCRE)

Loopback

KEYSTONE

PostgreSQL

CollabNet

PerlDBD::OracIemodule

Magento

OpenStack MANILA

Redis

Subversion Edge

PHP

Netgate Pfsense

OpenStack MONASCA

Slony-l

Cucumber

PicketLink

Netty

OpenStack NEUTRON

SQLite

CVS:ConcurrentVer

PM2

NGINX

OpenStack NOVA

Tensorflow

sions

Prometheus

Open J9

OpenStack OCTAVIA

System

Puppet

Open JDK

OpenStack RALLY

cvs2svn

pyBrain

Open SSL

OpenStack SWIFT

dom4j

Python

Oracle Java

OpenStack TACKER

Eclipse

RelaxandRecover(ReaR)

phpBB

OpenStack WATCHER

Eclipse Memory

Ruby

Postfix

OpenSUSE

Analyzer

Selenium

RabbitMQ

OracleLinux

(MAT)

SLF4j

ReactJS

OVirt

Elasticsearch(ELK

SniffAir

Rocket Chat

Pacemaker

)

SoapUI

Ruby on RaiIs

QEMU

FluentD

SonarQube

Sendmail

Samba

Git

Sonatype Nexus

Spring Batch

SELinux

GNU Compiler

sqlmap

Spring Boot

Collection

VisualVM

Spring Cloud

GNU Privacy Guard

Wireshark

Spring Framework

Grafana

Xalan-J

Spring LDAP

Grails

Yarn

Spring Security

HashiCorp consul

Zabbix

Spring WebFlow

HashiCorp

Spring Web Services

terraform

Squid

HashiCorp vault

WiIdfly

HawtIO

WordPress

Hibernate
iText
Jasper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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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JCAPTCHA
Jenkins
JLint
Jmock

方案功能介绍：
1)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开源解决方案支持
2) 为客户提供广泛的开源产品支持服务（主流开源软件）
3) 为客户提供接近于商业软件维保服务质量（SLA/SLO）
产品性能介绍：服务团队提供以下技术支持
1) L1:负责处理开源软件之基本问题(根据维运手册)
2) L2:负责处理开源软件之兼容性问题(根据应用开发商建议)
3) L3:负责处理开源软件之进阶或复杂问题(根据开源社群建议)
当客户发现开源软件问题时，依照以下流程取得 IBM 开源软件远程技术支
持服务。
客戶發現問題

IBM

IBM 一線 Lin u x/O SS 技術支援
(GCG)

7x24 Call Center

網路或電話報修

務

遠端服
解決方案

修正發布

問題管理
問題定位
知識管理
問題解決
問題 級

升

•
•
•
•
•

IBM 二線 Lin u x/O SS 技術支援
(GCG/全球)
作夥伴

Red Hat
Suse
Ub untu
Ro g ue W ave
etc.,

升

修正製作

合

L3
•
•
•
•
•

問題 級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 客户已经在应用系统建设、系统软件设计、IT 基础架构、运维管理过
程中大量使用了开源软件，并且对业务软件有合规要求，对开源软件使用有广
度上的需求要求以及全栈服务对接。
2) 客户对重要系统和 SLA/SLO 有比较高的响应时间和解决时间要求，希望
找厂商托底支持。
3) 客户希望一家厂商可以一站式管理企业所有开源软件生命周期，进一步
拥抱开源软件技术，并且需要根据不同开源软件有定制化的需求。
4) 客户希望通过开源技术进行业务数字化转型以及业务系统上云。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某国内高端制造行业制定了向开源架构转型的整体策略，但苦于新架构可
能涉及 CentOS，Linux，MySQL，K8S，Hadoop 等十余种主流开源软件，客户受
限于自身能力，无法掌握开源发展趋势，又缺乏整体运维能力和服务体系，对
于具体实施犹豫不决。IBM 技术支持服务部在了解了客户需求和痛点之后，和
客户一起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探讨，最终承诺为客户提供开源策略咨询服务，
协助客户制定未来开源发展策略，同时提供完整的开源软件支持服务架构，与
传统商业软件基本完全一致，从而彻底打消了客户的顾虑。如今该客户已经成
功完成了初期的开源转型，并持续在开源领域进行新的探究与创新，成为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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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集团的全球最佳实践。
1）为客户提供开源软件使用问题咨询(Usage Q&A)
2）为客户提供开源软件修正程序更新建议
3）为客户提供开源软件问题处理支持
4）为客户提供开源软件升级规划咨询与升级问题处理
5）为客户提供开源软件与其他软件兼容性问题咨询
6）为客户提供开源软件与硬件兼容性相关的问题咨询
7）为客户提供开源软件信息安全相关议题咨询与协助
8）为客户提供开源软件系统管理相关议题咨询与协助

3.产品创新点和两点介绍
3.1 产品创新型介绍
IBM 技术支持服务部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开源解决方案，其服务保障与服
务质量几乎等同于商业软件的服务级别。IBM 全球为 245 种常用的开源软件提
供全面的托底支持服务，提供与商业软件支持服务相同级别的 24 小时支持服
务,为客户建立专用的开源服务 800 支持体系以及 VIP 客户服务经理，通过远程
及到场支持方式的方式提供开源托底支持, 国内或海外的开源专家，定期巡检
服务，故障诊断和修复，开源兼容性问题评估，开源软件安装和配置，开源产
品文档，连接开源社区等专业服务,确保客户开源软件运作的高可用及运维效
率。
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开源市场复杂性和多样性，IBM 中国团队也在 IBM 全
球的 245 种产品基础上，提前引入对一些中国对开源的最佳实践提供针对中国
的开源软件支付服务列表，包括以及不限于如下产品（Clickhouse，Flink，
CentOS 的开源衍生发行版，国内开源产品），
IBM 中国团队，根据开源软件列表，提供开源软件服务以及商业软件 SLA 服务响
应选型，分为为金牌开源服务、银牌开源服务、铜牌开源服务。

3.2 产品亮点介绍
为了更好的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开源服务，我们在远程开源托底服务基础，
叠加了紧急支持和专家上门的配套增值服务，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特性有选择的挑
选服务组合和套餐服务

开源软件支持服务目录
服务目录

购买方式

服务定义

标准远程支持服务（RTS）

必选服务

提供无限次远程电话或邮件支持开源支持

7*24 或 5*8

服务

可选服务

提供故障响应和故障解决时间要求的开源

7*24 或 5*8

支持服务

专家上门/共享桌面支持服务

可选服务

提供上门/共享桌面问题处理，定期巡

（Onsite）

7*24 或 5*8

检，咨询建议，补丁更新，软件安装

高级紧急支持服务（Critical）

开源软件支持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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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服务

服务内容

开源类型

服务方式

开源系统抢修

OS 故障排查定位

基础类开源软件支持

金、银、铜牌开源支持

Trouble Shooting

开源社区补丁抢修

套件类开源软件支持

服务

高可用 failover 故障抢修
虚拟化环境故障抢修
各类软件故障抢修
开源系统调优

操作系统性能调优

基础类开源软件支持

金、银、铜牌开源支持

Performance Tuning

中间件性能调优

套件类开源软件支持

服务

大数据平台性能调优

开发类开源软件支持

负载均衡&集群优化
开源系统巡检

系统健康巡检

基础类开源软件支持

金、银、铜牌开源支持

安全加固建议

套件类开源软件支持

服务

系统补丁推荐

数据库开源软件服务

版本升级建议
开源数据库服务

数据库优化服务

数据库开源软件服务

按具体服务时间计算

数据库死锁恢复服务

*节假日和休息时间

数据库 SQL 和执行路径优化

（另算）

数据库迁移服务
数据库恢复服务
数据库集群服务
数据库补丁服务
开源架构设计

架构整体设计

全体开源软件服务

增值服务

架构决策和选型

按交付件计算

开源兼容性评估

*免费前期咨询建议

开源最佳实践建议
开源发展趋势建议
开源定制服务

开源产品集成实施

开发类开源软件支持

开源应用软件开发

增值服务
按交付件计算
*免费前期咨询建议

1. 产品总体介绍
2015 年， Matt Stine 提出云原生（Cloud Native）概念。根据云原生计算
基金会（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的定义，云原生的代表技术包
括容器、服务网格、微服务、不可变基础实施和声明式 API。云原生拥有传统 IT
无法比拟的优势，云原生可以非侵入式地进行改进；具有更强业务连续性和可靠
性，不会造成停机或中断服务；支持云原生应用程序的基础架构弹性良好，可以
轻松进行拓展或缩小规模；云原生开发流程可以更好地适应当今业务环境所需的
速度和创新。因此借助云原生可以很好地构建容错性好，易于管理、便于观察的
松耦合系统。
当前，数字经济成为十四五社会经济发展新引擎，数字化转型也成为企业的
必然趋势。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在信息系统建设中选择基于“云原生解决方案”，
借助他可以很好地构建容错性好，易于管理、便于观察的松耦合系统，构建符合
自身需求的、具有个性特色的业务系统或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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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传统企业 IT 平滑、快速、渐进式地迁移和上云落地实践，辅助企业
完成数字化转型。IBM 推出云原生转型支持服务，旨在为企业提供云原生技术路
线和产品选型、方案预研、落地实施、个性化需求、知识传递等服务。目前正在
为多家银行、金融服务公司、汽车制造企业提供服务，已经拥有包括：
OpenShift/Kubernetes 多集群统一观测、无侵入应用观测改造、持续集成持续
CICD 部署平台、OpenShift/Kubernetes 集群备份/容灾/升级方案、应用系统迁
移等多套技术方案。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þ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þ开源云服务

þ开源服务

2.1. 云原生转型服务
服务内容涵盖：
为帮助其落地云原生技术和更好的在实际生产中运用定制和实施技术方案，
IBM TSS 云原生转型服务包括：
1.为客户提供红帽开源 PaaS 解决方案及产品实施和定制化服务,同时可为
平台运行连续性提供最佳实践、技术支持和现场服务；
2.根据客户规划和需求，基于 Kubernetes 的 PaaS 平台设计与建设，提供开
源产品整合和技术实践方案，或在客户已有 PaaS 平台上提供定制优化和技术支
持服务；
3.为客户应用系统迁移至 PaaS 平台提供支持，协助完成应用改造和运营功
能拓展，如：持续集成与部署、多集群与应用的监控和日志管理、微服务治理等；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为有计划通过云原生技术路线演进应用系统或加速研发交付速度的客户，
提供基于 Kubernetes 的 PaaS 平台设计与建设，或基于红帽开源 PaaS 解决方案
及产品实施和定制化服务；
2．为已经搭建了 PaaS 平台且对平台功能有新需求客户，需要专业第三方组
织帮助其评估功能价值、设计方案，运用其沉淀的经验和技术产品来快速交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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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IBM 可为器在已有 PaaS 平台上提供定制优化和技术支持服务，并为客户提
供应用迁移 PaaS 平台的技术支持和拓展运营功能的，在加速交付的同时提升集
群和应用的可管理性和可观测性。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国内某大型合资汽车制造企业在 PaaS 平台建设和使用过程中，面临集群和
应用系统增多导致管理复杂、遥测能力不足给应用运行状态带来挑战等，IBM
技术支持服务部帮助其制定多集群统一监控和日志管理方案，通过无侵入方
式，实现对应用实例的状态监控和日志采集，将遥测数据集中统一的监控告警
平台，管理员可以从统一入口获取所有集群和业务运行状态信息和接收告警信
息，大大提升了用户主动运维的能力。为加强业务连续性管理和应急灾难恢复
能力，IBM 技术支持服务部还根据最佳实践指导，结合客户多数据中心和异构
环境的特性，帮助其定制集群容灾架构和集群备份/恢复方案。

3.产品创新点与亮点介绍
3.1 产品创新性介绍
1. “想产品之未想，急客户之所急”，在多集群管理、可观测性这些产品不
具备的情况下，定制化解决该类问题，率先通过无侵入改造的方式为客户应用的
可观测性；
2. “救火+创新”，深入了解客户现状，不仅为了在关键时解决燃眉之急，
更多的是要正确理解和剖析客户需求和痛点，和客户默契配合，小规模试点技术
预研成功，稳步推进上线，加快创新。

3.2 产品亮点介绍
1. 帮助客户理清业务需求，技术选型、设计架构和方案验证；
2. 通过团队协作开展业务探讨，根据客户需要和规划，预研新的技术方案，
为加速实现最具创新的业务理念准备；
3. 对传统应用进行现代化改造或开发现代新型应用，使用经过验证的工具
和方法进行开发运营 ；
4. 通过成熟可靠的自动化手段、创新性可观测方案和标准化方法，加固生
产方案，提高业务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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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一、企业概况
浪潮云，全球领先的云服务商，中国政务云市场的推动者与领跑者，连续 6
年蝉联国内政务云市场第一。浪潮云拥有国家级多项安全资质认证，是安全资质
能力最全最多的云服务商；拥有国家重点扶持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面向九大行业、七大领域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云，提供
安全、可信的产品服务，保障关键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1. 成立背景
浪潮前身为 1945 年在上海成立的“鑫泰昌仪器厂”；1960 年从上海迁到济南
成立了“山东省教学仪器厂”；1974 年更名为“山东电子设备厂”，划归山东省电
子工业局；1983 年经山东省经委、编委批准，以山东电子设备厂为基础，成立山
东计算机服务公司；1989 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有山东计算机服务公司为
主体，联合山东电子设备厂、山东电子研究所、山东省电子器材公司、山东电子
进出口公司共同组建成为一家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浪潮，在山东省计划中单列，
是国内最早涉足 IT 领域的企业之一。

2. 公司业务简介
浪潮云依托在政府、行业、企业信息化领域 30 余年的深厚经验技术积累，以
安全可靠的云平台、国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运营能力，面向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
提供覆盖 IaaS、PaaS、DaaS、SaaS 及管理服务等在内的公有云服务。致力于以
云服务的方式，提供安全、可信的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让计算无处不在。帮助
区域政府实现服务转型，帮助行业部委实现业务转型，帮助大型企业实现运营转
型。
2017 年 8 月，浪潮云正式发布了全新“1-2-3-3”战略，将重点聚焦国内、海
外以及政府、企业两个维度市场，通过扩张云中心布局、打造云开放平台、完善
云生态体系三大举措，全面进军公有云市场，成为全球领先的云服务商。
浪潮云建立了西雅图、旧金山、北京、上海、济南五大技术研发中心，致力
于打造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平台。
浪潮云始终以开放的态度，领先的技术，积极打造云生态，在全球树立中国
的云品牌，输出中国的云能力。

2. 公司服务客户
浪潮云依托在政府、企业信息化领域 30 余年的深厚经验与技术积累，面向
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提供覆盖 laaS、PaaS、DaaS、政府应用、企业应用在内的
全方位服务，致力于以云服务的方式，输出安全、可信的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
浪潮云遍布全国的 7 大核心云数据中心以及 89 个地市云数据中心，为全国 25 个
省 220+地市政府以及 100 万+企业提供云计算服务，承载了 10000+政府部门、
超过 6 万个应用，为全国 245 万公务员提供便捷服务，造福 8.7 亿老百姓，获得
260+个地市企业上云服务商身份，100+个地市工业互联网服务商身份，推动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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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产品介绍
浪潮云依托浪潮在政府及企业信息化领域 30 余年的深厚经验和技术积累，
为政企客户提供专业、生态、可信赖的云计算服务。浪潮云具备可信赖、专业化、
生态化三大特色，携手合作伙伴共同提供上云解决方案及产品，以云计算驱动创
新为动力，输出安全、可信的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让计算无处不在！

1. 产品总体介绍
浪潮云 ICP 平台基于国产化软硬件产品架构，能够为政府业务应用提供安全
可靠的运行支撑环境，具备按服务方式提供服务产品的能力，满足政务外网及互
联网的基础环境、数据环境、应用环境的安全可控需求。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云计算
产品一：浪潮云 ICP 平台
产品类型：云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OpenStack、Docker、Kubernetes
产品功能介绍：
浪潮云 ICP 平台在软件架构层面包含云平台、云服务、云管理三部分。

- 85 -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云平台
容器云平台
容器云平台（简称 CKE）提供高性能可伸缩的容器应用管理服务，支持企
业级容器化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自研企业级增强特性，面向云原生应用提供一
站式云应用赋能平台，支持 ARM 和 MIPS 异构环境，为用户打造最佳的容器
化应用
虚拟化云
虚拟化云，基于 OpenStack、KVM、Ceph 等业界主流技术构建核心架构，
抽象化物理硬件形成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池，通过统一管理和调度为上层服务
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资源，满足业务的动态变更、资源的智能管理和服务的自
动化交付。支持 ARM 等异构物理硬件，具有丰富的南北向接口，符合 RESTful
API 标准，供云服务产品或合作伙伴调用使用，实现定制化需求。同时基于业界
主流技术体系架构避免了厂商锁定，支持主流硬件架构。
服务工厂
服务工厂是一套面向服务开发者、使用者和运维者的云服务支撑体系。一方
面，服务开发者能通过服务定义、编排、配置等标准化过程，便捷地实现一个云
服务的开发和发布；另一方面，服务使用者和运维者也能实现针对服务实例的创
建、删除、启动、停止、监控、日志等常用操作和可视化管理。
生命周期管理
生命周期管理（简称 LCM）采用 Infarftruce As Code 技术，通过代码、元数据
和自研管理工具等，实现对基础设施、通用技术组件和服务的标准化、自动化和
可追溯管理，达到高成熟度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其管理范围包括物理机，虚拟机、
网络等基础设施，虚拟化平台 CVE、分布式存储 CSE、容器云平台 CKE、日志
监控审计 LMA 及服务产品，支持这些组件的部署、升级、更新、回滚、扩容、
缩容等生命周期管理操作。
LCM 投入使用可使各地云中心的交付时间由原来的按周交付演进到现在
的按天交付，极大地缩短交付周期，提高云中心自动化交付能力。
监控与日志
日志监控审计告警是云平台管理类基础服务组件，负责收集基础设施、云平
台、云服务产品及业务应用的监控、日志和告警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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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对关键数据进行挖掘利用和可视化展现，并将告警信息通过多种方式及时通
知到相关人员。
云服务产品
云服务器
云服务器是一个虚拟的计算环境，包含 CPU、内存、操作系统、磁盘、网卡
等最基础的计算组件，是云服务器提供给每个用户操作实体，用户可以随时登录
进行使用和管理。
弹性伸缩
弹性伸缩可根据用户自定义策略动态调整云资源规模，包括云服务器、云硬
盘、负载均衡和弹性公网 IP 等。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预设策略，控制分布式
业务系统所在云服务器的数量，自动随业务负载增长而增加，随业务负载降低而
减少，保证业务平稳健康运行，并控制运营成本。
资源编排
资源编排是浪潮云 ICP 平台提供的一项简化云计算资源管理的服务。为简化
浪潮云 ICP 平台上云计算资源的管理，通过定义模板的方式实现一组云资源的统
一管理并提供应用的自动化部署功能。资源编排是指根据 HCL 的语法，编写模
板文件，在模板中定义资源和应用安装脚本，通过调用资源编排的资源栈创建接
口，实现资源的创建和应用的部署。
容器引擎
浪潮云 ICP 平台容器引擎服务以应用为中心，基于 Kubernetes 体系架构，
面向容器化的应用（Container-Based Application，特别是云原生应用）提供大规
模容器集群、应用及服务的高效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包括自动化部署、弹性资
源调度、多策略发布、智能伸缩等功能，屏蔽技术的复杂性，助力用户业务交付
和创新。
容器镜像
容器镜像服务为用户提供了存储 Docker 镜像文件的仓库，用户可以在线管
理自己的镜像仓库，并在线构建、存储、分享、推送容器镜像。容器镜像服务产
品支持的范围包括：镜像仓库管理、镜像管理、官方镜像（收藏/使用）等。
云硬盘
云硬盘为云服务器提供高可用、弹性、高性能、低时延的数据块级随机存储。
支持对挂载到云服务器上的云硬盘做格式化、创建文件系统等操作。
同时，为了防止病毒程序、人为操作等原因而引起的云硬盘数据被篡改或者
破坏，云硬盘服务提供一种基于块存储的数据恢复技术来挽救被损坏的数据，会
在可用区内以多副本冗余方式存储，避免数据的单点故障风险。
对象存储
对象存储服务是一个基于对象的存储服务，为用户提供的海量、安全、低成
本、高可靠的云存储服务，可以作为多种云原生应用的后端存储。
对象存储服务支持存放任何类型的数据，提供多种存储类型。支持通过控制
台、API、SDK、工具访问和管理存储在对象存储中的数据，支持图片处理、内
容分发、静态网站托管等功能，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大规模扩展。
文件存储
文件存储是一个可共享访问、弹性扩展、高可靠以及高性能的分布式文件存
储服务。它基于 POSIX 文件接口，天然适配原生操作系统，提供共享访问，同
时保证数据一致性和锁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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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存储提供了标准的 NFS 及 CIFS/SMB 协议，可以与 ECS、容器、批量
计算等服务搭配使用。支持弹性容量和性能扩展，现有应用无需修改即可挂载使
用，是一种高可靠、高可用的存储服务
云备份
云备份服务是依托浪潮云 ICP 平台平台，实现了对云服务器、云硬盘、云数
据库以及用户云服务器内的文件和应用的备份功能。同时通过远程复制将备份数
据同步到异地云中心，可以方便的实现数据级异地容灾
弹性公网 IP
弹性公网 IP，是可以独立购买和持有的公网 IP 地址资源，可以动态的与
VPC 子网中关联的云服务器、裸金属服务器、云路由器以及负载均衡器等资源灵
活的绑定与解绑，从而实现 VPC 中的弹性资源通过固定的公网 IP 地址与互联网
互通。
在弹性公网 IP 的统一管理界面，用户可以方便的识别和管理拥有的弹性公
网 IP 地址，查看 EIP 的计费、带宽、绑定情况等各种状态。
弹性公网 IP 是一种 NAT IP。它实际位于 EIP 集群上，通过 NAT 方式映
射到了被绑定的云主机实例的网卡上。因此，绑定了弹性公网 IP 的云主机可以
直接使用这个 IP 进行公网通信，但是在它的网卡上并不能看到这个 IP 地址。
用户访问的永远是弹性 IP 地址，但不一定是同一个云主机。
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自动为多台云服务器提供流量分发的服务。它可以扩展整个系统的
处理能力并提供应用程序容错的能力，消除由于单台云服务器的故障对系统的影
响，从而提升整个系统服务的可用性。
负载均衡通过设置虚拟服务地址，将添加的后端服务器实例虚拟成一个高性
能、高可用的应用服务池，并根据转发规则，将来自客户端的请求分发给云服务
器池中的后端服务器实例。
负载均衡默认检查云服务器池中的后端服务器实例的健康状态，自动隔离异
常状态的后端服务器实例，消除了单台后端服务器实例的单点故障，提高了应用
的整体服务能力。
虚拟私有网络
虚拟私有网络是用基于浪潮云 ICP 平台构建的云上虚拟网络环境，为用户提
供安全隔离的私有资源部署平台，用户可自行规划 IP 地址范围及网段，配置安
全组、网络 ACL、路由表，实现对私有网络的全方位管理。
虚拟私有网络提供 VPC、子网、路由表、访问控制的网络服务，实现对网络
资源的管理。
专有网络 VPC 是用户基于浪潮云 ICP 平台创建的自定义私有网络,
不同的专有网络之间二层逻辑隔离，用户可以在自己创建的专有网络内创建和管
理云产品实例，比如云服务器、云数据库、负载均衡等。虚拟私有网络底层采用
OpenStack 平台的 Neutron 模块实现，一个 VPC 对应一个路由器，可以包含多
个子网，每个子网分别对应 Neutron 的一个子网，具有高可用、灵活、安全的特
点。
通过浪潮云 ICP 平台虚拟私有网络，客户可以通过虚机私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按需配置网络，管理操作实时生效，例如创建虚拟私有网络、创建子网。还可以
灵活的配置访问控制规则，网络 ACL 实现子网级别的网络访问控制，安全组实
现云服务器级别的网络访问控制，例如：创建安全组、配置安全组规则、创建网
络 ACL、配置网络 ACL 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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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服务
浪潮云 ICP 平台软件开发服务面向开发者提供 DevOps 相关的云服务，实现
从“开发->测试->发布->运维”全流程的研发工具支撑和一站式服务。服务即开
即用，随时随地在云端实现代码托管、代码质控、流水线管理、代码编译、镜像
构建、应用部署、测试、发布等功能。方便开发者快速、可靠的构建和交付产品，
紧密联系开发和运维工作。
云监控 CMS
租户购买和使用了云监控支持的浪潮云 ICP 平台服务后，可方便地在云监控
对应的产品页面查看产品运行状态、各个指标的使用情况并对监控项设置告警规
则。
云监控会根据租户设置的告警规则，在监控数据达到告警阈值时发送告警信
息，让租户及时获取异常通知，查询异常原因。对带宽、连接数、磁盘使用率等
监控项设置告警规则后，可以让租户方便的了解云服务现状，在业务量变大后及
时收到告警通知进行服务扩容。
云管理
身份识别与访问管理
统一认证和授权，是提供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访问控制等功能的身份管理
服务，可以管理用户（比如员工、系统或应用程序）账号，并且可以控制这些用
户名下资源的操作权限。让用户可以安全地访问云资源。帮助用户控制敏感信息，
避免用户的账号密码或密钥的权限过大。通过用户维度的资源隔离，降低误操作
风险，提高资源管理效率。
身份识别与访问管理产品包含用户管理、用户组管理、策略管理及密钥对管
理等一系列功能，用户可通过为子用户和用户组等实体授权，实现细粒度权限控
制。
第三方应用可以通过身份识别与访问管理产品申请密钥对，并通过密钥签名
的方式访问云资源。
云安全
平台安全
ICP 平台云平台安全主要包含系统架构安全、多租户安全、操作审计三部分
功能。
系统架构安全
ICP 平台对计算存储资源的调度和管理，由虚拟化技术实现对物理资源的抽
象及控制，限制了用户对计算存储设备的直接访问。并且平台还提供了对计算、
存储、网络实例的实时监控预警功能，提高服务的可用性。
多租户安全
ICP 平台针对多租户环境实现了租户间计算、存储、网络资源的隔离。租户
分配计算资源和数据存储彼此隔离，不可相互访问。租户网络实现 VLAN 隔离，
保证租户之间云主机的网络隔离。同时，租户对资源的使用受该租户资源分配配
额的限制，在保证虚拟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实现了虚拟资源分配控制，防止
出现资源争抢的问题。
操作审计
ICP 平台提供了操作审计功能，操作审计记录了系统中重要的用户操作并检
查这些操作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若出现问题，则产生告警信息，通知系统管理员
或审计管理员。

- 89 -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同时，ICP 平台内置了审计管理员角色，该角色可定时对审计记录进行分析，
发现违规操作或越权访问等问题时可及时进行处理。
平台安全
ICP 平台云平台安全主要包含系统架构安全、多租户安全、操作审计三部分
功能。
6.1.1.1 系统架构安全
ICP 平台对计算存储资源的调度和管理，由虚拟化技术实现对物理资源的抽
象及控制，限制了用户对计算存储设备的直接访问。并且平台还提供了对计
算、
存储、网络实例的实时监控预警功能，提高服务的可用性。
6.1.1.2 多租户安全
ICP 平台针对多租户环境实现了租户间计算、存储、网络资源的隔离。
租户分配计算资源和数据存储彼此隔离，不可相互访问。租户网络实现
VLAN 隔离，保证租户之间云主机的网络隔离。同时，租户对资源的使用受
该租
户资源分配配额的限制，在保证虚拟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实现了虚拟资
源分
配控制，防止出现资源争抢的问题。
6.1.1.3 操作审计
ICP 平台提供了操作审计功能，操作审计记录了系统中重要的用户操作并检
查这些操作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若出现问题，则产生告警信息，通知系统管
理员
或审计管理员。
同时，ICP 平台内置了审计管理员角色，该角色可定时对审计记录进行分析，
发现违规操作或越权访问等问题时可及时进行处理。
网络安全
网络架构安全
ICP 平台将网络架构划分为平台管理网络和云服务网络，平台管理网络主要提
供给云平台运维管理、管理消息数据传输、事件收集、主机监控等功能使用，云
服务网络为各类开放云服务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环境。
云网络安全
ICP 平台针对云服务网络实现了基于虚拟 VLAN 的网络隔离，可根据虚拟数
据中心对服务的安全要求，将网络划分为不同的 VLAN，实现服务网络的安全隔
离。
访问控制
ICP 平台提供基于安全组的访问控制，可针对安全组设置统一的访问策，
云主机通过加入/退出安全组即可实现对该云主机的访问控制。
防火墙
ICP 平台为各开放云服务内置了防火墙策略，在保证开放云服务功能的前提
下防御来自网络的各类攻击。
主机安全
物理主机系统加固
ICP 平台针对计算存储设备的物理主机所使用的操作系统进行了加固，针对
物理主机系统安全涉及的控制点（如身份鉴别、敏感标记、强制访问控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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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剩余信息保护、入侵防范、恶意代码防和资源控制等）进行安全加固，防
御操作系统层面面临的恶意代码执行、越权访问、数据泄露、破坏数据机密性、
完整性等各种攻击行为，以保障物理主机系统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靠
性。
云主机系统加固
ICP 平台针对云主机实例使用的各类操作系统镜像进行了加固，防御操作系
统层面的各种攻击行为。
同时，ICP 平台实现了云主机操作系统镜像的集中存储、分发及验证管理，
有效的保证了镜像文件的完整性，防止镜像被恶意篡改；镜像文件在集中存储上
以三副本的形式进行存储，进一步保证了镜像文件的安全。
数据安全
ICP 平台提供了对数据访问、数据传输、数据存储三方面的数据安全防护。
平台提供了完善的数据隔离机制，将平台运维管理数据与用户数据进行隔离，
且平台用户之间实现了 VDC 级的数据权限隔离，确保平台租户只能自己的数据。
针对数据流，采用 SSL 加密技术，保护敏感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针对
基础服务及开发云服务，提供了分布式数据备份、存储高可用等支持确保服务数
据的安全可靠。同时大数据服务实现了碎片化分布式离散存储，关系型数据库服
务实现了多主存储，进一步保证了平台数据安全。
应用安全
ICP 平台应用安全主要包含开放服务安全、应用入侵防护和安全评估检测三
部分。
开放服务安全
ICP 平台为开放服务实例提供独立的身份鉴别及安全认证体系。平台用户申请
服务后，平台为服务使用者生成符合安全策略和密码策略的认证标识，之后对该
开放服务实例的访问均需通过认证标识的鉴别和认证，开放服务实例释放时相应
的数据、资源、认证信息统一回收销毁，保证了开放服务的安全性。
应用入侵防护
ICP 平台提供全方位的应用入侵防护功能。除了平台内置应用入侵防护系统，
确保平台自身应用安全之外，还集成了安全资源池并对外提供安全服务。使用浪
潮 云 ICP 平 台 平 台的 租 户 ， 还可 以 通 过购 买 云 主 机安 全 服 务 ， 全 面 防 护
Web/CC/XSS/木马/爬虫/SQL 注入等网络攻击行为。
管理安全
ICP 平台安全管理包含身份管理、权限管理、三权分立等三部分内容。
身份管理
ICP 平台实现了对用户身份的集中管理和认证。用户在首次登录平台之前需
在平台上进行用户注册，用户注册后平台颁发给用户登录帐号和认证口令（密码
或证书）
。
用户使用平台时需提交登录帐号和认证口令进行认证，认证通过后，颁发具
有有效期的访问 token，之后可凭借 token 访问后平台端资源。后端收到请求后，
首先查询该 token 对应的用户、权限信息，以确定该 token 有无访问所请求的
资源的权限。
权限管理
ICP 平台使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模型，用户通过角色与权限进
行关联，通过权限管理可将平台中的资源的操作权限分配到角色，用户通过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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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获得资源的访问权限。
针对资源的访问采用非允许即拒绝模式，平台中的资源需先进行注册，注册
后将操作权限授予特定角色，未授权的资源拒绝访问。
三权分立
ICP 平台对特权用户的角色实现了三权分立，分为：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
员、安全审计员三个角色，相互制约。
系统管理员
系统管理员具有系统菜单、URL、角色的操作维护权限，以及创建、删除用
户的权限。创建的用户不属于任何角色，处于锁定状态。
系统管理员具有平台内包括物理区域、虚拟化环境、网络环境在内的基础资
源的管理权限，但不具有操作权限。
安全管理员
安全管理员具有用户、角色的权限管理权，但不能创建用户。系统管理员创
建的用户需要安全管理员赋予角色并解除锁定。
安全审计员
安全审计员具有审计日志分析查看和审计日志导出权限，可对其他角色用户
的操作记录进行安全审查
产品性能介绍：
1、遵循业界主流开源标准，可完成云海 OS、OpenStack、VMWare 等多种
云基础环境的对接。
2、成熟可靠，已经在浪潮公有云、政务云及公安/国土等行业云中应用部署
和稳定运行。
3、分布式高可用架构设计，平台及平台上的各种服务内置支持冗余、容灾
及负载均衡等能力设计，可应对千万级高并发访问压力。
4、自研企业级增强特性，支持多集群统一部署和管理、集群 HA、统一监
控，并提供平台服务的日志统一收集、分析和告警功能。
5、提供敏捷 DevOps 能力，实现应用自动化部署、升级、发布、运维监控
的全应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云原生应用的微模块大规模部署、去中心化通信、
宕机自动修复，降低运维成本，实现敏捷开发。
6、服务目录丰富，涉及业界主要云服务类别，服务规格灵活可配置，并提
供完善的第三方服务接入机制。
7、全面的安全防护体系，在连续监测、身份认证、授权、凭证管理、安全
设备、密码安全等领域，采取分层安全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浪潮云基于 ICP 平台面向党政机关、金融、卫生、电力、交通、水利等多个
行业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政企信息化转型，为用户提供安全可信的计算和
数据处理能力，让计算无处不在！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党政机关、金融、卫生、电力、交通、水利等多个行业。

3. 其他亮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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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分布式和微服务
浪潮云 ICP 平台在架构设计上突破传统应用复杂度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缺
点，采用松耦合、高内聚的分布式和微服务架构。整个浪潮云 ICP 平台由 200+
独立灵活的微服务构成，依托 CKE 统一在容器中部署运行、弹性伸缩调度，服
务间通过标准的轻量级通信机制交互，利用服务网格技术自动化完成网络配置、
安全配置以及遥测等服务治理过程。
轻量化 将复杂业务碎片化，有利于业务复用、组合和更新。
高并发 通过数个业务处理节点同时处理同一业务逻辑，增强业务的并发处
理能力。
高可靠 同一业务由多个节点处理，即使一个节点宕机，业务也会由其他节
点接管。
可扩展 某一业务处理能力不够时，可迅速通过增加节点实现性能扩容。
易维护 各服务互不干扰，可实现独立的开发、管理和扩展加速，开发维护
复杂度大幅降低。
基础设施即代码 现代软件开发对基础设施的管理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部
署和运维要有更高的自主性，基础设施管理既要灵活，也要安全、可靠。针对传
统 IT 的运维方式在基础设施管理面前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挑战，解决的办法是
将基础设施作为代码，通过版本管理起来。浪潮云 ICP 平台生态丰富，结构复杂，
因此采用 Infarftruce As Code 技术，通过代码、元数据和管理工具等，实现对基
础设施、工具和服务的标准化、自动化和可追溯管理，达到高成熟度的持续交付
和 DevOps。
标准化 以代码来定义环境，实现开发环境、测试环境、生产环境，以及各
云中心环境的标准化。
自动化 以自动化工具来驱动代码完成环境的部署，升级，更新，回滚等。
可追溯 结合监控数据和工具，实现环境当前状态可视、环境变更历史可视、
可追溯

2. 产品亮点介绍
浪潮云 ICP 平台采用“平台+服务”的设计思路。平台层面，针对计算、存
储、网络、安全等基础资源，提供持续稳定的运行环境，统一易用的管理平台，
屏蔽底层技术难度，标准化对外接口。服务层面，全面覆盖 IaaS、PaaS 和 SaaS
领域，满足生态环境中不同角色客户的服务需求，为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应用创
新提供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丰富服务。
浪潮云 ICP 平台还提供标准化云服务工厂能力，面向云服务提供了服务编
排、服务实例管理、服务监控、自动化部署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功能。方便生态合
作伙伴基于浪潮云 ICP 平台进行服务的开发和创新，为建设云上服务生态，提供
便捷、可靠的平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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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NEO4J 瑞典公司
（NEO4J Sweden AB）
一、企业概况
Neo4j 瑞典公司（Neo4j Sweden AB）是全球领先的 Neo4j 图数据库软件的开
发者，Neo4j 图数据库也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开源图数据库软件产品。

1. 成立背景
Neo4j 瑞典公司成立于 2007 年，并于 2010 年发布了 Neo4j 原生（Native）
图数据库的 1.0 版本。在过去的 10 年间，Neo4j 图数据库不断发明和推出新功
能、改进性能和可用性、产品不断完善和提升，并在各个行业得到广泛的使用。
下图是公司的简要发展历史。

2. 公司业务简介
1. 开发 Neo4j 图数据库软件
Github 项目：https://github.com/neo4j/neo4j
2. 发明 Cypher 图查询语言，并开发图查询引擎
开源项目：http://www.opencypher.org/ 目前 Cypher 已被 ISO 选定作为下一
代图数据查询语言 GQL 标准的主要参考。
3. 维护图数据库开源社区，推动图数据库应用发展
中文社区：http://neo4j.com.cn
中文开发人员周刊：https://go.neo4j.com/china-opt-in.html

3. 公司服务客户
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公司都在使用 Neo4j 图数据库。比如：
· 社交领域：Airbnb、LinkedIn 用它来管理社交关系，实现好友推荐
· 零售领域：eBay，沃尔玛使用它实现商品实时推荐，给买家更好的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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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 金融领域：摩根大通，花旗和瑞银等银行在用图数据库做风控处理；平
安科技则使用 Neo4j 实现企业知识图谱和欺诈检测。
· 汽车制造领域：沃尔沃，戴姆勒和丰田等顶级汽车制造商依靠图数据库
推动创新制造解决方案
· 电信领域：Verizon, Orange 和 AT&T 等电信公司依靠图数据库来管理
网络，控制访问并支持客户 360
· 酒店领域：万豪和雅高酒店等顶级酒店公司依使用图数据库来管理复杂
且快速变化的库存

二、产品介绍
Neo4j 的图数据库软件，开源社区的活跃度高、产品被广泛认可。企业用户
超过 300 家，应用行业涉及政府、金融、电信、医药、制造、零售、媒体、能源、
旅游等几乎所有行业，并在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也有广泛的认知度和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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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总体介绍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由于其在数据建模和存储方面
的限制变得越来越难以胜任频繁变化的需求、半/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处理和查
询，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和开发周期。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处理不仅仅是量
大、结构多样，而且要通过数据之间的关系、挖掘内在隐藏的新模式和新价值。
关系型数据库，尽管其名称中有“关系”这个词，却并不擅长处理复杂关系的查
询和分析。另外，关系型数据库也缺乏在多服务器之上进行水平扩展的能力。基
于此，一类非关系型数据库，统称 NoSQL 存储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得到广泛研
究和应用。
NoSQL（Not Only SQL/“不限于 SQL”、非关系型数据库）是一类范围广泛、
类型多样的数据持久化解决方案。它们不遵循关系数据库模型，也不使用 SQL 作
为查询语言。其数据存储可以不需要固定的表格模式，也经常会避免使用 SQL 的
JOIN 操作，一般都有水平可扩展的特征。
简言之，NoSQL 数据库可以按照它们的数据存储模型分成 4 类：
· 键-值存储库（Key-Value-stores）
· 按列存储 (Column-based-stores)
· 文档库（Document-stores）
· 图数据库（Graph Database）
在上述 NoSQL 中，图数据库从最近十年的表现来看已经成为关注度最高、
也是发展趋势最迅猛的数据库类型。下图是 db-engines.com 对最近七年来所有数
据库种类发展变化趋势的分析结果。

而在目前技术社区和商用市场上最被广大业务和技术人员熟知、而且应用最
广泛的当属 Neo4j。
根据计算机科学的定义，图数据库（英语：graph database）是一个使用图结
构存储数据、进行语义查询的数据库，它使用节点、边和属性来表示和存储数据。
图数据库的关键概念是图，它直接将存储中的数据项，与数据节点和节点间表示
关系的边的集合相关联。这些关系允许直接将存储区中的数据链接在一起，并且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个操作进行检索。图数据库将数据之间的关系作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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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优先的存储对象看待，因为它们永久存储在数据库本身中、因此查询图数据库
中的关系很快。图数据库还提供直观地可视化界面显示关系，使其对于高度互连
的数据非常有用。
图数据库是一种非关系型数据库，以解决现有关系数据库的局限性。图模型
明确地列出了数据节点之间的依赖关系，而关系模型和其他 NoSQL 数据库模型
则通过隐式连接来链接数据。图数据库从设计上，就是可以简单快速地检索难以
在关系系统中建模的复杂层次结构的。
作为业界领先的图数据库，Neo4j 是原生的（Native）、事务一致的、基于属
性图（Property Graph）的数据库，并实现了声明型的查询语言 Cypher。在下面
的章节中会对这些特性做详细介绍。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þ数据库

□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数据库
产品一：Neo4j 图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Native Graph DBMS)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Neo4j Community Edition 4.2，开源协议 GPL v3。

3. 其他亮点
除了 Neo4j 图数据库管理软件，Neo4j 还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技术生态圈，
使得学习、使用、集成和扩展 Neo4j 图数据库变得非常方便，基于 Neo4j 实现
的应用有良好的兼容性、可支持性和可扩展性。
以下是 Neo4j 开源生态的其他主要项目：
（1） NeoVis Neo4j 图数据可视化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vis.js/
（2） Neo4j APOC 数据库扩展包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apoc-procedures
（3） Neo4j 图数据科学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neo4j/graph-data-science
（4） Neo4j 数据库驱动，支持.Net、Java、JavaScript、Python 和 GO 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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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neo4j/neo4j-java-driver
https://github.com/neo4j/neo4j-go-driver
https://github.com/neo4j/neo4j-dotnet-driver
https://github.com/neo4j/neo4j-python-driver
（5） Neo4j Spark Connector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spark-connector
（6） Neo4j Semantics 将 RDF/知识 3 元组数据加载到 Neo4j 中
https://github.com/neo4j-labs/neosemantics
（7） Neo4j NLP 将文本内容抽取、分析并创建知识图谱
https://github.com/graphaware/neo4j-nlp
（8） Neo4j Streams 集 成 Apache Kafka 和 Neo4j 的 组 件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streams
（9） Neo4j ETL 数据库导出/导入/迁移工具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etl
（10） GRAND Stack 基于 GraphQL、React、Apollo 和 Neo4j 的图数据库
Web 应用全栈开发框架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graphql
（11） Neo4j Cypher 查询设计和建模工具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cypher-editor
（12） Neo4j BI Connector 使用 SQL 访问 Neo4j 的类 JDBC 驱动程序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jdbc
（13） Neo4j Spatial 图和地理空间结合的相关功能函数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spatial
（14） Neo4j Elastic Search 集成图数据库和搜索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elasticsearch
（15） Neo4j Splunk Connector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splunk
（16） Spring Data & OGM for Neo4j
https://docs.spring.io/spring-data/neo4j/docs/current/reference/html/
（17） Spring Boot for Neo4j
https://neo4j.com/developer/java-driver-spring-boot-starter/
（18） Neo4j on Kubernetes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kubernetes-neo4j
（19） Neo4j Browser 数据库查询客户端
https://github.com/neo4j/neo4j-browser
（20） Neo4j 产品培训模块（英文）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training-v3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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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生图数据库（Native Graph Database）
原生(Native)图数据库引擎指的是数据的存储、处理、查询和展现都是图的
方式。原生图数据库在关系遍历和路径搜索类查询应用中有着最佳的性能。

在 Neo4j 中，数据对象/实体/记录被保存为节点，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以链接
地址的形式也保存在物理存储中。因此，在遍历关系时，原生的 Neo4j 图数据
库无需像关系数据库里那样执行昂贵的连接 JOIN 操作，系统开销大大减少、
执行效率极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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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签属性图模式
Neo4j 的数据库模式是属性图。数据库中的基本类型包括：
· 节点，节点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标签
· 关系/边
· 属性
在节点和关系上都可以定义属性。在属性上可以定义单一、复合和全文索
引，以提高查询效率。
Neo4j 集成了 Apache Lucene 全文索引技术，可以对文本内容进行高效地模
糊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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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图中，存在三个节点和两个关系共 5 个实体，其中 Person 和
Movie 是 Lable，ACTED_ID 和 DIRECTED 是关系类型，name，title，roles 等是
节点和关系的属性键。

实体包括节点和关系，节点有标签和属性，关系是有向的，链接两个节
点，具有属性和关系类型。
1. 实体
在示例图形中，包含 3 个节点和 2 个关系，这 3 个节点分别有 2 个属性：

这 2 个关系分别是：
· 两个关系类型：ACTED_IN 和 DIRECTED，
· 两个关系：ACTED_IN 关系（连接 name='Tom Hank'的节点和 Movie 节
点），DIRECTED 关系（连接 name='Forrest Gump'的节点和 Movie 节点），
· 其中关系 ACTED_IN 包含一个属性 roles，属性值是一个 List

2．标签（Label）
在图形结构中，标签用于对节点进行分组，相当于节点的类型，拥有相同
标签的节点属于同一个分组。一个节点可以拥有零个，一个或多个标签，因
此，一个节点可以属于多个分组。对分组进行查询，能够缩小查询的节点范
围，提高查询的性能。
在示例图形中，有两个标签 Person 和 Movie，两个节点是 Person，一个节
点是 Movie，标签有点像节点的类型，每个节点可以有多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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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属性（Property）
属性是一个键值对（Key/Value），用于为节点或关系提供扩展的信息。一
般情况下，每个节点都有 name 属性，用于命名节点，通常情况下，name 属性
的值是唯一的。
在示例图形中，Person 节点有两个属性 name 和 born，Movie 节点有两个
属性：title 和 released，

关系 ACTED_IN 有一个属性：roles，该属性值是一个 List，而关系
DIRECTED 没有属性。
4）遍历（Traversal）
遍历一个图形，是指沿着关系及其方向，访问图形的节点。关系是有向
的，以连接的两个节点为单位，从起始节点沿着关系，一步一步导航
（navigate）到结束节点的过程叫做遍历，遍历经过的节点和关系的有序组合
称作路径（Path）。
在示例图形中，查找 Tom Hanks 参演的电影，遍历的过程是：从 Tom
Hanks 节点开始，沿着 ACTED_IN 关系，寻找标签为 Movie 的目标节点。遍历的
路径如图：

5）图数据库的模式
Neo4j 的模式（Schema）通常是指索引、约束和统计，通过创建模式，
Neo4j 能够获得查询性能的提升和建模的便利；Neo4j 数据库的模式可选的，也
可以是无模式的。
a.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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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库也能创建索引，用于提高图数据库的查询性能。和关系型数据库
一样，索引是图数据的一个冗余副本，通过额外的存储空间和牺牲数据写操作
的性能，来提高数据搜索的性能，避免创建不必要的索引，这样能够减少数据
更新的性能损失。
Neo4j 在图节点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上创建索引，在索引创建完成之后，当
图数据更新时，Neo4j 负责索引的自动更新，索引的数据是实时同步的；在查
询被索引的属性时，Neo4j 自动应用索引，以获得查询性能的提升。
例如，使用 Cypher 创建索引：
CREATE INDEX ON :Person(firstname)
CREATE INDEX ON :Person(firstname, surname)
b. 约束
在图数据库中，能够创建四种类型的约束：
· 节点属性值唯一约束（Unique node property）
：如果节点具有指定的标
签和指定的属性，那么这些节点的属性值是唯一的
· 节点属性存在约束（Node property existence）
：创建的节点必须存在
标签和指定的属性
· 关系属性存在约束（Relationship property existence）
：创建的关系
存在类型和指定的属性
· 节点键约束（Node Key）
：在指定的标签中的节点中，指定的属性必须存
在，并且属性值的组合是唯一的
例如，使用 Cypher 创建约束：
CREATE
CREATE
CREATE
CREATE
KEY;

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

ON
ON
ON
ON

(book:Book) ASSERT book.isbn IS UNIQUE;
(book:Book) ASSERT exists(book.isbn);
()-[like:LIKED]-() ASSERT exists(like.day);
(n:Person) ASSERT (n.firstname, n.surname) IS NODE

c. 统计信息
当使用 Cypher 查询图数据库时，Cypher 脚本被编译成一个执行计划，执
行该执行计划获得查询结果。为了生成一个性能优化的执行计划，Neo4j 需要
收集统计信息以对查询进行优化。当统计信息变化到一定的赋值时，Neo4j 需
要重新生成执行计划，以保证 Cypher 查询是性能优化的，Neo4j 存储的统计信
息包括：
· The number of nodes with a certain label.
· Selectivity per index.
· The number of relationships by type.
· The number of relationships by type, ending or starting from a
node with a specific label.
默认情况下，Neo4j 自动更新统计信息，但是，统计信息的更新不是实时
的，更新统计信息可能是一个非常耗时的操作，因此，Neo4j 在后台运行，并
且只有当变化的数据达到一定的阈值时，才会更新统计信息。
Neo4j 把执行计划被缓存起来，在统计信息变化之前，执行计划不会被重
新生成。通过配置选项，Neo4j 能够控制执行计划的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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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ms.index_sampling.background_enabled：是否在后台统计索引信
息，由于 Cypher 查询的执行计划是根据统计信息生成的，及时更新索引的统计
数据对生成性能优化的执行计划非常重要；
· dbms.index_sampling.update_percentage：在更新索引的统计信息之
前，索引中有多大比例的数据被更新；
· cypher.statistics_divergence_threshold：当统计信息变化时，
Neo4j 不会立即更新 Cypher 查询的执行计划；只有当统计信息变化到一定的程
度时，Neo4j 才会重新生成执行计划。
1.3 Cypher 查询语言
就像 SQL 是关系数据库的标准查询语言那样，Cypher 是最受欢迎、最易于
掌握的 Neo4j 图数据库查询语言。
Cypher 的特性包括：

· Declarative / 声明型：定义要找的数据，Cypher 会决定怎样是最优的查
找方法。
·

Expressive / 丰富的表达力：易于被开发人员和业务人员理解。

· Pattern Matching / 模式匹配：人类的思维更加容易识别和接受模式。
例如，如果要创建以下的三国人物关系图谱，可以使用 Cypher 语句：

如果要查询“刘备”的所有历史关系，则可以使用下面的 Cypher 查询：

Cypher 拥有 300 多重要命令和子句，可以实现对图数据库中数据的 CRUD；
也支持对数据库的管理；以及运行数据库服务扩展。Cypher 还提供对存储在文
件或网路上的数据的批量加载。
关于 Cypher 查询语言的完整参考，请参见：
https://neo4j.com/developer/cy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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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亮点介绍
1. Neo4j Browser
Neo4j Browser 是在 Internet 浏览器(Chrome/Edge)中运行的、面向技术和
开发人员进行数据库查询和管理的可视化界面。其主要特点有：
·

在浏览器中运行、无需其他插件/安装

·

随着 Neo4j 图数据一起提供、无需单独购买

·

在数据库服务器启动的同时启动

·

通过 http://<hostname>:7474 访问

图. 在 Neo4j Browser 中查看数据库中的元数据

图. 在 Neo4j Browser 中可视化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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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o4j 丰富的集成组件
Neo4j 构造了一个活跃、更新及时和特性丰富的技术社区，能够与现有众多
开源和商业软件系统无缝集成，这些集成软件同样也是开源的，其中的主要项目
包括：
（1） Neo4j 数据库驱动，支持.Net、Java、JavaScript、Python 和 GO 语
言
https://github.com/neo4j/neo4j-java-driver
https://github.com/neo4j/neo4j-go-driver
https://github.com/neo4j/neo4j-dotnet-driver
https://github.com/neo4j/neo4j-python-driver
（2） Neo4j Spark Connector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spark-connector
（3） Neo4j Semantics 将 RDF/知识 3 元组数据加载到 Neo4j 中
https://github.com/neo4j-labs/neosemantics
（4） Neo4j NLP 将文本内容抽取、分析并创建知识图谱
https://github.com/graphaware/neo4j-nlp
（5） Neo4j Streams 集成 Apache Kafka 和 Neo4j 的组件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streams
（6） Neo4j ETL 数据库导出/导入/迁移工具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etl
（7） Neo4j BI Connector 使用 SQL 访问 Neo4j 的类 JDBC 驱动程序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jdbc
（8） Neo4j Spatial 图和地理空间结合的相关功能函数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spatial
（9） Neo4j Elastic Search 集成图数据库和搜索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j-elasticsearch
（10） Neo4j Splunk Connector
https://github.com/neo4j-contrib/neo4splunk
（11） Spring Data & OGM for Neo4j
https://docs.spring.io/spring-data/neo4j/docs/current/reference/html/
（12） Spring Boot for Neo4j
https://neo4j.com/developer/java-driver-spring-boot-starter/
3. GRAND Stack – Neo4j 数据库 web 应用的全栈开发框架
1）GRAND 是什么？
GRANDstack 是一个开发基于 Neo4j 图数据库应用的全栈框架，它基于
GraphQL、React、Apollo 和 Neo4j Database 构建数据库应用程序。GraphQL
是 API 层；React 是一个 JavaScript UI 库，用于在 Web、移动以及 VR 中创建
用户界面；Apollo 是一套工具和服务，它使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上使用 GraphQL
更加容易；最后，Neo4j 数据库是原生图数据库。
GraphQL 是一种 API 查询语言，虽然它的名称里有 Graph，其实它和图数据
库没有关系；而且虽然它的名称里面有 QL，它也不是一种数据库查询语言。
GraphQL 基于一个类型系统（Type Script），用来描述 API 中可用的数据，客
户端应用仅请求相关数据，并且数据可以与查询相同的格式返回。

- 106 -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相比现有的 RestfulAPI，GraphQL 大大简化了 API 的定义和部署：仅需要
简单几个 GraphQL API/URL 就可以描述 Web 服务提供的对多种数据内容的不同
操作。使用类型系统的好处是把访问的数据的细节封装在了请求里面、而不是
通过 URL 来区分。
GraphQL 将应用的数据看做是一个“图”，即由关系连接起来的实体/节
点。这也是它名称中 Graph 的来由。对于像 Neo4j 这样的原生图数据库来说，
GraphQL 有着特别的“亲切感”，因为数据库的模式和应用 API 的模式是一致
的、而且无需转换。
GRAND Stack 的目标是使开发基于 Neo4j 图数据库的 API 变得容易。通过
GraphQL 类型定义来驱动数据库数据模型来做到这一点，根据这些类型定义自
动生成 GraphQL CRUD API 并自动生成解析器，所有步骤都无需手动编写相关代
码。反过来也是一样：对于现有的 Neo4j 数据库，我们可以从数据库中推断出
GraphQL 模式，无需编写什么代码即可在 Neo4j 之上提供完整的 CRUD GraphQL
API。这就是 GRAND Stack 和 GraphQL Neo4j 的核心所在。

有关 GRAND Stack 的所有信息和文档，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2）Web 应用开发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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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90 年代中期，开发 Web 应用使用 CGI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很奇怪的名字吧）程序。CGI 程序保存在服务器的目录中，他们通常是可执行
脚本，在服务器上运行以从数据库中获取数据并在网页上显示动态内容。这
样，我们将数据库查询、静态 HTML 和其他内容嵌入模板语言中。
最终所有这些都变成了 LAMP 堆栈，即 Linux、Apache、MySQL 和 PHP。它
曾经非常流行，因为它使得从数据库动态获取数据并呈现简单视图变得非常容
易。
然而，我们逐渐地意识到在模板语言中嵌入数据库查询很丑陋且难以维
护，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表示–一个中间层。这是 REST API 和 JSON 开始
流行的时候，jQuery 也成为一种流行的从 REST API 获取数据并将其呈现在前
端的方法。
在那之后，我们看到能支持 Web 规模的数据库的需求，因此有了 NoSQL 和
MEAN 堆栈的出现，也就是 Mango、Express、Angular 和 Node.js。它们使得将
文档数据库中的文档映射到 REST API 变得很容易。我们还开始看到像 Angular
这样的前端框架，它使我们更容易封装逻辑和 UI。而 Meteor 则使得实现近乎
实时的流内容得 Web 应用开发成为可能。
今天，在前端最新的发展是 React 框架，它于 2013 年由 Facebook 开源。
由此，我们完成了从对事件的侦听（event listener）发展到对状态的声明性
操作（declarative actions about the state）的目标。
类似虚拟 DOM 等概念提高了性能。现在的 web 应用中，我们无需渲染整个视
图，而仅需要根据状态变化来渲染所需的最小页面内容。这不仅提供了封装逻
辑和 UI 的组件，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性能优化。
此后不久，GraphQL 也被 Facebook 开源。同样的，这都是关于有效的数据
获取并为数据提供类型系统，从而使我们能够以图的形式描述和查询 API（是
API、而不是数据）。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诸如 Neo4j 之类的图数据库（Graph
Database）的兴起。随着从其他形式的 NoSQL 数据库实现迁移越来越成为问
题，并且数据变得更加复杂，图数据库的直观图数据模型对开发人员更具吸引
力。图数据库能够提供的性能改进大不相同，而且已经过特别优化、可以最有
效地遍历图结构的数据。
将所有这些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无服务器（serverless）和各种部署选项结
合起来，诸如 ZEIT Now 和 Netlify 之类的技术通过简单的命令行工具就能轻松
部署前端和后端应用代码。
如果我们回顾曾经出现过的技术，就会发现图实际上无处不在（Graphs
are everywhere）。使用 GraphQL 时，我们讨论的是将 API 发布为图的结构
（关联的数据）；在图数据库中，我们谈论的是使用图数据模型实际存储数据
到数据库中。
3）GraphQL 概述
GraphQL 首先是一种模式定义语言。例如，如果我们要定义一个关于电影导演-演员的数据模型，可以用 GraphQL 这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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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上面的模式定义发布到 GraphQL 服务端（例如 Apollo）后，
GraphQL 的“自省”（Introspect）功能会自动生成并发布一系列标准查询和
数据库操作功能。如果用 GraphiQL 和 GraphQL Playground 之类的工具，可以
看到类似下面的服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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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 GraphQL 来查询这个电影数据库，搜索名称是“A River Runs
Through It.”的影片，我们只要把下面的参数传递给 API 就可以了：

除了按照名称查询影片，这个例子中还从找到的影片，关联到相关的演
员、导演，并返回演员和导演的姓名（name）；特别的，对于导演，还会继续
关联查询到三部由同一导演拍摄的电影标题。在 GraphQL 的查询中，数据实体
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图”（Graph）的结构，即由关系/边连接起来的
节点/实体/顶点集合，这也是 GraphQL 的名称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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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已经想到了，我们正在执行的是“图遍历”：从一部电影出发，通
过演员、导演和与导演相关的所有电影进行遍历搜索，并返回下面的结果：

GraphQL 是一种 API 查询语言、而不是一种数据库查询语言。特别的，对
于 API 背后访问的实际数据库及其类型，GraphQL 其实并不关心。因此，不仅
仅是 Neo4j 图数据库，像关系数据库、文档数据库、键-值对存储、列式数据
库，都可以用 GraphQL 来访问。
4）GraphQL 的优势
除了简化 API 的发布和管理，GraphQL 还有其他优点。其一是高效的数据
获取，也就是说不会过度获取数据。传统的 RestfulAPI 需要从后端请求比实际
所需更多的数据，并通过网络传送。使用 GraphQL，我们只请求并返回感兴趣
的一部分数据对象。
数据提取不足是 GraphQL 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在单个请求中可以发送呈现
视图所需的所有数据。使用 RESTful API，如果要获取一个博客文章列表，并
且要包括作者等信息，那么可能不得不对文章的每个作者发送另一个 API 请
求。但是，使用 GraphQL，我们可以在一个请求中获得所有帖子和作者的信
息。
其实，从前端框架到 API，到处都有图结构数据的存在。GraphQL 使我们可
以进行更多基于组件的数据交互，而且在关系而不仅是资源的上下文中进行。
5）构建 GraphQL 服务
如何构建 GraphQL 服务呢？本质上，高级的方法是采用定义并实现解析器
类 resolver，在这个类中定义如何获取和解析 GraphQL 请求的数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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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实现中，还必须进行加入授权验证。为了支持对数据库的各种查
询，并将数据结果发送回去，这个解析器中最终会需要编写很多模板，使得类
越来越复杂。另外，这也相当于要在数据库和中间层维护两套数据模式。
为了简化对模式的定义、API 的定义，出现了一些 GraphQL 引擎。
6）GraphQL 引擎
GraphQL 引擎可以自动生成 GraphQL 的模式，并根据 GrahQL 请求生成数据
库查询。下面是一些流行的 GraphQL 引擎，它们多数使用 Postgres 存储元数
据，或者在 AWS AppSync 的基础上，通过 GraphQL 公开 AWS 资源。GRAND Stack
中的 Apollo 是一个 GraphQL 引擎，它运行在 Node.js 服务器上。

7）集成 Neo4j 和 GraphQL
详细的 Neo4j 和 GraphQL 集成有完整并且免费的教程可以学习，这里我们
主要看一下重要的过程和特性。
a) 使用 TypeScript 定义模式
我们使用 TypeScript 描述 Neo4j 中的图模式，包括节点、及其属性；节点
之间的关系通过代表节点的类型的子对象（集合）来表示，例如下面例子中的
Actor 类型中的 movies: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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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动生成 GraphQL CRUD API
当类型定义完成后，可以自动生成关于类型中对象、关系和属性的 CRUD 操
作的 API。在 Apollo 中可以直接测试这些 API：下图左边的窗口是请求的 JSON
格式内容，右边是返回结果。

c) 用 Cypher 扩展 GraphQL
在模式中通过定义 Query 对象，可以将复杂的 Cypher 查询和 GraphQL API
绑定：

d）Neo4j GraphQL
Neo4j 和 GraphQL 的集成有几种方式，例如运行在数据库端的扩展插件，
这里要介绍的是 neo4j-graphql.js，它可以部署在 Node.js 服务中、和其他
Javascript GraphQL 工具，例如 Apollo Server GraphQL.js 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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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整的 GRAND 开发方法和实例，可以参见：
https://neo4j.com/fullstack-graphql-applications-with-grand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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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1. 成立背景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华）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电科）整合集团优势资源共同投资设立的，注册资金 2.89 亿元人民
币，是中国电科发展基础软件的重要平台。作为中国电科在国防、科技和电子信
息领域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华肩负提升基础软件产业核心竞争力，引领网信
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
在集团公司的支持下，普华以“专注基础软件、创新、整合、国际化”为理
念，致力于基础软件领域的技术研发。牵头承担了“十一五”、
“十二五”核高基
课题，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产自主基础软件整体平台，打破了国外产品
的垄断，突破了国产基础软件长期面临的市场化应用瓶颈。

2. 公司业务简介
通过资源整合、技术与业务模式创新，普华构建了完整的基础软件产业链。
在底层核心技术，如操作系统等领域已具备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并逐步形成基
础软件战略布局。是国内率先可提供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通用桌面操作系统、
服务器操作系统到云操作系统全线产品、服务与解决方案的基础软件企业。目前，
普华已成功通过国家双软认证高新技术企业，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安
部国标安全四级认证，ISO 26262 ASIL-D 最高等级认证等多个国内与国际重要认
证，具备在国产操作系统领域领先的技术研发实力。
普华下设基础软件事业部和汽车电子事业部，基础软件事业部聚集国内资深
操作系统专家和研发人员，提供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整合解决方案，并已形成了
从产品、解决方案到服务的完整体系。汽车电子事业部主要开发面向汽车电子控
制系统的基础软件、工具和控制器产品，提供软硬件开发、整车网络测试等工程
服务。普华参股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电科华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力争通过基础软件的产业链布局，获得预期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3. 公司服务客户
凭借广泛的客户资源和渠道优势，普华在行政机构、国防科技、交通、电力、
金融、能源、电信及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及领域得以广泛应用，装机量超过百万
套，为国产基础软件的推广提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产品介绍
本节重点详尽描述，技术与业务结合，企业产品如何助力业务提升与创新，
如何解决企业痛点和难点，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此处可以有几句统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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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1. 产品总体介绍
普华虚拟化平台软件 VMServer 是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面向政府、
军队、教育、金融、制造以及能源等行业量身打造的一款安全虚拟化平台产品。
适用于单机、多机、业务迁移等服务器虚拟化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可伸缩、可
扩展、高可用的新型服务和系统部署模式；在满足用户节省 IT 成本的前提下，
提高服务器的计算、服务、存储能力，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普华 VMServer 具备集群物理资源和虚拟资源统一管理、在线迁移、高可用
保护、负载均衡、节能调度等功能，在提高硬件资源利用率、降低业务宕机率和
减少能源消耗同时，增强基础软件平台的健壮性；并且提供 P2V 和 V2V 迁移工
具，无需重新部署应用，即可将旧的业务系统迁移到新的虚拟环境中，完成数据
中心业务系统的集中化管理，助力企业信息化进程。目前普华资源虚拟化软件已
成功运用于政府、金融、电力、医疗、运输、制造等行业。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þ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1）云计算
产品一：普华虚拟化平台软件 V4.3（VMServer V4.3）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VM、QEMU、Libvirt
产品功能介绍：
l 监控物理机
普华 VMServer 通过对物理机和虚拟机的负载和使用情况，以及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进行监控，实时调整资源。
l 快速创建
用户可以通过模板、光盘镜像快速创建虚拟机，提高 IT 管理效率，简化操
作管理。
l 管理虚拟机
普华 VMServer 提供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创建、启动、停止、强制关
机、重启、删除等操作。
l 配置虚拟机
管理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虚拟机进行网络配置、硬件配置（CPU、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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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
l 备份
通过保存虚拟机磁盘状态及配置信息，提供快速有效的系统还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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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介绍：
普华虚拟化集群软件技术参数：
指标项
品牌
国产 CPU 支持
裸金属架构
用户和 CPU
部署方式

性能参数和要求
国内研发、出版和生产的国产虚拟化品牌，具备国家版权局
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支持海光、兆芯、鲲鹏、飞腾、龙芯等国产 CPU。
采用裸金属架构，软件支持直接在物理机上安装。可以对虚
拟化服务器进行集群式集中管理。
不限 CPU 数量，不限用户数。

产品基于 Linux 平台，使用 KVM 核心虚拟化技术，一键式安
装部署，只需设置密码即可完成，高效快捷。
虚拟主机功能 虚拟机可以实现物理机的全部功能，可指定单独 IP 地址、
MAC 地址等；支持网卡及硬盘的虚拟化驱动程序。
管理系统功能 管理系统具有统一的图形管理界面，包括虚拟机控制管理、
物理机资源池管理、存储磁盘卷管理、日志及告警、模板管
理等功能；
管理客户端
提供 Linux 和 Windows 客户端，采用全新简洁界面，提升管
理便捷性。
高可用性
支持 HA 高可用功能 ,当一台物理机发生故障时，可以实现
自动重新启动虚拟机，保障业务的连续性。
文件系统
虚拟机支持多核 CPU，支持大规模文件系统，存储容量以虚
拟存储形式分配，可以动态调整内存，并提供内存限制功能，
硬盘支持主流存储类型。
操作系统
支持常用主流操作系统作为虚拟机，包括 Windows Server、
Red Hat Linux、SUSE Linux、Oracle Enterprise Linux、
CentOS、Sun Solaris、Sco OpenServer 等操作系统,对普华
服务器操作系统等国产操作系统进行针对性优化。
虚拟机性能
每个虚拟机可以支持虚拟多路 CPU 技术，以满足高负载应用
环境的要求；系统的各项性能及功能不受虚拟机 vCPU 路数限
制。
虚 拟 机 安 全 及 保证虚拟机的数据安全。虚拟机之间可以做到隔离保护，其
隔离
中每一个虚拟机发生故障都不会影响同一个物理机上的其它
虚拟机运行，每个虚拟机上的用户权限只限于本虚拟机之内，
以保障系统平台的安全性
虚 拟 机 模 板 管 支持虚拟机模板功能，通过生成的模板可迅速创建虚拟机，
理
便于虚拟机的快速批量部署。支持对模板的导入及导出功能。
物 理 机 环 境 支 支持现有市场上主要服务器厂商的主流 Intel VT/AMD-V
持
processors 技术的服务器，包括 IBM、HP、DELL、联想、浪
潮、曙光、华为等。
存储环境支持 支持 FCSAN、IPSAN 等存储类型，兼容主流存储阵列；可直接
使用本地磁盘和共享存储安装虚拟机，可将各类存储资源合
理、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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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式 文 件 系 采用先进智能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无需高昂的硬件存储设备，
统
即可获得大容量、高效率、高容错性的共享存储环境；
虚拟网络
支持虚拟网卡与虚拟交换机、VLAN 进行虚拟网卡隔离、对虚
拟网卡上下行速度进行限制、netflow 流量监控。
资源池调度
支持将多个物理机组成集群，同时支持资源分配功能，可以
实现虚拟机所拥有的资源(尤其是 CPU、内存、存储等)再分
配，保障业务系统的服务水平。支持多个主机间的以虚拟机
为最小颗粒的全自动资源动态负载均衡，有效利用硬件资源。
虚拟机热迁移 支持在线的虚拟机迁移功能，可以在不停机的状态下，手工
或自动地实现虚拟机在集群之内的不同物理机之间迁移，保
障业务连续性；支持从 AMD-V CPU 物理服务器至 Inter-VT
CPU 物理服务器的虚拟机的在线互迁。
物 理 资 源 超 分 支持内存和存储资源的超分配；有针对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的
配及优化
内存优化和复用的方法，充分提高内存使用效率。
快照及备份
支持对虚拟机的快照及备份。并可从快照及备份恢复到当时
系统状态。
日志及告警
管理系统能提供完整的日志及告警信息记录。
系统监控

支持采用多种不同的虚拟化监控指标，实现对当前虚拟化平
台的全面、细致的监控。
包含 CPU、内存、存储、网络等。展示集群中物理机、虚拟机
的数量，物理机、虚拟机的 CPU 平均使用率、内存平均使用
率、网络 I/O 平均速率等，展现资源使用 TOP 排行情况。
网络安全隔离 支持虚拟机与主机网络直接的安全隔离。
宿 主 机 安 全 加 提供物理宿主机系统及虚拟化组件安全加固功能，提供可信
固
引导、文件数字签名、虚拟机镜像加密、入侵检测及快速恢
复功能，并获得国家相关专利。
专用模板
提供普华服务器操作系统专用模板，大幅提升虚拟机系统性
能。
技术指标
ü 服务器支持 x86-64 、ARM 架构的主流服务器整机品牌
ü 支持主流的存储设备 FC-SAN，IP-SAN
ü 支持主流网卡设备，支持千兆、万兆网卡设备；管理节点、计算节点在千
兆网卡下能正常运行；客户端在百兆网卡下能正常运行
ü 支持 32 位虚拟机操作系统和 64 位虚拟机操作系统
ü 支持虚拟机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虚拟化平台的时钟同步
ü 支持 IDE 存储设备模拟
ü 支持 virtio-scsi 半虚拟化磁盘设备
ü 支持 CD-ROM 设备模拟
ü 支持硬盘设备的 pass-through 功能
ü 支持 ps2 和 EvTouch USB 图形表格输入设备
ü 支持虚拟机数据磁盘/光盘热插拔
ü 支持虚拟机全生命周期管理
ü 支持虚拟机动态迁移；虚拟机热迁移时，业务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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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支持将其他平台虚拟机转换到普华虚拟机平台中运行
ü 支持管理端直接上传文件到虚拟机支持虚拟机备份、快照等功能
ü 虚拟机 HA 时间<2 分钟
ü 最大虚拟机数量为 99999；
ü 最大虚拟交换机数量为 9999；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摘要
普华帮助中小型企业整合服务器，降低管理员操作难度，减少总体成本。同
时，提高资源利用率。
需求现状
中小型企业信息化系统运营需求现状：随着 IT 技术的高速发展，企业的运
行及管理模式也随之改变，更多的依赖信息化系统进行管理。企业依赖信息化的
程度越来越高，一个企业内部拥有的服务器等 IT 设备已经成为了企业正常运作
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对企业 IT 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合理规划企业 IT 资源，实现最优的低总体拥有成本(TCO)和高投资回报率(ROI)
的组合。
中小型企业信息化系统运营需求特点：
l 合理的计算机设备投入。能够用最少的计算机设备承载更多的信息化应
用，最大限度提高 IT 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l 合理的 IT 管理人员投入。以最低的 IT 管理人员成本投入保证企业信息
化系统的正常运行。
中小型企业信息化系统运营解决方案：

l 使用普华 VMServer 实现服务器虚拟化，可以方便的将计算和存储资源
统一整合，再根据需要分割成多台虚拟服务器，最大限度的提高服务器的利用效
率，减少服务器硬件投入。
l 使用普华 VMServer 产品提供一键式安装及傻瓜式管理，对 IT 管理人
员的技术要求大大降低，最大限度的减少运营人工成本。
l 无需额外购买存储设备，实现大容量、高效率、高容错性的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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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将不同的信息化应用系统部署在不同的虚拟机上独立运行，保证数据的
安全隔离。
l 通过普华 VMServer 管理平台，可以同时对多台服务器进行实时监控、
备份等高级管理。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典型客户：
l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
二研究所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创建于 1958 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计算机科学和
技术研究所之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是国内唯一的覆盖自主
基础软件、嵌入式系统及网络通信关键芯片、军用计算机产品线的专业研究所，
同时，也是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局核定的军用计算机及共性软件研制、生产核心
单位，军事电子信息系统信息处理装备技术预先研究项目的主要承研单位。自成
立以来，先后成功研制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多种中大型计算机及软
件系统。在参与的重大科研项目中，32 所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创造了我国计算
技术发展史上的数十个第一，近 500 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 3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10 项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80 多项获部、省（市）级科研成果奖。此
项目三十二所采购 VMServer 作为虚拟化平台，支撑了部分业务。
l 新疆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普华作为中国电科下属的发展基础软件的重要
平台，支撑“917 工程”第二批建设软件开发与集成建设项目，提供了普华虚拟
化平台软件 VMServer 等软件，有效的支撑了“917 工程”的顺利开展。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普华公司在虚拟化技术方面荣获多项专利，如：创建虚拟机的系统及方
法、一种基于大数据流处理技术的运维监控分析系统、一种虚拟机安全管理系
统及计算机终端、一种基于虚拟计算环境的信息系统快速部署方法、一种针对
虚拟化支撑环境的入侵检测与恢复系统等。

2. 产品亮点介绍
l 减少投入成本
减少 IT 设备成本投入。使用普华 VMServer 实现服务器虚拟化，可以方便
的将计算和存储资源统一整合，再根据需要分割成多台虚拟服务器，最大限度
的提高服务器的利用效率，减少服务器硬件投入。
减少机房成本投入。通过使用普华 VMServer 经过服务器的整合，提高了
物理服务器的资源利用率，减少了企业采购成本和运行和维护成本，节省了大
量的费用。
降低能耗，节约电费。在系统负载处于低谷时，管理员可以将原来运行在
各个服务器上的应用整合到低负载的几台服务器上，关闭空闲的物理服务器，
通过减少运行的物理服务器数量，减少系统耗电量，达到绿色节能的目的。
降低人工管理成本。普华 VMServer 提供一键式安装及傻瓜式管理，对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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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的技术要求大大降低，最大限度的减少运营人工成本。
l 傻瓜式管理
无需专业 IT 人员管理。在本系统中，由于只需要通过一个控制平台，即可
统一管理策略，简化用户权限控制。
界面简洁清晰。没有繁琐式的图形界面和复杂性的操作流程，普华
VMServer 提供的界面简洁大方，易于操作。
l 提高资源利用率
整合资源，提升资源利用率。对旧式服务器进行整合。由于服务器及相关
IT 硬件减少，因此减少了占地空间，也降低了电力和散热需求，提升服务器利
用率。
实现灵活简便管理。降低资源管理的复杂度，减少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同
时将那些对 IT 资源需求不高的应用部署在虚拟机之上，以便实现更加灵活和简
便的管理。
l 实现运营灵活性
使得用户可以方便、快捷地调整虚拟机的资源，如 CPU、内存等，而不是
像传统模式那样对数据中心进行繁琐的管理。
l 提高可用性
数据中心经过虚拟化后，由于处理器和内存资源都被虚拟机管理程序封装
和隔离，可安全地备份整个虚拟环境，保证服务持续运行。普华 VMServer 的
高可用性、负载均衡、自动优化等功能可消除系统计划内停机，缩短计划外停
机时间，保障系统资源的持续可用性。
l 提高应用兼容性
普华 VMServer 利用虚拟化技术的可封装和隔离的特性，将应用所在的平
台和服务器环境进行隔离。这样，管理员不再需要根据底层环境的变化频繁地
调整应用，只需构建一个应用版本，并且将其发布到被虚拟化封装后的不同类
型的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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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深圳支流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APISIX 是 Apache 基金会的顶级项目，同时也在云原生软件基金会（CNCF）
的全景图中，与 Apache 基金会旗下的各种大数据组件和 CNCF 的各种云原生
组件，有着非常好的生态，可以方便的对接大数据和云原生领域的其他系统。

目前已有众多国内外知名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公司采用 Apache APISIX，使
用案例分布在金融、电信运营商、物联网、零售、在线教育、航空航天等多个行
业，包括 NASA、航天网信、欧盟数字工厂、思必驰、中国移动、腾讯、虎牙、
奈雪的茶、雪球、空中云汇、泰康人寿、作业帮、嘀嗒出行、明源云等。
深圳支流科技是 Apache APISIX 的原厂，初始团队来自中国知名互联网公
司，投资方包括顺为资本、真格基金和真成投资，可以提供本地化和专业的服务。

1. 成立背景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
新与传统服务的加速融合，新产品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升，数字化、智能化不断
催生新兴的服务模式和新产品，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方向。
在云原生架构下，开源 + 购买商业支持的方式是首选，这不仅仅保证企业
自身不被具体商业公司锁定，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企业保持快速的技术升级，以
便让技术满足产品的迭代，最终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深圳支流科技是开源 + 云原生的典型公司，致力于快速、安全的帮助企业
用户处理 API 和微服务，满足企业产品快速的迭代和交付。

2. 公司业务简介
支流科技提供 API 网关、k8s ingress controller 和服务网格三类产品。
API 网关是企业的关键基础组件，特别是对于使用了微服务、服务网格等云
原生的现代架构。Apache APISIX 不仅可以用来处理网站、移动设备和 IoT 的
流量，也可以在混合云和异构系统之间建立安全和快速的连接，满足企业快速的
迭代和交付。
APISIX Ingress Controller 基于 APISIX, 集成 Kubernetes 的集群管理
能力，支持使用 YAML 申明的方式动态配置入口流量的分发规则、绑定插件，并
且支持服务发现、配置校验等能力。APISIX Ingress Controller 将配置写入
APISIX，由 APISIX 承载业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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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网格是最近两年热度比较高的部署方案。目前最流行的方案是 istio +
envoy 的组合。APISIX 支持 xDS 协议，可以与 istio 一起工作，APISIX 与
envoy 二者平行存在可以互相替换。
Apache APISIX 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数据平面：动态控制请求流量，通过插件机制来实现各种流量处理和分发的
功能：限流限速、日志记录、安全检测、故障注入等，同时支持用户编写自定义
插件来对数据面进行扩充。
控制平面：使用 etcd 来存储和同步网关的配置数据，管理员通过 admin
API 或者 dashboard 可以在毫秒级别内通知到所有的数据面节点，同时 etcd
集群也保证了系统的高可用。
智能平面：开发者可以使用 DAG（有向无环图）对插件进行编排，通过决策
树对请求流量进行实时分析和处理，以此实现了低代码 API 网关。

3. 公司服务客户
目前我们已服务数百家开源企业用户。Apache APISIX 在开源以来一直保持
着快速的发展，目前已经有近 200 名代码贡献者，是全球开发者月活最高的 API
网关项目。得益于活跃的社区，以及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和公司，APISIX 保持着
每个月发布一个版本的迭代：

二、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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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总体介绍
Apache APISIX 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开源项目，在 2019 年 6 月 6 号开源
后，很快就获得了开发者的关注和兴趣，并在开源一个月后被收录到 CNCF（云
原生软件基金会） 的全景图中。现在 Apache APISIX 在 GitHub 有 4000 多
个 star，831 个 Fork, 140 多名贡献者。从开源之初，APISIX 保持每个月发布
一个版本，并坚持测试驱动开发、自动化 CI/CD 等理念，以保证代码的质量和
稳定性。 我们围绕着 Apache APISIX 构建云原生网络层，提供 API 网关、 k8s
ingress controller、Service Mesh 等产品，致力打造全球一流的 API 处理和
分析平台。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þ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þ开源云服务

þ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中间件
产品一：APISIX 微服务网关
产品类型：中间件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Nginx 和 etcd
产品功能介绍：
APISIX 是一个云原生、高性能、可扩展的微服务 API 开源网关，对比传统
的 API 网关，具有动态路由和热插件加载的特点。系统本身自带前端，可以手动
配置路由、负载均衡、限速限流、熔断、金丝雀发布、身份验证、可监控等插件，
操作方便。可以使用 Apache APISIX 来处理传统的南北流量，以及服务之间的东
西流量。它也可以用作 k8s 入口控制器。APISIX 单核心 QPS 1.5 万，延迟低于
0.2 毫秒，是国外同类产品项目性能的十倍以上。
APISIX 功能总结：
1. APISIX 可以处理 L4、L7 层流量：HTTP、HTTPS、TCP、UDP、MQTT、Dubbo、
gRPC
2. 替代 Nginx 处理南北向流量
3. 替代 Envoy 处理服务间东西向流量
4. k8s ingress controller
5. 借助 MQTT 插件作为 IoT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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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借助 IdP 插件成为零信任网关

用户可以将 Apache APISIX 用作处理所有业务数据的流量入口，包括动态路
由，动态上游，动态证书，A / B 测试，金丝雀发布，蓝绿色部署，限制速率，
防御恶意攻击，指标，监视警报，服务可观察性，服务治理等。
APISIX 详细功能介绍：
支持所有平台

原生云：与平台无关，无供应商锁定，APISIX 可以从裸机运行到 Kubernetes
运行环境：同时支持 OpenResty 和 Tengine
支持 ARM64：不用担心基础技术的锁定
多协议

TCP / UDP 代理：动态 TCP / UDP 代理
动态 MQTT 代理：支持按 client_id 负载均衡，同时支持 MQTT 3.1.*，5.0
gRPC 代理：代理 gRPC 通信
gRPC 转码：支持协议转码，以便客户端可以使用 HTTP / JSON 访问您的 gRPC
API
代理 Websocket 代理协议代理 Dubbo：基于 Tengine 的 Dubbo 代理
HTTP(S)转发代理
SSL：动态加载 SSL 证书
全动态

热更新和热插件：不断更新其配置和插件，而无需重新启动
代理重写：在发送到上游之前，支持重写主机，uri，架构，enable_websocket，
请求标头
响应重写：为客户端设置自定义的响应状态代码，正文和标头
无服务：在 APISIX 的每个阶段调用功能
动态负载均衡：循环负载均衡
基于哈希的负载均衡：具有一致的哈希会话的负载均衡
健康检查：在上游节点上启用健康检查，并在负载均衡期间自动过滤不正常
的节点，以确保系统稳定性
熔断器：智能跟踪不健康的上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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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镜像：提供镜像客户端请求的功能
细粒度路由

支持全路径匹配和前缀匹配
支持所有 Nginx 内置变量作为路由条件，因此您可以使用 cookie，args 等
作为路由条件来实现金丝雀发布，A / B 测试等
支持各种运算符作为判断条件用于路由，例如{“ arg_age”，“>”，24}
支持自定义路由匹配功能
IPv6：使用 IPv6 来匹配路由
支持 TTL
支持优先级
支持批量 Http 请求
安全认证

身份验证：密钥身份验证，JWT，基本身份验证，wolf-rbac
IP 白名单/黑名单
引用白名单/黑名单
IdP：支持外部身份验证服务，例如 Auth0，okta 等，用户可以使用它来连
接到 OAuth 2.0 和其他身份验证方式。
Limit-req ： 请求限流（基于漏桶算法）
Limit-count ： 连接数限流
Limit-conn : 并发限流
Anti-ReDoS（正则表达式拒绝服务）
：Anti ReDoS 的内置策略，无需配置。
CORS 为您的 API 启用 CORS（跨域资源共享）。
URI 阻断：按 URI 阻止客户端请求。
请求验证
友好便捷运维

OpenTracing：支持 Apache Skywalking 和 Zipkin
结合第三方服务发现的组件一起使用：除了内置的 etcd 外，它还支持 Consul
和 Nacos DNS 发现模式，以及 Eureka
监控和统计：Prometheus
集群：APISIX 节点是无状态的，创建了配置中心，请参阅 etcd 集群指南。
高可用：支持在同一集群中配置多个 etcd 地址。
控制台：内置控制台可在控制台上操作 APISIX。
版本控制：支持操作回滚。
CLI：通过命令行启动\停止\重新加载 APISIX。
独立模式：支持从本地 yaml 文件加载路由规则。在 kubernetes（k8s）下，
更加友好。
全局规则：允许针对所有请求运行任何插件，例如：限流插件，IP 黑白名单
等。
高性能：单核 QPS 达到 18k，平均延迟小于 0.2 毫秒。
故障注入
REST Admin API：使用 REST Admin API 控制 Apache APISIX（默认情况下
仅允许 127.0.0.1 访问）
，您可以修改 conf / config.yaml 中的 allow_admin 字
段以指定允许调用 IP 的 IP 列表。管理员 API。另请注意，Admin API 使用密钥
身份验证来验证调用方的身份。部署前需要修改 conf / config.yaml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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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_key 字段，以确保安全。
支持日志导出：将访问日志导出到外部日志管理工具。 （HTTP 记录器，TCP
记录器，Kafka 记录器，UDP 记录器）
高度可扩展

自定义插件：允许 hook 在公共阶段，例如 rewrite, access, header filer,
body filter and log 阶段等，还允许 hooK 在 balancer 阶段。
自定义负载均衡算法：可以在 balancer 阶段使用自定义负载均衡算法。
自定义路由：支持用户自己实现路由算法。
另外，APISIX 每个月大概都会有 5、6 个大的新特性更新，目前我们产品
已经更新到 2.2 版本。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 路由：产品的核心功能，实现请求的转发
2. 计流限流：实现微服务访问流量计算，基于流量计算分析进行限流等
3. 身份认证：负责外部系统的访问身份认证
4. 协议适配：实现通信协议校验、适配转换的功能。
5. 日志：实现日志访问的记录，用于分析访问、处理性能指标，并将分析
结果提供给其他模块使用，如：运维平台的统计功能
6. 黑白名单：实现例如通过 IP 地址来禁止访问某些服务的某些功能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Apache APISIX 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开源用户，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中国航
信、泰康人寿、腾讯云、华为、欧盟数字工厂、好未来、同城金服、中国电信等。
典型的合作伙伴案例：
1. 空中云汇
空中云汇是一家全球金融支付公司，客户遍布全球各个国家，对于支付网关
的性能和低延迟要求很高。在对比和测试了多个开源 API 网关之后，最终使用
Apache APISIX 来处理它们的关键数据流量。在这个过程中，开源社区对于
issue 和 PR 的快速处理和回复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同时他们也把发现的问
题回馈给了上游开源项目，形成了正向的循环和生态。

2. 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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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各个部门都有 API 网关的需求，但都是各自开发，没有统一技术方案。
在对比和测试多个开源 API 网关项目后 ，腾讯内部成立了跨部门的团队，逐步
统一到 Apache APISIX 的网关解决方案，依托于 Apache APISIX 的网关解决
方案，腾讯更好的为其客户提供服务。 腾讯云 API 网关（API Gateway）是腾
讯云推出的一种 API 托管服务，能提供 API 的完整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创建、
维护、发布、运行、下线等。其客户可使用 API 网关封装自身业务，将自己的
数据、业务逻辑或功能安全可靠的开放出来，用以实现自身系统集成、以及与合
作伙伴的业务连接。

3. 思必驰
思必驰是语音语言技术的全链路解决方案服务商，线上环境采用混合云的架
构，网关需要支持公共业务逻辑如签权、用量管控、支持后端不间断服务升级，
并且支持指定流量到服务灰度版本。引入 Apache APISIX 前，思必驰使用的
Kong，升级和维护比较困难，并且不支持 pod 不同权重。
Apache APISIX 二次开发非常简单，并且支持插件热更新，性能也很好的满足了
思必驰业务飞速的发展，目前 Apache APISIX 已经服务于思必驰传统的南北向
流量和 k8s ingress controller，正在向全流量连接和分析平台演进。

4. 吉利汽车
吉利集团业务高歌猛进的背后是吉利扎实的信息化建设。目前，吉利汽车集
团有上个业务系统， 接口数量也与之俱增，如何对现有系统进行统一、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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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如何开放接口，对外提供更大的价值，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传统的做
法是，项目之间按照各自的需求，局部对接，这样做出来的接口针对性很强，而
且不具备通用性，不足以支撑新的需求，这种点对点的方式，虽然利用了 API,
却没有形成 API 生态。往往会重复设计再次开发，拉长项目进度。吉利集团选
择整合成熟的 API 来提高效率，通过开放 API，突破企业老旧系统的限制，改
变了对接方式。由传统的点对点的对接演变成自助化对接。将 API 变成平台，
变成市场。

产品二：服务网格
服务网格是最近两年热度比较高的部署方案。目前最流行的方案是 istio
+ envoy 的组合。APISIX 支持 xDS 协议，可以与 istio 一起工作，APISIX
与 envoy 二者平行存在可以互相替换。

3. 其他亮点
支流科技是中国第一家捐献开源项目给 Apache 软件基金会的创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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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APISIX 开源微服务网关是国外同类产品项目性能的十倍以上，是全球
第一个推出低代码 API 网关的公司，目前全球已有几百家知名企业把 Apache
APISIX 跑在生产环境之上。
支流科技是 TARS 微服务基金会创始会员，Apache APISIX 还是中国信通院
2020 评选的开源项目和社区，并且通过了中国信通院的可信开源项目认证，通
过了华为云鲲鹏认证。在开源社评估的中国所有开源项目中排名第 22 位。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2. API 网关领域，Apache APISIX 独创性的使用 etcd 管理配置和实现分
发，这使得系统的可用性和及时性大大提升
3. Apache APISIX 是第一个开源的低代码 API 网关，通过界面的拖拽，
就可以自定义一个新的插件，而不用对项目进行二次开发，大大降低了学习和
使用的门槛

2. 产品亮点介绍
1.
2.
3.
4.
5.

提供同类开源产品 10 倍以上的性能
不依赖任何关系型数据库，运维成本低
生态完善，集成了很多 Apache 基金会和云原生基金会的项目
提供中国本地化服务，以原厂技术支持
通过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联合的可信开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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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苏州棱镜七彩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苏州棱镜七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专业提供开源成分管理及威胁
情报服务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拥有国家发明专利，产品主要用于帮助用于对软件
中的开源成分进行克隆检测和溯源分析、安全漏洞分析、开源组件管理、自动化
策略执行、威胁情报预警及开源软件许可证合规，帮助企业更好的管理开源代码
资产、跟踪开源资产安全性和合规性，提高研发效率，降低安全成本，为客户提
供领先全面的开源安全与合规治理解决方案。公司产品和服务已应用于多个国家
级检测机构、央企、运营商、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和国产软件厂商等。并与清
华大学有紧密的研究合作，公司在苏州、北京、成都设有研发中心。

1. 成立背景
2014 年团队开始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积累。2016 年，苏州棱镜七彩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棱镜七彩专注开源软件管理和供应链安全领域，发展与开源生态
影响力息息相关，开源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伴随开源影响力逐渐展现。开源生态逐
步完善扩大影响力，开源脱离低成本方便等印象，技术更加成熟，基础领域如
linux、mysql，前端人工智能 tensorflow、caffe 等都在开源领域发展，包括技术力
的提升和更广泛的企业、组织参与。开源软件渗透软件供应链，借助开源软件可
以极大缩短项目开发工作量和事件，据调查，代码库中开源软件比重越来越大，
医疗、金融等传统行业开源使用率业已达到 60%以上，如农业银行等都已开始建
立开源软件供应管理办法。国内科技企业开始积极投入开源，相较于早期（0812）国内企业更多是使用开源软件、贡献开源代码，如今已形成较好的对外开源
机制，并积极向外开源内部项目。并建立中国开源管理基金会（2020）管理开源
项目。国家开始重视开源建设，一方面各智库开始研究开源并输出行业研究报告
（2016）
，另一方面也开始加快开源基础建设，工信部将以码云为核心建设中国
开源代码托管平台（2020）
，加快建设中国开源提供基础设施，棱镜七彩也是项
目参与单位之一。
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开源安全风险日益增加，一是信息安全问题，开源代码存
在大量安全漏洞，开放性使其已成为攻击目标，开源代码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
威胁情报没有相关的责任部门，企业对使用了哪些开源软件不明晰都是直接的安
全风险。二是研发管理问题，企业缺少开源组件合规分析、漏洞分析修复能力，
研发成果缺乏度量管控，浑源项目自主程度难以管理。三是知识产权问题，开源
许可证受版权法保护，滥用开源软件存在法律风险，同时开源许可证存在传染性，
在使用时需要对组件兼容、版权所有额外关注。总的而言，开源在国内进入快速
发展期，安全问题也将集中爆发，开源治理也将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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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业务简介
一、苏州棱镜七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核心定位为“开源治理厂商”，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开源安全治理工具 FossCheck、左移开发安全工具 FossEye、开源许
可证治理工具 FossLicense 等产品，专注于为客户提供领先全面的开源安全与合
规治理解决方案，包括对源代码进行成分分析与安全检测、对开源组件安全与合
规进行分析管理、对开源许可证深度治理等，全面保障企业开源资产安全性与合
规性。
二、提供专业的代码审计服务、开源风险检测评估服务、开源许可证评估服
务。帮助企业对代码进行审计服务，挖掘代码中存在的安全漏洞及许可证合规性
风险，帮助发现代码中安全隐患，方便企业提早做出安全防御措施。以及为相关
审计验收提供客观数据支持，
三、提供全面的开源治理咨询、培训服务。

3. 公司服务客户
棱镜七彩客户群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检测认证机构，目前已有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
术与认证中心、中国信通院、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工信部电子一所等客户；
2、信创企业，目前已有南大通用、东方通、瀚高数据库、星环科技等客户；
3、国企央企，目前已有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移动、国家电网等客户；
4、军队军方，目前已有航天科工集团、战略支援部队某部队等客户；
5、软件和开源，目前已有码云、万方数据等客户。

二、产品介绍
棱镜七彩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于开源软件治理及软件供应链安全服务的创新
企业，为客户提供了源代码成分同源分析、依赖组件分析、许可证合规性分析、
开源安全分析及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

1. 产品总体介绍
针对信息安全、研发管理与知识产权是开源软件治理的三大问题，棱镜七彩
作为开源安全体系解决方案提供商，可提供全方位的工具和服务，基于长期的技
术积累和自主创新算法，研发了开源安全治理工具 FossCheck、左移开发安全工
具 FossEye、开源许可证治理工具 FossLicense。
FossCheck 源代码成分分析与安全检测平台，定位为代码级同源性分析及供
应链安全检测和审计工具，为用户提供开源代码成分检测、开源漏洞检测、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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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检测、代码行为检测、定制检测报告等等开源管理及安全服务解决方案，为软
件产品的开源治理、安全合规等软件供应链安全方面提供专业的检测和审计能力。
FossEye 开源安全与合规分析管理平台是基于“左移安全”、DevSecOps 及实
时监控的安全理念，在软件生命周期中对开源软件和依赖组件进行持续、自动化
的识别、安全分析、持续集成管理、漏洞修复、组件清单管理、用户库管理等，
并与第三方开发工具无缝集成，实现自动化的安全分析、策略执行、持续集成，
进行实时监控，出现新的漏洞及时发送通知，为银行、保险、证券、互联网、软
件等多领域提供开源安全、合规与管理解决方案。
FossLicense 开源许可证治理工具基于棱镜七彩开源软件知识库、许可证知
识库、大数据技术，对开源软件许可证篡改、版权篡改、许可证兼容性等问题进
行治理，用户可通过 FossLicense 提取引入代码中的开源许可证和版权信息，并
对代码进行同源校验确认许可证，进行许可证兼容性分析与许可证篡改、版权信
息篡改分析，规避许可证使用合规风险。同时可自主设定检测策略、管理许可证
知识库。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R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R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产品一：Fosscheck 源代码成分分析与安全检测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无
产品功能介绍：
软件源代码开源成分与安全检测平台主要用于软件代码成分溯源、自主率检
测、软件供应链、开源漏洞检测、开源许可证合规性分析等开源管理及安全服务。
通过对源代码进行多粒度分析，识别软件的开源成分、包括已修改甚至部分
开源成分；同时，能够有效识别出项目中的开源组件以及组件的依赖项，为用户
提供完整的软件成分清单。通过特征匹配检测和动态库调用检测技术，溯源出检
测项目中引用的开源项目，支持定位到具体的版本，提供开源项目质量评价。分
析出开源项目中安全漏洞风险，快速定位风险类型、严重程度。分析出项目中许
可证合规性，包括引用的许可证的声明情况，对许可证的来源及详情信息提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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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全面的展示。提供多维度、多种类的专业检测报告、支持清单下载功能，方
便用户直观、科学的分析检测结果。
产品性能介绍：
开源成分检测方面，具备 3 种开源成分分析能力，支持 3 种检测粒度，支持
开源项目溯源，检测速度百万行代码分钟级。
开源漏洞检测方面，支持多层次漏洞分析能力，支持查看检测项目中所检测
出的安全漏洞详情，支持中文漏洞信息展示，并提供安全漏洞参考解决方案。
许可证检测方面，支持多层次许可证分析能力，支持可查看项目中检测到的
许可证详情，支持许可证风险分析与兼容性分析，支持中文许可证信息、许可证
条款解读、查看许可证原文。
代码行为检测，支持恶意代码检测、敏感行为检测、加密算法检测。
定制报告，平台提供检测结果生成 PDF 报告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选择需要生成报告的内容。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科研院所/院校/研发中心，高校/科研院所/研发中心科技管理部门可以自查自
评科技成果；高效老师检查学生作品的掌控情况，甄别作业抄袭问题；开发者用
于解决研发中的开源治理问题。
行业协会/科技部门，目前国内科技项目评审较大程度依赖专家评审，对于
项目评奖项目验收等工作，缺少客观数据和有效验证手段。可以借助系统来鉴定
科技项目的技术含量（自主率）。
软件测评机构，当前国内已有数百家软件测评机构，承担着各行业各区域的
软件评测工作。在软件代码安全，软件项目测评审计等方面提供有力的客观数据
支持。
保密/关键行业，对于众多的保密关键行业单位而言，需要外协外包团队协
助共同参与信息化建设，又要确保信息系统安全可靠，自主可控。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为应对软硬件代码产权、开源协议符合性及兼容性
领域已有相关产品功能限制，由棱镜七彩提供技术支持形成开源代码产权库、开
源协议库，建立多种知识图谱，形成开源软件硬件代码产权、开源协议符合性及
兼容性使用规范，用于软件测试工作。在实际使用后，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向
棱镜七彩发出感谢信表达对 FossCheck 的赞赏。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棱镜七彩为南大通用提供代码开源成
分与安全检测服务。南大通用发信感谢棱镜七彩为其开源软件治理工作提供了有
力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打破了国外开源软件测评工具的垄断，展现了国产开
源软件测评工具的巨大进步。
产品二：FossEye 开源安全与合规分析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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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棱镜七彩收录的开源项目知识库与风险漏洞库
产品功能介绍：
基于“左移安全”、DevSecOps 及实时监控的安全理念，在软件生命周期中对
开源软件和依赖组件进行持续、自动化的选型评估、扫描识别、安全分析、持续
集成管理、漏洞修复、组件清单管理、用户库管理等，并与第三方开发工具无缝
集成，实现自动化的安全分析、策略执行、持续集成，进行实时监控，将新的组
件漏洞情报及时推送给客户。串联安全、研发、测试、运维，自动化安全策略管
理，实现敏捷开发与 DevSecOps 相结合，帮助企业提高安全管控，及时规避、治
理开源组件安全与合规风险。
产品性能介绍：
指标名称
代码托管平台
私有制品库
持续集成工具
事务跟踪工具

组件检测能力

漏洞分析与修复

许可证分析
IDE 插件
命令行工具
用户知识库
用户规则管理

描述
公有云 Github、公有云 Gitee、本地版 Gitee、本
地版 Gitlab、本地版 SVN、本地版 Firefly
支持 Nexus、Artifactory
支持 Jenkins
支持 Teamcity
支持 Jira
支持钉钉
邮箱
支持多种多种语言及包管理器依赖组件解析，
包括但不限于 Java(Maven、Gradle)、Javascript（NPM、
Yarn 等）、C#（Nuget）、Python（Pypi）、PHP
（Packagist）、Go（Go）等
支持 Jar 包解析
支持 War 包解析
支持依赖组件的漏洞分析
支持组件安全版本修复方案推荐
支持改名组件安全版本修复方案推荐
支持基于 Github、Gitee、Gitlab 的 Maven 组件
直接依赖自动修复
支持 100+种许可证分析
支持许可证风险分析
支持许可证兼容性分析
支持许可证条款解析
支持 Idea 插件
支持，兼容 Windows、Linux、Mac OS 平台
支持用户组件知识库
支持用户漏洞知识库
支持漏洞等级规则
支持许可证类型规则
黑白名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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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资产库管理
组件防火墙

知识库搜索

数据可视化展示

FossEye 知识库

报告

支持 CI/CD 中规则自动策略执行
支持企业所有依赖组件的查询、管理
支持依赖组件影响产品/项目的查询
支持漏洞影响产品/项目查询
支持开源项目资产管理、查询
支持 Nexus、Artifactory 组件防火墙功能
支持查询开源组件信息，如版本、许可证、漏洞
等信息
支持查询开源项目信息，如版本、许可证、漏洞
等信息
支持查询开源漏洞信息
支持用户数据可视化展示，包括但不限于项目、
开源组件、漏洞、许可证等统计数据展示
支持常用包管理器解析，包括但不限于 Maven、
NPM、Pypi、Nuget、Packagits 等，包含 6400 多万
个开源组件
支持 100 多种开源许可证的识别和风险分析
包含 15 万多漏洞知识库
知识库支持每日更新及影响范围溯源
多维度报告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FossEye 是专业的开源组件安全与合规治理平台，特别适用于 DevSecOps 和
安全左移的应用场景，可在软件开发的各个环节，以及各个职能团队中发挥开源
组件安全与合规治理的作用。
在设计阶段，主要是确定功能需求、性能需求、安全需求、技术架构、选型
评估等内容。FossEye 提供开源组件与开源软件的知识库搜索功能，可供对技术
架构与开源技术的选型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在编码阶段，FossEye 提供多种插件和功能，帮助开发人员在编码阶段更好
的发现开源组件的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实现开源安全与合规的左移治理。其中，
IDE 插件可在开发阶段与 IDE 工具无缝集成，让开发人员无需脱离 IDE 编码环
境即可实现开源组件的安全与合规扫描与修复。命令行工具作为通用工具，可以
实现多种语言、多种包管理器的组件安全与合规风险；FossEye 支持与多种代码
托管平台进行集成，包括但不限于本地版 Gitee、Gitlab、SVN、Firefly、Github
等代码托管平台。
在代码准入阶段，FossEye 可以对项目中使用的开源组件进行扫描，识别存
在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许可证，进而为代码准入提供检测结果参考。同时，
FossEye 可以对代码仓库进行定时巡检，发现代码中的组件安全与合规问题。在
代码准入阶段发现的组件安全问题，FossEye 支持通过自动修复功能，向代码仓
库（如本地版 Gitee、Gitlab 等）提交 Commit 或者 Pull Request，修复发现的安
全风险。
在构建阶段，FossEye 提供相应的构建插件和自动化策略执行功能，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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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现使用了不合规的开源组件，FossEye 构建插件将阻断构建过程，从而
保证构建成功的软件包中，不含有违规的组件。
在测试阶段，可以进一步对检测结果进行深度分析和风险评估，并可对漏洞
进行忽略和记录；在运维阶段，为项目提供组件清单、每日漏洞情报以及影响范
围溯源等功能，及时发现最新的漏洞信息和影响范围，从而快速处置。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码云 gitee-开源托管平台-开源组件安全与
合规：以 Gitee 代码托管平台为依托，基于棱镜七彩 FossEye 的开源组件安全与
合规分析能力，为平台开源项目提供开源组件安全与合规分析服务，FossEye 服
务能力需支持 500 万开源项目的扫描。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根据行内的信息安全问题，结合研发平台与外包团队的
实际现状，深入试用和评估 FossEye 与行内研发平台结合情况、组件安全治理能
力，为下一年度做好行内开源安全左移和 DevSecOps 的落地提供评估经验和参
考依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信通院采用 FossEye 云服务系统，棱镜七彩提供
技术支持接入中国信通院“开源风险检测系统”。
产品三：FossLicense 开源许可证治理工具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功能介绍：
许可证、版权提取，基于自主编写的许可证、版权提取引擎和许可证知识库，
提取检测文件的许可证信息和版权信息，并对提取出的许可证进行统计分析，支
持许可证详情包括许可证条款的查看。
许可证兼容性分析，依据类似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网站对许可证兼容性
分析以及人工对许可证的解读，形成许可证兼容性知识库、对检测项目内声明的
许可证进行兼容性分析，分别为不兼容和条件兼容。
同源校验，基于同源分析检测引擎、开源项目知识库、许可证知识库，匹配
检测文件的同源文件。由于检测文件与同源文件是一对多的关系，需要用户对同
源文件进行校验，确定该检测文件的来源，为篡改分析提供更准确的数据。
许可证篡改、版权篡改分析，将检测文件许可证与同源文件许可证做对比，
若二者不一致，则判断为许可证有篡改。将检测文件版权与同源文件版权做对比，
若二者不一致，则判断为版权有篡改。支持查看同源文件所属开源项目信息，检
测文件与同源文件 Diff 对比。
设置检测策略，用户可以对检测策略进行设置，包括同源文件的检测粒度及
许可证检测范围。设置完成后，在上传检测项目时，可以选择相应策略进行检测。
未设置策略时，检测策略为系统默认策略。
知识库管理，包含许可证知识库、溯源黑白名单、自建库；输出检测报告，
将检测结果生成检测报告和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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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介绍：
基于棱镜七彩开源项目知识库，存储项目超过 400 万，有效源码容量超过
100TB 级；
许可证收集数量超过 1300 余种，支持提取 100 多种许可证；
开源软件与引用软件许可证对比，可得知开源软件是否将许可证进行修改；
开源软件版权提取及篡改分析，FossLicense 针对开源软件版权进行提取并
关注版权篡改。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软件厂商，开源许可证受版权法保护，不合理使用开源软件存在商标、版权、
专利侵权风险，可以通过开源许可证治理工具了解自己生产的软件的合规使用以
及风险情况，并进行风险预判和合理修改。
行业协会/科技部门，为项目评审、验收等工作提供客观数据和验证手段，可
以通过该工具鉴定软件使用的合规性。
科研院校/研发中心，可自查自评科技成果,并判断软件作品价值。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尚处于部分客户实用阶段，暂无签约客户。

3.其他亮点
（1）开源代码审计与检测服务形式
棱镜七彩提供专业的开源代码审计服务，并为安全、知识产权、资产等方面
出具检测报告：
为用户提供软件代码自主率检测服务，分析软件代码的开源成分、安全风
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信息，帮助企业实现“自主可控”信息安全要求。
在企业并购审计和科技项目验收中，为评价相关产品或者项目的科技成果提
供数据支持。可通过识别其中的自主研发和克隆成分，为相关审计验收提供客观
的决策支持。
企业在委托第三方开发时，对外部代码认知不足，棱镜七彩可对外部代码
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分析，及时发现外部代码的安全性风险和开源许可证的合规
性风险，帮助企业有效管控外部供应商。
（2）开源治理咨询、培训服务
作为国内开源治理领域的领先企业，除以上产品外棱镜七彩还提供开源治理
咨询、培训服务，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l 开源安全与合规治理的相关理论知识。如开源软件、开源组件的发展态
势，开源软件引入方式的多样性、开源漏洞的发展趋势、开源漏洞知识库的建立
流程、开源许可证合规性与兼容性理论等。
l 开源安全与合规治理的治理体系知识。如开源安全与合规治理的组织架
构设置、管理制度建立、实施流程分析、开源治理工具支撑、流水线中的开源治
理嵌入等。
l 棱镜七彩 FossCheck、FossEye 和 FossLicense 系统的原理、功能与使用
培训。如检测原理、知识库的介绍、各个功能的介绍以及使用方法讲解，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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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进行实践，以达到良好的培训和实践效果。
l DevSecOps 中的开源安全与合规治理实践培训。结合 DevSecOps 理念与
CI/CD 流水线，介绍 FossCheck、FossEye 和 FossLicense 在企业的开源安全与合
规治理实践和效果，以提高企业在 DevSecOps 中开源安全与合规治理的自动化
效果，提高自动化管控能力。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性介绍
FossCheck、FossEye 和 FossLicense 服务都基于棱镜七彩开源项目知识库和
风险漏洞库进行，棱镜七彩有以下创新点：
（1）利用特征提取与机器学习技术建立开源知识库和风险特征库
通过对全球开源网站进行数据采集，收集全球开源软件。同时，对互联网安
全网站进行安全风险代码的收集。通过基于特征提取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收
集的开源软件和安全风险代码进行特征提取和训练学习，形成开源软件安全分析
模型和特征信息，建立全球级开源软件信息知识库和风险特征库，覆盖超过 400
万个主流开源软件项目，风险特征超过 13 万个，代码容量超过 100TB。
（2）实现二进制代码成分分析的突破
针对二进制代码分析中，存在硬件平台依赖性、编译器依赖性等情况，本棱
镜七彩通过研究分析二进制代码的多维度特征，筛选出以二进制常量特征、基本
块代码序列特征和基本块子函数名特征的特征组合，提出自动化的分析识别方法，
实现在各个硬件平台下的二进制代码开源成分分析技术，为开源软件安全监测提
供关键技术支持。
（3）利用 Multi-Agent 技术实现分布式开源成分分析与安全监测
棱镜七彩设计 Multi-Agent 分布式开源成分分析与安全监测框架，实现对开
源软件成分监测、管理和运维的云上服务，极大提高企业和研发人员的研发效率，
降低安全成本。
（4）自主研发抗混淆、多检测粒度的代码克隆检测技术
自主研发的源代码克隆检测算法，有效分析出源代码、组件、二进制中的开
源成分，支持代码级检测，检测粒度达 10 行或者 100 字符，误报率大幅低于业
内水平。对于修改开源代码的函数名、变量名、头文件等；新增、删除部分开源
代码片段；扰乱开源代码片段或函数的在代码中顺序；新增、删除、修改代码注
释；新增、删除开源代码中的换行符、空格符等混淆源代码具有同等检测功能都
具有同等检测功能。
（5）自主研发许可、版权提取与篡改分析技术
棱镜七彩自主编写许可证、版权提取引擎，提取检测文件的许可证信息和版
权信息，但提取的版权信息不能直接作为合规性管理依据，需再通过同源分析检
测引擎，从开源项目知识库、许可证知识库中匹配检测文件的同源文件。将检测
文件许可证与同源文件许可证做对比，对比二者一致性，提高文件许可证信度。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1. 产品亮点介绍
全面：知识库全面，涵盖 400 万+开源项目、6400 万+组件，支持多种包管
理器的组件分析，包含 15 万漏洞信息。同时，知识库更新支持每日更新，确保
知识库的时效性和全面性。
快速：快速扫描产品中的漏洞，秒级至分钟级的扫描速度，精确到行，提
供详细解决方案，提高开发效率。
易用：系统界面简洁，操作简单，支持多样化的使用方式，如插件、网
页、第三方应用集成等，易学、易用。
灵活：支持私有化部署或定制化开发，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更为可靠的
产品体验。
稳定：FossCheck 已被多家检测机构接入服务并获得良好反馈；FossEye 已
经接入 Gitee 托管平台中，已经过数万开源项目与用户的实际使用与检验，具
有良好的并发能力和稳定性，并且 FossEye 是首批通过信通院“可信开源治理工
具”认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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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深圳开源互联网安全技
术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1. 成立背景
成立于 2013 年 5 月，聚焦于软件安全开发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实践应用，是
国内软件安全行业创领者和领先的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S-SDLC）解决方案提
供商。总部设在深圳，业务覆盖全国。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信息安全漏洞
库（CNNVD）技术支撑单位，获得多项行业认证。
开源网安始终以自主研发和创新为发展源动力，现有核心产品 6 项，申请发
明专利超百项，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超五十项。实现了以 S-SDLC 解决方
案为核心，以 S-SDLC 平台为载体，向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覆盖软件开发全生命
周期的软件安全开发咨询和落地服务，同时提供配套的工具链支持。
开源网安已为中国前 500 强客户中的 100 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了软件开发
安全技术服务和产品工具，客户遍布电信、金融、能源等行业的头部企业及政府
监管机构。

2. 公司业务简介
开源网安作为国内“软件安全行业创领者”，向客户提供覆盖软件开发安全
生命周期的安全产品、解决方案、安全服务和安全培训，包含安全开发意识培训、
安全需求、安全设计、安全开发、安全测试及安全交付的完整业务生态链。公司
以系列化软件安全产品（IAST、SAST、SCA、FUZZ、RASP）和安全平台为核心，
帮助客户实现软件产品快速交付的同时保障软件安全质量。

3. 公司服务客户
开源网安已在金融、能源、政府监管、通讯、软件、教育等行业积累了大量
成功案例，为客户提供软件开发过程中端到端安全解决方案。具体如下：
金融行业：中国银联、中国工商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微众银行、亿
联银行、广州银行、常熟农商银行、国信证券、中国人寿等。
通讯行业：华为、中兴、亚信、中国移动等。
能源行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南方电网、国家电网等。
软件行业：金蝶软件、联软科技等。
科技行业：百度、大疆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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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行业：中国邮政、顺丰、快递 100 等。
政府行业：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公安部三所、海口市信息中心等。
其他：碧桂园、春秋航空、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等。

二、产品介绍
公司专注软件安全产品，覆盖软件安全开发全生命周期。开源网安专注软件
安全，十年磨一剑，创新方向覆盖软件安全开发全生命周期，涉及交互式应用安
全测试技术 IAST、软件成分分析技术 SCA、静态应用安全测试技术 SAST、
DevSecOps 等新兴技术，是行业专业软件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

1. 产品总体介绍
公司以系列化软件安全产品（IAST、SAST、SCA、FUZZ、RASP）和安全平台
为核心，帮助客户实现软件产品快速交付的同时保障软件安全质量。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R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产品一、开源组件安全及合规管理平台（简称：SourceCheck）

R开源服务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无
产品功能介绍：
开源组件安全及合规管理平台（简称：SourceCheck）是开源网安公司提供
的软件成分分析 SCA 产品，用于第三方组件安全管控，包括企业组件使用管理，
组件使用合规性审计，新漏洞感知预警，开源代码知识产权审计等，支持对源码
及发布包检测，是 OWASP Top 10 使用含有已知漏洞的组件安全风险的最佳解决
方案。功能如下：
企业级，部门级，项目级的软件资产分布可视化；软件资产跟踪定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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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漏洞定位组件；与威胁情报平台对接，对新漏洞的自检和预警；自研组件识
别、威胁分析、跟踪定位；组件、漏洞、预警数据的态势感知。
产品性能介绍：
1) OWASP Top 10 使用含有已知漏洞的组件安全风险的最佳解决方案
2) 开源组件库高覆盖
通过已知漏洞信息，准确实现对企业所用第三方组件的定位和分析
跟踪已识别的第三方组件，持续收集组件的安全威胁
3) 专业合规性检测
提供全面的第三方组件和自研组件的识别定位，对其合规性进行检测规避法
律风险，并在安全检测后支撑快速清理和组件升级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国家大型基础软件规避安全风险
针对国家“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要求，为解决核心软件技术受制于人的现
状，在操作系统、大型工业软件、数据库、中间件等核心基础软件方面，国家将
实施软件重大工程项目，这些工程从设计、开发、测试阶段到交付验收阶段，需
要开展软件成分分析（SCA）工作，需要确保大型基础软件供应链仅包含安全的
组件，从而支持安全的应用程序开发和组装。
2、企业软件安全风险自查
开源软件的引用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知识产权、信息安全等方面问题。大型公
司自有软件项目，产品团队快速交付的产品可能蕴含着巨大风险，这些风险可能
导致企业产品受到攻击、公司名誉和声誉受到影响，严重者由于知识产权方面诉
讼可能面临企业经营风险。企业需要通过软件成分分析开展自查，避免企业使用
开源软件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法律风险。
3、研发团队安全自查
目前每年超过 4000 个安全漏洞从开源软件中被报告出来，而由于开源软件
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和研究代码中的潜在风险，引用了开源软件的产品软件就更容
易受到攻击。研发团队在进行软件项目研发时，应该关注软件代码中引用的开源
软件是否存在高危安全漏洞，需要定期开展开源组件风险自我检查。规避相应安
全风险。
4、软件供应链风险管控
企业和第三方合作，委托开发软件时，对外部交付的组件，交付前需对外部
代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外部代码的安全性风险和开源许可证
的合规性风险，帮助企业规避相应风险，管控第三方供应商交付组件质量。
5、企业并购、尽调方软件资产核查
在企业并购和尽调项目中，收购方想了解目标企业目前有哪些软件资产，通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过识别清单列表记录哪些产品使用了哪些开源组件，一旦某个开源组件出现潜在
法律风险，可以通过清单列表迅速排查，为投资方提供客观的决策支持。
6、CBB(公用模块)管理部门
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产品是基于许多成熟、量产的公用模块搭建成的，
CBB ( Common Building Block ，公用模块)是指组成产品(或产品系统、子系
统)的、具有一项或多项独立功能、具有稳定结构与标准接口的可重用的单元。
公用模块具备可组合、可替换、可变型等特性。其中开源组件也是 CBB 管理的内
容之一，研发团队不能直接从外部下载开源组件，获取开源组件统一经过 CBB 部
门提供，CBB 实现开源组件的统一管理和风险预警，CBB 对全公司的开源组件安
全和风险负责，实时掌握开源组件的安全和风险状况是确保 CBB 管理部门支持公
司项目的重要指标。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覆盖行业：金融、央企、监管、集团企业、医疗、教育
1) 金融领域“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源组件分析软件项
目，针对常熟农商行的信息系统执行全生命周期的开源组件安全分析及管控，帮
助客户解决开源软件安全及合规问题。
2) 金融领域“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应用安全项目，向客户
提供开源组件安全管控服务，帮助客户解决开源软件安全及合规问题。
产品二、开源网安灰盒安全测试平台（简称：VulHunter）
产品类型：商业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无
产品功能介绍：
国内首款自主研发基于 IAST 技术的灰盒安全检测产品，拥有数十项发明专
利，专注于 DevSecOps 中的应用安全领域，具有高覆盖、低误报、实时检测等优
点，从容应对现有应用安全测试技术面临的诸多挑战。
1) 支持安全弱点检测：支持常规类安全弱点检测，关联 OWASP TOP10、CVE、
CNNVD、PCI-DSS 等漏洞库，超过 70 多种漏洞分类，显示严重、高、中、低、建
议风险展示，准确率高、误报率低
2) 业务逻辑安全检测：支持水平越权、垂直越权等业务逻辑维度安全弱点
检测
3) 软件第三方库检测：识别软件组件的版本号、漏洞、授权等信息，提供
合理建议
4) 支持敏感数据跟踪：自动识别敏感信息，跟踪记录数据流，合理管控，
避免泄露
5) 支持覆盖度测试：可对 URL 请求统计、类加载全信息记录，输出测试覆
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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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业务管理系统集成：与 Jira、禅道等管理系统集成，且提供 API 对接，
可定制集成
7) 适用不同检测模式：IAST 插桩、流量镜像/流量代理、主动扫描等多种检
测模式
8) 支持版本迭代检测：应用检测版本，迭代检测记录，比较各版本数据信
息
9) 多维度自定义设置：支持自定义漏洞规则、数据监测、访问请求设置，
检测控制可细调、解决方法可编辑、访问白名单支持、多种展示界面风格等
10) 适配不同使用情况：与被测应用适配，可随机启停；也可热加载方式启
停
11) 支持微服务应用：支持主流微服务框架应用安全检测，Spring、Spring
Cloud 、Dubbo、SOFAStack™等，与 Docker 深度集成，可批量管理控制
12) 企业级用户管理：用户权限分离设置，企业管理员、小组管理员、普通
用户
13) 检测结果可导出：可导出 PDF、Excel 等文件，内容可概览、可明细、
可定制
14) 客户定制化服务：支持应用私有协议、框架定制检测、特性功能定制及
扩展
15) 更新维护持续化：定期升级维护安全漏洞库，专业指导升级使用，无后
顾之忧
产品性能介绍：
漏洞检测，漏洞检测上报时间<5s；OWASP Benchmark（行业标准测试套件）
的漏洞检测准确率为 100%；OWASP Benchmark（行业标准测试套件）的漏洞检测
误报率为 0%；检测引擎对应用服务器的内存平均占用百分比<10%；检测引擎对
应用服务器的 CPU 平均占用百分比<5%；检测引擎在所有检测策略关闭情况下，
对应用服务器的 CPU 和内存平均占比均不超过 2%。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S-SDLC 服务及解决方案支撑工具
从 S-SDLC 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中，有安全培训、需求、设计、开发、测试、
部署/运维、流程与管理各个阶段，以业务安全和信息安全为出发点，对上述各
阶段提出安全要求。在开发、测试阶段，会使用到 IAST 工具，VulHunter 适用。
2、DevSecOps 流程中无缝融合
整个 DevSecOps 流程中，落地的关键是：缩短调度成本，提高自动化效率。
归根到底是提高工具链的自动化支撑能力，IAST 工具因其低侵入性，实时检测
出结果，漏洞准确率高、误报率低等特性，被认为是最佳测试工具，VulHunter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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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开发中安全测试工具
敏捷开发、快速迭代开发模式中，设计、开发、测试、部署等各环节都在快
速推进中，而软件项目的构建被切分成多个子项目，各个子项目的成果都经过测
试，具备集成和可运行的特征。IAST 工具适用开发、测试阶段，且不需要安全专
家投入，普通开发、测试人员就能使用，特别适合用于软件安全测试，提高软件
安全质量，VulHunter 适用。
4、业务上线前最佳安全测试工具
云应用、微服务应用，其业务上线时，涉及分布式调用使用情况，IAST 的引
擎可嵌入到虚拟机镜像中，支持批量自动加载、安全测试汇总、版本迭代管理等
特性功能，可在测试阶段快速完成安全测试，VulHunter 适用。
5、软件检测机构输出安全报告
软件检测机构，针对上报的待检测软件，进行尽可能的安全漏洞检测，需要
工具支持其业务流程，IAST（灰盒）因技术特性，集成了白盒（SAST）与 DAST（黑
盒）优势特性，可以覆盖更多安全漏洞，其输出的报告带有详细数据流程，具有
较强的说服力，且具有实时检测效果，不需要专家介入等特性，适合检测机构实
施使用。VulHunter 适用。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覆盖行业：金融、央企、监管、集团企业、医疗、教育
客户包括：中信银行、亿联银行、国信证券、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金蝶
软件等。

产品三、开源网安代码审核平台（简称：CodeSec）
产品类型：商业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无
产品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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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于代码安全审核和质量分析，支持对主流编码规范、后门代码检测、
分布式引擎部署。
CodeSec 研发团队经过多年对 AST 技术的深入分析及需求调研，
注重结果的精确度及工具的易用性，更加适用于 DevSecOps 场景，提升代码安全
质量。CodeSec 内置支持 JAVA(含 Android) 、C/C++、C#、PHP、Python、
JavaScript、Object-C、Swift、T-SQL、Ruby、VB 等高精确度扫描引擎，对主
流编程语言开发进行源代码检测，且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可控。支持缓冲区
溢出、代码注入、跨站脚本、输入验证、API 误用、密码管理、配置错误、危险
函数等 13 个大类，2000 多个小类的缺陷检测。支持对第三库的检测。
产品性能介绍：
通过扫描规则集配置、自定义规则及多引擎综合比对等技术降低误报。提供
完整的安全弱点信息：安全弱点描述、安全弱点的风险、分析调用关系，展示可
能攻击路线、安全弱点的引入点、易于理解的安全弱点修复方案。
支持 Java、C/C++、Python、PHP、C#/VB.NET/ASP.NET、js 等各种主流编程
语言；低误报，通过扫描规则集配置、自定义规则及多引擎综合比对等技术降低
误报；支持 OWASP、源码检测行业标准等主流检测标准，支持对接缺陷管理系统；
支持自定义漏洞解决方案，更贴合企业实际情况；支持第三方组件库扫描，增强
漏洞发现能力；支持分布式部署，多引擎并发扫描，提升扫描吞吐能力；支持结
果对比，便于跟进漏洞修复情况；支持同时接入其它白盒及黑盒工具；支持对源
代码进行编码合规性检测；提供 Web 浏览器、IDE 插件、Jenkins 插件、API 接
口、命令行等多种扫描方式。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敏捷开发

2、甲方外包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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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评机构检测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产品服务客 a 户覆盖金融机构、大型企业、政府单位、软件企业等：佛山碧桂园、四川-某保密单位、北京-某保密单位、海南-信息中心、海南-神州希望、
广西-电力科学研究院、深圳-伊登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润润连科技、广
州-广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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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产品一、开源组件安全及合规管理平台（简称：SourceCheck）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2019 年，Gartner 定义：软件组件分析产品对应用程序进行分析，以检测开
源软件组件是否带有已知的安全漏洞或功能漏洞，及需要恰当授权许可的商业软
件或第三方产品。它有助于确保企业软件供应链仅包含安全的组件，从而支持安
全的应用程序开发和组装。
开源组件安全及合规管理平台（简称 SourceCheck），是开源网安提供的软
件成分分析 SCA 产品，用于第三方组件安全管控，包括企业组件使用管理，组件
使用合规性审计，新漏洞感知预警，开源代码知识产权审计等，支持对源码及发
布包检测，是 OWASP Top 10 中“使用含有已知漏洞的组件”安全风险的最佳解
决方案。
2. 产品亮点介绍
1) 实时预警
威胁发布第一时间检测企业软件资产，对适用问题组件的对象发布漏洞预警；
协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2) 软件资产分布全面可视化
提供企业级、部门级、项目级的资产分布视图；多维度视图资产信息展示，
助力使用者快速制定决策，合理规避风险；提供详细的 BOM（Bill Of Materials）
清单。
3) 无缝集成
支持 IDE、包含 Eclipse、IntelliJIDEA；支持主流 DevOps 工具，包含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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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lab，gitee，github），svn，jira，jenkins 等。
4) 开放式 API 接口
平台提供各种开放式 API，以满足企业内部已有工具的集成需求，赋予更多
实用性和公司内部管理流程 CBB 结合
5) SourceCheck 顾问团队
SourceCheck 顾问团队长期关注于开源软件的发展形势和新的威胁跟踪，可
提供相应的开源组件审计服务。
产品二、开源网安灰盒安全测试平台（简称：VulHunter）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开源网安灰盒安全测试平台拥有数十项发明专利，专注于 DevSecOps 中的
应用安全领域，具有高覆盖、低误报、实时检测等优点，从容应对现有应用安
全测试技术面临的诸多挑战，是 DevSecOps 下最佳安全测试平台，是最适合敏
捷开发的安全测试平台，同时也是业务上线前最佳安全测试平台，真正实现与
开发过程融合的应用代码审核平台。
适用场景：

2. 产品亮点介绍

无缝融合测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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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三、开源网安代码审核平台（简称：CodeSec）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从软件安全行业现状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痛点：一方面，依赖人力进行
源代码审核工作，以及依赖人力做扫描工具结果分析；另一方面，开发人员不太
懂安全，不能理解过于专业化的漏洞描述并且扫描工具也不能给出代码级的解决
方案。
开源网安代码审核平台可以帮助用户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支持第三方库漏
洞检测并提供详细描述漏洞，统一的修复方案和报告输出。
2. 产品亮点介绍
采用开放性的产品设计
开放 API 对接 DevOps 等平台；支持定制化修复方案；可统一管理其他商业
引擎；提供 Jenkins 持续集成；对接缺陷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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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苏州博纳讯动软件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有限公司（简称：BoCloud 博云）是国内领先的云计算
PaaS 及多云管理平台服务提供商，成立以来持续保持研发体系的创新能力，构
建了基于云原生技术的 PaaS 及多云管理产品矩阵，其产品容器云、DevOps、多
云管理都已通过中国信通院可信云评估，研发体系也获得国际权威软件能力成熟
度模型集成 CMMI5 认证。

1. 成立背景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为企业级客户提供面向应用管
理的解决方案及跨越传统 IT、云计算环境的资源管理解决方案。成立以来，公司
先后获得“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软件企业”、
“江苏省省认定软件企业
技术中心”、
“江苏省腾云驾数优秀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认证。公司总
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研发中心位于北京，并在上海、南京、西安、成都、深圳
设有分支机构，公司规模近 600 人，核心技术团队来自微软、华为、中科院软件
所/计算所、清华大学、阿里云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研究机构，骨干技术员工在
企业级云计算产品与服务领域拥有 10 年以上研发和产品经验。2020 年 9 月，
博云已完成 D 轮融资。

2. 公司业务简介
1、以 PaaS 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通过容器云、微服务、DevOps 等组成
的 PaaS 平台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面向应用管理的解决方案。
2、通过多云管理平台、自动化运维等产品，为客户提供跨越传统 IT 及云计
算环境的资源管理解决方案。
3、以产品+服务+咨询的方式，支撑企业应用版本周级快速迭代、秒级服务
扩缩容、业务 99.99%高可用性保障、服务中台化及微服务化等要求，并实现了多
云异构场景下的资源获取管理和应用管理的大规模自助化、自动化、可视化能力，
显著降低企业开发运维成本。

3. 公司服务客户
公司目前已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支付、基金、互联网金融、能源、政
务、电信、先进制造、航空、交通、零售、媒体、软件开发、医疗等十多个领域
的上百家大型企业客户提供了专业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服务，支撑着众多客户的生
产系统稳定高效运行，为客户的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其中典型客户包括中国农
业银行、民生银行、华泰证券、东方证券、江苏银行、新华社、中国航信、江苏
电力、南方电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京东数科、安邦保险、中国
人寿保险、吉利汽车、海信集团等众多大型标杆性企业。

二、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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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云的 PaaS 平台解决方案，抽象出了 IT 资源服务、产品研发管理服务、
中间件技术服务、 产品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服务维度，最终在“技术能力中台化”
的过程中利用平台化手段发现、沉淀与复用企业级 IT 能力。通过容器技术实现
中台化的建设，可以让后台服务更简单更稳定、让前台服务更灵活、让中间层服
务的建设统一化从而避免重复投资建设以及技术资产的积累。
博云的多云管理平台旨在以统一的方式帮助企业用户在多云环境下实现自
动化、自助式的服务交付，资源运维和运营能力，同时持续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
及安全合规水平，支持企业数据中心渐进、无缝地实现由成本部门向能力中心甚
至盈利部门的转型。博云的多云管理平台是提供“服务交付 + 资源运维 +运营
平台”综合的解决方案，通过云管平台能够实现：第一、基于策略的自动化交付
请求，将不同场景、不同环境的标准化流程、规范落地到平台的自动化过程中。
第二、基于标准的模型和适用于客户场景的流程引擎，构建适用于不同应用架构
和 IT 流程的统一运维平台。第三、提供全面的云平台资源分析和管理，自动化
分析、展示、告警资源的使用与趋势，提供优化建议，节约成本。

1. 产品总体介绍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的 多 项 软 件 产 品 ， 其 中 包 括 BeyondPaaS 技 术 中 台 ，
BeyondContainer 容器云平台，BeyondFabric 容器网络组件，BeyondVM 胖容器
解决方案，BeyondMicroService 微服务治理，BeyondAPI 网关，BeyondMesh 服务
网格治理平台，BeyondDevOps 平台，BeyondEdge 边缘计算平台，BeyondCMP 一体
化云管理平台，BeyondCube 超融合，BeyondBSM 自动化运维，BeyondCMDB 配置管
理。以上产品已在金融、电力、政务、工业、航空等行业领域的生产系统中落地
实施，为国有电力公司、股份制银行、大型支付机构等标杆行业客户的重要生产
系统提供服务。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R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云计算
产品一：BeyondContainer 容器云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metes、docker

R开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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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介绍：
基于容器技术的企业级 PaaS 解决方案，利用微服务思想和 DevOps 理念，基
于 Docker 和 Kubernetes 提供对应用“开发态“、”部署态“、”运行态“的应用
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利用可视化、可配置、自动化持续交付流水线结合 DevOps
咨询，帮助企业 DevOps 落地，通过容器化和服务治理对微服务架构业务落地进
行支撑，帮助企业实现应用云化、能力平台化、管理互联网化。博云的容器云产
品 BeyondContainer 既支持在 X86 架构服务器的部署，也支持在 ARM 架构服务
器的部署，可根据客户需要，灵活选择。同时也可以提供基于容器技术的企业级
PaaS 解决方案，利用微服务思想和 DevOps 理念，基于 Docker 和 Kubernetes 提
供对应用开发态、部署态、运行态的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提供可视化持续流水线
提供可视化持续流水线，实现从源码到发布的一键式部署。
全局化高可用和安全性增强
全局化高可用和安全性增强，满足企业级平台高安全、高稳定的要求。
支持二层网络和三层网络管理
提供业务和管理网络分离、静态 IP、强网络隔离等增强的网络能力，支持二
层和三层网络管理,支持 IPv4 和 IPv6。
微服务治理服务
整个解决方案可以提供微服务治理功能，包括微服务治理框架、微服务注册、
微服务监控分析、微服务优先级管理、访问控制、限流、熔断、容错、故障隔离、
微服务调用链管理等。
支持应用多集群管理
应用服务发布支持发布到多个集群，实现应用的高可用能力，可对同一应用
在不同集群下进行管理。
支持应用物理部署
提供应用脚本部署能力，通过平台可直接将应用通过软件包的方式部署在虚
拟机或物理机。
支持应用胖容器部署
针对企业难于容器化或不能容器化的老旧应用，可通过平台胖容器能力实现
应用快速上云。
负载均衡管理
提供 4 层负载和 7 层负载能力，7 层负载支持多种灰度策略，包括权重、
Header、Cookie 等。
支持 GPU 主机管理，灰度发布
支持 GPU 主机管理，以及应用发布、灰度发布、应用复制、扩容缩容等（应
用部署相关功能）支持基于 GPU 资源配置和调度。
提供自定义应用商店能力
提供自定义应用商店能力，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对业务组件进行自
定义，便利化业务组件管理和发布，提升业务统一管理效率。
支持多环境流转方案
支持多环境流转方案，包括镜像的环境流转和应用运行态复制流转等，满足
企业在不同环境下对软件和应用运行态的流转需求。
支持多数据中心
支持多数据中心、多区域的管理，满足企业多场景业务部署和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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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多租户模型
灵活的多租户模型，可适配企业客户不同的租户模型需求，满足企业运营的
灵活化管理。
灵活的组织、权限管理
灵活的组织、权限管理能力，满足企业多样化运营管理需要。
产品性能介绍：
轻量引擎，高效虚拟化，提高资源利用率
容器平台采用更加轻量化的虚拟化技术，一方面，满足一定程度“云”需求，
实现物理设备资源池化 ；另一方面，容器能够实现更加高效便捷的虚拟化技术，
降低传统虚拟化对性能的损耗，最大程度发挥物理机性能。
让微服务成为可能，降低系统复杂度
微服务支持优化高效的服务架构，敏捷开发迭代，稳定可靠的服务提供；平
台提供全面的微服务框架支撑能力；提供丰富的服务治理能力，有效解决微服务
的分布式特点带来的管理复杂性；专业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完成服务化拆分和落
地。
秒级部署，屏蔽底层环境影响
容器平台提供的环境一致性能力，可以有效降低因开发/ 测试/ 生产环境
的细微差异导致应用发布时配置参数和依赖性问题的发生。结合平台提供的配置
管理和镜像安全与同步管理等功能，减少对人工修改的依赖避免环境差异问题发
生，实现应用秒级部署。
高效弹性伸缩，应对天量行情
一方面通过容器镜像封装实现应用实例标准化，确保了应用在弹性扩容的时
候应用实例完全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与虚拟机相比，容器非常轻量化，完全可以
在访问量突增的情况下，实现秒级批量弹性扩容，应对突发的天量行情。
标准化的应用交付，支持灰度发布及应用回滚
标准化镜像管理确保多环境一致性交付，支持应用的灰度发布及多版本发布
管理，让新老版本同时运行并可实现策略分流；轻松操作应用回滚升级，让因组
件升级导致的环境损坏快速恢复至前一版本，大大减轻上线压力，降低版本发布
风险，控制影响范围。
支持 DevOps 落地，实现应用快速迭代上线
平台提供完整的 DevOps 角色分类、角色权限管控设置、流程设计。丰富的
需求工具整合，满足 DevOps 对角色权限、流程工具、过程管理的要求。通过持
续集成和自动部署的落地，将应用迭代周期缩短至以天计，能够更好的应对来自
业务和管理的需求压力。
支持多形式应用部署，实现应用快速上云能力
平台在提供应用容器化部署外，还提供应用物理部署（非容器化）及应用胖
容器部署的方式，针对客户对应用上云的不同需求，可选择不同的应用功能部署
方式。对于不需要容器化的应用可新选择物理部署方式，对于难以容器化的应用
有上云需求，可选择胖容器方式。
支持 IPv6，提升网络效率
平台在 IPv4 的基础上，新增支持 IPv6 能力，可针对不同的网络需求，选
择不同的 IP 地址模式。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面向企业开发测试场景，提供需求管理、任务管理、代码管理、持续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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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部署、持续集成、多环境流转、应用复制、镜像同步等端到端管理方案，为
企业开发测试人员提供端到端服务管理流程，提升开发测试业务质量和效率，助
力企业实现业务快速迭代目标。
当前企业业务微服务化是重要的需求场景，BeyondContainer 产品提供了微
服务解决方案，能够为客户提供微服务咨询、微服务开发框架建设、组件部署以
及微服务治理的全场景方案。
企业应用管理，因为应用类型、运维场景、演进路线的不同，涵盖多个场景。
博云 PaaS 平台面向企业应用综合管理需要，同时具备支持云原生和非云原生应
用，同时集成多个场景的支持，包括应用的开发测试、容器化应用管理、非容器
化应用管理、微服务治理、DevOps 流程等，满足企业建设统一应用管理平台的
需要。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国民生银行、江苏银行、江阴农商银行、山东农信、华泰证券、中国银河
证券、佰仟金融、中银消费金融、中国石油、中国海油、江苏电力、智慧无锡、
上海通用汽车、海信、中国移动通信、新华社
产品二：BeyondMicroService 微服务治理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Spring Cloud / Dubbo / gRPC / Istio
产品功能介绍：
针对微服务架构体系应用面临的架构差异性大、服务庞杂、运维繁琐、治理
困难等问题，构建和研发 BeyondMicroService 微服务治理平台，帮助企业搭建
适于其业务和现状的微服务框架治理平台，提供详细的服务拓扑、链路追踪、性
能监控、健康检测等功能；并能从服务拆分方法、技术选型与问题解决等方面指
导客户开发微服务应用。
微服务框架异构兼容
兼容基于 Spring Cloud / Dubbo / gRPC / Istio 的微服务框架，帮助客
户快速部署或迁移微服务 应用。
微服务深度治理功能
深度关注运行中服务的治理，提供路由控制、流 量控制、访问控制、黑白
名单等。并通过聚合服 务，实现服务编排，上下线等功能。
多种治理组件兼容和纳管
支持多种微服务组件的治理和纳管。包括提供统 一的配置中心，集中管理
所有配置文件; ZooKeeper、Consul、Eureka 等注册中心的接 入纳管;以及
Hystrix、sentinel 等熔断的治理。
分布式事务
根据业务场景考虑异步消息队列、2PC、TCC 等， 并通过集成分布式定时任
务组件，实现微服务环 境下的任务调度。
调用链追踪
绘制应用中的服务拓扑关系图，追踪业务访问时 的调用关系，提供全链路
的性能监控，并能通过 服务间调用关系，判断服务调用是否合理、高效。
独立 API 网关
提供独立的 API 网关功能，包括 API 鉴权、API 发布管理、流量控制、负
载均衡等，以及 API 编 排能力。
熔断和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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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使用中的风险，熔断机制可以防止雪崩，限 流机制可以避免资源的不
合理分配，容错机制可 以降低业务的失败率。
与 Docker 容器云平台的融合
与 Kubernetes 的服务注
产品性能介绍：
响应性能
服务治理框架在服务注册、服务查询等服务注册中心操作上延迟小于 1 秒；
数据采集对于服务性能的损失低于 5%；安全框架对于服务调用带来的性能损失
低于 5%。
可用性
服务注册中心可用性不低于 99.999%；服务主备切换时间低于 2 倍的超时设
定值。
扩展性
提供灵活的服务扩展性方案，支持服务根据负载进行弹性扩展与收缩；支持
多指标弹性伸缩设置，提供可配置的伸缩步长等参数设置。
可配置性
平台支持灵活的算法、参数、采集指标、分析方法等配置，支持配置信息的
实时动态生效。
可管理性
平台支持调用服务对象、拓扑、容量、性能、安全性、服务质量、可靠性、
故障/事件等管理功能。
服务质量
平台在服务质量保障上提供灵活的多优先级服务质量保障模型，支持基于用
户、IP 地址、角色、tag 标签等服务质量配置机制，确保高优先级调用者优先得
到服务保障。
安全性
平台支持信道、敏感数据等加密功能，支持丰富的权限/角色体系，能够满
足用户对于安全性的需求。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微服务技术架构转型场景
在企业技术架构革新，向微服务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如框架组件选型、
技术难点攻克、服务拆分和运行治理等工作，涉及开发规范、发布流程、通信网
关、统一管理等问题。我司依据丰富的微服务项目经验，提供完整的微服务架构
整体解决方案，包含微服务脚手架、治理使用规范、运行观测平台、API 网关统
一管理、存量系统管理和通信协议转换等，为客户技术架构转型提供有价值的经
验。
微服务拆分、架构设计、研发指导
微服务拆分不仅是微服务开发的起点，也是微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司依
据多年微服务的研究和十数个微服务项目经验的积累，在微服务拆分、架构设计、
开发规范、治理规范等各个方面，均可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持和指导。针对于不同
行业、企业现状，提出合理的构建意见。
多模多集群微服务部署
在微服务架构转型中，同步考虑底层平台由虚拟机转型容器云的场景，那么
在微服务发布中就需要兼容容器、非容器的双模发布部署。在本产品中，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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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与底层资源解耦，支持同一微服务部署在不同资源平台，并提供统一的发布、
部署、治理、观测等。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银河证券、东方证券、华泰证券、安信证券、奇
瑞金融、常熟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南方电网、无锡农商行
产品三：BeyondMesh 服务网格治理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Istio
产品功能介绍：
服务地图
全局展示应用、服务、版本间的调用地图，并以颜色区分集群信息，以图标
分别表示 namespace、service、workload 等信息，展示最近某一段可选时间内
的调用关系图，支持跨集群、跨控制面的调用关系展示。
链路追踪
收集服务调用的实际链路，支持生成跨集群的调用链路追踪，分别以树状结
构、列表方式、表格模式展示调用链的信息。
流量路由
针对跨集群服务下多版本的服务，服务及其多个版本均以工作负载的形式部
署在多个集群下，支持通过检测报头特性分配版本间流量，并支持通过集群信息
以权重的方式分配版本下多个工作负载的路由。
故障注入
对于运行中的服务，可以通过故障注入的功能模拟服务故障，用于服务的场
景测试。故障支持延迟故障（配置延迟时间）和中断故障（配置故障码）
。
流量治理
支持对四层、七层协议分别做相应的流量限制，并且可以支持对七层协议的
流量，做熔断和降级的策略配置，以防止雪崩。
流量监控
分别支持对四层、七层协议监控其通信流量，计算出入口的调用流量、响应
流量。对于七层协议，支持分析其性能：失败率、百分比响应时间、响应量（RPS）。
流量镜像
为将用户暴露给潜在的错误服务的风险最小化，提供服务新版本上线前，用
复制真实环境的流量测试，可以观察服务接收镜像流量的错误，但不会影响任何
生产流量。
加密认证
系统控制台提供统一的证书令牌下发，通过 sidecar 实现服务间通信的加密
认证，配置认证方式以及访问限制，并支持跨集群的访问限制。
告警通知
根据流量监控信息，设置告警指标规则与阈值，实时检测服务失败率、出入
口流量和请求 RPS，超出阈值出发告警通知。
能力外放
通过 Istio-IngressGateway 对外提供服务能力，配置服务接口的外部访问
方式，以供外部服务调用。在跨集群的服务场景中，需提供多集群同步配置信息。
Sidecar 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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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stio 环境下发布的服务，支持 Sidecar 自动注入。在存量的 kubernetes
服务中，支持 Sidecar 手动注入的功能，以便于启用服务网格治理。
异构服务
考虑 Istio 基于 kubernetes 而难于顾及存量的虚拟机、物理机服务，平台
支持下发非容器的 Sidecar 注入，用于接入异构平台服务，实现统一治理。
产品性能介绍：
性能
服务网格治理，由于加入 sidecar，CPU 性能消耗平均值 2%，峰值 8%，内存
每个实例消耗 15M，延迟消耗增加 0.2ms 以下。
可用性
平台服务发现可用性不低于 99.999%；服务主备切换时间低于 2 倍的超时设
定值。
扩展性
提供灵活的服务扩展性方案，支持服务根据负载进行弹性扩展与收缩；支持
多指标弹性伸缩设置，提供可配置的伸缩步长等参数设置。
可配置性
平台支持灵活的算法、参数、采集指标、分析方法等配置，支持配置信息的
实时动态生效。
可管理性
平台支持调用服务对象、拓扑、容量、性能、安全性、服务质量、可靠性、
故障/事件等管理功能。
安全性
平台支持信道、敏感数据等加密功能，支持丰富的权限/角色体系，能够满
足用户对于安全性的需求。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存量业务兼容治理
平台支持传统单体应用、传统微服务架构（SpringCloud、Dubbo）和基于
kubernetes 的服务，做统一的治理和监控。该功能特性为技术转型中的公司，存
在存量业务系统而非服务网格框架的服务，提供了一个过渡阶段。通过可以运行
于虚拟机/物理机中的 Sidecar，将非网格服务与网格服务统一治理，统一监控，
并生成调用关系拓扑图。
服务升级迭代—灰度发布
敏捷管理场景下，服务迭代升级最需要的，是在黑白之间能够平滑过渡的一
种发布方式，即灰度发布。根据线上使用场景的不同，通常灰度的细节也略有差
别。因此需要提供更灵活的灰度模式，可自由配置发布流程，以便于服务升级时
做充分的检测和验证，并在保证业务不中断的情况下逐步迁移访问流量。
跨数据中心多活部署
面对多数据中心场景中，通常会考虑应用服务的多活方案。通过平台跨集群
应用服务管理的特性，将同一服务部署在不同数据中心的不同集群里，以配置访
问路由的方式达到多活。平台提供动态检测和故障迁移特性，告知集群异常后，
动态将流量迁移至健康的集群，以保证业务不中断。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移杭研
产品四：BeyondCube 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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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openstack
产品功能介绍：
BeyondCube 超融合是由博云自主研发的超融合基础设施平台。以高性能的
分布式为基础，将计算、存储、网络和管理融合到标准 x86 服务器中,实现基础
设施以积木式部署和横向扩展能力。所有关键的数据中心功能都以软件定义的形
式实现。从而帮助用户以最好的性价比快速构建安全、高效、可靠的新一代云计
算数据中心。
产品性能介绍：
简化 IT 架构，降低建设成本；提升资源利用率，降低空间 / 能源消耗；快
速部署，快速资源交付；高可靠、高可用、高性能；打通公有云，多云统一管理；
统一运维，集中监控管理；按需扩展，保护投资；多维度保护，平台级安全；交
付灵活，一体机开箱即用，纯软件硬件兼容广泛。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企业 IT、开发测试、虚拟桌面、大数据、私有云/混合云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国太平、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春城晚报、北汽集团、农银人寿、中国信托
登记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农商银行、张家港农商银行、中银消费金融
（2）基础开发框架
产品一：BeyondDevOps 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spring
产品功能介绍：
博云提供从“需求 -> 开发 -> 测试 -> 发布 -> 运维 -> 运营”端到端
的开发运营一体化平台解决方案，实现业务、开发、测试、运维团队的一体化，
帮助企业客户业务又快又好的上线发布。BeyondDevOps 平台覆盖项目管理、研
发管理、运行管理和运营管理的协同服务和研发工具支撑，将线下 IT 生产过程
转变为线上高度自动化、可视化的 IT 生产线，提升产品研发效率，快速响应业
务需求，保障工作质量，并通过度量分析、风险预判，持续提升 IT 运营能力。
博云为首批通过信通院 DevOps 评估的云计算厂商之一，在 DevOps 应用开发
域的集成开发环境、代码托管、代码评审、编译构建、流水线、部署发布多项核
心工具获得该领域最高级别——“先进级”认证。
产品性能介绍：
端到端开发运营一体化产品解决方案
BeyondDevOps 提供开发运营一体化门户及覆盖项目管理、研发管理、运行
管理和运营管理的 端到端的开发运营一体化管理平台，并结合 DevOps 落地咨
询和实施服务，全面帮助企业建立 标准化、规范化的 IT 生产线。
全面提供开源产品和工具集成管理
BeyondDevOps 提供灵活的可定制的自动化任务模板功能，在软件的生命周
期管理过程中，通 过平台配置集成各类开源产品和工具提供自动化能力，保持
了平台开放性和扩展性，用户对方 案选择的灵活性高。
完善的度量指标体系促进持续改进
BeyondDevOps 提供完善的度量指标体系，通过对软件的生命周期管理过程
中的进度、质量、 效率等维度进行实时的度量分析和反馈，驱动团队对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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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断改进优化，提升 IT 生产率。
大量企业级 DevOps 落地案例经验
BeyondDevOps 拥有能源、制造、金融等行业多家企业大规模实践经验，能够
为客户提供稳定 可靠的 IT 交付生产线，帮助企业打造适合自己的研发运行一
体化平台。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场景一 :研发过程管理 能力不足
流程规范不标准，各项目各自为战;缺少统一的研发管理支撑工具，已有的
流程 规范无法有效落实;研发过程无法清晰度量、查看和分析。
场景二 : 开发效率低
缺乏需求的细化梳理和设计，需求变更频繁，版本发布周期不可控;编译打
包部署自动化程度低，效率低，易出错。
场景三 : 版本质量差
缺乏开发规范或者规范难落地，代码质量差;缺乏开发测试发布环境的质量管
控。
场景四 :环境交付慢
开发测试环境搭建交付慢，耗时长。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国民生银行、中国石油、中国海油、海信集团、东方证券、中国移动通信、
中国南方电网。
产品二：BeyondAPI 网关
产品类型：软件产品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ONG
产品功能介绍：
BeyondAPI 可以是一个企业内部门间的 API 网关，可以是一个企业对外的
API 市场，也可以作为企业的业务整合平台。它提供四个方面的能力：API 运营、
API 管理、API 门户、API 治理，价值在于将 API 管理与网关发布做业务整合，
并提供企业级规模的 API 调用和治理。
BeyondAPI 同时也是一个企业级的应用服务能力开放平台，在企业中充当所
有应用程序的调用门户，它不只是 API 的路由转发、认证鉴权、流量管控、协议
转换、监控报警等治理方面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对调用者开放的门户网站提供
API 订阅、收藏购买、统一支付、论坛交流、评价打分等功能，还有对后端服务
所包含 API、文档、数据结构、状态码等 API 信息的管理，以及 API 能力组合、
API 编排、调用监控等能力。
产品性能介绍：
API 门户
主要用于向客户展示平台已暴露的 API，并提供调用指导的模块，主要架设
在外网环境，供外网用户使用，并支持 API 文档导出。
API 管理
API 管理是 API 的来源，主要用于开发人员、运维 人员、后台管理员，录
入或导入 API，通过订版等 功能形成 API 资源池。功能包括 API 设计、在线
调试、数据结构关联、状态码说明、API 分组管理， 以及 swagger 导入等。
API 运营
主要用于 API 网关运维人员，将资源池中的 API 以业务方式组织发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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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门户，提供调用能力 的同时也提供 API 说明。在能力上支持多网关、 多
版本，以及公共参数模板。
API 治理
主要提供技术支撑，包括路由转发、限流熔断、 安全认证、负载均衡等，
是 API 网关整体运行的 底层技术实现，同时也提供治理功能。在治理能 力上
支持自定义插件扩展、API 编排能力、协议 转换能力。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微服务网关
封装微服务应用，实现网络不可达的微服务之间的互通互访，且对微服务实
例实现自动发现、路由转发、按需负载。并可通过微服务网关，实现安全认证和
应用级的限流、熔断等治理机制。
接口文档管理
开发团队面临的协作开发、文档管理、在线测试等问题，通常需要 API 接口
管理系统。BeyondAPI 不仅可以满足以上需求，还可以应对多部门开发管理、跨
网关调用等复杂场景，API 设计、公开私有分权使用，接口导入导出等定制功能。
企业级网关
企业需要暴露的 API，提供统一的 API 入口，对象可以是公司内的不同地域，
也可以是子公司或作伙伴。企业级的网关提供统一认证、安全鉴权、调用转发、
流量控制、API 监控等，在调度性能上有极高的要求。
API 技术中台
企业数字化转型，要求业务快速响应、能力以 API 形式集中开放，并且需要
底层兼容传统应用。面临底层技术栈不统一，新型业务系统更新迭代迅速，以 API
网关为核心能力的 API 开放平台或技术中台，将是企业数字化的刚需。
API 市场
随着公有云、移动、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应用系统为主导的时代几近落幕，
而以 API 为主导的市场将渐渐占据主导。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中国银河证券、常熟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银联、中国南方电网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点介绍
（1）BeyondContainer 容器云:
提供自研 Fabric 网络方案，具备高性能、高适应性
支持内外网打通，完美匹配各类容器内外应用互访的需求；性能接近原生网
络，并具备良好的扩展性；提供业务和管理网络分离、IP 地址池管理、静态 IP、
强网络隔离等增强的网络能力，可满足客户对容器网络的各类要求；支持与客户
现有各类二层网络无缝对接：包括物理网络、各类虚拟网络等具备 underlay 与
Overlay 两种模式，均支持 IPv6；
提供 GPU 共享功能
支持 GPU 虚拟化，按需调度；支持多用户使用，可配置显存和算力配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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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学习框架，如 TensorFlow，PyTorch 等;支持 GPU 算力和显存的监控.
支持容器平台与微服务治理能力的深度集成
将容器平台和微服务治理能力进行深度集成，在容器平台基础上提供了：应用
监控、应用拓扑展现、调用链跟踪、熔断保护等一系列服务监控和治理功能。大
幅增强平台微服务管理能力；支持 SpringCloud、Dubbo 多框架的统一部署、运
行管理和服务治理。
（2）BeyondMicroService 微服务治理：
多种微服务框架组件的兼容治理
本产品提供兼容多种微服务框架和治理组件的功能，可兼容运行中的微服务
系统，集成其治理组件，达到纳管、治理、观测等目标。
微服务框架支持纳管开源 SpringCloud、Dubbo、Istio，以及自研的 gRPCNubela 框架，注册中心支持集成 Nacos、Consul、Eureka、ZooKeeper。
业务域分层钻取调用关系
为便于微服务的管理，本产品划定多层级的业务域，以便更直观的观测应用
运行。在展示调用关系拓扑中，将不同业务域的应用以不同颜色模块分类归属，
并可通过钻取获取更详细的拓扑关系图。
（3）BeyondMesh 服务网格治理平台：
跨集群应用服务治理
多集群和多控制面的场景更接近于生产环境的使用场景，因此支持跨集群
的应用服务管理，并且同步配置多控制面中的网关策略、服务路由、安全加密
等治理策略下发。
自定义多场景灰度发布配置
每个用户的发布场景都有所不同，因此灰度发布场景支持自定义，可自由
配置流量切换时间和步长，另外可选择增加流量镜像、故障测试、报头分流等
多种场景，以满足发布的条件。
故障感知流量自动切换
跨集群的服务，当某个集群的 workload 故障不能继续提供服务时，平台会
自动感知集群异常，通过调整路由的方式，将流量切换至健康的 workload 下，
待其恢复之后再还原之前的路由配置。
（4） BeyondCube 超融合：
打通公有云，实现多云统一管理；统一运维，集中监控管理；按需扩展，
保护投资；多维度保护平台级安全；交付灵活，纯软件硬件兼容广泛；自动巡
检，运维管理模块增加了节点巡检，系统自带默认巡检末班，用户也可以自定
义巡检内容和巡检周期；高可靠，所有组件均以全分布式架构提供服务，无单
点故障风险。
（5）BeyondDevOps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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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可视化的研发过程管理
平台提供可视化的研发过程管理(交付流水线)， 用户可在交付流水线上进
行需求的跟踪、研发进展跟踪、SIT 提测、SIT 部署、SIT 测试、UAT 提测、
UAT 部署、UAT 测试、上线申请等研发过程活动，并记录整个研发过程，使用
项目管理者和项目成员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当前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视角的多环境管理
平台提供对项目标准研发环境的管理，可管理包括 docker 环境和物理 /
虚拟机环境，通过与资源平台的对接可实现对环境的自助化申请和获取能力，
同时用户可通过环境的视角查看环境下所部署的服务情况，也可以通过服务的
视角查看服务在各个环境的部署情况。
以版本为中心的过程管理
平台提供对应用的版本进行管理，建立了以版本为核心的统一管理，可在
任意时间对应用发布的版本进行追溯，随时通过应用版本生成相应的环境，并
在环境中部署此版本应用，另外在生产环境上线发布也以版本进行部署和升级
回滚，实现线上版本的统一。
可编排的自动化 pipeline 管理
平台提供可视化的 pipeline 编排管理，能够通过可视化界面定制各类
CI/CD 的流水线，并且支持 pipeline 的自动触发(提交分支或合并分支)、定
时触发、人工触发等执行策略，同时还实现流水线的分布式编译能力，满足企
业规模化推广应用时对高效率和高可用的要求。
容器 / 非容器应用的统一部署和管理
平台提供了容器化和非容器化的统一部署和管理能力，通过对部署环境的
选择，平台自动根据环境类型的判断，调用不同的部署流水线(容器化部署流水
线和非容器化部署流水线)进行部署操作，并且在部署成功后，平台可根据部署
的类型进行相应的维护和管理。
支持微服务架构的一键部署
基于平台集成的 Apollo 配置中心和 Consule 注册中心，平台在构建时自
动将配置信息写入配置中心，在部署过程中根据部署环境进行配置的修改，并
在服务启动时将服务注册到注册中心，实现了微服务架构应用的一键部署(各服
务配置的读取和服务间调用关系的建立)。
（6）BeyondAPI 网关
多网关、多环境支持兼容
支持多网关、多环境的并存，使同一 API 可与多个后端服务关联，并可选择性
的发布至多个网关。
完善的 API 接口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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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管理以项目为管理单位，其下分服务、分组，支持 API 创建、导入、移动、
订版等。且支持状态码维护，和多种数据结构的录入、生成。
API 资源池化管理
在 API 网关的管理中，不同项目、不同团队导入的 API，订版后可保存到 API
资源池中。API 的发布即是从资源池中获取 API 的基本信息，另外资源池还支持
API 查阅、测试、导出等功能。
灵活的 API 发布
API 管理以项目为管理单位，其下分服务、分组，支持 API 创建、导入、移动、
订版等。且支持状态码维护，和多种数据结构的录入、生成。
可拓展的网关功能
可视化的配置网关功能，包括路由转发、负载均衡、健康检查等。并且支持通
过插件的方式，拓展网关功能，实现限流、安全认证、日志记录等功能。
角色权限的管理能力
通过角色配置，组合多种用户权限，配合项目的数据权限，可自由分配项目负
责人、项目成员、系统运维、系统管理、API 运营等多种角色。

2. 产品亮点介绍
（1）BeyondContainer 容器云:
大量生产应用案例，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经历了长期生产级验证
平台高可用，易维护，更稳定
管理平台部署在专用 k8s 集群，由 k8s 保障高可用性；支持 1.17、1.18 版
本的 k8s,更新更稳定；支持管理平台和 k8s 的平滑升级；支持平台组件的运行
状态监控。
多种安全性增强，降低安全风险
支持细化的 API 权限访问控制，对外部 API 访问进行细化管控；支持终端访
问安全限制，增强终端访问安全；支持租户间网络隔离；支持租户内应用间
NetworkPolicy 设定；集成对镜像的安全扫描。
提供丰富的应用管理能力
支持多集群应用统一视图管理，可对灾备/多活提供支持；支持将单集群应
用一键部署到其他集群；支持对多集群应用进行统一的版本升级，或者只针对其
中部分集群；支持自定义指标的弹性伸缩（HPA）；支持胖容器类型应用，为企
业快速上云提供便利。
提供增强的业务调度能力，可满足应多种复杂需求
适配客户多业务分区和重要业务独占资源的要求，支持基于分区的应用部署
调度和管理。提供亲和、反亲和、标签等多种服务调度能力，满足应用部署的各
类复杂调度需求。
增强的负载均衡能力，提供多种灰度策略、健康检查、证书管理等能力
支持基于 Http Header、权重、Cookie 的多版本灰度能力；支持路径精确匹
配，支持正则匹配；支持流量统计、流量限速；支持租户级 ingress，不同租户
使用不同负载均衡器；支持配置热更新，更新无需 Reload；支持健康检查；支持
Https 证书管理。
开源贡献多，底层掌控力强
Kubernetes 社区贡献稳定在全球前 15 名以内，深度参与 Kubernetes 社区
开发工作，对 Kuberentes 底层有深度的理解。专业的底层开发和维护团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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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人力上保证了对 Kubernetes 和 Docker 的掌控和服务能力。
（2）BeyondMicroService 微服务治理：
可观测定位的链路日志追踪
在微服务运行中，业务交易失败或故障，通常需要做详细的故障定位，涉及
十几个应用、几十个 API，查询全量的日志可能需要几个部门的协同定位。而本
产品中的链路追踪功能，可以记录所有业务调用中的各个应用节点的调用情况和
产生的业务日志，将原来定位所需数个部门的联合工作，节省为某个运维人员在
治理平台的一个查询工作。
API 管理、监控、治理和发布
在微服务治理层面，治理粒度通常在实例、API 两种级别，实例间的路由、
负载，API 间的熔断、限流。因此除了依赖于注册中心对于应用实例的发现监测
之外，还需要本产品还提供完整的 API 管理，用于 API 变更记录、网关发布、权
限控制、流量控制，以及 API 级别的监控和链路记录等。
（3）BeyondMesh 服务网格治理平台：
控制面在线安装升级
通过 IP、端口和 Token，连接 kubernetes 下发安装代理组件、控制面组件
以及治理相关内容，在平台实现完全可视化的配置安装和网格功能。
异构服务接入
对于非网格服务等存量业务，平台提供适用于虚拟机的 Sidecar，并通过下
发安装，将虚拟机、物理机中的服务接入服务网格中治理，支持 SpringCloud、
Dubbo 等微服务框架服务以及单体运行服务。
复杂场景路由策略
在服务多版本、多集群并存的使用场景中，支持通过调用的特殊报头匹配
版本路由，并在同一版本中通过集群信息再次配置权重的分流，以满足多集
群、多版本使用时多级分流的使用。
（4）BeyondCube 超融合
扩展性
Scale-out 架构，横向扩展。
功能丰富
在线迁移，自动负载均衡，快照克隆，精简配置等企业级特性。
系统自治
自动故障恢复，实时监控告警。
易维护
微服务控制平面，统一资源管控，系统平滑升级。
精细化管理
物理机分组，虚拟机热扩缩，网络 / 存储 QoS， GPU/USB 管理。
简化 IT 架构
降低建设成本
提升资源利用率
降低空间/能源消耗
快速部署
快速资源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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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云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上海云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轴科技）是一家自主创新、专注产品
化的云计算公司，以“降低企业上云门槛”为使命、“让每一家企业都拥有自己
的云”为愿景，提供自研的 ZStack 私有云、ZStack 混合云、ZStack Mini 边缘
计算一体机、ZStack CMP 多云管理平台、ZStack 企业级分布式存储以及 ZStack
信创云平台等产品和方案。2017 年完成由阿里云领投的 A 轮融资，2018 年完成
由深创投领投、阿里云等多家机构跟投的 B 轮融资。2020 年完成 2.3 亿元 B+轮
融资，重兵布局新基建、信创领域。

1. 成立背景
技术背景：
云轴科技(ZStack)是一家自主创新、专注产品化的云计算公司。核心团队来
自硅谷、英特尔、微软、IBM、思科、阿里巴巴、百度等全球知名一线互联网公
司。他们堪称是国内虚拟化领域开山鼻祖的“黄金一代”，均有十年以上软硬件
开发经验，其中包含 CloudStack 核心架构师、微软中国 Azure 核心架构师、阿
里云核心架构师、OpenStack 网络诊断模块负责人、英特尔核心测试团队、百度
核心前端架构师、思科核心技术专家等数十家全球 500 强企业私有云架构设计建
设经验的专家级高手。
ZStack 发起并维护着国内最大的 IaaS 开源社区——zstack.io，通过开放
技术产品文档和专业云计算培训，服务成千上万的云计算从业人员和技术爱好者。
为了更好地普及云计算知识，培养云计算人才，推广国内的云计算产业发展，
疫情期间 ZStack 免费开放了 ZCCT/ZCCC 在线认证，通过系统地理论学习和实战
演练，助力系统管理员和云计算咨询师快速掌握云计算相关基础知识、云平台安
装部署、运维实施等技能。截至当前，已累计颁发 9000 多张 ZCCT/ZCCC 证书，
是企业以及高校广为认可的实用性认证。
市场背景
云轴科技（ZStack）成立于 2015 年，成立之时正是公有云盛行、私有云兴
起、混合云朦胧不清、用户又因部署运维难而对上云望而却步，ZStack 以打造云
计算产品的差异性产品理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17 年凭借对混合云市场契
机的敏锐判断和进发，云轴科技联合阿里云，战略推出 ZStack 无缝混合云，得
到了行业认可，云轴科技（ZStack）开始备受瞩目。同年凭借东方明珠、农信互
联、饿了么 3 大中国混合云标杆用户，ZStack 一跃成为混合云领军者。身为非
OpenStack 技术路线，云轴科技（ZStack）的成名和在业界的市场动作，带来了
云计算创新的信号，补齐了国内自研云计算技术和产品的短板，充实了多元化的
云计算技术路线，为用户市场带去全新认知。
2020 年云轴科技（ZStack）凭借敏锐的市场判断，积极投入信创领域，加入
全国信创工委会，同时建立自身信创产品生态，凭借 ZStack 信创云平台获得全
国首届信创大赛的最高殊荣——“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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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业务简介
1．商业模式：订阅+产品+售后服务
2．业务模式：公司销售团队+伙伴+客户的模式

3.公司服务客户
面向新基建发展契机，ZStack 聚焦 IaaS，服务客户有智慧贵安、佳木斯政务
云、黑龙江省交警总队、新疆气象局、南京大学、南京地铁、徐工集团、瑞声科
技、旭阳集团、四川长虹、农信互联、东方明珠、澳洲电信等超过 1200 家客户
提供云产品和服务，涵盖政府、电信、能源、交通、教育、制造业、医疗、金融、
广电、互联网等 10 多个行业，全球销售范围达 30 个国家和地区。

二、产品介绍
本节重点详尽描述，技术与业务结合，企业产品如何助力业务提升与创新，
如何解决企业痛点和难点，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此处可以有几句统领性
描述。

1. 产品总体介绍
云轴科技提供自研的 ZStack 私有云、ZStack 混合云、ZStack Mini 边缘计
算一体机、ZStack CMP 多云管理平台、ZStack 企业级分布式存储以及 ZStack 信
创云平台等产品和方案。

2. 产品分类介绍
本节应分类介绍产品，例如可分为数据库、云计算、中间件、安全、大数据、
操作系统、基础开发框架。。
。。。。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
□数据库

R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
R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源服务

□开源云服务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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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计算
产品一：ZStack 企业版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ZStack 企业版
产品功能介绍：ZStack 是下一代开源的云计算 IaaS(基础架构即服务)软件。
它主要面向未来的智能数据中心，通过提供灵活完善的 APIs 来管理包括计算、
存储和网络在内的数据中心资源。
产品性能介绍：用户可以利用 ZStack 企业版快速构建自己的智能云数据中
心，也可以在稳定的 ZStack 之上搭建灵活的云应用场景，例如 VDI(虚拟桌面基
础架构)、PaaS(平台即服务)、SaaS(软件即服务)等。ZStack 提供了对企业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的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的管理，底层支持 KVM 和 VMware 虚拟
化技术，支持 DAS/NAS/SAN/DFS 等存储类型，支持本地存储、NFS 存储、SAN 存
储、分布式块存储，支持 VLAN/VXLAN 等网络模型。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ZStack 企业版适用于虚拟化场景，实现资源复用，减少
服务器数量，降低硬件成本、运维成本；适用于多区域、多租户、多云管理场景，
实现计量计费、运维监控，提高管理能力与效率。适用于本地灾备场景，将本地
部署的镜像仓库作为本地备份服务器，用于存放本地云主机/云盘/管理节点数据
库的定时备份数据。同时本地备份服务器支持主备无缝切换，有效保障业务连续
性； 适用于异地灾备场景，将异地机房的存储服务器作为异地备份服务器，用
于存放本地云主机/云盘/数据库的定时备份数据。备份数据需通过本地备份服务
器同步至异地备份服务器。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ZStack 企业版现已交付给政府、电信、交通、教育、制
造等多个行业和客户。例如：恩施政务云、安徽电信、湖南电信、常德电信、南
京地铁、电子科大等等，获得业内广泛好评。
产品二：ZStack 混合云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ZStack 混合云
产品功能介绍：ZStack 混合云能将用户私有云业务和公有云业务无缝连接
起来，实现资源的灵活调度。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哪些业务部署在私有云，哪些业
务部署在公有云，业务层面灵活配置。同时，可以将用户孤岛化、碎片化的 IT
资源通过公有云无缝连接起来，实现所有 IT 资源的互连互通。传统私有云和公
有云无法实现 API 层面的对接，无法进行线上线下的统一管控。使用 ZStack 混
合云，可以同时管控私有云和公有云，将阿里云公共云的服务功能引入到 ZStack
操控界面中，进行线上、线下统一管理。
产品性能介绍：
一套界面，统一管理
打通账号、网络、存储等核心数据资源，一管理界面统一管理本地私有云
资源和阿里云公共云资源。
两类云主机互通
以阿里云为例，基于网络层面，本地私有云云主机和阿里云 ECS 云主机互
连互通。
利用公有云功能扩展私有云能力
本地业务按需随时获取公有云的备份恢复，安全防护，CDN，RDS 等增值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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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Ø 互联互通
ZStack 混合云能将用户私有云业务和公有云业务无缝连接起来，实现资源
的灵活调度。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哪些业务部署在私有云，哪些业务部署在公有云，
业务层面灵活配置。同时，可以将用户孤岛化、碎片化的 IT 资源通过公有云无
缝连接起来，实现所有 IT 资源的互连互通。
Ø 业务灾备
传统的灾备方法成本昂贵，实施周期长，许多用户有异地灾备的需求，但预
算有限，无法建立异地灾备的机房。通过 ZStack 混合云，用户可将数据加密备
份到公共云存储，按需付费，无需昂贵的 IT 投入就可以实现异地灾备，而且无
需担心扩容问题。
Ø 统一管控
传统私有云和公有云无法实现 API 层面的对接，无法进行线上线下的统一
管控。使用 ZStack 混合云，可以同时管控私有云和公有云，将阿里云公共云的
服务功能引入到 ZStack 操控界面中，进行线上、线下统一管理。
Ø 一键迁云
由于数据面不通，传统私有云很难做到业务在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自由转移。
使用 ZStack 混合云迁云功能，可将公有云的业务在不中断的情况下迁移到
ZStack 私有云，也可将私有云的业务迁移到公有云。
Ø 安全防护
传统的私有云和公有云的防护是分离的。因此，两朵云的安全方案无法做到
统一管理，在安全方面的投资也存在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使用 ZStack
混合云，可以为用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的防护能力，帮助用户通过统一的管控平
台，实现 DDoS 高防、漏洞扫描和病毒防护功能。保证了用户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闭环安全，不仅发现安全问题，还支持一键漏洞修复、一键病毒隔离解决安全问
题。
Ø 公有云增值服务
传统的私有云无法获得公有云的增值服务，只能手动在公有云上创建业务机
器，将业务重新部署在公有云上，以获得公有云的增值服务。通过 ZStack 混合
云，用户可以利用 ZStack 的网络打通功能，将阿里云公共云上的增值服务直接
引入私有云，或直接将业务迁移到公有云，直接获得公有云的海量增值服务，如
DataV、RDS、DDoS 高防等，从而减少了客户在私有云上的二次开发工作，帮助
客户快速满足特殊的业务需求。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ZStack 混合云客户覆盖政府、电信、能源、交通、教
育、制造业、医疗、金融、广电、互联网等多个行业，ZStack 混合云版现已交付
给多个行业和客户，例如：东方明珠、饿了么、农信互联、南钢股份、徐工集团、
佳木斯政务云、安徽电信、广东高速、南航、苏州广电、青海农信社、郯城县第
一人民医院等等，客户的混合云项目中，IaaS 平台在用 XX 公有云以及 ZStack 组
建的私有云。通过调用 ZStack 的 API 接口，将私有云集成至云管平台，统一管
理公有云与私有云；采取 XX 公有云和 ZStack 的混合云模式，业务在私有云和公
有云间灵活切换，并将关键业务进行主机级别的冗余、关键数据进行整体备份。
产品三：ZStack CMP 多云管理平台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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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ZStack CMP 多云管理平台
产品功能介绍：ZStack 多云管理平台（ZStack Cloud Management
Platform，简称 ZStack CMP）是 ZStack 自主开发的统一管理公有云和私有云
等异构云基础设施的 IT 管理平台。通过提供多云接入、资源管理、运维管理、
运营管理、服务目录、流程审批等功能，ZStack CMP 可帮助企业整合 IT 资
源、优化 IT 服务
交付流程、提升 IT 管理效率、节约 IT 开支，让企业专注于上层业务创新。
产品性能介绍：ZStack CMP 可深度对接 ZStack，ZStack Mini，统一纳管阿
里云，天翼云，VMware 等多种主流公有云、私有云环境，同时实现资源的池化管
理，从企业业务和应用的视角来分配管理各种云的资源，通过服务目录的方式，
使企业用户可以像电商购物一样，申请需要的应用，优化 IT 资源的交付流程，
轻松实现各类 IT 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ZStack CMP 还可以自定义可视化、动
态的监控数据仪表盘，支持边缘计算节点地理位置视图。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多分支机构：集团中心部署 CMP，分公司部署 ZStack 的
多区域环境可有效提高集团 IT 整体管理能力及运维效率；多边缘节点：集团中
心部署 ZStack，分支机构部署 ZStack Mini 即兼顾边缘自主运维需求又实现中
心集中管理能力；混合云场景：由私有云 ZStack、公有云阿里云构成的混合云环
境，一个入口统一管理两种云资源优化公、私有云资源成本费用；异构场景：x86
和 ARM 异构 ZStack 环境由 CMP 对接统一统一管理可实现全国产化方案大大提高
运维效率，降低系统运维复杂度。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ZStack CMP 现已交付给多个行业和客户，获得广泛好
评。例如华宇信息、某连锁超市集团多云管理案例中，通过 ZStackCMP 多云平台
管实现了对多个公有云的统一管理调度，通过多运管平纳管多个云平台，在多云
管理平台中统一监控多个云平台的运行状态。多个云台平台统一运维，统一操作。
通过 ZStack CMP 平台纳管私有云平台后，可以在同一管理界面内完成多个云平
台的常规操作，免去多个云平台分别登录管理的不便，提高管理效率。统一纳管
多个云平台后，对同一项目或部门分散在不同云平台上的资源进行统一管理运营，
实现不同部门跨多个云平台资源成本的统一核算管理。
产品四：ZStack Mini 边缘计算一体机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ZStack Mini
产品功能介绍：ZStack Mini 边缘计算一体机（简称：ZStack Mini）将轻量
化的 ZStack 云引擎搭载于双子星服务器上，通过软硬一体化输出形式提供一站
式云计算解决方案。ZStack Mini 采用工业级标准设计，支持两节点起步，具备
开箱即用、灵活弹性扩展以及完善的云计算服务能力，助力企业有效节约 IT 成
本、加速信息化建设效率、以及应对边缘计算等新型业务场景挑战，实现全面的
数字化转型。
产品性能介绍：双节点结构，借助硬件冗余提供时刻待命的辅助云主机，在
硬件故障时实现自动接管运行，提供最新的容错 (Fault Tolerance) 技术，确
保完美的业务持续性，实现服务不宕机，业务零中断，数据零丢失。快速响应业
务变化，轻松实现自助交付。最小支持一台 ZStack Mini 边缘计算一体机设备，
即通过两个节点进行部署。若企业的业务量较大，或业务进行扩张，可支持扩张
至二十个物理节点。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为传统关键业务应用提供高可用能力：传统关键业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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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 IT 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冗余性、健康管理等均有一定要求，比如传统数据
库、MES、ERP、CRM 系统等。ZStack Mini 采用模块化超融合架构，提供与传统
集中存储一样稳定、可靠且额外具备高度可扩展性、性价比突出的分布式存储，
充分满足应用对存储的可靠性与性能要求。与此同时，ZStack Mini 摆脱了传统
云主机高可用对外部网络的依赖，即使在条件极其苛刻的网络环境下，也能保证
业务持续提供服务；应用基础设施改造：对于企业中长期存在的难以运维、已更
新停止但仍旧提供服务的重要应用来说，基础设施的宕机随时会对业务甚至企业
造成意外损失。ZStack Mini 提供性能极佳、兼容性优良的虚拟化能力，配合物
理机应用迁移工具可将应用进行虚拟化改造，从而使其在稳定、可靠的基础设施
中以最佳状态连续运行；为专有应用提供一体化基础设施：ZStack Mini 拥有高
级虚拟化、网络管理、数据盘管理、USB 重定向、GPU 加速卡等丰富功能，为企
业应用的运行创造良好条件。无论是面向办公用户和设计用户的虚拟桌面，还是
同时面向成百上千用户的核心 ERP、CRM 系统，ZStack Mini 都可以与之完美结
合，为企业、用户提供透明、稳健的应用一体化运行环境；助力人工智能、物联
网、边缘计算：伴随人工智能、物联网、边缘计算等热门技术场景涌现，用户对
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ZStack Mini 相比传统服务器拥有更高的计算密
度、更易运维的软硬件模块，可助力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实时业务，及时更新
模型或上传数据，帮助用户更好地发现与利用数据价值。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产品四：ZStack 信创云平台：ZStack Mini 边缘一体机现已交付给多个行
业和客户，例如：旭阳集团、苏州广电、山西税务等，获得广泛好评。其中昆明
XX 企业开发测试平台，高可用架构，避免传统开发测试环境单点故障问题，预置
常用镜像，快速完成开发环境的系统构建，一体化解决方案，ZStack Mini 与该
企业业务系统深度融合，更高效的服务该企业的终端客户。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ZStack 信创云平台
产品功能介绍：ZStack 信创云平台，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开源云代码、
自主云平台三大优势。最快最全适配鲲鹏、飞腾、龙芯、海光、兆芯、麒麟软件、
统信软件等主流信创芯片、操作系统，同时全面支持中间件、数据库、应用软件
等广泛信创生态，打造新基建下安全、可信的云环境。ZStack 信创云平台具备两
大领先功能：新裸金属、异构管理，其中新裸金属功能剔除了虚拟化损耗，使物
理机的计算、网络、存储等资源全部用于应用本身；异构管理，可统一管理不同
CPU 架构的计算节点以及不同的操作系统，目前主流的信创芯片、操作系统已经
全部支持。
产品性能介绍：ZStack 信创版剔除了虚拟化损耗，能使物理机的计算、网络、
存储等资源全部用于应用本身，与此同时，物理机的存储、网络资源与云平台完
全互通，即对于云主机的诸如快照、备份、高可用、安全组、负载均衡、租户工
单审批等操作与服务可全部应用于物理机，同时应用程序也可充分利用物理服务
器的计算、存储、网络性能，且运维与管理体验与云主机一致，大大拓展了信创
云的基础设施能力。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政务行业信创解决方案中，可支撑客户的 PaaS、SaaS
等具体的业务场景，建造满足政务云政策法规、标准法规，且易于运营维护、符
合安全管理的云平台，满足政务云实际业务需求；云安全信创解决方案中，天池
云安全管理平台为云平台提供云安全运营管理视觉，通过天池云安全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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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员可以对云平台的安全产品进行统一管理和分析，实现对云内虚拟安全
设备如防火墙、系统扫描、堡垒机等全方位管理，提供了丰富的拓扑、设备配置、
故障告警、性能、安全、报表等网络安全管理功能；可以对云平台上的安全资源
进行集中、统一、全面的监控与管理，使安全过程标准化、流程化、规范化，极
大地提高故障应急处理能力，降低人工操作和管理带来的风险，提升信息系统的
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ZStack 新裸金属信创解决方案突破了云资源与物理资源
的边界，将云资源下沉到物理机中进行使用，包括云网络、云盘等资源都可以被
物理机直接使用。物理机可以直接使用云平台提供的 VPC 网络，除了与云主机通
信外，高级的网络功能诸如负载均衡、虚拟 IP、安全组等功能都可以直接作用于
物理机；虚拟云盘则可以在云主机与物理机之间任意挂载，保证业务可以在虚拟
资源与物理资源间无缝迁移。
产品四：ZStack Ceph 企业版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ZStack Ceph 企业版
产品功能介绍：ZStack Ceph 企业版是一款分布式软件定义存储产品，具备
业界领先的性能、可靠性和可管理性，能够支持大型企业及运营商实现数十 PB
级以上容量的存储资源池。ZStack Ceph 企业版基于业内领先的强一致性哈希算
法，在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度代码优化，性能随节点数的增加而线性增长，无缝适
应冷热数据切换等各种应用场景的性能需求。
产品性能介绍：ZStack Ceph 企业版基于业内领先的强一致性哈希算法，在
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度代码优化，性能随节点数的增加而线性增长，无缝适应冷热
数据切换等各种应用场景的性能需求。Ceph 企业版还可以实时更改存储卷 QoS，
动态调配性能资源，能够应对潮汐式的应用场景.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适用于云资源池是纯软件+标注 x86 服务器，构建海量、
高扩展性的云存储资源池的场景，该场景中提高存储资源利用率 50%；线性扩容，
性能容量按需增减，投资灵活。支持基于 KVM 虚拟化管理，并充分优化性能与可
靠性。灵活支持超融合与资源池式等多种部署架构。不会被厂商绑定，完美适配
VDI、ZStack 等虚拟化环境。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Ø 1. 产品创新性介绍
Ø 开创了产品化的云计算软件产品先河
Ø 业内首个无缝混合云
Ø 最早适配 ARM 的私有云平台
Ø 国内 FT 技术在 IaaS 层面的首次应用
Ø 业内首个采用了新裸金属技术的私有云

2. 产品亮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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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tack 企业版产品亮点：
Ø 自主知识产权：完全独立自主研发的云平台，不基于任何开源云产品
进行二次开发，核心开源、自主可控。
Ø 快速安装部署：用户可以通过官网下载 ZStack 企业版，30 分钟在物
理服务器上安装好私有云平台。
Ø 一键无缝升级：ZStack 企业版支持用户自助进行版本升级，升级过
程一键完成，无需停止云主机，业务不中断，支持跨版本升级。
Ø 支持利旧，无硬件绑定：任何 x86 架构，支持 CPU 硬件虚拟化的设
备，即可部署 ZStack 企业版云平台。
Ø 云平台高可用：云平台管控面和数据面分离，无单点故障。任何一个
管理节点失联，秒级切换至备用管理节点，云平台业务不受影响。
ZStack Mini 边缘计算一体机产品亮点：
Ø 高可用：双节点结构，借助硬件冗余提供时刻待命的辅助云主机，
在硬件故障时实现自动接管运行，提供最新的容错 (Fault Tolerance) 技
术，确保完美的业务持续性，实现服务不宕机，业务零中断，数据零丢
失。
Ø 功能完善：更轻量的私有云接入点，更丰富强大的统一 IT 管理，
作为 ZStack 的轻量级云平台，涵盖了包括物理机、存储、云主机、镜像、
网络、应用中心、内外部两种备份模式、外部还原、告警消息等功能，同
时兼具 ZStack 稳定高效的系统架构和快速响应的能力。
Ø 功能完善：更轻量的私有云接入点，更丰富强大的统一 IT 管理，
作为 ZStack 的轻量级云平台，涵盖了包括物理机、存储、云主机、镜像、
网络、应用中心、内外部两种备份模式、外部还原、告警消息等功能，同
时兼具 ZStack 稳定高效的系统架构和快速响应的能力。
Ø 弹性扩展：快速响应业务变化，轻松实现自助交付。最小支持一台
ZStack Mini 边缘计算一体机设备，即通过两个节点进行部署。若企业的业
务量较大，或业务进行扩张，可支持扩张至二十个物理节点。
Ø 工业级标准：关键部件平均无故障时间超过 10 年，服务器部件全
冗余，TCO 更低。
Ø 助力边缘计算：使用位于数据物理源的专用计算机，实时处理业
务，做出即时决策，在各个关键市场领域缩短业务等待时间，增强服务响
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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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跬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Kyligence Inc.)
一、企业概况
上 海 跬 智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Kyligence Inc. 公 司 官 网
https://kyligence.io/ ) 成立于2016年3月，是由首个来自中国的 Apache
软件基金会顶级项目（Top-Level Project) - Apache Kylin - 的核心团队组
建，专注于大数据分析领域创新的大数据高科技公司，提供基于 Apache Kylin
的下一代企业级数据仓库及商务智能大数据分析平台和解决方案，从私有部署
到云计算平台，都能使用户在超大规模数据集上获得极速的洞察能力，以释放
数据价值，驱动业务增长。

1. 公司业务简介
基于 Apache Kylin 核心技术，上海跬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致力于提
供下一代人工智能增强的企业级数据分析和管理平台产品，包括私有部署的企
业级产品 Kyligence Enterprise 和云端一站式产品 Kyligence Cloud，以
及多种解决方案在国内外各行业的推广和应用。

2. 公司服务客户
1、建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2、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4、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招商银行
7、光大银行
8、平安银行
9、国泰君安证券
10、宁波银行

二、产品介绍
上海跬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业界唯一提供 Apache Kylin 商业支持及企业
级产品的供应商。在 Apache Kylin 的查询性能、易用建模、无缝集成、非侵入
部署等突出优点的基础上，上海跬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企业用户所关注的实施
效率、安全可控、性能优化、敏捷 BI、系统监控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和增
强，帮助企业以更高效率实现新一代数据仓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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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总体介绍
上海跬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品包括 Kyligence Enterprise 和
Kyligence Cloud 两条产品线。Kyligence Enterprise 是私有部署的企业级产
品，服务于搭建了私有数据中心的客户；Kyligence Cloud 云端一站式产品，服
务于在云平台搭建了数据基础设施的客户。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þ云计算

þ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þ开源云服务

þ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大数据
产品一：Kyligence Enterprise
产品类型：大数据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Apache Kylin, Apache Spark，Apache Hadoop，Apache
Calcite 等
产品功能介绍：Kyligence Enterprise 是基于 Apache Kylin 的企业级大数据智
能分析平台，支持海量数据上的高性能、高并发分析性能，赋能建模师以行业标
准的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方法论架构 DW on Hadoop 解决方案，助力数据分析师
与业务用户快速发现海量数据中的业务价值，驱动商业决策。
产品性能介绍：在 PB 级数据集上亚秒级标准 SQL 查询响应，支持互联网级
的高并发访问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自助式分析场景、多维分析场景、指标平台场景等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等
（2）云计算
产品一：Kyligence Cloud
产品类型：大数据，云计算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Apache Kylin, Apache Spark, Alluxio 等
产品功能介绍：Kyligence Cloud 是云端一站式大数据管理和分析服务，帮助
客户在云端快速构建可无限扩展的大数据分析集群，实现对 PB 级数据的交互式
OLAP 分析和关键业务查询的亚秒级响应，助力业务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快速发
现数据内在价值，驱动商业决策。
产品性能介绍：在 PB 级数据集上亚秒级标准 SQL 查询响应，支持互联网级
的高并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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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场景介绍：自助式 BI 场景、数据即服务场景、云原生数据平台场
景等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广州宝洁 P&G、瑞银集团 UBS、微软等

3. 其他亮点
上海跬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套件中，还提供了 Kyligence
MDX、Kyligence Insight 等组件配合 Kyligence Enterprise 和 Kyligence
Cloud 使用，以简化及优化数据管理和分析的整体使用体验。
Kyligence MDX 为 BI 用户提供了友好的 MDX 标准接口，可以对接
Tableau、Excel，提供统一的基于大数据的业务语义层。Kyligence MDX 的核
心是语义层，它包含了业务分析所需的核心逻辑，包括定义维度、度量、层级
结构、计算度量和命名集等，并支持将这些统一的语义暴露给 BI 分析端。
Kyligence Insight 是一个统一的自助式分析工具，基于 Apache
Superset，与 Kyligence Enterprise 和 Kyligence Cloud 紧密集成，
Kyligence Insight 提供丰富的数据可视化和自助式服务工具，帮助业务用户
和分析师轻松地分析和获取大数据。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预计算加速
在企业版核心产品及开源 Apache Kylin 中都使用了预计算技术把海量数据
上的 OLAP 分析加速到亚秒级。预计算事先将数据按维度组合聚合，保存结果为
物化视图。经过聚合，物化视图的规模将只由维度的基数决定，而不再随数据
量的增长而线性增长。以电商为例，如果业务扩张，交易量增长了 10 倍，但只
要交易数据的维度不变（供应商/商品数量等几乎不变），聚合后的物化视图将
依旧是原先的大小。查询的速度也将保持不变，即查询速度相对数据量是 O
（1）的。

预计算优势
统一语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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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维数据模型在统一平台定义和管理业务语义层，可以帮助企业统一
管理数据资产，并对业务提供统一的数据服务。用户只需基于数据源中的表、
列等技术语言定义数据模型，并设置维度、度量、层级等业务概念，以及概念
明确的业务名称，就可以面向应用端提供业务友好的服务接口。在产品中，用
户可以通过简易的 UI 交互，或高级 MDX 语言定义语义层的数据模型，并通过标
准的 SQL、MDX 或 Rest API 接口与应用集成。
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OLAP 中业务人员非常熟悉的语义信息（维度、度
量、层级结构等）可以在终端 BI 工具中复用。传统的 BI 架构中，语义信息存
在于 BI 工具层，而统一语义层使得语义信息可以原生基于大数据架构而不需
要基于每个 BI 工具再单独开发割裂的语义信息。

统一语义层架构
云原生架构
目前 Kyligence Cloud 支持在以下平台进行云上快速部署：AWS 中国、
AWS Global、Azure 中国、Azure Global。Kyligence Cloud 可无缝对接多种
云上原生数据源，包括对象存储如 Azure Blob Storage、AWS S3 等，数据库/
数据仓库如 Azure SQL Database / Synapse 、Snowflake 等，无需额外开发工
作。
通过 Kyligence Cloud 在线服务，用户可通过简单直观的图形化部署界面
自定义模板一键部署 Kyligence 软件及所需基础设施资源，实现全球云平台分
钟级极速部署，大大加速系统上线时间。此外，Kyligence Cloud 充分发挥云
端的弹性计算特性，可根据系统负载快速自动伸缩集群资源，满足高性能高并
发要求。相比为静态最大负载创建的系统相比，实现性能与成本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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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架构图

2. 产品亮点介绍
超高查询性能和并发度
因为预计算技术的引入，本产品的查询过程不再扫描原始记录，而是通过
预计算预先完成表的关联、聚合等复杂运算，并利用预计算结果执行查询，所
以其速度相比非预计算的查询技术一般快一到两个数量级左右。并且在超大的
数据集上优势更明显。当数据集达到千亿乃至万亿级别时，Kyligence
Enterprise 和 Kyligence Cloud 的查询速度甚至可以超越其他非预计算技术
1000 倍以上。

Kyligence Enterprise vs. Spark SQL 基准测试结果
同样由于预计算机制，当业务场景需要进行高并发查询时，只需要扩展
Kyligence Enterprise 和 Kyligence Cloud 的查询节点，即可实现线性扩展。
在采用 SSB 标准测试集的测试过程中，50 个并发线程，单查询节点连续测
试 12 小时的 QPS（每秒查询率）统计的结果为，平均 QPS 81.64，最高可达
88.6 。而其他的查询引擎产品因为所有计算都在查询时完成，需要调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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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集群的资源才能完成查询，通常 QPS 极限在 20 左右。而且扩容成本较
高，需要扩展整个集群。
AI 增强引擎
产品内核提供了一个 AI 增强引擎，可以基于用户的分析行为历史向用户推
荐所需的数据模型和预计算索引，帮助用户显著降低建模和预计算调优的技术
门槛。
Kyligence Enterprise 和 Kyligence Cloud 支持导入 SQL 语句自动生成数
据模型，从而降低建模学习成本，大幅度提升用户建模和查询的效率。

Kyligence Enterprise 智能建模
除了智能建模以外，AI 增强引擎还会分析用户的查询行为历史，并自动匹
配模型，提供调整模型的优化建议，如增删维度或度量、新建可计算列、新建
优化某些查询的预计算索引。

建模优化建议
无缝集成 BI
产品提供标准 ANSI SQL 上的 JDBC 和 ODBC 驱动程序，所有支持 JDBC 和
ODBC 的应用都可以通过驱动程序连接产品。主流的 BI 工具都可以通过 JDBC 和
ODBC 接口从产品中获取数据，实现大数据的交互式可视化分析。
目前产品兼容的 BI 工具如下：
l Tableau
l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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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l

PowerBI
Cognos
MicroStrategy
Qlik
SmartBI
FineBI
FineReport
Apache Zeppelin
Apache Superset
SAP BO
OBIEE

使用 Excel 多维透视表分析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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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卓朗科技是国内领先的信息化和网络安全服务企业，致力于改善人和机器的
工作，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数字智能城市，满足人民幸福生活，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
我们面向智能城市和智能制造等领域，为企业、政府和各类组织提供安全可
信、稳定可靠、智能开放和有竞争力的产品、服务与解决方案，同业务伙伴开放
合作，持续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释放机器潜能，丰富个人
工作，激发组织创新。我们是中国云计算公司 500 强企业、天津市服务业百强企
业。

1. 成立背景
2009 年，带着“打造工业软件的民族品牌”这个初心和情怀，刚刚大学毕业
的公司创始人张坤宇在天津创办了卓朗科技。
2017 年卓朗科技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600225.SH）完成资产重组，成
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天津市红桥区湘潭道，占地 2 万平方米。在北京、吉林、辽宁、
江西、新疆、河南、陕西、四川等地设立了子公司和研发机构。
公司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
发展动力，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公司的创新创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李长春等曾先后到企业考视察，鼓励我们为行业输出更多的优质 IT 服务，
为民族工业软件产业的崛起贡献青春力量。

2. 公司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有五个业务板块，分别是：基础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互联网
数据中心建设与服务、云计算和信息安全服务。

3.公司服务客户
1、力神集团
2、南开大学
3、中国中车集团
4、河北大学
5、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二、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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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努力做客户身边卓越的信息
技术合作伙伴。通过卓越的技术和服务，我们把高品质的数字科技带给每一个人
和每一个组织。我们为客户交付安全可靠、智能开放的 ICT 基础设施，为云服务
客户提供安全可信、稳定可靠的云基础架构软件和服务，帮助行业客户选择最适
合的技术，构建复杂业务系统和应用软件。持续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为客户
创造价值，释放机器潜能，丰富个人工作，激发组织创新。

1. 产品总体介绍
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包含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与云计算服务
多个领域。涉及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物联网与大数据多方面应用场景，具备完
整的数据中心交付、虚拟化平台建设、视频云服务、大数据软件平台开发能力。
卓朗昆仑云是卓朗科技投入大量资源、围绕以虚拟化及“云计算”基础架构软
件为核心的云基础软件产品，旨在发展云计算基础技术平台，开发云计算核心底
层构件及应用软件，并为企业级用户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计算基础软件产
品及行业解决方案。目前，卓朗昆仑云基于开源技术的推出的卓朗昆仑云·私有
云通用版、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已经为大型企业、高校、医疗、运营商、
制造业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行业，提供了高质量的云基础软件服务及解
决方案。
卓朗数据中台产品有朗数、朗图（Latour）。朗数：是卓朗科技自主研发的一
款面向企业应用的轻量级、开放式、一站式大数据中台产品，旨在帮助用户快速
收集数据、整理数据、构建数仓并进行数据服务及数据资产管理；朗图（Latour）
是卓朗科技自主研发的一站式数据可视化自助分析平台，旨在无需编写代码的情
况下，帮助非专业人员对接多种类型数据源，智能配置图表组件，通过图形化界
面、拖拽式操作轻松搭建超高专业水准的大数据可视化应用平台。
卓朗网络靶场系列产品有朗盾网络空间安全靶场、朗阵网络空间安全靶场。
朗盾网络空间安全靶场：通过可视化的场景编排、仿真工艺流程、工控安全教学
及攻防演练等功能，提高用户的网络安全意识以及应急响应能力，为企业培养实
战型工控网络安全人才；朗阵网络空间安全靶场：实现了虚拟环境与真实设备相
结合的虚实结合组网技术，能够模拟仿真网络攻防环境为培训教学、攻防技术研
究和攻防对抗演练提供验证实验场地。

2. 产品分类介绍
本节应分类介绍产品，例如可分为数据库、云计算、中间件、安全、大数据、
操作系统、基础开发框架。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R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R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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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服务

R开源云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云计算
产品一：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OpenStack
产品功能介绍：
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是基于业界主流的 OpenStack 开源技术、为客户
单独使用而构建的基础设施平台。平台上承应用、下启信息基础设施，实现了软
硬件功能的云化，使云数据中心成为信息基础构件，并按实际业务需要，提供弹
性的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同时，平台还可以满足国产化硬件适配、公有云对
接、多云管理等场景化需求。
硬件设施

云资源服务

运维管理
云主机管理（热迁移、高可用、资源扩容、克隆 ... ... m o re 50+)

概览
物理机

TO P 5

镜像管理（分享码创建、可见性、受保护......m o re）

云盘管理（创建镜像、挂载主机、云盘扩展... ...m o re）

可用域

云数据库

弹性伸缩组

资源编排

多集群管理

亲和组

密钥对

云盘加密

定时任务
定时器
告警策略

平台管理

网络服务

告警规则

部门管理

V P C 网络

虚拟交换机

虚拟网卡

安全组

云路由

浮动IP

端口转发

防火墙组

防火墙规则

防火墙策略

负载均衡

监听器

p oo l

健康检查器

QOS

DH CP

网络探针

公网

L7策略

安全模式

网络拓扑

迁移服务

用户管理

服务监控

角色管理

日志管理

标签管理
授权中心

高级服务

全局设置

告警消息

V M w are纳管

裸金属服务

首页监控

大屏监控

计量计费

流程审批

IP V 6

灾备管理

基础架构平台支持
CPU

虚拟化

分布 式存储
裸机

X 8 6/A R M /M IP S

K V M | V M w a re

商业存储

SD N

安全

V LA N |V xL A N |N F V

等级保护三级

本地存储

G P U / FP G A
C ep h

S A N |N A S

产品性能介绍：
1、异构计算资源统一管理：提供统一、良好的 UI 界面，支持对物理机、裸
金属设备等物理资产的统一管理，便于管理用户进行资源审计，同时支持对相同
性能的服务器进行逻辑划分，保障异构资源管理。
2、虚拟化服务：提供丰富、完善的虚拟化服务，简化对云主机的创建，用
户可对云主机进行 50+种操作，应对实际业务进行灵活扩展，使云主机无限接近
于物理机的功能操作，甚至在功能上更加优越。
3、高可用支持：支持物理机高可用、服务高可用及虚拟机高可用服务，实
现高可用和高可靠的性能保障，提供业务层、数据层、基础架构层和数据中心层
的多活能力和安全保障。
4、多维存储：提供块存储、文件存储、对象存储等多维存储服务满足业务
数据、海量文件及传统企业数据存储的解决方案，应对不同业务场景，保障资源
充分利用。
5、数据安全：提供高可用安全策略，采用多副本机制，服务器宕机不影响
用户使用，硬盘损坏不会造成数据丢失，提供容灾备份自动策略，数据支持本地
备份、秒级快照、一键迁云、数据加密、异地容灾等功能保障数据全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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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础网络隔离：支持构建 VPC 专有网络，逻辑上默认 100%安全隔离。
用户可自助管理，按需配置网络，管理员可全局创建多个公网，多条线路满足用
户业务的多样性接入需求。
7、网络安全：支持配置防火墙组，管控 VPC 网络南北向流量，提高内部网
络的安全性。设计上采用 DVR 分布式路由，减少网络瓶颈节点，保障网络持续
可达。端口提供安全模式，防止 IP/CIDR 伪造和 ARP 欺骗，多类网络屏障保护
网络安全。
8、负载均衡服务：通过设置负载均衡器，按照提供的多类算法，保证每台
虚拟机工作在最优的负载状态，合理有效地使用计算资源，扩展应用系统对外的
服务能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应用容错。
9、vCenter 纳管：针对用户已经部署 VMware 环境，私有云平台支持通过
VMware 提供的公开 API 接口纳管 VMware 环境内的云资源，也可通过 V2V 迁
移进行整机接管，完成对其资源内的使用操作，实现多虚拟化平台的统一管理。
10、日志服务：提供多租户日志管理，用户可根据权限约束看到权限范围内
资源操作的日志信息，并可以进行操作跟踪、数据监控、数据溯源，支持多维度
的混合查询，灵活方便。
11、智能监控：提供智能化告警监控、服务监控，可对平台内资源、OpenStack
组件服务的状态进行监控，存在异常时支持邮件及站内消息实时推送。
12、裸金属服务支撑业务创新：裸金属服务器提供专属的云上物理服务器，
计算性能与传统物理机无差别，提供完全自主隔离的裸金属主机及裸金属网络，
使用体验完全等同于虚拟机，又具有安全物理隔离、分钟级交付等特点，支持业
务创新扩展。
13、计量计费：提供云平台服务的秒级计费功能，支持不同规格资源的计费
策略，定时调整计费策略，可分级查看、导出资源用量使用报表，了解项目整体
的消费情况。
14、企业服务：采用 RBAC 科学化地进行人员分层，保障资源的划分使用，
同时采用三权分立设计，各类管理员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并行完成对系统的使用
和监督，灵活定制角色，增加安全性和灵活性。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一体化运维：提供图形化运维部署工具，可进行自动化快速部署，支持
专业的 7*24h 代运维服务，减少大量人力投入，避免系统频繁瘫痪造成的业务中
断，支撑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2、多云管理：可接管传统架构数据中心的部分已上云业务，同时完成剩余
业务系统阶段性上云，打通多个物理、逻辑区域间的资源壁垒，满足多租户在同
一域下使用的需求场景，提供多云、多区域、多租户的统一管理平台。
3、成本控制：重新整合物理资源，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满足支撑运行
更多操作系统与服务，平台提供秒级计费功能，内置计费模板，减少 IT 建设投
入成本，开箱即用，敏捷高效。
4、创新业务扩展：为了满足业务发展及企业转型需求，提供先进的技术架
构支撑，采用裸金属服务，混合云服务，平台资源可无限横向模块化扩展，保障
未来新业务发展。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私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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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平台能够统一纳管现有服务器，平稳迁移 Web 页面、数据库、邮件服
务、多媒体直播等业务；采用 Ceph 分布式存储平台，解决现有海量音视频数据
安全存储与读取问题，保障正版作品知识产权；提供裸金属主机承载 Oracle 数据
库及流媒体播放服务，支撑业务规模。新应用测试环境完成测试后，可一键发布
至生产环境上线，提高部署效率。基于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解决方案，创
建一个可知可控的 IT 环境，保证信息系统的各类业务应用系统可靠、高效、持
续、安全运行，服务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
产品二：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 Kubernetes
产品功能介绍：
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是基于 Kubernetes 基础之上进行二次研发的企业
级 PaaS 管理平台，采用开源的容器编排技术引擎，整合并优化了多个适用于容
器场景的功能模块，形成完整的解决方案，有效帮助政企用户轻松应对敏捷开发、
自动化运维、微服务治理、应用编排等业务场景。
微服务

应用管理

D evO p s

自动化运维

平台安全

服务治理

应用编排

流水线

监控

R B A C 鉴权

服务路由

应用部署

构建镜像

事件/告警

多级组织管理

流量监控

应用管理

自动部署

日志管理

配额管理

流量拓扑

H elm 应用模板

镜像扫描

健康检查

第三方登录认证

调用链分析

自制应用

镜像仓库

水平伸缩

操作审计

容器管理
容器调度

容器网络

容器存储

容器高可用

集群管理

多集群纳管

节点管理

存储管理

产品性能介绍：
1、智能监控告警服务：通过自主研发的 APM，能够更全面准确地监控服务
运行状态，智能预警功能，保证服务稳定运行。
2、应用服务生命周期管理：通过一整套自动化工具实现应用服务代码打包、
部署、发布，实现应用服务从代码到部署、发布、更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降低
使用难度与服务上线周期，节省开发运维成本。
3、统一运维体系：提供独立的运维管理平台，统一运维管理，包括如运维
监控、配置管理、组件健康概览、平台扩容等完整的运维管理工具和服务。
4、支持多数据中心资源统一管理：支持多数据中心的资源调度和编排，保
证业务的高可用。
5、应用市场：容器云平台，应用市场内置了常用的应用模板，如大数据应
用、数据库应用、消息中间件、缓存服务等，并支持用户自定义应用的导入导出，
一键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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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微服务治理：多种微服务架构(SpringCloud、Dubbo、ServiceMesh 等)统
一管理，支持流量治理、微服务监控、灰度发布等完整的微服务治理方案，降低
系统复杂度。
7、灰度发布：为应用系统提供滚动发布、蓝绿发布、金丝雀发布等多种发
布策略，降低应用系统的发布风险，提高应用系统容灾能力。提供可视化界面，
简化发布策略配置，助力业务快速创新。
8、图形化编排服务：图形化拖拉拽方式构建复杂应用编排，无需编程基础
就可操作。
9、完整的 DevOps 服务：提供完整的 DevOps 服务，屏蔽开发和生产环境差
别，通过持续集成，持续发布，缩短发布周期，提高开发、测试、部署、运维效
率，助力应用快速响应业务变化；可视化流水线功能，满足不同业务的定制化需
求。
10、弹性伸缩：根据应用系统的负载对容器配置和数量秒级无缝扩容,保证应
用业务高峰并发时的高可用性；业务低峰时回收资源，提升平台资源利用效率。
11、多存储类型支持：方便用户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后端存储。
12、GPU 支持：多用户之间可以按百分比共享或独占 GPU 资源，方便深度
学习的开发和生产。
13、支持混合云编排：支持公有云、私有云的异构编排部署，也支持容器与
虚拟机的多资源类型混合编排，可灵活利用 IaaS 层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实
现 PaaS 平台的自动扩缩容。
14、安全升级：支持用户应用的安全扫描，找出安全漏洞并提供修复建议。
针对安全要求更高的用户，提供安全容器，既享受容器服务的方便快捷，也实现
了虚拟机级别的安全保护。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利用容器云提供的开发流水线服务，开发人员提
交新代码之后，可立即进行构建、（单元）测试、部署，极大地提高了软件发布
效率。
2、微服务架构应用：提供微服务的流量治理、服务发现、服务监控、灰度
发布等全套微服务管理工具，可将传统分布式服务继续拆分解耦，形成一些更小
服务模块，应用迭代更加高效。
3、机器学习应用：将原本多个项目和参与者的零散生态系统，进行统一封
装,得到一个具备一致性且可移植的机器学习开发环境，并通过平台管理功能，轻
松实现跨部门协作和资源扩展。
4、混合云场景：支持多数据中心的混合云场景，用户可以利用容器的快速、
可移植等特性，方便的在混合云中发布自己的应用。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解决方案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了基于容器
技术的多云管理平台。在用户实际使用环境中，部分更新频繁或负载较高的业务，
通过容器化的方式部署，利用容器云的 DevOps 和灰度发布等，实现了服务的快
速更新迭代。对负载较高的业务，通过容器云的水平伸缩功能，极大的提高了服
务的稳定和可用性。同时配合运维监控、故障自愈等能力，降低了运维成本和难
度。
（2）大数据中台及可视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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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一：卓朗朗数大数据中台软件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hadoop-2.8.3，hive-2.3.7，spark-2.3.2，flink-1.10.0，zookeeper3.4.6，elasticsearch-7.6.1，flume-1.9.0，sqoop-1.4.7，hbase-2.1.0，kafka-1.1.0
产品功能介绍：
卓朗朗数大数据中台软件为基于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采集、
存储、开发、开发加工、治理并形成数据资产面向多业务部门、企业、政府提供
数据服务的一站式大数据中台。强度数据业务化，通过汇聚整合、建模处理持续
使用数据、产生智能、为业务服务，实现数据价值变现。其包括：
1、平台管理中心功能
平台管理中心功能包括数据接入、资源管理、配置管理用户管理、系统管理
等功能，实现包含关系型数据库、时序数据库等多种数据源的接入管理以及平台
组织结构、用户角色、用户权限等配置管理。
2、数据治理中心功能
数据治理中心功能包括数据模型设计、数据标准设计、码表设计、数据质量
管理等功能，提供数据标准化、规范化的一系列数据治理流程，帮助政府部门、
企业从顶层规划数据并保证有效落地。
3、数据开发中心功能
数据开发中心功能包括数据同步、数据开发功能，对离线数据、实时数据实
现同步及拓扑开发、函数开发等工作。
4、运维监控中心功能
运维监控中心功能包括离线运维、实时运维两个功能，分别针对离线数据和
实时数据实现在数据开发过程中的数据监控以及任务调度等管理功能。
5、数据资产中心功能
数据资产中心功能包括数据编目管理、血缘分析、数据地图、主数据管理等
功能，实现资产目录、血缘分析等多维度对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帮助政府、公司全
面了解“家底”情况。
6、数据服务中心功能
数据服务中心功能包括数据服务开发、数据服务管理、应用管理功能，旨在
为企业搭建统一的数据服务总线，帮助企业统一管理对内对外的 API 服务，通过
对为数据需求方建立对应的应用然后为其授权所需的 API，实现对数据服务能力
的统一管理。
7、数据安全中心功能
数据安全中心功能包括安全类分级、安全策略管理、资源权限管理，实现数
据安全分类、安全脱敏并对作业及列级别进行权限管理。
产品性能介绍：
1、权限控制：支持字段级权限控制。
2、支持常见数据存储组件的元数据采集。
3、支持 15+种数据源的数据对接，覆盖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
4、支持 7 种数据脱敏算法和策略。
5、支持 300 以上节点的集群规模。
6、支持不停服务的情况扩容或者减容。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解决为因建立多业务系统导致“数据孤岛”问题的企业或政府机构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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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通过数据开发、数据治理等工作，形成企业或者政府机构的数据资产，并
服务于前端业务应用。
2、通过大数据技术，采集 PB 级的结构化、非机构化数据，通过数据清洗、
存储等功能，实现有效数据检索、无效数据处理并以 API 服务接口方式面向多业
务系统提供数据服务。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1、中国中车：大数据智能运维预警分析平台采集各路线的车辆的组件设备
信息并通过统一通用技术将各类数据归一化；对数据进行接入、清洗、整合，实
现将原始数据加工为生产数据；AI 模型实现对逆变模块、制动系统等健康情况
进行评估分析并以可视化图表分析展示，并智能预警。通过对系统体系结构进行
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系统和部件的通用性, 进一步缩短维修周期和降低寿命周期
费用。同时加强轨道交通设备管理系统和现有资源的整合，通过数据治理沉淀数
据资产。
2、国网青海电力：国网青海大数据平台实现集中采集新能源集控、水电站、
管理中心等数据从数据资产角度出发，重新编目整理，定义数据标准，结合电力
业务需求建立数据仓库。通过数据平台满足运维监测及时响应、从安全/效益/成
本满足设备检修员诶，帮助电力行业提升运营效率和改善客户体验 。
产品二：朗图数据可视化软件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开源软件 mysql、redis、robbitmq
产品功能介绍：
1、数据源功能
数据源可实现对 Mysql、Oracle、Exceld 等多种数据源的链接管理，并通过
拖拽方式建立数据集，进而对其进行计算、分列等操作。通过创建透视表、桑
吉图、GIS 地图等内容建立组件并形成可预览、可分享、可导出的仪表盘。
2、数据集功能
数据集功能主要管理对接数据源，创建数据集以及对数据表进行再编辑形
成新数据集的管理，为图表组件的配置提供数据基础。
3、组件管理功能
支持创建透视表、柱状图、折线图、面积图等 40 多种组件通过自由拖拽方
式智能配置行、列指标，并对图例、字体、颜色等进行个性化设置。
4、仪表盘功能
支持以拖拽方式将图表组件添加至仪表盘中，并通过自由设置仪表盘内组
件布局来创建仪表盘。通过主题选择、背景自定义设置、组件全局控制等帮助
业务员快速制作专业可视化内容。
5、故事集功能
支持故事集样式、自动轮播、个性化页面集动画配置以及发布故事集等功
能，为用户提供一个用数据可视化、“讲好一个故事”的工具。
6、驾驶舱功能
在驾驶舱内自由设置背景、主题样式，可拖拽元件到任意位置，支持单个
图表元件、属性及分层设置等功能，驾驶舱可发布成网址链接，共享给其他
人。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绘制界面炫酷的驾驶舱的工具。同时支持在此基础上
增加 3D 模型，构建 3D 驾驶舱。
7、大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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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大屏设计端设计个性化大屏内容，PC 端调试数据的配置并播放大
屏文件， pad 端进行连屏交互操作。为有大屏展示需求的用户提供了一个
DIY 设计数据可视化 大屏的工具。
8、资源站功能
资源站功能支持用户可对仪表盘、故事集以及驾驶舱进行发布到资源站，
共享给其他用户进行查看。帮助用户协作办公的数据可视化共享平台。
产品性能介绍：
1、海量数据查询处理
支持分布式交互查询和数据库直查双引擎架构，完美支持百万数据的秒级响
应。
2、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提供 10 种数据处理节点，仅需拖拽即可编排数据预处理流程，灵活构建跨
库、跨源数据模型。
3、自助式数据探索分析
用户自助进行数据探索分析，支持多种分析视角和分析手段，可快速构建
中国式复杂表格、图表分析、数据查询等。
4、丰富的页面交互
60 个图表组件、20 个页面交互逻辑，多维可视化编排，自由拖拽实现任何
交互效果。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仪表盘满足社区组织、中微企业进行数据分析，
2、故事集满足工作人员、公司集团进行日常工作汇报。
3、驾驶舱、大屏满足政府、公司等组织机构进行指挥大厅、中心大屏等综
合信息展示。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1、智慧城市：
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利用丰富的城市数据资源，对城市进行全局的即时
分析，最终灵活的用统计图表的形式进行数据可视化的展现，提高信息实时处
理能力及感应与响应的速度，增强数据统计的业务弹性和连续性，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打造属于中国的新型智慧城市。
2、智慧公安：
公安大数据综合应用平台为省公安局建立大数据云中心，存储案件相关各
类数据以及第三方业务系统相关数据，深度挖掘并分析；接入视频数据，实现
人脸抓拍、精度匹配与轨迹检索，打破传统搜索模式；全面串联人、车、设备
信息，通过深度分析实现情报分析、警情预判，提高警务效率。旨在实现多警
种、多业务、多系统在空间、人员、机制上的融 合，实现“平、战、演”相结
合的智慧警务效能。全面整合、梳理与案件相关的各类的各类资源数据，实现
以单警种作战、传统技战法为支撑的侦办模式向多警种合成模式的转变。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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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一：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
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在开源基础之上，修复大量 bug，产品功能成熟，
具备生产级别的稳定性。在产品性能上，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进行了性能
调优，优化调度算法，使产品更易于用户操作。此外，产品还自主研发了一些列
功能，能够轻松应对企业级用户各种复杂应用场景，满足高可用性、
ipv6_ndp_proxy、弹性伸缩组、态势感知等等，产品化更智能、更好用。
产品二：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
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在开源技术基础上，修复了社区版 kubernetes 部
分 bug，增加了管理层级，kubernetes 原生只支持 namespace 一个层级管理，我
们支持部门（namespace）
、项目两个层级；增强了多集群管理的能力，支持独占
集群和共享集群；在 kubernetes 做了功能扩展和增强，如 GPU 管理，开源
kubernetes 只支持按显卡数量分配，我们支持多实例共享同一显卡，按显存分配。
此外，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还增加了很多周边服务、如集成了 CI/CD 组
件、多种微服务架构支持、图形化管理、告警监控、安全审计等，功能更加完善。

2. 产品亮点介绍
产品一：卓朗昆仑云·私有云通用版亮点介绍
1、易用：自动化安装部署简单、运维简单、UI 操作交互简单，功能简单易
用。一套界面统一管理，打通了项目、管理、以及不同区域间的界限，可随意切
换使用。
2、兼容：支持包括 X86、ARM、MIPS 在内的主流硬件。全面支持 OpenStack、
Kubernetes 等开源技术，同时也支持 VMware。
3、灵活：支持通用云主机、高性能云主机、裸金属主机、GPU 云主机。模
块组件化，按需使用，任意组合。配置负载均衡器将访问流量自动分发到多台云
主机，扩展应用系统对外的服务能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应用容错。
4、扩展：可依据业务压力弹性扩展云主机资源，满足不同业务阶段对于性
能和存储空间的需求。提供开放 RESTFUL API 接口,便于实现整体应用架构智能
化、系统化，让系统运维管理更高效便捷。
产品二：卓朗昆仑云·容器云通用版亮点介绍
1、提高资源利用率：容器以更细粒度划分资源，可最大限度发挥物理机性
能，使应用充分使用资源，减少基础设施成本。
2、弹性伸缩，易扩展：秒级弹性扩容，快速响应海量并发，轻松实现集群
规模扩容和多集群纳管，保证业务高可用。
3、支持敏捷开发：集持续集成、持续部署、持续交付等功能为一体，实现
跨部门的高度合作，满足一次交付、任意部署。
4、功能完备，开箱即用：整合了 Kubernetes 集群管理、监控告警服务、容
器故障自愈、自动弹性伸缩、镜像仓库服务等功能，开箱即用。
产品三：卓朗朗数大数据中台软件
1、全链路的数据采集、计算、存储、加工的安全技术中台软件
朗数满足从数据规则、标准制定、数据同步开发、数据治理、数据发布的全
链路数据治理工作，并在过程中保障数据安全，形成数据资产沉淀。
2、可视化操作，降低技术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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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视化方式进行三层级数据映射同步、数据开发等工作，弱化代码技术要
求以图形化方式完成数据开发治理工作。
3、安全可控的数据应用服务
连接不同的业务满足字段级业务数据发布共享，支持 kerberos 认证对请求用
户、请求字段、返回参数以及应用时间做到精准安全控制，保障数据的高可用、
高安全性。
产品五：卓朗朗图大数据可视化软件
1、Unity3D 模型技术
专业 Unity3D 团队建模构建城市场景、地球、数据中心、工业园区等 3D 场
景，并支持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定制设计。
2、数据分析维度全、广
支持 40 余种图形化组件满足切片、交叉、排列等多维分析需求，同时内嵌
AI 算法，智能匹配图表类型优化展示效果。
3、数据安全可控
“组织+用户+权限”整套管理机制，保障大屏制作、数据共享、大屏发布的
安全可控。
4、满足多场景需求
满足社区组织、中小微企业日常数据分析需求；满足工作人员、公司集团的
日常工作汇报；满足政府及企业在指挥大厅、中心大屏的综合信息展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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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网易数帆
一、企业概况
网易数帆源自网易杭州研究院，是网易数字经济的创新载体和技术孵化器，
致力于成为领先的数字化转型基础软件提供商，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力。

1. 成立背景
依托网易集团二十余年互联网技术积累，网易数帆聚合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化技术，聚焦提供数据智能、软件研发、基础设施与中间件等
基础软件，致力于帮助企业客户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
网易数帆持续提供开放、稳定、安全、高效的基础技术平台和完善的数字生
态体系，通过持续创新实践，以客户为导向，发展出网易轻舟、网易易数、网易
易智、网易易测等 4 大产品线，提供各项产品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涵盖零售、
金融、制造、电商、教育、物流等多行业领域。

2. 公司业务简介
1. 网易轻舟，基于云原生技术构建的软件生产力平台，将网易在软件生产
领域的长期实践固化为标准产品，推出微服务、混合云、中间件和低代码开发四
大产品体系，帮助用户提升软件全生命周期的端到端能力，使得用户可以更聚焦
于业务，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业务的快速变化。
2. 网易有数，网易数帆旗下大数据品牌，团队核心成员来自网易数据科学
中心，凭借集团强大优势以及团队专业能力，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全链路数据产品
和服务，推出数据分析及可视化、数据研发、数据治理、数据服务化等系列产品。
3. 网易易智，网易数帆旗下人工智能业务品牌，产品主要聚焦于智能语音
语言和计算机视觉等领域，基于多年的行业深耕，积累出丰富的技术成果与落地
应用经验；推出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文字识别、视频分析等 AI 产品，助
力企业智能化升级。
4. 网易易测，基于网易 10 年质量效能经验积累，为企业提供测试管理，UI
自动化测试，接口自动化测试，性能压测等整体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建立健全质
量效能体系。

3. 公司服务客户
截至目前已服务零售、金融、制造、传媒、电商、教育、物流等多个行业百
余家头部客户，包括德邦快递、百胜中国、名创优品、温氏股份、浙江大华、工
商银行、浙商银行、深交所、浙报集团、华数传媒、南方报业、南方电网、海亮
教育等。

二、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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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重点详尽描述，技术与业务结合，企业产品如何助力业务提升与创新，
如何解决企业痛点和难点，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此处可以有几句统领性
描述。

1. 产品总体介绍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R大数据

□操作系统

R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务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云计算
产品一：轻舟容器平台
产品类型：商业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Docker
产品功能介绍：轻舟容器平台是基于云原生打造的企业级容器 PaaS 平台，
支持多租户、多集群管理，提供多种便捷可靠的网络及存储方案，支持与用户的
基础设施网络和存储系统整合，并提供企业级镜像仓库、分布式日志管理。
产品性能介绍：单集群调度规模 30000+节点，裸机容器性能提升 20%+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微服务应用，DevOps，混合云，容器应用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浙江大华，考拉海购
产品二：轻舟微服务框架
产品类型：商业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Spring Cloud，Dubbo，gRPC
产品功能介绍：轻舟微服务框架 NSF 是基于云原生技术的微服务管理平台，
提供完整的服务治理能力，支持 Spring Cloud、Dubbo 和 Service Mesh 等微服务
架构，通过无侵入接入技术，助力企业快速转型微服务架构。
产品性能介绍：支持单节点 20,000 个服务实例同时在线，支持水平扩展，并
提供 99.99%以上的可用性。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应对互联网业务流量；复杂系统的迭代管理；灰度发布。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德邦快速，浙江大华，申万宏源
产品三：轻舟 Service Mesh
产品类型：商业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Istio，En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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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介绍：
轻舟 Service Mesh，是网易轻舟云原生平台的核心组件之一，
采用定制 Istio+扩展 Envoy 的技术方案，在注册发现、服务通信、平滑迁移、API
网关、性能优化和 Sidecar 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优化工作。
产品性能介绍：针对 Service Mesh 引入 Sidecar 多 1、2 跳代理所产生的的延
时，轻舟团队从网络、协议栈、流量路径等方面入手优化，先后实现了对容器网
络、网络协议栈切换、流量路径缩短 3 大方面的优化，综合延时优化较原生提升
50%以上，满足业务大规模生产落地的性能需要。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应对互联网业务流量；复杂系统的迭代管理；灰度发布。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网易严选，网易传媒，百胜中国
产品四：轻舟 API 网关
产品类型：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Istio，Envoy
产品功能介绍：轻舟 API 网关是提供服务开放和共享的企业级 PaaS 平台，
提供发布管理、统一认证鉴权、流控、协议转换、服务审计等功能，帮助用户实
现内部多系统间，或者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实现跨系统、跨协议的服务能力
互通。
产品性能介绍：转发、代理性能较传统 Java 异步化 API 网关实现提升 5 倍，
较传统 Nginx+OpenResty 的 API 网关实现提升 2 倍；延时降低 50%以上；Lua 扩
展插件性能较 Envoy 原生提升 50%以上。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将企业内部服务能力以标准 API 的形式开放给外部合
作伙伴或第三方；内部业务集成；交付标准化。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网易传媒，网易严选，百胜中国，深交所
产品五：轻舟日志服务 LogSeer
产品类型：商业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Filebeat
产品功能介绍：轻舟日志服务是一站式日志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统一采集、
管理海量日志，提供日志采集、清洗、存储、检索、监控、告警等多项功能，辅
助开发测试及排障工作，提升运营效率。
产品性能介绍：日均收集日志约 4 亿条，峰值 2 万+条每秒，日志秒级可见。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实时海量日志查询与全量数据挖掘；日志解析与异构日
志内容规范化；业务监控与实时告警。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网易严选，网易云音乐，德邦快递
产品六：轻舟 Kubernetes 增强套件
产品类型：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Docker，Cilium
产品功能介绍：支撑 Kubernetes 发行版以及周边各种组件的维护，提供各种
运维和异常情况的分析和解决方案支持，及性能、故障诊断。将日常排障经验，
抽象成流水线的操作，并提供大量流水线组合模板。
产品性能介绍：已知故障的自动处理率达 80%。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日常排障流水线，已知故障问题自动诊断和恢复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网易传媒，网易严选
（3）中间件
产品：轻舟中间件
产品类型：商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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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MySQL，Redis，Kafka，Elasticsearch，
RocketMQ，RabbitMQ，ZooKeeper
产品功能介绍：轻舟中间件是基于 Kubernetes 构建的云原生 PaaS 平台，
提供基于容器的数据库、缓存、消息等高 SLA、高性能、低成本的分布式中间
件。支持混合云/多云部署、运维自动化、故障自愈等云原生特性。帮助企业构建
容错性好、易于管理、易于观察、易于扩展的中间件 PaaS 平台，彻底解决企业
中间件存在的 SLA 保障难、运维难、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
产品性能介绍：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适用于数字化转型、业务中台、工业互联网、集团云、
行业云等多种场景。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网易严选，网易云音乐，网易传媒
（3）大数据
产品一：有数大数据平台
产品类型：商业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Hadoop，Spark，Flink，Impala，HBase，Kudu，Kubernetes
产品功能介绍：网易有数大数据平台是一站式大数据应用开发和数据管理平
台，主要提供大数据存储、离线计算、实时计算、OLAP、机器学习、图计算、
数仓设计、数据治理等能力，并提供一键式自动化部署和图形化运维监控所有大
数据组件，降低大数据组件维护成本，保障平台的稳定性。
产品性能介绍：年处理数据量 500 PB，日运行作业数 120,000 项，日采集数
据量 2,000 亿条，
实时计算单台 TPS 超 100 万，
毫秒级延迟，可用率超过 99.99%。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数据中台，实时开发，离线开发，KV 查询，数仓设计，
数据治理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网易云音乐，网易严选，温氏股份，名创优品，海亮教
育，德邦快递

3. 其他亮点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性介绍
轻舟 Service Mesh：突破 Envoy 原生函数式的 Lua 能力存在的可配置性
差、可复用性差等诸多问题，实现 Envoy Resty 插件能力创新；实现 Istio
MeshOperator 创新，无需直接修改 Istio 源码，即可实现相应的扩展增强；突破
原生 Istio 对 Sidecar 的升级需要修改 Envoy 镜像、重启容器的问题，实现
Sidecar 热升级体系创新。
轻舟 API 网关：实现中国首个基于云原生数据面 Envoy 增强、扩展并实现
大规模落地的 API 网关，性能较业界传统 API 网关全面提升；增强 Envoy 插件
扩展能力，实现生产可落地性更强的插件管理能力，支持业务已有 OpenResty
插件平滑迁移；实现基于 Proxy Protocol 的四层流量染色/分发，解决大型微服
务集群下配置路由复杂、可维护性差、易冲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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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舟中间件：基于 Kubernetes 原生能力构建统一中台：支持从环境搭建，
软件安装，服务管理/配置，应用部署/配置/升级，以及监控、告警、故障恢复
等端到端的自动化。降低管理操作带来的可用性风险、人力成本；支持的多云
多集群管理，支持公有云、私有云、裸金属服务器上部署与迁移；实现高效
率、高密度部署，避免虚拟化开销，支持资源共享、集群混部，提高资源利用
率。
有数大数据平台：基于模块化正交组合思想，基于开源组件，加以精准的
增强整合，实现架构在元数据、模型、计算引擎、数据格式等方面的统一和自
由组合使用，构建全链路、标准化、功能强的大数据平台满足多业务场景需
求；通过数据中台产品体系，解决数据应用中的效率、质量和成本问题；面向
未来的云原生系统软件设计趋势，实现大数据平台在容器化、存算分离等方面
的探索与落地应用。

2. 产品亮点介绍
网易轻舟云原生软件生产力平台具有如下亮点：
开源标准：基于标准的云原生技术栈，兼容开源标准，客户无绑定；
灵活部署：支持跨多云平台，支持容器、虚拟机、物理机等负载类型；
全面性：全面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软件生产痛点；
企业级特性：支持租户和项目维度管理，完善的权限体系和操作审计；
易于实施：代码无侵入，与现有技术栈平滑融合；
互联网级应用验证：性能、稳定性经过网易亿级互联网应用验证，沉淀网
联网最佳实践。
网易有数大数据平台具有如下亮点：
安全稳定：严格的权限管控；高可用，主从灾备；支持私有化部署，内网
访问；
成熟高效：列式存储；分布式内存计算；百亿数据秒级响应；
应用丰富：源自网易内部实践；支持多场景、高并发；产品覆盖大数据全
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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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悬镜安全
（北京安普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北京安普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9 月，注册资金为 1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涛，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 9 号院 25 号楼 8 层 2807。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软件开发；销售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等。

1. 成立背景
“悬镜安全”是北京安普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外使用品牌，其品牌所有权
完全归北京安普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有。悬镜安全由北京大学白帽黑客团队
“XMIRROR”发起创立于 2014 年，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在上海、成都
及广州均设立分支中心。

2. 公司业务简介
悬镜安全具有的革命性产品支撑着行业用户数字化业务的快速发展，通过多
年攻防对抗关键技术积累与深度学习等前沿技术研究探索，首创基于情景感知的
悬镜 DevSecOps 智适应威胁管理体系，该体系中的全系列智能产品以 RNN 深度
学习算法为核心技术引擎，通过透明、无感知、低侵入的方式介入企业现有的开
发流程体系中，提供威胁建模、开源治理、风险发现、威胁模拟在内的全生命周
期安全解决方案，助力企业从 DevOps 向 DevSecOps 快速转型，以全流程、一体
化的智能产品解决方案在 DevSecOps 各个关键环节点介入，助力企业业务飞速
发展。
作为一家拥有资深安全团队积累的技术研究团队，悬镜安全一直致力于新一
代攻防技术的落地化实践，核心技术能力是悬镜安全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公司拥
有数十项网络安全领域的原创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注册商标。目前公司取得
的科技成果均用于公司网络安全产品与服务，且已经形成了覆盖 DevSecOps 工
具链核心技术。

3. 公司服务客户
悬镜安全为金融、电信、政务、能源、教育等行业用户提供创新灵活的智适
应安全管家解决方案。客户覆盖中国银行、中信建投、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北京大学等企业及单位。另外针对客户个性化的信息安全
需求，悬镜安全还提供专家政企安全服务。

二、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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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网络安全领域，攻击方主要依靠功能单调的扫描工具和白帽子黑
客的个人经验，防守方主要依靠安全产品的静态策略和已知威胁特征库。如
今，我们周围的世界已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愈发紧密，APT 攻击的爆发也让传统
的防御手段显得无力招架，智能化的攻击手段必然需要更加智能化的检测方法
才能扼制。
其次，在现如今研发效率的考量下，几乎所有的软件应用都基于第三方组
件、开源代码、通用函数库实现。随着高效率一同到来而又经常被忽视的是：
开源组件风险的爆发。根据行业公司的调查报告，现今应用中平均使用了 283
个开源库，超过 70%的应用程序在初步检测时就会被发现存在开源组件漏洞。
如此显而易见而又影响广泛的风险，已经不应一再被忽视。
基于此，悬镜安全以 AI 技术为驱动核心，将红蓝对抗的攻防经验融合至
DevSecOps 全流程产品或者服务之中，并将自身的安全能力以 API 的方式向客
户输出，以满足不同客户在不同场景下的个性需求。悬镜安全具有的革命性产
品支撑着行业用户数字化业务的快速发展，通过多年攻防对抗关键技术积累与
深度学习等前沿技术研究探索，以覆盖 DevSecOps 工具链核心技术为基础，首
创了基于 AI 情景感知的悬镜 DevSecOps 智适应威胁管理体系。
同时，悬镜安全研发了悬镜 DevSecOps 智适应威胁管理体系开源管控领域
内，管理应用程序中的开源风险的革命性产品：源鉴 OSS 开源威胁管控平台。
源鉴 OSS 开源威胁管控平台基于多源 SCA 开源应用安全缺陷检测技术，结
合悬镜安全独有的应用探针，能准确地识别应用在被执行的过程中调用的第三
方组件风险，降低由开源组件带来的安全风险，保障软件安全。

1. 产品总体介绍
悬镜基于 AI 情景感知的 DevSecOps 持续威胁管理技术，从源头追踪软件供
应链在开发、测试、部署、运营等关键环节面临的应用安全风险与未知外部威
胁，帮助政企组织逐步构筑一套适应自身业务弹性发展、面向敏捷业务交付并
引领未来架构演进的内生安全开发运营体系。为金融、电信、政务、能源、教
育等行业用户提供创新灵活的智适应安全管家解决方案。
悬镜安全 DevSecOps 智适应威胁管理解决方案所有涉及的产品名称及领域
如下：
·
·
·
·
·

威胁建模：夫子 DevSecOps 全流程安全赋能平台；
开源治理：源鉴 OSS 开源威胁管控平台；
风险发现：灵脉 IAST 灰盒安全测试平台；
威胁模拟：灵脉 PTE AI 智慧渗透测试平台；
检测响应：云卫士 EDR 自适应安全运营平台。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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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R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安全
产品一：源鉴 OSS 开源威胁管控平台
产品功能介绍：源鉴开源威胁管控平台（以下简称“源鉴 OSS”）基于多源
SCA 开源应用安全缺陷检测技术，结合悬镜独有应用探针精准识别应用开发过程
中，软件开发人员有意或违规引用的开源第三方组件，并通过应用组成分析引擎，
多维度提取开源组件特征，计算组件指纹信息，深度挖掘组件中潜藏的各类安全
漏洞及开源协议风险。相比传统 SCA 检测平台，源鉴 OSS 引擎更加侧重应用系
统实际运行过程中动态加载的第三方组件及依赖，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且更加有
效的威胁分析。同时，本平台通过智能化数据收集引擎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开源组
件信息及其相关漏洞信息，及时获取开源组件漏洞情报，降低由开源组件带来的
安全风险，保障软件安全。源鉴 OSS 在国内率先通过 2020 年可信开源治理工具
评估证书，其产品能力得到了行业专家的高度认可，技术能力达到了行业领先水
平。
产品性能介绍：
源鉴 OSS 产品的检测能力覆盖了 OWASP Top 10 通用型漏洞，还可以深度发
现应用中存在的各种业务逻辑问题。源鉴 OSS 支持多种语言、包管理器、框
架、IDE、代码库、缺陷/项目管理工具，全面管理开源风险。
从并发数来看，源鉴 OSS 产品多节点分布式架构可在 10 秒内完成模拟 2000
个节点的请求，即最大支持 2000 节点的插桩检测。
从响应时间来看，除去发送数据较多造成的延迟排队等待时间，源鉴 OSS 产
品响应处理完成 9w 条花费时间约为 8 分钟，拥有高速响应能力。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客户需求
能够快速找出项目中存在的开源组件风险，准确定位到组件风险位置，分析
出风险组件影响的范围，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减少开源组件带来的风险面，
增强企业开源风险抵御能力。
痛点
企业不清楚系统中使用了多少开源软件，使用了那些开源软件？
目前使用的开源软件中存在多少已知安全漏洞和知识产权风险？
企业在开源软件或组件出现漏洞时，无法快速定位到漏洞组件的影响范围，
并及时止损，禁止漏洞组件下载！
针对开源软件安全漏洞，企业缺少评估和修复能力？
产品价值
1）深度流程融合，加速安全开发
源鉴 OSS 可以与 DevOps 流程无缝结合，在流水线的相应阶段自动发现应用
程序中的开源组件，提供关键的版本控制和使用信息，并在 DevOps 的任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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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到漏洞风险和策略风险时触发警报。所有这些信息都通过安全和开发团队的
所使用的平台工具实时发送，从而实现了及时的反馈循环和快速行动。
2）运行态分析验证，重要事务优先
源鉴 OSS 依靠独有的 IAST 运行时插桩技术，通过成分分析、依赖分析、特
征分析、引用识别等多种技术组合能够精确识别软件中的开源组件漏洞信息，并
进一步确认漏洞的真实有效性，使开发人员避免面对数量巨大的误报和无法利用
的漏洞，帮助他们区分优先级，将有限的修复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漏洞上。
3）云端情报监控，实时预警风险
源鉴 OSS 帮您管理应用程序中所使用的全部第三方组件的安全态势。通过在
云端的“悬镜大脑”监控众多开源软件漏洞情报来源，通过清洗、匹配、关联等
一系列自动化数据分析处理后，向源鉴 OSS 及时推送开源软件风险信息。让用户
及时获取影响其安全的最新开源软件漏洞和许可证风险情报信息。
4）完全自主可控，满足监管要求
源鉴 OSS 是成熟的开源软件成分分析信息化应用创新产品，技术完全自主研
发，安全可控。同时，源鉴 OSS 的漏洞信息兼容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CNNVD）、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CNVD），支持各种合规性检测场景，满足国内行业
监管法规要求。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1）从开发流程的角度：无需改变原有流程，“一站式”自动检测
平台通过插件与业务流程无缝衔接，自动获取组件数据进行检测，让开发、
测试、安全人员集中精力关注检测结果，减少检测过程中繁琐的重复配置和等待
时间，提高开发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同时可以直接将检测结果提交至企业 Bug
管理系统中，方便开发人员查看和解决问题，企业无需改变原有开发流程，快速
融入企业研发过程。
2）从资产管理的角度：管理软件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各类开源组件
平台通过自身的检测能力，自动化梳理公司组件资产，快速建立私服制品库，
并且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组件与组件、组件与项目之间的依赖关系，及组件漏洞
影响范围，便于用户了解公司、部门及项目的组件清单和使用情况，同时也能及
时的回溯风险组件的位置及影响范围，为解决组件风险快速提供依据。
3）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检测和跟踪开源组件的安全态势
平台通过深度检测分析，能够全面准确地定位组件风险信息、依赖关系及影
响范围，同时，平台对组件资产进行实时风险审查，并对风险组件实时跟踪及时
预警。
4）从知识产权管理角度：了解文件级许可证信息，降低法律风险
通过平台给出文件级的许可证信息，整个项目的许可证情况，不同许可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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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冲突情况，快速了解潜在的许可证风险，及时规避风险。
5）从向上管理的角度：数据报告可视化统计，便于向上汇报
平台可按照公司级、部门级、项目级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同时，平台也支
持项目级、任务级报告生成，此外，平台还支持导出/转发节点、应用、组件、
漏洞数据信息，更加便于向上汇报安全情况。

2. 产品亮点介绍
1）深度流程融合，加速安全开发
源鉴 OSS 可以与 DevOps 流程无缝结合，在流水线的相应阶段自动发现应
用程序中的开源组件，提供关键的版本控制和使用信息，并在 DevOps 的任何阶
段检测到漏洞风险和策略风险时触发警报。所有这些信息都通过安全和开发团队
的所使用的平台工具实时发送，从而实现了及时的反馈循环和快速行动。
2）运行态分析验证，重要的事先做
与传统 SCA 产品相比，源鉴 OSS 依靠独有的 IAST 技术，拥有运行时分
析能力，以准确识别应用程序是否实际使用了易受攻击的组件，进一步确认漏洞
的真实有效性，使开发人员避免面对数量巨大的误报和无法利用的漏洞，帮助他
们区分优先级，将有限的修复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漏洞上。
3）实时监控，及时更新组件动态和组件风险告警
源鉴 OSS 帮您管理应用程序中所使用的全部第三方组件的安全态势。通过
在云端的“悬镜大脑”监控众多开源软件漏洞情报来源，通过清洗、匹配、关联
等一系列自动化数据分析处理后，向源鉴 OSS 及时推送开源软件风险信息， 让
用户及时获取影响其安全的最新开源软件漏洞和许可证风险情报。
4）组件依赖关系及影响分析
平台支持开发阶段、CI/CD 阶段及测试阶段全流程对开源组件的检测，梳理
并管控开源组件信息，并从企业、部门、项目及任务等多角度分析组件影响范围
和依赖关系，通过可视化拓扑图，多维度的展示详细的 BOM 清单的调用关系，
助力使用者快速制定解决方案。
5）支持多种主流开发语言的源代码检测
在不改变企业现有开发测试流程的前提下，该系统与代码版本管理系统、构
建工具、持续集成系统、缺陷跟踪系统等无缝对接，将源代码缺陷检测和源代码
合规检测融入到企业开发测试流程中，帮助企业以最小代价落地源代码安全保障
体系，降低软件安全问题的修复成本，提升软件安全质量。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企业名称：易企天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青岛易企天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为企业提高管理解决方案的
IT 公司，主要从事企业开源管理软件的开发。
公司本着为社会创造真正有效的正向价值的目的，秉持独立发展、开源开放
的原则，先后开发了禅道项目管理软件、ZTF 自动化测试框架、ZenTaoPHP 框
架、Zendata 测试数据生成器等开源项目。公司旗下的禅道项目管理软件是国产
老牌开源项目管理软件，开源版本完全开放免费、不限商用，已为数以万计的公
司提供了有力支持。

1. 成立背景
青岛易企天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 2010 年的青岛易软天创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意在通过企业管理软件、IoT 解决方案和企业存储三大产品
线，涵盖中小型企业管理的全流程，形成独特的全协同解决方案。
公司创始人王春生先生坚持走真正的开源之路，希望公司在走真正的开源道
路之余，继续优化产品和服务，为众多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更好、更实惠的管
理解决方案，让每一个中小企业都可高效协作！

2.公司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要业务方向有以下三大版块：
企业管理软件——公司通过禅道项目管理软件来帮助中小型团队进行产品、
项目的完整生命周期管理；通过 ZDOO 全协同办公软件帮助团队进行全协同管
理，高效提升组织的衔接运转效率；通过 ZSITE 门户系统来帮助企业快速拓客，
打造持续盈利平台，构建全网营销平台。
IoT 应用解决方案——公司通过物联网技术，为客户提供网络结构搭建、网
络基础铺设、集成弱电式工等智能解决方案；并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以软硬件
结合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节能、高效的智慧办公方案；提供家居照明、信息和网
络家电等用物联网智能控制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同时提供绿化智能养护、路灯
照明等物联网智能控制的生态物联解决方案。
企业存储——通过为企业提供信息化建设，搭建现代化、安全化的文件管理
平台，助力更多的企业走向成功。

3.公司服务客户
公司已为国内外数十万计的公司或团队提供了专业工具和解决方案。目前涵
盖 IT、互联网、政府、房地产金融、教育传媒、医疗、游戏文娱等多个行业。

二、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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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企天创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开源解决方案，公司下的所有开源软件均是
自己独立自主研发，是在团队切身实践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一整套开源解决方
案。我们曾寻找过市面上的各种解决方案，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
能找到适合自己团队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开始了自主研发之旅。
为了解决企业中的研发项目管理问题，我们开发出了禅道项目管理软件，并
选择将禅道开源，帮助更多的企业管理项目；为了解决软件开发问题，易企天创
团队开发了一款轻量级 PHP 开发框架；为了解决软件的安装问题，公司开发了
ZBOX 一键安装包；为了解决企业办公和营销推广的问题，易企天创打造了
ZDOO 全协同办公软件以及企业门户系统 ZSITE，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一个开源
前端实践方案：ZUI HTML5 前端 UI 框架，以及专为移动端开发的 MZUI 框架；
除此之外，为了解决自动化测试中的测试脚本及测试数据问题，公司研发了 ZTF
自动化测试框架以及 ZenData 测试数据生成器。总之，易企天创打通了开发、测
试各环节的壁垒，为更多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合理利用
数据，增加销售并发现未来商机，开拓新市场，寻找创新的最佳途径。

1. 产品总体介绍
禅道项目管理软件——禅道项目管理软件是一款专业的项目管理软件，其主
要管理思想基于国际流行的敏捷项目管理方法：Scrum。禅道在遵循其管理方式
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研发现状，整合了 Bug 管理、测试用例管理、发布管理、文
档管理等功能，完整地覆盖了软件研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帮助企业和团队轻
松管理项目全流程，交付合格的产品。
Zentao Testing Framework——Zentao Testing Framework（ZTF）是一款自动
化测试框架，旨在解决自动化测试过程中测试脚本的发现、执行、比对、结果等
问题。ZTF 能够支持各种脚本语言编写的自动化测试脚本，语法简单、使用灵活。
ZenTaoPHP 框架——服务于易企天创团队产品研发的 b/s 架构的应用开发框
架。
ZenData——一款通用的测试数据生成工具，主要是为了解决开发和测试过
程中测试数据的生成、维护、解析问题。
ZUI 前端框架——一个基于 Bootstrap 深度定制开源前端实践方案，能够快
速构建现代跨屏应用。
MZUI——专为移动端设计，是一款基于 Flex 的 UI 框架。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R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R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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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R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务

R 开源云服务

R 开源服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产品一：ZUI 前端框架 ( www.openzui.com )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Bootstrap、jQuery
产品功能介绍：
产品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 基础样式：全局样式表功能、栅格系统、响应式设计、兼容性功能，提
供灵活的页面布局和风格定义功能；
② CSS 控件：提供包括图标、按钮、导航、输入组、表单等丰富功能，能
直接实现大部分页面功能；
③ JS 组件：包括对话框、下拉菜单、富文本编辑器、拖放排序、本地存储、
图片裁剪等，能够实现一般情况下应用的网页动态效果，另外还提供了一些使用
的视图组件：日历、卡片、评论、数据表格、仪表盘、看板等，用于直接实现高
级功能。
产品性能介绍：
① ZUI 简单美观、易于使用，能够快速构建简洁美观的现代 Web 应用；
② 新颖健壮，采用 HTML5 且支持所有流行的移动及桌面浏览器平台，一
些旧的浏览器也能够降级支持；
③ ZUI 最大程度上不依赖于外部组件；
④ 全平台响应，一次编写，响应任何尺寸的设备；
⑤ 比较适合中文环境。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适用于 Web 应用开发、前端页面设计场景中。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适用于跨平台现代 Web 应用开发客户。
产品二：MZUI——基于 Flex 的 UI 框架 ( www.openzui.com/m/ )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jQuery
产品功能介绍：MZUI 是专为移动端设计的基于 Flex 的 UI 框架。
产品性能介绍：
① 现代化：基于 Flex 设计，
支持移动端、电脑全部主流浏览器，支持 Android
微信内置浏览器；
② 灵活：独立的外观选项，适合大部分控件，满足多样的外观定制需求；
③ 可定制：所有内容可以按需使用，基于 Gulp 构建自定义版本非常简单；
④ 轻量：JS 和 CSS 压缩之后分别为 20KB、76KB 左右，启用 GZip 压缩
之后会更小（CSS16KB，JS8KB）。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适用于移动端的 UI 框架开发。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适用于现代移动 Web 应用开发客户。
产品三：ZenTaoPHP 框架 ( devel.easycorp.cn/page/zentaophp.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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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Apache/Nginx、MySQL/Ngnix、MySQL/MariaDB、PHP
产品功能介绍：
1、单一入口模式；
2、支持 MVC 方式开发；
3、支持 GET 和 PATH_INFO 两种方式调用；
4、内置数据库访问层 DAO；
5、支持跨模块之间的调用；
6、无需路由器配置，即可获得简捷的 URL；
7、灵活的数据验证机制；
8、配置和语言可以通过对象方式引用；
9、方便的全局变量应用；
10、每一个接口都可以成为 API；
11、支持多语言功能；
12、强大的扩展机制；
产品性能介绍：
① 代 码 简 单 ： ZenTaoPHP 框 架 核 心 只 有 四 个 文 件 ， 分 别 为 调 度 类
router.class.php，control 类 control.class.php，model 类 model.class.php 和工具类
helper.class.php。里面的代码也足够简单；
② 性能良好：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面，尽可能地提升程序执行效率；
③ 结构清晰：使用 ZenTaoPHP 框架来开发应用，其目录结构简单清晰，
维护起来非常的方便；
④ 开发友好：在实现功能地前提下，做到尽量兼顾开发人员之前的开发习
惯。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适用于 Web 应用开发场景。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适用于 Web 应用开发客户。
（6）操作系统
（7）安全
（8）其他（应用类软件）
产品四：禅道项目管理软件 ( www.zentao.net )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Apache/Nginx、MySQL/MariaDB、PHP
产品功能介绍：
禅道的主要功能包括：
① 产品管理：包括产品、需求、计划、发布、路线图等功能；
② 项目管理：包括项目、任务、团队、bulid、燃尽图等功能；
③ 质量管理：包括 Bug、测试用例、测试任务、测试结果等功能；
④ 文档管理：包括产品文档库、项目文档库、自定义文档库等功能；
⑤ 事务管理：包括 todo 管理，我的任务、我的 Bug、我的需求、我的项目
等个人事务管理功能；
⑥ 组织管理：包括部门、用户、分组、权限等功能；
⑦ 统计功能：丰富的统计表；
⑧ 搜索功能：强大的搜索，快速找到相应的数据；
⑨ 灵活的扩展机制，几乎可以对禅道的任何地方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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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强大的 API 机制，方便与其他系统集成。
产品性能介绍：
l 能够进行产品管理：将庞杂的产品细分为若干个小型版本；
l 能够精简团队组织：精简金字塔式管理，实现自我管理团队；
l 能够缩短生产周期：形成节奏，从而提高效率；
l 能够持续改进过程：持续改进研发过程和实践；
l 能够增进客户沟通：及时获取客户需求和反馈。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随着项目越大，对项目进行管理就越复杂，甚至一个企业会同时跟进多个项
目，着其中涉及的范围就会变得很广。因此，如何协调管理多个项目，如何提高
工作效率，如何让人员、工作抓鬼太有效化，这时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而禅道
项目管理软件就可以应用于需要协调、管理多个项目，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且企
业需要管理任务、人员以提高项目质量的场景中。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适用于 IT 互联网、金融、教育、房地产、文娱、政府等多个行业，客户范
围涉及军工企业、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等。
产品五：ZTF 自动化测试框架 ( ztf.im )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Golang
产品功能介绍：
Zentao Testing Framework（ZTF）主要解决自动化测试过程中测试脚本的发现、
执行、比对、结果等问题，支持各种脚本语言编写的自动化测试脚本。能够将禅
道的测试用例和脚本做直接关联，并可以把脚本运行的结果提交到禅道中。自动
化测试脚本执行失败后，能够直接创建 Bug。
产品性能介绍：
① 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整个自动化测试框架只有一个 ZTF 可执行文件，
使用 GO 开发，安装和运行都非常的方便；
② 语法简单：自动化测试脚本的规则只有比较简单的几项，使用 INI 格式
的语法组成，便于撰写和阅读；
③ 跨语言：支持各种各样的脚本语言，例如：Python、Ruby、Lua、Tcl、
Bash、Batch 等；
④ 跨平台：可以运行在各个平台下面；
⑤ 和禅道项目管理软件深度集成；
⑥ 可并发执行测试任务。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ZTF 自动化测试框架适用于单元和功能自动化测试的脚本管理、测试执行、
结果分析和上报。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适用于广大软件测试人员。
产品六：ZenData 通用测试数据生成器( www.zendata.cn )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Golang、Vue.JS
产品功能介绍：
① 通过 YAML 文件，定义简单的数据类型描述语法，实现测试数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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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辅助进行单元测试、接口测试、功能自动化测试、性能测试、压力测试、
打桩 mock；
③ 通过 range 定义实现了区间、步长、随机、引用、重复、SQL 查询等方
式；
④ ZenData 支持 HTTP 模式，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反响解析，输出 txt、json、
xml、sql 等多种格式。
产品性能介绍：
ZenData 支持百万级测试数据的实时生成。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应用于自动化、接口和性能测试的数据生成和管理。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适用于广大软件测试人员。

3. 其他亮点
① 坚持开源之路。自 2004 年起，易企天创创始人就坚持走真正的开源开
放之路，希望找到开源软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了做好开源软件，易企天创
在专注于软件开发的同时，还坚持做好社区建设，包括：对文档的撰写和持续
更新；对用户提供及时有力的支持；通畅的反馈交流机制；社区用户的互动参
与等。
② 开源软件全协同办公。产品打通了研发项目管理、CRM 系统、CMS
系统之间的壁垒，打通了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性价比高
的企业管理解决方案。
③ 促进企业创新。公司凭借这一套企业管理解决方案，能够帮助各个企
业高效利用数据，也成为企业突破创新的前提。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产品：禅道项目管理软件
① 禅道支持对 DevOps 的持续集成，包括 SVN/Git 代码库，Jenkins 构建
任务触发、ZTF 自动化测试调度等；
② 禅道完整支持敏捷方法 Scrum，增加测试、文档、发布、计划、待办
等功能，基于敏捷而不限于敏捷，不限商用；
③ 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国人使用习惯，例如：用产品经理的概念替换了
Scrum 中 Product Owner 的概念；没有使用 Scrum 中用户故事的概念，而是延用
了需求这一概念。
④ 禅道功能可以组合使用，可只做需求管理或任务管理；
⑤ 基于 ZPL 协议发布；
⑥ 强大扩展机制，丰富插件；
⑦ 是国内率先将项目管理软件开源开放的软件供应商；
⑧ 接口开放，能快速与其他管理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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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支持二次开发，能够与公司其他产品实现完美对接，形成全协同办
公，客户资源和代码模块共享。

2. 产品亮点介绍
产品一：ZUI 前端框架
① 丰富的组件系统，几乎涵盖了 Web 应用开发中的大部分场景；
② 基于 jQuery 实现，开箱即用，无需复杂的配置和技术准备；
③ 文档丰富，涵盖 86 个组件或主题说明文档，支持中英文，拥有完善的
示例；
④ 功能丰富的同时能保持平衡的依赖大小，高级组件按需使用；
⑤ 简单的自定义主题功能。
产品二：MZUI——基于 Flex 的 UI 框架：
① 简洁轻量，充分利用移动浏览器优势，提供了更基础的内容，通过组
合实现强大的风格化的交互界面；
② 基于 jQuery 实现，开箱即用，无需复杂的配置和技术准备。
产品三：ZenTaoPHP 框架
① 代码简单，能够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进行定制修改；
② 能够兼顾开发人员之前的开发习惯：完全是 router、control、model 之
类的中性命名；配置项可以通过对象的方式来引用，$config->db->user，要比
$config['db']['user']简洁顺畅的多；在 ZenTaoPHP 框架开发的应用中，所有的路
径都可以用相对路径来进行包含，这样可以很清晰的知道目录结构和代码之间
的关系。
产品四：禅道项目管理软件
① 禅道是专业的研发项目管理软件，覆盖瀑布式开发及敏捷开发核心流
程；
② 据软件测试网发布的《2019 软件测试行业现状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禅道以 43%的市场占有率远超第二名 17%，以压倒性的优势稳居第一。
③ 管理思想基于 Scrum，简洁实效，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快速敏捷开发；
④ 自主开发底层框架和前端 UI 框架，健壮稳定、界面美观、交互友好；
⑤ 架构简单、部署方便、易于维护；
⑥ 软件架构合理、扩展灵活，有完善的 API 可以调用。
产品五：ZTF 自动化测试框架
① 单个可执行文件，部署和配置简单、方便；
② 支持 Windows、Linux、Mac 各种系统平台；
③ 引入 ZTF 工具，对客户现有测试脚本资产无侵入；
④ 支持 Python、PHP、Ruby、Perl、Lua、TCL、Javascript、Shell、Bat 9
种编程语言；
⑤ 支持 JUnit、TestNG、PHPUnit、PyTest、Jest、GTest、QTest、CppUnit
8 种单元测试框架；
⑥ 支持 AutoIT、Selenium、Appium、RobotFramework 和 Cypress 5 种主
流自动化测试框架和工具；
⑦ 提供 JSON API 接口，方便第三方系统的测试调度和集成。
产品六：ZenData：
① 数据定义语法灵活，可扩展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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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数据定义语法简单、易用；
可快速生成海量的测试数据；
提供数据生成的 API 接口，供测试脚本直接调用；
內置基于 Web 的测试数据管理界面，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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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UCloud）是中立、安全的云计算服务平台，
坚持中立，不涉足客户业务领域。公司依托在莫斯科、圣保罗、拉各斯、雅加达
等全球部署的 31 大高效节能绿色数据中心，以及国内北、上、广、深、杭等 11
地线下服务站，UCloud 已为全球上万家企业级客户提供云服务支持，间接服务
终端用户数量达到数亿人。
2020 年 1 月，UCloud 优刻得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中国第一家公有云科创
板上市公司，同时成为了中国 A 股市场首家“同股不同权” 的上市企业，开创
了中国 A 股资本市场及公司治理的先河。

1. 成立背景
UCloud 优刻得自成立以来，始终以“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云计算公司”为
愿景，以“通过云计算帮助梦想者推动人类进步”为使命，深耕云计算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云计算研发、产品和服务经验，在行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公司一
直恪守中立原则，不从事下游客户的相关业务，真正做到中立的云计算服务，使
得客户的业务、数据在私密性方面能得到较高的保障，众多互联网企业及大型传
统企业均选择 UCloud 提供基础云计算服务，目前 UCloud 优刻得已成为国内最
大的中立第三方云计算服务商。

2. 公司业务简介
l 公有云
公有云是指云计算服务商作为服务提供商通过公共互联网提供的一类计算
服务，面向希望使用或购买的任何人，公有云产品可以按需出售，允许客户仅根
据 CPU、存储或带宽使用量支付费用。公有云可为企业节省购买、管理和维护本
地硬件及应用程序基础架构的昂贵成本，云服务提供商负责系统的所有管理和维
护工作。相较于本地基础架构，公有云可更快部署且附有一个几乎可无限缩放的
平台，只要用户可访问互联网，就可在任何地方通过自选设备使用公有云所提供
的资源与服务。
公有云是部署云计算最常见的方式，公有云资源（计算、网络、存储等基础
信息技术能力）由云计算公司拥有和运营，所有硬件、软件和其他支持性基础架
构也由云计算公司拥有和管理，所有公有云产品用户租用、共享硬件、存储和网
络资源，并以 Web 浏览器或者 API 方式访问服务和管理账户。
公有云产品系 UCloud 基于自有的硬件资源等基础架构及云计算技术，为客
户提供的一类弹性可扩展、可快速部署的计算资源，用户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
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就可以使用公有云产品，满足其 IT 基础设施
资源需求，公有云产品可帮助用户有效降低其 IT 系统的复杂度和建设成本。
UCloud 提供的公有云产品主要包括计算、网络、存储、数据库、数据分析、
云分发、云安全等类别，客户以移动互联、互动娱乐、企业服务等互联网客户为
主，也包括教育、金融、零售、制造、政府、智能制造等传统行业的企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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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私有云
私有云是指一种云计算服务商为特定用户部署 IT 基础设施并提供服务的云
计算部署模式。相较于企业传统 IT 架构，私有云具有云计算的一般特征，即用
户自助服务、资源伸缩性和高弹性；与公有云相比，私有云具有用户定制化的特
征，通过企业数据中心的防火墙和内部托管打造安全的多层级客户访问，大幅降
低风险，确保私有云服务商无法访问、操作用户的敏感技术，但私有云的 IT 基
础设施成本需由用户承担，用户的使用成本更高。
私有云通常由云计算企业为单一企业或组织而搭建，区别于公有云，其服务
和基础架构始终在私有网络上进行维护，硬件和软件专供组织使用，私有云可在
物理上位于客户现场，也可由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托管。
UCloudStack 企业私有云是 UCloud 基于 8 年多公有云运营经验，输出的适
配企业私有场景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快速实现数据中心云化，助力企业
数字转型。
UCloudStack 作为 IaaS+PaaS 复合型产品，可按需搭载大数据、安全屋、AI
等公有云产品，适用于全行业客户需要云化且私有部署的业务应用上云场景，有
效降低用户管理维护成本，为用户提供一套安全可靠且自主可控的云服务平台，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传统政企、科研机构、泛互联网、制造等多行业。
l 混合云
混合云是一种计算环境，通过允许在公有云和客户自有环境或者私有云之间
共享数据和应用程序将两种云组合起来。当计算和处理需求波动时，混合云计算
使企业能够将其本地基础架构无缝扩展到公有云，而无需授予云计算服务商访问
其整个数据的权限。一般情况下，混合云客户可将其基本的和非敏感性的计算任
务置于公有云上，以利用公有云的灵活性和计算能力；可将其关键业务应用和数
据置于私有云上，配置防火墙以充分保障数据、隐私安全。通过使用混合云，用
户可在公有云和自有环境或者私有云之间无缝扩展计算资源，避免了进行大量资
本支出以处理短期需求高峰的情况，用户仅就其暂时使用的资源付费，而不必购
买、计划和维护可能长时间闲置的额外资源和设备。混合云具有公有云灵活、可
伸缩和按需付费的特点，同时用户可以尽可能降低数据暴露的风险。
混合云有效地整合了公有云和客户自有环境或者私有云资源，通过“公有云
＋私有部署＋专线网络”的方式为用户提供解决方案，兼具两种产品的特点，可
有效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针对金融、政府等行业监管及合规要求特殊的机构，
较为适用混合云产品，此外，混合云产品作为过渡方案可最大限度降低企业 IT
架构转型上云产生的试错成本，保障用户的业务稳定，架构平滑过渡。
l 安全屋
UCloud 安全屋产品将区块链技术与堡垒机、密钥管理、权限控制等安全技
术相融合，提供一整套基于云端的安全技术、计算技术和流通规则，确保数据所
有者对数据的绝对控制权，数据需求方仅可获得计算分析后的结果，无法接触原
始数据，确保在数据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数据的安全共享，规避了数据的
二次交易、数据泄露等风险。
安全屋产品有效汇聚了数据拥有者、算法提供方、数据需求方、增值服务商、
第三方政府和监管方，构建数据流通生态，打破数据孤岛。UCloud 安全屋产品
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数据流通过程安全可控，云安全技术保障数据安全不泄露，区块链技
术保障数据操作透明可追踪；其次，流通方式较为灵活，其内容可以是源数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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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交叉运算结果，可以是双方或多方参与；此外，具有中立性特点，公司秉持中
立性原则，不涉及客户的业务领域，有效保障用户的利益。

3. 公司服务客户
l
l
l
l
l

杭州有赞科技有限公司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紫龙奇点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春雨天下软件有限公司

二、产品介绍
1. 产品总体介绍
UCloud 优刻得是中立、安全的云计算服务平台，坚持中立，不涉足客户业务
领域。公司自主研发 IaaS、PaaS、大数据流通平台、AI 服务平台等一系列云计
算产品，并深入了解互联网、传统企业在不同场景下的业务需求，提供公有云、
混合云、私有云、专有云在内的综合性行业解决方案。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云计算

þ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þ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1）大数据
产品名称：UCloud 智能大数据平台 USDP（UCloud Smart Data Platform）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云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
开源软件
Flink
Flume
Hive
Impala

描述
分布式计算引擎
数据采集与转储服务
最常用的 HQL 数仓工具
分布式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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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in
数仓维度建模服务
Livy
Spark 的 REST 服务
Phoenix
HBase SQL 化查询分析工具
Presto
分布式计算服务
Spark
分布式计算引擎
Sqoop
数据采集与转储服务
Tez
优化 MapReduce 任务的 DAG
YARN
分布式资源调度服务
Elasticsearch
分布式全文检索数据库
HBase
分布式非关系型数据库
HDFS
分布式存储服务
Kafka
超高吞吐的分布式消息队列
Kudu
分布式非关系型数据库
ZooKeeper
分布式注册中心服务
Hue
可视化管理服务
KafkaEagle
Kafka 可视化管理服务
Kibana
为 ElasticSearch 提供 Web 页面分析入口
Zeppelin
可视化管理服务
ZKUI
Zookeeper 可视化管理服务
Airflow
任务调度服务
Oozie
任务调度服务
Ranger
授权服务
Atlas
元数据管理和数据治理
Prometheus
拉取监控数据
Grafana
展示监控数据
Alertmanager
发送监控告警信息
产品功能介绍：
UCloud Smart Data Platform（简称 USDP），是 UCloud 推出的智能化、轻
量级的大数据基础服务平台，能够帮助用户快速构建起大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
USDP 构建于 UCloud 的云服务上，无缝集成云端 IaaS 资源能力，通过自研的
USDP Manager 管理工具，支持用户创建资源独享的大数据集群，在集群中部署
Hadoop、Hive、HBase、Spark、Flink、Presto 等开源的大数据组件，并对这些组
件进行配置管理、监控告警、故障诊断等智能化的运维管理，从而帮助用户快速
构建起大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1）数据仓库
降低企业数据仓库的数据应用开发周期、开发成本，还可降低数据仓库、数
据处理、数据应用的运维成本。通过离线和实时数仓，对业务数据进行实时、准
实时分析、挖掘，加快需求响应速度，能够让企业快速的感知市场的变化，加快
决策与实施。
（2）实时分析
在大数据下场景下，实时流式场景的大数据处理、分析的应用，以实现对企
业实时业务的风险监控与告警，以及对用户在线的实时定向推送，已占据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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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场景。如业务多线程故障下的实时日志监控、电商用户浏览的实时广告推荐、
解析用户行为的实时风控反欺诈以及物联网海量设备运行中的故障告警、检测等。
（3）大数据挖掘
通过 UCloud 大数据系列产品，用户可快速针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从而在复杂的场景中尽快获取价值，占领市场先机。如对用户的网络浏览点击分
析，优化广告投放；对用户行为习惯全面数据解析，建立完善的用户画像等。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某在线职业培训平台，该客户基于 SaaS 模式向企业提供 E-Learning 服务，
在 UCloud 智能大数据平台 USDP 帮助下，快速构建起云端的大数据分析处理能
力，为客户行为分析、E-Learning 平台的任务调度权限管理以及函数运算等场景，
提供了弹性灵活的平台组件，充分提升系统算力与可靠性，帮助客户辅助业务决
策以及优化运维。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大数据领域生态体系庞杂，开源组件众多，不同组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
赖关系，对使用者而言存在着很大的管理和维护成本。USDP 采用一站式的部
署和管理方式，提供了对主流大数据组件的开放式集成能力，能够提供从部
署、配置、监控、维护全方位的管理功能，并能够随着开源技术的演进及时支
持新的组件版本和功能特性，在保持开放性、兼容性的同时保持与业界最新技
术的同步。
除此以外，USDP 既支持与 UCloud 的公有云资源能力结合进行云上部署，
也支持在客户的数据中心进行私有化部署，在覆盖了客户主要使用场景的同
时，提供了云上云下一致性的操作体验，有效降低了客户大数据平台的搭建和
使用门槛。

2. 产品亮点介绍
l 大数据开发“全家桶”
基于开放式的管理架构，USDP 集成了 30 余款开源的大数据组件，涵盖
数据集成、数据存储、计算引擎、任务调度、权限管理等大数据处理的各个环
节，全面性为业界之最。客户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和需求，从中选择相应的
组件来搭建自己的大数据处理平台。
l 大数据运维“百宝箱”
源自多年的大数据运维经验积淀，USDP 为每款组件预置了完善的监控和
告警模板，丰富的监控指标和灵活的告警方式，帮助客户及时掌握各个组件的
运行状况，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优化。与此同时，智能化的故障诊断工具和专业
的技术支持团队，为客户的集群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l 安全稳定
USDP 的底层资源为客户所独享，集群位于独立的虚拟私有网络中，实现
了有效的安全隔离。USDP 集成的各个组件编译自 Apache 社区稳定版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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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严格的兼容性测试和压力测试，关键性组件都支持高可用特性，确保集群
稳定可靠运行。
l 弹性易用
针对大数据应用场景，USDP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机型（大数据物理机、虚
拟机、快杰云主机等）供客户选择，结合公有云的弹性伸缩能力，帮助客户有
效控制成本。向导式的操作流程和完善的场景案例，帮助客户轻松上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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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信息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通过为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和政企客户提供创新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让全世
界用户享有语音、数据、多媒体、无线宽带等全方位沟通。

1. 成立背景
中兴通讯成立于 1985 年，是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的大型通信设备公司。
1985 年中兴通讯前身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1986 年深圳研究所
成立，中兴通讯开始自主研发。1990 年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数据数字用户交换机
ZX500，成功面市，开启了在通讯技术领域的辉煌历程。1997 年，中兴通讯在深
交所 A 股上市。2004 年，中兴通讯在港交所 H 股上市。

2. 公司业务简介
中兴通讯拥有通信业界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线和融合解决方案，包括全系
列的无线、有线、业务、终端产品和专业通信服务。
中兴通讯坚持以持续技术创新为客户不断创造价值，在美国、瑞典、中国等
地设立全球研发机构，同时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力度，保持在 5G 无线、核心网、
承载、接入、芯片等核心领域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连续多年保持在营业收入 10%
以上。中兴通讯拥有全球专利申请量 8 万件，已授权专利超过 3.8 万件，连续 9
年稳居 PCT 国际专利申请全球前五。同时，中兴通讯是全球 5G 技术研究和标准
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3. 公司服务客户
中兴通讯通过全系列的无线、有线、业务、终端产品和专业通信服务，为客
户提供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线和融合解决方案，可以灵活满足全球不同运营商和
政企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以及快速创新的追求。目前，中兴通讯已全面服务于全球
主流运营商及政企客户。

二、产品介绍
中兴通讯对开源软件的原则是：拥抱开源，合规使用；积极贡献，回馈社区。
在各产品线均不同程度的使用了开源软件。中兴通讯认为，开源软件的引入可以
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产品开发和技术进步：
● 引入成熟开源软件和系统，减少研发成本
● 引入流行的开源研发工具链，提高研发效率和管理能力
● 通过参与开源贡献，深入掌握和影响技术发展趋势
● 通过参与开源贡献，提升技术影响力，营造生态系统，引领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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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总体介绍
中兴通讯拥有通信业界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线和融合解决方案，包括全系
列的无线、有线、业务、终端产品和专业通信服务。以下主要介绍云计算和操作
系统相关的产品。

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þ云计算

□大数据

þ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þ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产品一：TECS（Tulip Elastic Cloud System）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OpenStack、OVS、KVM、Ceph、Docker、Kubernetes
产品功能介绍
TECS（Tulip Elastic Cloud System）产品提供 ETSI NFV 架构中的 NFVI 及
IT 云计算中的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层的解决方案，
其目的是对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进行虚拟化及虚拟化管理，为用户快速构建云
环境，并提供在多数据中心的异构云环境上基于策略的 IaaS 服务和应用部署功
能。
TECS 产品以开源的 OpenStack、OVS、KVM、Ceph、Docker、Kubernetes 等
项目为基础，融合 NFV（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网络功能虚拟化）架
构，通过统一的接口，对虚拟化基础设施进行集中调度和管理，从而降低业务的
运行成本。同时，TECS 对前述开源项目进行了增强，其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
达到电信级的要求，满足电信网络云化部署的需求。
TECS 产品可提供多数据中心互联管理和虚拟化数据中心能力，方便客户去
统一规划和管理异构环境中的资源，简化管理和操作的复杂性，满足全网网络资
源协同和自动化运维的需求。
TECS 产品系列主要包含四个子产品：
TECS Director：负责多云环境统一资源管理，运维及运营；
TECS OpenStack：提供基于虚机的虚拟化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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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S OpenPalette：提供基于容器的虚拟化云环境；
TECS CloveStorage：为云环境提供分布式的云存储。
TECS Director
TECS Director 是一个多数据中心的云管理平台，其核心目标是简化云数据
中心的管理和操作，在多数据中心的异构云环境上提供基于策略的 IaaS/PaaS 服
务和应用发放。TECS Director 通过连接部署在不同数据中心的基于 Openstack
的统一 API 总线，将资源统一纳管；在统一纳管的资源内为云租户提供虚拟化资
源池能力，方便客户去规划和管理云资源，做到资源使用的隔离；提供管理员界
面和端用户的自服务界面，使端用户的 IaaS/PaaS 服务使用更简单，并且业务管
理人员可以监控资源使用。
TECS Director 提供统一的 API 开放接口，通过基于 VDC 或 Openstack 原生
的编程接口将分布式云资源池和服务提供给用户。TECS Director 是搭建公有云，
混合云的必须产品，也是构建跨 DC 的 CT 云/IT 私有云的必须组件。
TECS OpenStack
TECS OpenStack 产品提供 ETSI NFV 架构中的 NFVI 及 IT 云计算中的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层的解决方案，其目标是
对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进行虚拟化及虚拟化管理，为用户快速构建云计算环境。
TECS OpenStack 产品以开源的 OpenStack、KVM、OVS 项目为基础，融合 NFV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网络功能虚拟化）架构，通过统一的接
口，对虚拟化基础设施进行集中调度和管理，从而降低业务的运行成本。同时，
TECSOpenStack 对 OpenStack、KVM、OVS 开源项目进行了增强，其性能、可靠性
和安全性达到电信级的要求，满足电信网络云化部署的需求。
TECS OpenStack 可以应用 CT 云 NFVI 场景及 IT 云 IaaS 场景，TECS
OpenStack 可与中兴 TECS CloveStorage/磁阵或者第三方存储设备一起，构建完
整的 CT 或者 IT 云环境。也能与 TECS Director 一起组成多 DC CT 云，IT 公有
云混合云等场景。
TECS Openpalette
TECS OpenPalette 为 CT 云及 IT 云提供解决方案，包括基于容器的云化资
源池方案，以及为用户构建快速构建业务/应用所需要的服务平台。
TECS OpenPalette 在 ETSI NFV 中，主要用于 5G NFVI 场景，为 5G NFVI 提
供承载微服务的基于容器的云环境，其本身也提供部分原生服务。它也可以为企
业 IT 云（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提供基于容器的云环境，并能与 TECS 其他系
列产品如 TECS Director 一起组成 IT 云场景综合解决方案。
TECS CloveStorage
TECS CloveStorage 负责存储设备的虚拟化，对外提供虚拟存储服务，TECS
CloveStorage，以业界主流分布式存储系统 Ceph 为基础，利用了其高性能、高
可靠、高扩展的设计理念，通过系统软件将通用硬件的本地存储资源组织起来构
建全分布式存储池，实现向上层应用提供分布式块存储、分布式对象存储或分布
式文件存储三种存储服务，每种存储服务均可提供丰富的业务功能和增值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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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Ceph 基础上针对实际生产环境的应用进行了功能扩展、存储管理功能完善、
性能调优等，充分满足 CT，IT 企业未来业务需求。
TECS CloveStorage 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达到电信级的要求，满足 CT 场
景下 NFVI 的存储虚拟化需求；CloveStorage 同样可以应用于大型存储资源池、
虚拟化数据中心、多媒体视频数据存储、互联网应用、备份容灾等企业 IT 领域。
产品性能介绍
● 在为虚拟机分配 vCPU 和内存时考虑处理器的 NUMA（Non Uniform Memory
Access Architecture，非统一内存访问）特性，使虚拟机访问内存性能达到最
优，提高业务性能。
● 支持虚拟机的 vCPU 与物理机的 CPU 核的一一绑定，保证虚拟机的 vCPU
资源不被其他虚拟机所抢占，从而保证一些关键应用的性能和实时性。
● 对于支持巨页的处理器，支持进行巨页设置，使虚拟机能使用巨页，提
高内存访问性能。
● 对于 KVM（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基于内核的虚拟机）进行实
时性增强，减少主机中断、KSM（Kernel Samepage Merging，内核同页合并）、
以及 VM-Entry 和 VM-Exit 等操作对虚拟机的影响，以提升虚拟机的性能和实时
性。
● 支持基于高性能的 SR-IOV 组网，保证了电信应用高性能和低延时的要
求，使得 VNF 的网络处理性能接近物理机。
● 支持基于 Intel DPDK 技术的高性能 DVS（Distributed Virtual Switch，
分布式虚拟交换），保证了电信应用高性能和低延时的要求，同时还支持热迁移
以及 SDN 特性。
● 支持目前主流的分布式存储 Ceph，在统一的平台上提供文件、对象、块
存储，具有支持通用服务器成本低、分布式扩展性好、无单点故障可靠性高、自
动负载均衡、自动修复和自动检测等优点。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TECS 产 品 系 列 四 个 子 产 品 TECS Director 、 TECS OpenStack 、 TECS
Openpalette 及 TECS CloveStorage 可独立参与构建云环境，也可自由搭配或者
全产品配套构建完整云环境，典型应用场景如下描述。
CT 云典型应用
单 DC 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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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ECS 在单 DC 云环境中的应用

基于 TECS OpenStack 构建的单 DC CT 云环境，整个云环境的计算虚拟化，
存储虚拟化，
网络虚拟化及计算/存储/网络虚拟化管理能力均由 TECS OpenStack
提供。TECS OpenStack 提供标准的 OpenStack API 以及扩展的运维接口与 NFVO，
VNFM 互联，完成对 VNF 所需资源的编排调度。
多 DC 云环境

图 2 TECS 在多 DC 云环境中的应用

基于 TECS OpenStack，TECS OpenPalette 及 TECS Director 构建的多 DC IT
云环境。单个 DC 的云化由 TECS OpenPalette 或 TECS OpenStack 或二者共同完
成。云化后的多 DC 资源的统一纳管，编排，运维由 TECS Director 完成。
云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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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TECS 在云存储场景中的应用

TECS CloveStorage 提 供 云 存 储 ， 完 成 存 储 虚 拟 化 功 能 ， 其 与 第 三 方
OpenStack 产品或者 OpenPalette 产品一起构建单 DC 云环境。
IT 云典型应用
私有云/公有云

图 4 TECS 在 IT 私有云/公有云中的应用

基于 TECS OpenStack，TECS OpenPalette 及 TECS Director 构建的多 IT 云
环境。DC 的云化由 TECS OpenPalette 或 TECS OpenStack 或二者共同完成。云
资源统一纳管，编排，运维及运营由 TECS Director 完成。其中 TECS Director
提供的运营功能，在 IT 公有云中是必须功能，而在 IT 私有云中是可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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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

图 5 TECS 在 IT 混合云中的应用

基于 TECS OpenStack，TECS OpenPalette 及 TECS Director 构建的 IT 混合
云环境。其中企业私有云及运营商公有云均可基于 TECS OpenStack 或/及 TECS
OpenPalette 构建。TECS Director 完成企业私有云资源及运营商公有云的资源
的统一管理及编排。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TECS 产品已在全球成功部署超过 550 个虚拟化商用/实验局，与全球主流运
营商和生态伙伴深度合作，已经发展了 500 多个行业客户，遍及工业控制、车联
网、智慧金融、智慧农业、智能电力、文体娱乐、智慧安防、智慧医疗等多个领
域。
产品二：中兴新支点安全服务器操作系统 V5.0
产品类型：解决方案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CentOS 7、新支点电信级服务器操作系统 V5
产品功能介绍：
中兴新支点安全服务器操作系统 V5.0 是一款安全、稳定、可靠的 Linux 服
务器操作系统发行版，产品安全性以《GB/T 20272-2016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
统安全技术要求》第四级为设计准则，结合电信级标准的高可用性为中心予以构
建，根据虚拟化、云计算、大数据领域对底层操作系统的需求进行针对性优化，
同时为中间件、数据库、应用软件提供良好的兼容性适配，适用于等级保护或分
级保护系统，政府关键部门的信息支撑平台和高安全需求和云计算场景的企业应
用服务器。
安全、稳定、好用的中兴新支点安全服务器操作系统 V5.0，以优质的产品及
贴心的售后服务，深受用户信任，广泛应用于金融、通信、电力、教育、医疗交
通、政府等行业及大数据、高性能计算、物联网、公共服务等领域。
产品性能介绍：
1、兼容性
充分支持 x86(INTEL、AMD、海光、兆芯），ARM(飞腾、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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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可用性
以新支点电信级服务器操作系统 V5 为基础构建，从可用性、集群性、服务
性、高性能、标准、硬件及安全七个方向符合国际 CGL 5.0 电信级 Linux 系统
标准，
3、高安全性
从身份鉴别、自主访问控制、标记和强制访问控制、数据流控制、审计、数
据完整性、数据保密性、可信路径等安全功能关键技术提升通用 Linux 操作系统
安全性，通过《GB/T 20272-2016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第四
级测试。
4、易用性
为用户提供高度定制的系统，可灵活部署在传统的物理机环境及云化环境，
定制内容包括安全加固、软件组件、定制工具、部署方式等。
5、可维护性
提供虚机云盘根分区断链保护技术，确保云盘根分区断链时，虚机操作系统
能够正常运行及调试和定位故障。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电力调度系统中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安全升级，需要进行自主创新安全加固改
造；其中 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服务器需要满足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标准
的操作系统，并且支持自主创新芯片平台。

中兴新支点安全操作系统作为方案中 SCADA 服务器的底层操作系统：
1、配合完成业务程序以最小的业务代码改动移植到自主创新芯片架构；
2、兼容适配国内各个服务器厂商；
3、稳定、安全，达到 99.999%可靠性要求；
4、针对业务进行定制化开发，实现一键式安装；
5、符合《GB/T 20272-2016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及《变
电站监控系统安全操作系统技术规范》。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四方继保、南瑞继保、东方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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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TECS 产品创新型介绍
● 先进的架构：双核云平台（OpenStack & Kubernetes）
云平台目前的虚拟化技术主要有虚拟机和容器两种。由于技术发展迅速并
得到广泛应用，虚拟机在现阶段已经发展比较成熟。而容器作为新一代的虚拟
化技术，因轻量、快速、部署灵活等优势，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
一些关键业务对性能要求较高，并且需要安全可靠的运行环境，此时更多地会
选择裸金属服务器。因此，云环境中会存在多种形态的资源池，根据业务的不
同需求来灵活匹配。虚拟机资源池以及裸机资源池，一般采用主流开源项目
OpenStack，而容器资源池现阶段以 Docker 容器引擎技术为核心，开源项目
Kubernetes 以其完备的功能、成熟的生态圈已成为容器集群管理系统事实标
准，为用户提供虚拟化容器解决方案。融合云平台将两者进行融合，取长补短
（OpenStack 擅长资源管理，Kubernetes 偏向资源编排），和简单的分层迭加
（虚拟层+容器层）相比，融合云平台资源使用更高效，管理更便捷，使得业务
更方便进行部署。

● 电信级增强
TECS 产品在开源产品的基础上，根据电信级应用的需求，在计算、存
储、网络、管理、安全等方面做了全面增强。

ü 优化的功能组件
基于 OpenStack、OVS、KVM、Ceph、Docker、Kubernetes 等开源产品的
功能组件，功能和性能上做了全面增强，提供高性能、高可靠的虚拟计算/存储
和网络资源。

ü 增强的运维服务
开源版本不考虑支持运维自动化，但是 CT/IT 场景商用，运维服务是非常
重要的特性。TECS 产品从自动化、易部署、平滑升级、易运维、高可靠、高
可扩展性等方面提供了智能化、自动化的运维服务。

ü 多层次统一管理
TECS 产品支持多层次的统一管理：支持虚机，裸机，容器的统一编排管理；
支持跨物理 DC（Data Center，数据中心）
，多级 DC 的统一管理；支持异构资源
池的统一管理和编排；支持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的统一管理。
通过统一管理，简化基础设施的管理复杂度，适应 CT、IT 各种云基础设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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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CS 产品亮点介绍
l 开放兼容
l

TECS 产品基于开源项目 OpenStack、OVS、KVM、Ceph、Docker、Kubernetes，
对外提供原生接口，保证了产品的开放性。

l

TECS OpenStack 子产品基于开源项目 OpenStack，北向和南向接口保持
与开源 OpenStack 平台的兼容，可方便地接入支持 OpenStack 的第三方
厂商的设备。

l

TECS 融合 ETSI NFV 架构，实现软硬件分层解耦：兼容业界主流的 x86
服务器设备、存储阵列和网络设备；支持第三方 VNF 的部署；支持与第
三方 VNFO 和 NFVM 的对接和交互。

l 统一管理
l

支持虚机，裸机，容易的统一编排管理。

l

支持跨物理 DC（Data Center，数据中心），多级 DC 的统一管理，逻辑
上形成统一的资源池，提高分散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运维的复杂性。

l

支持虚拟设备和物理设备（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等）的统一管理，
并能够以图形化方式呈现物理设备及虚拟设备的拓扑关系，便于日常维
护和故障定位。

l

支持异构资源池的统一管理和编排，包括第三方基于 OpenStack 的资源
池、VMware 等，实现异构资源的共享，打造资源池开放生态圈，

l

支持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的统一管理，实现跨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L2/L3 互通，适应企业各种跨云组网方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又
能享受公有云按需使用，按量付费的便利和低成本，从而推动企业和运
营商的合作关系。

l 灵活组网
TECS 产品支持单 DC 组网和多 DC 组网，支持 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软件定义网络）
组网和非 SDN 组网，可在跨物理 DC 的统一资源池上灵活部署 VDC。
l

单 DC 组网：满足单 DC 内部 NFV 组网需求，实现 DC 内部的计算、存储、
网络虚拟化及 VM 的生命周期管理。为 VM 提供基于 Intel DPDK 技术的
高 性 能 vSwitch ， 还 可 以 提 供 基 于 SR-IOV （ Single-Root I/O
Virtualization，单根 I/O 虚拟化）的高性能 I/O 技术，根据应用场景
灵活选用。

l

多 DC 组网：基于 VXLAN（Virtual Extensible LAN，虚拟可扩展局域
网）技术，把地理分散的多个独立 DC 通过大二层网络互联起来，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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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逻辑上虚拟化的超大型数据中心，解决企业统一管理多个分支机构的
不同 DC。数据中心互联后，能够为云服务提供商实现数据中心整合、业
务统一运营、异地容灾备份、虚拟数据中心（VDC）、虚拟机迁移、节能
减排等各方面提供条件，通过更靠近用户的分布式应用及业务的连续性
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感知体验。
SDN 组网：TECS 与中兴通讯 ZENIC SDN 控制器或第三方 SDN 控制器相互
结合，可实现 DC 内网络虚拟化和 DC 间的 L3/L2 互联。支持丰富的南、
北向接口协议，对 OpenFlow 交换机和非 OpenFlow 交换机实现统一的控
制。兼容多种 Overlay 网络技术，支持 Overlay 组网下的拓扑自动发现，
可以满足客户不同网络规模、不同的性能/价格比需求。

l

l 可靠安全
l

本地高可用

-

支持虚拟机热迁移，迁移期间保证虚拟机上业务的连续性，可以保证在系
统维护时做到业务不受影响。
支持虚拟机看门狗功能，通过看门狗检测到虚拟机操作系统运行不正常时
可以对虚拟机进行复位，使虚拟机尽快恢复正常。

-

支持主动对虚拟机进行检测，在检测到虚拟机异常时对虚拟机发起复位操
作，使虚拟机尽快恢复正常。

-

支持虚拟机的异地重生，即系统会主动检测物理机异常，并且在检测到物
理机异常后，能够将该物理机上的虚拟机在其他物理机上重新启动，以减
少业务损失。

-

支持控制节点的集群配置，在控制节点出现单点故障时能够及时切换，减
少系统服务中断的时间，并且在控制节点发生异常并进行切换时，计算节
点上运行的虚拟机不受影响。

-

支持集群内服务器资源负载均衡 DRS(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分布式资源调度程序)，提高资源的可用性。

-

支持云系统配置数据以及数据库的定时及手工备份，保证在系统因硬件原
因出现异常时，能够快速从备份的数据恢复正常运行。

-

支持虚拟机的全量备份、增量备份和差异备份，支持在线和离线备份，可
随时对运行中的虚拟机进行备份，保证虚拟机在出现异常时能够快速恢复
到之前可正常运行的状态。
l

异地容灾

-

同城双活容灾

-

同城 100 公里内的两中心间，数据同步复制，业务跨中心集群。日常运行
时，两个数据中心都处于运行状态，运行相同业务，数据实时一致。当单
数据中心灾难时，另一个数据中心可以接管所有业务，数据零丢失。

-

容灾的效果：一般灾难时，生产数据不丢失，业务不中断，双活中心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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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资源充分利用；城市灾难时，双活数据中心均无法服务
-

异地主备容灾

-

两中心之间相互数据异步复制，可扩展为多活数据中心互为容灾场景。日
常运行时，两个数据中心都处于运行状态，运行不同的业务，数据互为备
份。当单数据中心灾难时，业务能自动切换，另一数据中心接管所有的业
务。

-

容灾的效果：生产数据丢失的极少，业务中断后可较快的恢复；容灾中心
提供服务，资源充分利用

-

两地三中心容灾方案

-

同城生产中心间数据同步复制，业务跨中心集群；数据异步复制到异地容
灾中心。日常运行时，同城两中心双活，处于运行状态；异地数据中心作
为容灾中心。当同城一个中心灾难时，数据零丢失，另个同城中心可以接
管所有业务；同城两数据中心均发生灾难，业务全部切换到异地数据中心

-

容灾的效果：一般灾难时，数据不丢失，业务不中断；城市灾难时，容灾
中心提供服务，数据少量丢失，业务可恢复

l 卓越性能
l

在为虚拟机分配 vCPU 和内存时考虑处理器的 NUMA（Non Uniform
Memory Access Architecture，非统一内存访问）特性，使虚拟机访
问内存性能达到最优，提高业务性能。

l

支持虚拟机的 vCPU 与物理机的 CPU 核的一一绑定，保证虚拟机的 vCPU
资源不被其他虚拟机所抢占，从而保证一些关键应用的性能和实时性。

l

对于支持巨页的处理器，支持进行巨页设置，使虚拟机能使用巨页，
提高内存访问性能。

l

对于 KVM（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基于内核的虚拟机）进
行实时性增强，减少主机中断、KSM（Kernel Samepage Merging，内
核同页合并）、以及 VM-Entry 和 VM-Exit 等操作对虚拟机的影响，
以提升虚拟机的性能和实时性。

l

支持基于高性能的 SR-IOV 组网，保证了电信应用高性能和低延时的
要求，使得 VNF 的网络处理性能接近物理机。

l

支持基于 Intel DPDK 技术的高性能 DVS（Distributed Virtual
Switch，分布式虚拟交换），保证了电信应用高性能和低延时的要求，
同时还支持热迁移以及 SDN 特性。

l

支持目前主流的分布式存储 Ceph，在统一的平台上提供文件、对象、
块存储，具有支持通用服务器成本低、分布式扩展性好、无单点故障
可靠性高、自动负载均衡、自动修复和自动检测等优点。

l 简易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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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支持导航式图形化安装部署和升级，支持设备的自动发现和管理，极
大地简化了云设施的安装部署和版本升级。

l

提供完善的日志管理功能，能够对操作日志、系统日志以及数据库等
第三方软件的日志进行集中的管理，并可对日志进行自动分类和检查，
能够快速从日志中获取到需要的信息，协助进行故障定位以及操作审
计。

l

提供了统一的监控平台，可监控虚拟化资源和非虚拟化资源的，包括
告警信息、性能信息、设备的状态信息等，便于维护人员实时了解系
统的运行状况，能够对系统的异常状况做出快速响应

l

提供了统一的性能分析定位平台，可自定义查看指定的性能指标变化
趋势，从而识别性能的变化情况，帮助管理员评估潜在的风险，及时
规避

l

提供了健康分析功能，通过相应的计算方法，识别出网络设备、物理
服务器等的健康评分，风险评分等，方便管理员根据相应的分数，预
先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避免故障。

l

提供统一的拓扑呈现，实现全网资源可视化，多视角和分层地呈现系
统资源的连接关系以及资源和服务之间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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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
一、企业概况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于 2009 年 1 月 6 日由
原中国网通和原中国联通合并重组而成，公司在国内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通信网络，
主要经营固定通信业务，移动通信业务，国内、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数据通
信业务，网络接入业务，各类电信增值业务，与通信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业
务等。
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是中国联通集团的直属单位，于 2015 年 7 月 1 日成立。
本部位于北京，设有济南、哈尔滨、广州、西安、南京 5 个分院。公司现有人员
队伍 2700 多人，生产研发人数占比 93%。

1. 成立背景
中国联通集团为提升 IT 自主研发能力，建立 IT 集约化平台，于 2015 年成
立联通软件研究院，主要负责集团业务支撑系统、管理支撑系统、大数据系统、
前瞻性 IT 技术研究等集团重点任务。

2. 公司业务简介
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在 2020 年中国联通集团 IT 线组织运营体系变革后，全
面负责数字化基座的建设，B 域、M 域、D 域的生产研发和运营支撑，信息安全
研发与运营等。以技术中台为核心，打造中国联通统一研发体系，服务企业 IT、
网络 IT 和创新 IT，助力分子公司加速进入数字化新生态。

3.公司服务客户
软件研究院通过自主研发，成为联通集团技术创新的引擎，为中国联通的技
术和业务发展保驾护航，引领运营商的 IT 建设。与此同时通过精准服务，在“互
联网+”时代结合用户的消费习惯和行为日志等，为用户指定更加适合自己的套
餐服务，进一步提升用户感知，提升企业形象。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对内为联通
集团和 41 个分子公司的 595 个全域应用提供服务；对外针对不同企业诉求，提
供敏捷版和企业版天宫云服务，客户灵活定制，按需选择。当前与外部客户签订
的合同累计收入 2 千多万元，涉及广东中山完美有限公司的网购商城、哈尔滨工
大正元集团的国有科技产业化平台、某军事高校的学习管理系统等。

二、产品介绍
中国联通天宫云平台（以下简称天宫云平台）是随着中国联通 IT 集约化进
程的深化，按照“平台+应用”的生态建设思路，历时 5 年云化设计建设和 4 次
系统大版本迭代演进形成的新型 IT 架构模式和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天宫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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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容器化技术为基础，整合中国联通内部云资源，打造 “共平台、共能力、共
技术栈”的统一数字化底座，实现资源一站式供给，推动安可信创的全面数字化
转型，兼容 x86、Power、ARM 三种芯片架构同时支持混合部署，解决了目前中国
联通多套云平台技术栈共存、云资源池分散效率效能弱、自主掌控不足等问题。
天宫云平台是在全国大规模严苛生产验证基础上总结的最佳实践，具备高性能、
高可靠、高扩展、高效调度、混合部署、云安全、自主可控等特性。

1. 产品总体介绍
天宫云平台主要涉及云计算领域，包含了计算、存储、网络、微服务等方面
的云原生产品，覆盖 IaaS、PaaS 全栈体系架构。天宫云平台支持数据中心级的
资源池化，以租户形式，向上层应用交付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同时支持
Kubernetes 和 Marathon 业界两大主流容器编排服务框架，兼容并蓄各种运行环
境要求。支持主流开源分布式服务框架，完美支持 Istio、Spring Cloud，服务治
理体系更完整，轻松实现应用按需熔断、降级、限流、弹性扩缩容。通过打造开
放合作、共建共享共赢的平台生态，天宫现可提供上百个经过大规模实战验证的
主流开源和商用组件，涵盖大数据、AI 等各个应用领域，极大降低开发、集成、
部署、运营门槛。

三、

图 1 天宫云技术架构

平台接入层：天宫云平台的资源和组件，在云门户以产品的形式开放，用户
自助在线申请，产品即时交付。通过天宫门户，实现对应用全生命周期的自主服
务管理。同时提供了标准 OpenAPI，开放的体系结构助力平台新产品快速集成、
方便其他系统接入，降低研发成本。
管控平面：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提供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功能，管理用户
账号，并控制资源的操作权限，为平台提供了计费管理、产品管理、监控告警等
能力。
PaaS 层：同时支持 Kubernetes 和 Marathon 业界两大主流容器编排服务框架，
提供虚拟机、裸金属服务器、存储、网络等产品。提供上百个经过大规模实战验
证的主流开源和商用组件，涵盖大数据、AI 等各个应用领域。提供微服务治理
框架，轻松实现应用按需熔断、降级、限流、弹性扩缩容。
IaaS 层：底层硬件支持 x86、Power、ARM 三种 CPU 体系架构混合部署，
兼容并蓄各种运行环境要求，通过 Mesos 实现数据中心级的资源池化，以租户形
式，向上层交付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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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分类介绍
选择产品所属领域（多选）：
□数据库

R云计算

□大数据

□操作系统

□中间件

□基础开发框架

□安全
选择产品服务类别（多选）：
□开源商业解决方案

R开源云服务

□开源服务

按照选择的产品领域和类别对应填写产品介绍：
产品一、天宫云平
产品类型：云服务
产品基于的开源软件：Kubernetes、Mesos、Marathon、Docker、Linux、Centos、
Ceph、Prometheus、Alertmanager、Grafana、Etcd、MySQL、MongoDB、HBase、
MariaDB、Redis、Hive、Spark、Zookeeper、HDFS、Harbor、Kafka、Spring Cloud、
Istio 等。
产品功能介绍
天宫云平台功能概况：
功能
解释
弹性计算
存储服务
云上网络
云安全
数据库
大数据
制品仓库
消息队列
微服务
门户
开发技术栈

现代化多样性计算、应用集群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业务云端
运行服务
覆盖全场景的云存储解决方案
构建用户云端专属虚拟网络
面向数据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提供合规的、高效的
解决方案
提供企业级基础及场景化组合的大数据服务组件
提供企业级基础及场景化组合的大数据服务组件
企业级制品存管服务，提供公共、私有容器镜像管理和丰
富开源组件制品，保障用户私有制品安全和高可用
企业级消息队列中间件，构建分布式系统的核心组件
提供多种微服务架构，适配多种服务治理领域，用户按需
选择，敏捷迭代
直观易用，产品一点看全、一点申请、自主可视可控的人
机操作界面
面向业务开发人员，提供敏捷应用开发技术栈，上手即
用，简化操作，降低使用门槛

天宫云平台产品功能详细说明：
（1） 弹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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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天宫云计算技术架构
通过 Mesos 对资源池统一池化，统一调度容器、虚拟机和裸金属等资源，同
时对用户提供 Kubernetes、Marathon 两种应用编排调度工具，通过自研框架实现
中间件产品化（一键部署、一键运维、多种部署模式、参数最优），具备高性能、
高扩展、高可靠、弹性伸缩和混合部署能力等特点。同时，资源调度采用二级资
源调度框架，具有按业务要求灵活定制框架的优势。

图 3 天宫云计算类产品
提供了 Kubernetes 容器服务 CKE、Marathon 容器服务 CCS、虚拟机 KVM
和裸金属服务器 CMM 四个计算产品，多样性计算架构能力，供应用自主选择。
支持企业级容器化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无缝对接原生云存储、云网络和云安
全能力，打造最佳云端运行环境，便捷管理，智能化监控。
（2） 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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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天宫云存储技术架构
天宫云存储以 Ceph 作为云存储底座，通过标准接口提供可靠存储服务，实
现与云原生容器服务深度整合，支持容器、安全容器、虚拟机三种工作负载，多
业务场景支持，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图 5 天宫云存储类产品
提供了块存储 CBS、对象存储 COS、文件存储 CFS 与本地存储四个存储产
品，支持块、对象、文件等多种接口协议，支持跨区域数据容灾备份，为用户提
供覆盖全场景的存储解决方案。可通过使用天宫云门户对存储实例进行统一的管
理，适配平台提供的容器服务、虚拟机、裸金属和 PaaS 层组件，便于用户方便
快捷的完成数据存储。
（3） 云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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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天宫云网络技术架构
天宫云网络通过采用网络虚拟化技术，通过创建虚拟交换机、虚拟路由器、
配置负载均衡等关键技术，协调配置物理网络资源，构建安全隔离的 VPC 网络
环境、分布式 NAT 网关出口；根据不同的分配策略将访问流量分发到后端业务
应用，进行流量的分发控制，提供按需使用、按量计费的 CLB 负载均衡服务。
同时，云网络配有自监控功能，在提高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应满足安全可靠的要
求。
天宫云网络提供了虚拟私有云 VPC、云负载均衡器 CLB 和 NAT 网关三个
网络产品，VPC 为容器、服务器等用户云上资源构建云端专属虚拟网络，租户间
100%隔离，基于 NAT 网关和 CLB 在私有网络与物理网络之间构建多条高速交
换通道，实现海量业务互访。
（4） 云安全
云安全为云平台提供数据安全、系统安全、主机安全等多种自研的安全能力，
帮助用户解决安全问题。提供了三个安全类产品：天盾数据安全 2.0 DSS、天盾
漏扫平台 TVS 和天宫弱口令扫描 WCS。天盾数据安全 2.0 DSS 提供安全可靠、
轻量部署、高效稳定的数据脱敏服务。天盾漏扫平台 TVS 提供面向应用、Web、
中间件、主机层面的高危漏洞扫描。天盾弱口令扫描 WCS 是一个集深度扫描、
安全加密、报告推送于一体的便捷、高可用的自服务工具。
（5） 数据库
提供主流开源数据库服务，以及监控、数据传输服务、安全服务等全套服务。
MyCat 分布式数据库：依赖于容器服务 CKE 容器化底座构建的高性能数据
库中间件服务，搭配 MySQL 实例轻松构建数据分片或读写分离体系。为关系型
数据库扩展提供稳定可靠的支撑。
MySQL 数据库：稳定可靠、完全兼容 MySQL 协议并基于 CKE 容器化底座
构建的关系型数据库服务，持久化存储使用高效的 LVM 方式集成，搭配可视化
监控及日志检索功能，广泛应用于各类应用场景。
RDS 数据库：提供即开即用、稳定可靠、可弹性伸缩的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支持 MySQL 引擎，广泛应用于各类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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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服务 Redis：云内存库服务，高可靠双机热备架构及可平滑扩展的集群
架构，结合高并发、高 QPS 特性，满足高读写性能场景及弹性的业务需求。
MongoDB：是基于 CKE 容器化底座构建的 MongoDB 服务，持久化存储使
用更加高效的 LVM 方式集成，其具备基本的可视化监控及基础信息浏览功能，
并借助可视化控制台增强服务控制功能。
CANAL 增量数据订阅/消费服务：基于 CKE 容器化底座构建的增量数据订
阅/消费工具，根据数据库的增量日志解析，提供增量数据订阅&消费，目前主要
支持 MySQL/MariaDB。
（6） 大数据
在天宫平台上提供了多种大数据产品，主要有基于 Hadoop 的一个数据仓库
工具 Hive、Spark、HBase、ZooKeeper、FTP 等。
Hive：基于 Hadoop 的一个数据仓库工具，包括批处理数据仓库 Hive 和逻辑
多租 Hive，可以将结构化的数据文件映射为一张数据库表，并提供类 SQL 查询
功能。
Spark：基于内存计算的大数据并行计算框架，包括海量数据高速计算引擎
Spark 和逻辑多租 Spark，基于内存计算，提高了在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处理的实时
性，同时保证了高容错性和高可伸缩性。
HBase：高可靠性、高性能、面向列、可伸缩的分布式存储系统，包括分布
式存储数据库 Hbase 和逻辑多租 HBase，运行于 HDFS 文件系统之上，为 Hadoop
提供类似于 BigTable 规模的服务。
ZooKeeper：是一个分布式的，开放源码的分布式应用程序协调服务，是
Hadoop 和 HBase 的重要组件，提供的功能包括：配置维护、域名服务、分布式
同步、组服务等。
FTP： 用于互联网双向传输，控制文件下载空间在服务器复制文件从本地计
算机或本地上传文件复制到服务器上的空间。
逻辑多租 Impala：作为新型查询系统，以高性能、低延迟的交互式 SQL 查
询存储在 Hadoop 的 HDFS 和 HBase 中的 PB 级大数据。
逻辑多租 MPPDB：面向分析型应用领域，结合弹性资源管理、计算存储分
离、行列混合存储技术、大规模并行化计算技术、组合数据压缩算法及智能索引
等技术的新型分布式数据库。
云化 ETL：采用图形化的数据流和工作流设计，分布式的数据处理和任务调
度，将分散的、异构数据源抽取，进行清洗、转换、集成，最后加载到数据仓库
或数据集市中。
数据稽核：提供企业级范围的数据质量管理流程与方法论，实现数据全生命
周期的质量监控与质量稽核，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及时性等。
数据仓库：数据中心库，全面整合各类数据，按照主题组织信息，构建商业
智能核心。包含 Inceptor、Hyperbase、HDFS、YARN 等组件。
数据集市：面向部门级业务，提供数据集市构建能力，实现交互式分析以及
自动化的报表应用构建。包含 Inceptor、Hyperbase、HDFS、Yarn 等组件，支持
基于固态硬盘的高效数据存储格式。
实时计算：云上的流处理分析平台，对流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实时处理，帮
助企业构建在线实时应用，充分利用流式数据。
数据挖掘：一个统一的企业级人工智能平台，现支持超过 100 种机器学习和
深度学习的分布式算法。通过自动建模和内置的行业模板，业务分析师和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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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师可快速构建、部署及分 AI 模型；研发工程师可将 AI 模块嵌入现有应用，以
提升业务价值。
信息检索：PB 级别的高速全文检索服务，提供高并发支持，以及字段精确、
模糊检索和快速统计功能，支持用 SQL 做内容检索。
（7） 制品仓库
提供基于 Harbor、Helm 的企业级制品存管服务，提供公共、私有容器镜像
管理和涵盖数据库、消息、负载均衡、微服务等十余种类型 100+开源组件制品，
开箱即用，一键部署，多租户机制保障用户私有制品安全和高可用。
镜像仓库 CCR：企业级容器镜像 Registry 服务，提供了更好的性能和安全，
支持全国镜像资源同步及 P2P 加速镜像分发，提高用户构建和运行环境传输镜
像的效率。
组件仓库 CCD：提供开源的数据库类、微服务类、负载均衡类等丰富的自助
化组件，开箱即用、一键部署，支持 Kubernetes Helm 和 Marathon 两种标准格式，
降低容器服务部署和运维难度，提高了软件发布效率。
（8） 消息队列
主要用于分布式应用松耦合架构中，可以提高系统可用性以及可扩展性，提
供多种产品、多种规格供应用选择使用，致力于打造企业级高可用消息服务，支
持云原生应用使用场景，助力应用快速便捷上云。
消息服务 Kafka：基于开源社区 Kafka 构建的高吞吐量、高可扩展性的分布
式消息队列服务，适用于构建实时数据管道、流式数据处理、第三方解耦、日志
收集、监控数据聚合等场景，专业全托管式服务，开通即用，运维无忧。
消息服务 MQ：是一个具备低延迟、高并发、高可用、高可靠的分布式消息
中间件。基于高可用分布式集群技术，提供消息发布订阅、无序消息、顺序消息、
事务消息、定时（延时）消息、消息轨迹查询、资源统计、监控报警等一系列消
息云服务，是企业级互联网架构的核心产品。
（9） 微服务
提供基于 Spring-Cloud 的星舟 StarShip、基于 Istio 的服务网格 CSM 的微服
务架构，用户按需选择，敏捷迭代，适配多种服务治理领域。
星舟 StarShip：提供一个 Spring Cloud 微服务管理平台，将微服务架构与容
器技术相结合，实现容器自动编排、持续集成与交付、服务治理。
服务网格 CSM：提供一个全托管式的服务网格平台，兼容社区 Istio 开源服
务网格，面向容器云原生应用，支持完整的服务治理能力，从而极大地减轻开发
与运维的工作负担。
（10） 门户
门户作为天宫统一访问入口，整合、汇聚、统一调度云产品，为用户提供一
个产品一点看全、一点申请、既定即用、自主可视可控的人机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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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图 7 天宫云门户技术和功能架构
访问管理提供一种用户身份识别与访问管理的 Web 服务，可以帮助用户更
安全的控制对天宫云资源的访问。IAM 服务基于 SAML2.0 的联邦身份验证来实
现与企业内网账号的互通，通过用户组对职责相同的 IAM 用户进行分类并授权，
实现基于角色的跨天宫云账号的资源授权。账单中心是对用户使用产品过程进行
虚拟成本分摊的模块。用户在账单中心可以查看已使用产品产生的账单明细。云
标签是用于标识和管理天宫云资源的辅助管理服务。一个用户管理多个项目或应
用时，可以对资源按项目或应用打标签，实现资源的分类管理。企业组织提供一
项基于权限的天宫多账号管理服务，可让用户将天宫云中的多个账号整合到已创
建并集中管理的组织中。
（11） 运维管理
提供了一站式日志服务平台 CLS、立体化监控平台 CMS 两种产品。
日志服务 CLS：稳定、可靠、便捷、易用的一站式日志服务平台，轻松管理
海量日志数据。
监控服务 CMS：一个立体化监控平台，提供跨产品、跨地域的应用分组管
理模型和告警模板，帮助用户快速构建支持天宫云平台各云产品数据监控、可管
理数万实例的高效监控告警管理体系。
（12） 开发技术栈 CAD
为业务开发人员提供敏捷轻量级应用开发技术栈，打造自主研发与应用创新
孵化环境，上手即用，降低使用门槛，壮大开发人员队伍，提升研发产能。
产品性能介绍
性能
功能
容器服务

对象存储 COS
存储服务
文件存储 CFS
云硬盘 CBS

单个 pod/容器性能理论上受限于单个物理机的性
能
场景
读
写
2M 文件
1533 OP/S 420 OP/S
512K 文件 2542 OP/S 648 OP/S
64K 文件 5205 OP/S 941 OP/S
4K 文件 3994 OP/S 1673 OP/S
1K 文件 2663 OP/S 1127 OP/S
I/O 效率约为同类型本地磁盘 30%
I/O 效率约为同类型本地磁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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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存储
虚拟私有云 VPC
云上网络
负载均衡器 CLB

云安全

数据库

大数据

数据安全 2.0
DSS
天盾漏扫平台
TVS
天盾弱口令扫描
WCS
MyCat 分布式数
据库

I/O 效率与同类型本地磁盘持平
主机包转发率 主机带宽使用率
45 W/s
9.5 Gbit/s
单节点 TPS
单节点 QPS
150W
3.6W
支持每秒调用峰值 6 万笔，单次调用小于 4ms
对单台主机资产发现的时长小于 1 分钟
单次弱口令扫描时长小于 10 秒

主要是以 Mysql 为后端的连接数、高并发等性能
的抽象体现
基准数据：24 个 tables，每个表 100000 条数据，
测 试 工 具
sysbench ， 资 源
cpu1500m/mem1500M/16 threads。
不同 CKE 集群之间，通过 CLB 负载访问，结果
数据如下：
MySQL 主从数
tps(per sec) qps(per sec)
据库
1160
23204
同 一 个 CKE 集 群 环 境 内 ， 通 过 Mysql 的
sevicename 访问结果数据如下:
tps(per sec) qps(per sec)
2062
41261
单节点最大 64G 内存，集群版最多支持 12 个分
缓存服务 Redis
片
基准数据：压测工具 ycsb-0.17.0，工具所给资源
MongoDB
cpu3000m/mem3000M/8threads
插入性能：threads:8 Throughput (ops/sec):45800
RDS 数据库
基准数据：1c1g 支撑 300 连接数、600iops
同步 mysql：每秒 1000 条左右
CANAL 增量数 同步 kafka：json 格式， 2000 条左右；
据订阅/消费服务 protobuf 格式，2200 条左右
注：同步效率与变更数据消息体大小有关
TPC-DS 性能测试：
600G 数据：
query3.sql, time taken:161.249s;
query20.sql, time taken:187.207s;
query25.sql, time taken:558.849s;
Hive
query40.sql, time taken:367.181s;
query50.sql, time taken:402.023s;
query51.sql, time taken:511.796s。
1T 数据：
query3.sql, time taken:257.909s;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Spark

HBase

Hive

query20.sql, time taken:404.867s;
query25.sql, time taken:1122.903s;
query40.sql, time taken:704.113s;
query50.sql, time taken:746.405s;
query51.sql,time taken:681.117s。
TPC-DS 性能测试：
Spark SQL:数据量 1T，yarn 资源相同，性能相
比物理机模式下性能下降 30%；
Spark Streaming:
数据条数 10 万条，吞吐量 25600000B/s,数据最
大延迟 7355ms,运行时间 4595ms;
数据条数 50 万条，吞吐量 34133333B/s,数据最
大延迟 55683ms,运行时间 265088ms;
数据条数 100 万条，吞吐量 35310344B/2,数据最
大延迟 481518ms,运行时间 529692ms;
数据条数 150 万条，吞吐量 41513513B/s，数据
最大延迟 750634ms,运行时间 787983ms；
数据条数 200 万条，吞吐量 46545454B/s，数据
最大延迟时间 1000478ms，运行时间
1044067ms。
HBase 基准测试：
500 线程，写入延迟不大于 30ms；
500 线程，读取延迟不大于 20ms；
写性能：吞吐量最大 50000+ ops/sec，延迟 30ms
左右。
读性能：集群吞吐量 14000+ ops/sec, 延迟 20ms
左右。
Range 扫描性能：集群吞吐量 11000+ops/sec,延迟
20 毫秒到 80 毫秒之间。
TPC-DS 性能测试：
600G 数据：
query3.sql, time taken:161.249s;
query20.sql, time taken:187.207s;
query25.sql, time taken:558.849s;
query40.sql, time taken:367.181s;
query50.sql, time taken:402.023s;
query51.sql, time taken:511.796s。
1T 数据：
query3.sql, time taken:257.909s;
query20.sql, time taken:404.867s;
query25.sql, time taken:1122.903s;
query40.sql, time taken:704.113s;
query50.sql, time taken:746.405s;
query51.sql, time taken:681.11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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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服务 Kafka
消息队列

消息服务 MQ

2C4G 3 节点 100M 带宽 最大 TPS 10 万 分区
上限 300；
4C8G 3 节点 300M 带宽 最大 TPS 30 万 分区
上限 900；
8C16G 3 节点 600M 带宽 最大 TPS 60 万 分区
上限 1800；
基准数据：物理机节点一主一备支撑 500 个 topic，
1 万 iops。

产品应用场景介绍
天宫云平台作为一个私有云容器管理平台，设计非常灵活，具有计算、存储、
网络、数据库、中间件、大数据等种类丰富的通用产品，提供端到端的应用上云
解决方案，几乎能满足所有云化业务的应用场景需求。
（1） 微服务架构应用
天宫云平台提供了主流的微服务开发框架，方便将应用微服务化，将现有大
型应用系统通过微服务架构拆分为多个独立模块，每个模板以应用镜像为模板进
行微服务部署；支持多种策略的灰度发布功能，在多个版本间进行切换或进行
A/B 测试；支持容器粒度的隔离，保证每个微服务的安全和稳定。
（2） 持续集成与交付环境
天宫云平台具备搭建 DevOps 环境的各类组件，一键部署，即订即用。持续
集成与持续交付可极大提高软件的发布效率，持续集成强调开发人员提交了新代
码之后，立刻进行构建、（单元）测试，便于确定新代码和原有代码能否正确地
打包集成在一起。持续交付在持续集成的基础上，将集成的代码部署到预发布环
境和现网环境上。
（5） 弹性伸缩架构应用
天宫云平台的容器服务支持弹性伸缩策略，能够根据容器运行情况，监控容
器的 CPU、内存、带宽等指标，在业务峰值时，自动增加容器数量和容器配置并
进行秒级部署，分流并发请求，保障业务运行正常；在业务低峰时，自动缩减运
行环境以节省资源成本，提升平台资源利用率。
产品服务客户介绍
中国联通天宫云平台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全国六大数据中心，作为一个云原
生企业级私有云，天宫云平台管理超过 2.8 万个节点，20 多万容器，支撑全国 4
亿多用户，每日处理话单量超 450 亿。对内为联通集团和 41 个分子公司的 595
个全域应用提供服务；对外针对不同企业诉求，提供敏捷版和企业版天宫云服务，
客户可以灵活定制、按需选择，当前与外部客户签订的合同累计收入 2 千多万
元。本部分将介绍五个客户案例来说明中国联通天宫云平台的实际应用价值，详
情如下。
案例一：
cBSS 是中国联通集约化的电信业务支撑系统，也是目前全世界运营商中最
大、最先进的 IT 支撑系统。2014 年，中国联通开始全国集中 cBSS 系统的建设，
实现全国业务一点受理、统一计费、统一用户体验，建设之初采用传统 IOE 架
构，无法应对大量集中的全国业务，传统的竖井式架构无法适应互联网的突增和
突减，在系统的应用、硬件和网络部署方面都面临极大挑战。2016 年，cBSS 完
成去 IOE。2017 年，开启云化之路，以天宫云平台为载体，cBSS 实现了互联网
分布式架构，具有高并发的支撑和标准化对外输出能力，已全面完成传统架构向

开源供应商案例集
统一云化架构的转型。目前 cBSS 承载用户规模超 4 亿，日处理话单量 450 亿+，
日均调用量 30 亿+，
支撑最大并发量 20 万+，采用组件数 60+，集群节点数 1500+。
cBSS 依托天宫云平台微服务框架已实现全链路灰度发布，可配置多种灰度参数，
发布过程用户零感知，灰度版本可每日迭代，快速支撑省分个性化需求。遇到突
发流量激增，AI 流程预警能力可实现服务实例弹性扩缩，确保系统稳定。天宫
云平台容器应用的一键部署、一键发布、一键批量启停、一键扩缩容能力，为业
务的快速迭代提供保障，给开发和运维人员提供便利和可操作性。在过去四年多
的时间里，cBSS 系统运行稳定，成功经受每月万亿次计算压力的最严苛考验，
以实际情况彰显天宫云平台高性能、高可靠的特质。
案例二：
中国联通智慧客服系统以天宫云平台为数字化底座，采用“平台+应用”建
设模式，基于 x86、ARM 两大服务器架构和 Marathon 容器编排调度能力，使用
联通自研的星舟微服务框架、开箱即用的平台自助化组件以及“开源+商业”的
专业化组件，在沉淀共性的基础上高效支撑省分个性化需求，构建的面向客户、
面向一线、面向运营的客服应用系统。天宫云平台的分钟级应用容器创建、图形
化的组件管理、一站式云化技术服务、一键部署、一键扩容、秒级完成集群资源
调度的能力，研发、部署、监控运营的一体化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为智慧客服
系统成功上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一年的发展，智慧客服加速推进集约化建
设，已完成 17 省+2 基地客服系统割接；基于西咸和无锡两大数据中心，实现四
大话务中心多活切换，具备 3761 个服务数，7472 个容器数，800+节点的集群规
模。深耕 AI、大数据能力，数智赋能，与多维度客户服务场景深度融合，支持精
准服务、智能外呼、全语音门户、客服助手、无缝服务、无痕营销、数字人等不
同场景下的多种复杂业务需求。智慧客服于 2018 年 8 月上线以来，在提升客户
感知、增强服务效能和提高运营效率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表现。目前智慧客服日
处理话务量 6280 万+，服务 2 亿+用户，推进 18 省营销服务一体化，增收 3000
万+，行业满意度提升 0.35。
案例三：
广东中山完美有限公司是一家知名的传统直销行业领军者，公司总部位于广
东中山，主要销售健康食品、小型厨具、化妆品、保洁用品及个人护理品，产品
远销国外。完美公司依托数字化转型战略，积极打造集研发、采购、制造、物流、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智慧生态平台。2018 年，广东中山完美有限公司采购了由中
国联通软件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天宫云平台，用于部署完美企业官网和综合网上购
物商城，提升了用户体验，扩大了公司影响，提高了运营效率，降低了企业成本。
中国联通部署的中山完美私有天宫云平台，集群总节点数 140+，按需提供监控、
日志平台、镜像仓库、Etcd、Redis、Mysql 等 10 余种云化组件产品，虚拟网络
服务实现租户间网络隔离，集群节点横跨广州、香港两大区域。中国联通支撑中
山完美以“平台+应用”的模式，实现了信息化 IT 架构从传统模式向互联网云原
生模式的转型，是完美公司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重要事件，标志着其生产经营模
式的重大转变，成功迈向产业智慧运营。基于天宫建设的完美平台，日均会员数
85000，最高访问量 7000 万，充分验证了天宫平台支持互联网业务大流量、高并
发、高可靠的特性。
案例四：
哈尔滨工大正元集团是由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市人
民政府三方投资组建的“高校+央企+政府”的国有科技产业化平台。主要从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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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联顶层架构设计、数据共享与服务平台建设，为各级城市、社区、园区管
理者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全产业链整体解决方案，已成为国内、国际先进的智
慧城市建设运营服务商。2020 年 6 月，哈尔滨工大正元集团采购了由中国联通
软件研究自主研发的天宫云平台，用于部署智慧城市应用，助力正元集团快速实
现数字化转型，提升用户体验，提高运营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根据协议，中国
联通将提供部署 96c/268g/18T 的私有天宫云平台，提供 CCS、COS、Kafka、Redis
等 20 余种云化组件产品。充分发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
的优势，支撑正元集团结合“平台+应用”的模式，建设适合正元集团发展需求
的应用系统和平台，实现了与黑龙江省行业巨头正元集团的数字化战略合作。目
前正元集团在私有天宫云平台上构建了城市地理勘测系统、城市电梯、停车场、
井盖、路灯等终端管理系统 20 余个应用，接入终端 6000 多个，赋能哈尔滨中央
大街打造智慧旅游街区，便捷化服务游客日均 10 万人次。未来，中国联通软件
研究院将发挥天宫云极致性能，全力支撑正元集团打造全新的智慧城市建设系统，
助力其建立先进、开放、创新的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圈。
案例五：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985 工程、军队“2110 工程”的某军事高校。
2020 年 7 月，该校采购了由中国联通软件研究自主研发的天宫云平台，用于内
网的学习管理系统，助力学校的数字智能建设、支持海量用户同时在线、业务系
统高并发等应用场景，提升用户使用体验，提高系统运营效率，降低运行维护成
本。根据实施方案，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将提供部署私有天宫云平台，包括 CKE、
CBS、COS、VPC、CLB、CSM 等云化组件产品，提供容器计算、分布式数据持
久存储、虚拟私有网络、负载均衡、微服务等能力。目前该校采用中国联通软件
研究院的天宫云平台产品作为基础技术组件，赋能数据处理平台进行定制化开发，
支撑 200 万注册用户，20 万在线用户同步学习。天宫云平台作为中国联通云战
略最佳实践，与该校业务和数据处理平台深度融合，持续为当前和未来的数据交
换与综合管理提供云化技术保障。

三、产品创新点和亮点介绍
1. 产品创新型介绍
天宫云平台是基于开源软件和技术同时经过一系列自主研发，最终能够提
供云服务的私有化云平台。主要创新点包括：
（1） 统一资源调度，容器双擎
基于 Mesos 整合全国六大数据中心，完成底层计算、存储、网络的资源池
化和统一调度，实现 IaaS 资源统一管理；同时支持 Kubernetes 和 Marathon 两
种主流容器引擎，用户可按需选择，应用无缝迁移，资源调度更精准。
（2） CNCF 认证，运营商行业首创
全自主研发的容器服务 CKE（Chinaunicom Kubernetes Engine）提供高可
靠、高性能的企业级 Kubernetes 服务，支持集群秒级创建，通过了 CNCF（云
原生计算基金会）认证，中国联通成为全球唯一获得 CNCF Kubernetes 一致性
认证的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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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存储稳定可靠，全场景覆盖
云存储全面支持块、对象、文件三类存储接口，支持 NFS、SMB、iSCSI 多
种访问协议，兼容 AWS S3 和 Swift 的对象访问协议，可以涵盖目前所有主流
的使用场景。支持多副本和纠删两种数据冗余存储策略、自动快照技术、跨数
据中心的备份和快速恢复，多措并举，极大地提升了数据的持久性。
（4） 网络支持 CNI/CNM 双标准，灵活高效
采用开源+自主研发，基于“OVN+OVS”为云容器、云服务器等资源提供用
户可定义的私有网络，兼容 Kubernetes 的 CNI 和 Docker 的 CNM 网络标准，满
足多元化网络需求；通过 NAT 网关和 CLB 构建私有网络和物理网络的高速交
换通道，支持海量业务访问。
（5） 兼容三大 CPU 架构，混合部署
同时兼容 x86、Power、ARM 三大 CPU 体系，满足多种类型的计算场景需
求，支持混合部署，全面整合兼容各类基础设施资源，提供便捷统一的云原生
应用管理服务。
（6） 国产化适配，安可信创基石
完成对飞腾、鲲鹏等主流信创芯片的适配，支持 openEuler、麒麟国产操作
系统，从芯到云实现了以本质安全到过程安全为核心的云服务，解决关键基础
软件的自主安全问题，打造新基建下安全、可信的云环境。

2. 产品亮点介绍
（1）简单易用
基于云化的一站式技术服务，一键部署，一键扩容。研发、部署、监控运营
一体化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全程可视化、灵活自主自助操作，私有云的生产运
营建设，公有云的平台用户体验。
（2）功能齐全、规模可控
具备虚机、容器双擎等多样型计算服务，块、对象、文件多类型存储，用户
私有网络、高性能网络底层负载均衡、企业网关，大数据、数据库、消息队列、
数据安全、蜜罐等丰富的通用产品，智能化监控、测试、趋势和作业调度等应用
研发全生命周期、全技术栈的功能支持。根据建设需求，平台可大可小，灵活控
制部署规模。
（3）自主可控、业界主流
自主架构设计，紧跟互联网主流技术最新进展，以开源技术和标准为基础，
按联通业务发展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建设；以国产生态建设为引领，联合
产业上下游，协同研发、开放合作，共建共赢，推动信创安全的全面数字化转型。
（4）久经考验、稳定可靠
天宫云平台作为联通整个集约化生产系统（cBSS）的平台基础，在 4 年多的
时间里，成功经受 cBSS 系统每月万亿次计算压力的最严苛考验，服务于联通 4
亿多用户，运行容器数超 20 万，是当前业界最大的容器平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