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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信创领域联合解决方案—云计算、数据库、中间件及业务软件分册》中，我们

重点介绍了飞腾和伙伴在网信上云方面的成功实践，由此延伸到在硬件基础设施云化基础上，

该如何进一步实现网信领域政府办公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绘制“数字政府”的蓝图。数字

政府的核心是高效利用日渐海量化和碎片化的结构和非结构化数据，做好数据 / 大数据的治理

与应用，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因此，需要从数据的存储备份、安全防护、传

输交换、分析利用、智能展现等方面进行解决方案总体规划和生态建设。

一直以来，飞腾通过技术革新和自主研发，持续提升飞腾处理器单核性能和多核并行协同

处理能力，高性能服务器芯片也发展到支持 2-8 路互联，使国产芯片从能力上更好满足各行业

对海量数据处理高性能、低延迟和大规模并行处理要求；同时飞腾还为基于飞腾平台的数据存储、

备份、传输、显示、安全等硬件设备提供参考设计和技术支持，为相关软件和集成商提供基于

飞腾平台的软件移植、适配和优化支持。

《信创领域联合解决方案—大数据、视频会议、存储及安全分册》收入 24 个优秀联合解

决方案，包括大数据、视频会议、存储、备份恢复、安全等方面，基本涵盖了数字政府建设的

主要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与生态伙伴合作，站在全系统集成的角度，为集成商和最终用户梳理

已被验证的、有说服力的系统级解决方案和实际案例，加速中国“数字政府”转型升级的历史

进程，破解网信产业快速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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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与飞腾
政务共享交换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府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政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各职能部门通常采用不同的技术和体系结构来构建自身的信息系统，虽然为

各自业务发展考虑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各信息系统数据独立存储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使得各业务系统

之间很难实现数据共享，严重制约着政府各职能部门业务系统之间的协作及工作效率的提升。如何在不改变原

有系统的基础上实现跨平台数据访问成为信息化建设道路上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国家先后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政务大数据共享交换的政策，	如 2016 年国务院发布“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2017	年国务院发布“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发改委和网信办联合

发布“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等，以解决在新时代下政务大数据共享交换与利用的难题。

为了解决政务信息共享问题，本方案基于国产飞腾 CPU平台，以电子政务云为基础，以跨部门、跨层级

应用为抓手，统筹构建“云数联动”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重要信息系统通过国产的统一平台进行数

据共享交换，打通各部门信息系统、打破“数据孤岛”，建成对接国家平台，覆盖全省（市）、统筹利用、统

一接入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	形成数据存储、交换、共享、使用、开放的核心枢纽，以推动人口、法人、空间

三大基础数据库等的重点数据接入，推动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和应用。

方案详情
该方案架构图如下。将依托国产基础软硬件设施，建立一个中心，即数据资源中心；一个门户，即统一

数据资源门户；四个平台，即大数据支撑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资源管理平台、算法模型开发平台；

一套服务体系，即数据归集服务、数仓建设服务、数据治理服务、模型开发服务；一套产品体系，即大数据云

平台 Transwarp	Data	Cloud（简称：T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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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数据共享交互平台主要做 5部分工作：汇、治、融、享、用。

“汇”：是数据汇聚，把各个政府部门的数据、从其他数据资源平台交换过来的数据、以及一些互联网

数据统一采集，汇聚到大数据平台，形成数据湖。“治”：是数据治理，通过数据治理对数据湖中原始数据进

行清洗、校验、去重、标准化，形成高质量的结果数据，并导入到数据库中。“融”：是数据融合，要基于数

据库中的高质量数据进行融合打通，构建主题库、专题库、共享库。“享”：是数据共享，包含两个层次，向

上可以级联上一级共享交换平台完成数据汇聚，向下可以把清洗融合后的高质量数据反哺到各个业务部门，实

现数据共享。“用”：是数据应用，基于两大数据资源库，对上层提供数据服务，支撑跨部门、跨层级的政务

应用，如一网通办、城市综合治理等。



星环与飞腾政务共享交换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3

在软硬件配置上采用

•	 CPU：FT-2000+/64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	 数据云平台：星环科技 TDC平台

•	 服务器：长城整机服务器

方案实施效果
1.	 建立基于飞腾硬件平台和星环政务共享交换平台的全国产大数据资源平台。

2.	 通过政务共享交换平台的建设实现各部门、各区政务数据的汇集和共享交换。

3.	 通过建设大数据资源平台将为全市智慧城市应用提供数据、算力和算法的底层支撑。

4.	 通过汇聚原始数据形成数据湖，通过业务治理形成四大基础库和相关行业应用主题库。

5.	 实现有序、按需公共数据治理，统一数据的技术、业务和管理标准，定期监管数据质量。

6.	 为跨部门融合应用开发提供大数据租户环境，减少各部门自建平台。

伙伴相关产品
在本方案中，星环科技政务数据云产品 TDC基于容器化技术，能够提供自主的、领先的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服务，构建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政务数据的归集、治理、共享和应用。

1.	 原生平台

底层是星环科技原生云操作系统 Transwarp	Container	Operating	System（简称：TCOS），为云上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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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部署以及资源管理提供全方位的实现支持。

2.	 服务管理框架

第二层是 TDC的云管理框架，提供包括安全保护、多租户管理、微服务管理、计费系统等服务在内的云

平台基础架构。

3.	 服务应用层

第三层是服务应用层，包含 Transwarp	Data	Hub（简称：TDH）和 Transwarp	Sophon 中的所有组件，

以云产品形式提供大数据和 AI 服务。

4.	 控制平台

TDC 在最上层提供统一的用户管理入口，让租户与用户快速部署大数据产品，以及实现项目管理和权限

设置；同时 TDC 提供数据资产目录、AI 模型工厂和应用服务治理这三种高级数据服务支撑框架，加速数据业

务创新。

伙伴信息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星环科技专注于企业级容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核心平台的产品研发 , 领航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基础软件新纪元。公司以上海为总部，以北京、广州、新加坡为区域总部，在南京、郑州、成都设有支持中

心，同时在深圳、天津、武汉等地设有办事机构，并在美国和加拿大设有海外分支机构。经过多年自主研发，

星环科技建立了多个产品系列：基于容器的智能大数据云平台 Transwarp	Data	Cloud	(	TDC	)、一站式大数

据平台 Transwarp	Data	Hub	(	TDH	)、智子人工智能平台 Transwarp	Sophon 和超融合大数据一体机 TxData	

Appliance，并拥有多项专利技术。2016 年被 Gartner 评为全球最具有前瞻性的数据仓库及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厂商，2017 年被 IDC 评为中国大数据市场领导者。公司产品已经在十多个行业应用落地，2018 年，星环科技

成为 12 年来全球首个完成 TPC-DS 测试并通过官方审计的数据库厂商。目前星环科技已完成D2轮融资。

目前星环科技已经包含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平台三大产品家族，已经有1600多家落地案例，覆盖金融、

交通、电力、能源、政府、物流、公共安全、电信运营商、零售、媒体、制造业、教育、医疗等数十个行业和

细分领域。

公司名称：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ranswarp.io

公司电话：021-60932577	北京分公司：010-62682815

公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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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汇区虹漕路 88 号 B座 11F&12F&15F，A座 9F

北京：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院华熙 LIVE 中心 B座 5层

广州：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座 3012-3013

成都：高新区吉泰三路 8号	新希望国际 C座	902 室

南京：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云密城 J栋 10 楼

郑州：郑东新区龙子湖崇德街 17 号星联创科中心 1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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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杉与飞腾
电子公文数据存储双活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电子公文是政府各部门进行请示汇报，命令下达等工作中的重要方式，也是各级人员执行任务的重要依据。

传统的公文是以纸质方式进行下发的，由专门的存档机构负责保存和归档。当公文数量增多时，公文的查找就

变得非常繁琐，尤其当用户记不清具体的发文时间和标题内容时，简直就如同大海捞针。此外，纸质档案的管

理对环境要求非常高，要求苛刻的温湿度保存环境，同时还需要做到防火，防腐，管理和维护的成本都很高。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公文电子化成为必然的趋势。电子公文系统目前在政府行业广泛推广与运用，

电子公文系统在提升政府办公效率的同时，如何从硬件和系统方面规划建设，确保电子文档的安全存储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本方案提出基于国产飞腾平台的宏杉设备搭建的存储双活方案以满足要求。	

方案详情
宏杉科技的对称双活存储（Symmetrical	Dual	Active	Storage，简称 SDAS）是一项专门针对双活存储方

案的创新技术。通过宏杉科技对称双活存储技术，可以不需要引入任何第三方软硬件，直接通过两台同档次的

MS系列存储阵列实现两台存储的双活工作，互为冗余。当其中一台存储发生故障时，可由另一台存储实时接

管业务，实现 RPO、RTO为 0。这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新型双活存储技术。

宏杉科技的 SDAS 技术，不仅支持近距离的双活存储系统，而且支持上百公里甚至更远的远距离双活数

据中心。近距离的双活存储可以采用更加高效的光纤交叉直连的方式进行组网部署，远距离的双活数据中心

采用交换机连接方式，再配以仲裁者机制进行组网部署。宏杉科技的 SDAS 两套存储之间的链路不仅可以支持

10GE 以太网，而且在业界率先支持 25GE/100GE 以太网技术。25GE/100GE 具有目前以太网应用领域中的最

高的传输带宽，可以大大降低同步数据传输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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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宏杉科技的MS系列存储产品均支持双活功能。

方案实施效果
•	 采用基于国产飞腾平台的宏杉设备搭建全国产存储双活方案。

•	 无须三方网关或者软件，直接在存储层实现两台阵列同时读写数据和并发访问的功能。

•	 真正的 7x24 小时业务不间断运行。一台存储出现故障，无须人工干预就能自动切换。

•	 系统最大可支持 400 块硬盘 /SSD。可满足客户未来 3-5 年的存储空间需求。

•	 自主创新，完全兼容国产操作系统和国产数据库等软件。

伙伴相关产品

项目描述 MS3000G2-FT

处理器 飞腾 FT-1500A/16

最大控制器数 2，可扩展到 16	

最大缓存（每双控） 64GB

IO 模块类型 1/10Gb 以太网模块、16Gb	FC 模块等

硬盘类型 SSD、SAS、NL-SAS、SATA

最大硬盘数（每双控） 391

Storage	pool 数（每双控） 60



宏杉与飞腾电子公文数据存储双活联合解决方案

8

每 Pool 支持的 LUN数 （每双控）1024

硬盘检测与诊断 支持周期性硬盘检测，支持硬盘检测速度的智能动态调整

RAID 级别及热备特性
RAID/CRAID(CRAID3.0)	0、1、10、5、6等，支持专用热备、全局热备、

空闲硬盘热备

CRAID 特性
CRAID 组允许多块硬盘发生介质错误，容忍任意三块磁盘物理故障，支

持普通重建、局部重建、快速重建

操作系统支持 AIX、HP-UX、Solaris、Windows、Linux 等

虚拟化平台支持 VMware、Citrix、Hyper-V、OpenStack、KVM、XEN等

基础管理软件
MacroSAN 管理套件，含基本存储管理、CRAID、系统监控、日志及告警

等功能

管理模式
支持图形化、命令行界面，提供webservice 访问接口，提供 SMI-S、

Cinder 管理接口

高级特性

自动精简配置、智能分层存储、自动数据迁移、性能监控、数据快照、

数据复制、数据镜像、对称双活、存储异构虚拟化、服务质量控制（QoS）

等

NAS 特性 支持 CIFS、NFS、FTP 等协议

电源输入 200V ～ 240V 交流 / 高压直流	

温度
工作温度：0° C	-40° C；推荐 10° C	-35° C

非工作温度：-20° C	-60° C

湿度
工作湿度：10%-85%，无凝结；推荐 20%-80%，无凝结

非工作湿度：10%-90%，无凝结

相关案例
•	 国内多个省份的政府机关，特殊领域等

•	 目标销售行业及场景：电子公文系统，OA办公系统，党建系统，电子签章，门户网站。

伙伴信息

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acroSAN	Technologies	Co.,	Ltd.	中文简称：宏杉科技）成立于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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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企业级存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系全球存储市场上少数具有高端产品自主研发能力、拥

有全线存储产品的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杭州，在杭州和深圳设有研发中心，在全国 31 个省会、首府、直辖

市及计划单列市，设立了办事处。

宏杉科技已成长为致力于数据管理的专业企业。宏杉科技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政府、金融、运

营商、教育、医疗、电力、能源、交通、大企业等各行各业。未来，宏杉科技将继续以自主创新、成熟、稳定

的存储产品线，全面、丰富、完善的面向云计算的数据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成为中国用户在数据管理领域的最

佳合作伙伴。

公司名称：杭州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macrosan.com

公司电话：400-650-5527/0571-28182000

公司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482 号智慧 e谷大楼 A座 10-12 层

http://www.macros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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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与飞腾
会议电视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	医疗	教育	应急指挥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视频通讯已经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应用。整个视讯业务向融合化、场景化的趋

势发展，中兴通讯与飞腾联合推出的超高清视频通信方案和产品凭借其高品质的音视频效果，成为了政府、企

业信息化办公的首选。中兴通讯坚持自研创新的理念，以自研“新支点”CGSL 的操作系统，自主编写 100%

的音视频编解码代码，100%自研智能业务算法；以专业的视音频技术，提供沉浸式超清体验，打造专业的视

频会议品质；以稳定安全为核心，提供电信级设备，六重备份机制，四重安全加密，确保安全的沟通；融合智

能 AI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多种智能业务，提升会议体验。全系列超清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将为客户提供全新

的视频通讯体验，呈现全新的视听盛宴。

方案详情
中兴视讯的产品与解决方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技术领先，坚持与行业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以技术、以

用户体验为主，产品推陈出新，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视讯新体验。

中兴通讯基于飞腾 CPU 平台，提供端到端的网络创新解决方案，支持通过 IP 网络，互联网，IMS 架构

网络接入到平台，平台提供除专业视频会议功能外，还融合了录播，数据会议，智能应用等功能，并与其他系

统进行互联和融合，ZTE 拥有全系列的终端产品，包含软件终端、会议室群组终端、一体化设施等产品。视频

系统全网统一管理，利用 inSight 智能运维系统，对平台资源、终端及网络情况进行运维管理提供更高的安全

保障。整个平台提供能力开放接口，可以满足行政会议，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等多种业务应用。

1.	 自研创新

中兴通讯一直以来致力于产品自研，保障产业链安全，满足客户对产品安全性要求。

视频会议产品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品的硬件平台，实现主控板、交换板、媒体处理板、结构件等的自主研发。

同时中兴通讯台拥有完全自有知识产权的 VCSP 软件平台，从操作系统、音视频编解码算法、协议栈到媒体处

理等都实现了自主研发。所有视频会议产品也都由中兴通讯自有生产线加工制造，并保证设备供货能力的同时，

能够在生产和物流环节保证设备安全性。

基于自研创新的理念，中兴通讯研制发布基于云计算的视频会议服务器M930，可实现视频会议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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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视频会议媒体服务，支持云化部署，目前完成和飞腾 FT-2000+/64 服务器适配；中兴通讯还发布基于自研视

频处理芯片 ZX296719 的智能高清视频终端 ET3 系列，此系列终端实现视音频编码代码 100%、人脸识别智能

业务等全自研；中兴通讯研制基于自研视频处理芯片 ZX296719 的智会大屏一体机 TCS 系列，实现全自研人脸

识别智能业务；中兴通讯还提供全自研的个人移动视讯软终端 VT100，实现数据共享，多人操作，目前已完成

和	FT-1500A/16	的融合。

2.	 4K 极致超清

中兴通讯拥有专业的音视频技术，是业内首家支持H.265 视频编解码技术的全套视频通讯解决方案，在

低带宽下提供更高清的视频通讯体验；同时支持多种音频编解码协议，可以适应多种网络环境。4K 超高清视

频会议终端，提供极致高清“视”界，为体验而生，清晰流畅如瀑布般的画面，为视频会议带来身临其境的极

致体验。

3.	 AI 极致智能

中兴通讯引入极致智能 AI 业务，提供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功能，包括人脸铭牌、会议签到、人数统计、

行为识别、智能会议纪要、同声字幕、语音控制等；通过智能身份识别与统计，实时转录和翻译，语音控制和

预订会议，数字白板提升交互性，自动背景优化，商务美颜；AI 智能业务完全采用自研算法，无感识别，提升

用户会议体验。

4.	 安全稳定

终端采用国密算法及专业芯片，终端安全认证采用Ukey 绑定，对数据加密传输，保障通讯安全、可信。

中兴视频会议提供电信级设备，端到端系统提供多重安全加密，多重可靠性、稳定性和加密机制，确保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确保沟通安全。

中兴通讯支持超强的抗丢包技术满足不同网络的需求，提供小于 200ms 的端到端会议时延，系统响应迅

速，极低的时延、参会人员交流顺畅，整个会议过程极佳体验。

伙伴相关产品
•	 M930 媒体系统（基于 FT-2000+/64）

•	 MS90 业务系统

•	 群组终端：ET301、ET312

•	 智慧一体机 TCS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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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软终端 VT100（基于 FT-1500A/16）	

成功案例
该方案已成功应用在北方某市政府视频会议项目上。在该市政府建设一套市 -- 县 -- 乡镇的行政办公视频

会议系统，覆盖全市共70个会场，实现与省级会议互联互通。方案特点：1、系统多重备份，保障系统稳定；2、

信令媒体双重加密，保障会议安全；3、远程音视频监控，统揽会场全局，此方案带来的客户利益：1、统一行

动，相互协作，有效提升了省市级会议的效率和和体验；2、多种类型终端灵活接入，打破地域的限制，节省

时间和行政成本；3、系统安全，会前组织非常方便，维护人力成本低。

伙伴信息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成立于 1985 年，是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的大型

通讯设备公司。公司通过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和企业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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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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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系列的无线、有线、业务、终

端产品和专业通信服务，灵活满足全球不同运营商和企业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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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客户。

中兴通讯坚持以持续技术创新为客户不断创造价值。公司在美国、瑞典、中国等地设立全球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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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 PCT 国际专利申请三度居全球首位，位居”全球创新企业 70 强”与”全球 ICT 企业 50 强”。目前

中兴通讯拥有超过 7.4 万件全球专利申请、已授权专利超过 3.7 万件，连续 9年稳居 PCT 国际专利申请全球前

五。公司依托分布于全球的分支机构，凭借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突出的灵活定制能力、日趋完善的交付能力

赢得全球客户的信任与合作。

未来，中兴通讯将继续致力于引领全球通信产业的发展，应对更趋日新月异的挑战。

公司名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zte.com.cn

公司电话：0755-26770000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 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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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视飞通与飞腾
高清视频会议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目前，国内视频会议系统的主要用户集中在政府、特殊领域、航天、司法、能源、水利、电信、教育、

新闻等重点行业和大中型企业中，尤其在政府、特殊领域、航天等“国之重器”类行业存在大量的多级视频会

议系统，一些重要、机密会议应用现有系统召开，在核心技术、供应链、安全性均不可控的环境下，其可能造

成的后果难以想象。

在此背景下捷视飞通凭借近二十年视频通讯的从业经验，提出了以自有核心技术+国产CPU芯片（飞腾）

算力 +国产操作系统（银河麒麟）相结合，将视频会议产品实现全国产解决方案。本系统遵循标准的H.323/

SIP 通讯协议，可以保证会议系统的高安全性，满足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客户的需求。同时具有高效的视音频

编解码能力和抗网络损伤技术，是新时代党政用户建设视频会议系统的首选。

方案详情
根据党政用户的类型及完整性的区分，视频会议主要有两种建设模式：

一级平台
AS-U1000

总部中心

大屏拼接系统

三级单位1

二级平台
AS-U1000

高清显示单元

市二级平台
AS-U1000

二级单位N

高清显示单元

专   网

高清显示单元高清显示单元高清显示单元高清显示单元

二级单位1

三级单位2 三级单位3 三级单位M

AS-F100高清视讯终端

AS-F100高清视讯终端 AS-F100高清视讯终端

AS-F100高清视讯终端 AS-F100高清视讯终端 AS-F100高清视讯终端 AS-F100高清视讯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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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用户有多个层级，例如：省、市、县、乡，或者部委、厅、局等组织架构，会议系统多采用分级部

署的模式，每个级别部署MCU设备，从上至下设备级联部署，这样既可以满足大型会议，又可以分级应用，

满足该类型用户需求。

二是用户数量较少，对分布式需要不强烈，例如央企、国企、有分支机构的企事业单位，多数采用集中

式部署，所有局点都是用总部平台资源，灵活组会，方便管理。

方案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一：大型政务视频会议

本方案支持各终端按照不同的分辨率、带宽、帧率、视频格式加入会议，完全可满足全体会场参见的高

清视频会议需求。

召开的全网大会需要严格定义与会者，在会议开始前确定参加会议的会场，非定义的与会者不允许加入

会议，会议召开时可以呼入或呼出连接与会者。除国密链路加密外，也可为会议设置密码，防止任意终端加入

会议，充分保证了视频会议的保密性。

可组建立即会议满足临时性会议需求，也可为经常性的会议设置会议模板，每次开会时直接重调用会议

模板组建会议。

应用场景二：各机构之间的点对点视频会议

本方案中，视频会议系统中的任意两个终端均能够通过直接呼叫对方 IP 地址实现双向视频通话，达到点

对点视频会议效果。

应用场景三：不同职能部门的分组视频会议

AS-U1000 支持多组会议同时进行，在系统资源允许范围内，让用户各部门同时召开多组会议，提高办公

效率，各个会议通过会议号码进行区分，各组会议之间相互独立，无任何干扰，终端在入会的时候通过输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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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号来加入会议。

同时，系统管理员可以对各组会议进行单独控制，互不干扰。

应用场景四：远程培训会议

培训会议可以是点对点会议，也可以是多方会议。从应用角度来说，培训会议一般都有培训材料、课件

等图像内容，因此对于培训会议最重要的是双路视频（培训讲师和培训课件）内容的分享与发送。本方案配置

的MCU与高清会议终端AS-F100均支持 ITU标准的H.239/BFCP双流协议，在确保主流视频无丢失的情况下，

可实现最高 1080P 辅流画面。

方案实施效果
捷视飞通基于飞腾平台的全国产高清视频会议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部署，五级会

议，满足全网各单位远程视频会议、视频会商、远程培训，指挥调度，点名签到以及横向各单位之间的会议需

求。全国产高清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同时具备支持飞腾终端电脑的接入及召开视频会议，满足未建立视频会议室

单位使用，提高工作效率，享受国产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安全性及便利性。实现了 1080P 级高清视频会议管理、

终端设备管理、注册认证、会议控制、内置GK服务器、公私网穿越等功能。

伙伴相关产品
1.	 捷视飞通视频会议平台软件 AS-U1000

捷视飞通视频会议平台软件 AS-U1000（飞腾版），深度适配飞腾 FT-1500A/16、FT-2000+/64 芯片平台，

该平台软件作为视频会议核心，遵循标准的H.323/SIP 通讯协议，用于控制整个视频会议系统的运行，实现视

频会议终端设备的鉴权接入、音视频处理（混音、多画面、适配、视频叠加）、信令控制、会议会场管理等功

能。该平台软件提供高质量的视频、语音、数据整合应用，实现多样化视频会议终端设备的互联互通，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高度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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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体式高清视讯终端 AS-F100

AS-F100 新一代交互式视讯终端产品，采用飞腾芯片 FT-1500A/16 核处理器，1U机架式设计，符合标准

H323/SIP 协议，支持 USB/HDMI/DVI/SDI/VGA 视频输出接口，RCA/XLR/3.5mm音频接口，满足主流音视频

设备的对接，能同时支持两路 1080P@30 的全高清编解码，高保真的宽频语音效果，具有高度安全性，该产品

完全自主研发，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与专利技术。

3.	 视讯综合业务管理平台 ISC1000

视讯综合业务管理平台 ISC1000，深度适配飞腾 FT-1500A/16、FT-2000+/64 芯片平台，适用于层级多、

系统结构复杂的大型会议系统，是功能强大的视频会议资源管理平台。系统采用 B/S 设计结构，支持按组织架

构管理用户和会场，用户可通过web 浏览器登录，控制管理MCU、视频会议终端等设备资源，实现对设备资

源实时调用、实时监控各MCU资源使用情况，有效提高大型视频会议系统业务应用的管理使用效率。

成功案例
•	 云上贵州视频云会议服务系统

•	 河南新乡市委视频会议项目

伙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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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Freecomm），公司于 2008 年成立，专注于为用户提供体验极致、

开放灵活、可靠稳定的多媒体通讯引擎和多媒体融合通讯解决方案。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 TCL 国际 E城，以

深圳研发中心、北京营销中心为核心，服务体系遍布全国各地。

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多媒体通讯领域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为政企客户提供了多款视讯产品。公

司在视频前后处理，视音频高质量编解码、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开发、多 DSP 硬件平台、视频多业务融合等技

术领域长期积累沉淀，同时公司在视频智能分析、视音频 AI 技术方向长期投入，不断创新，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持续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产品重点投入在高清视频会议、教育互动录播、移动可视化指挥、云视频等领域，经过多年的积累，

公司已拥有系列化的产品和完善的解决方案。同时，在国产芯片及相应操作系统上重点投入，研发了多款政务

专业高清视频会议产品，覆盖视频会议多点控制服务器，全高清会议终端，移动客户端等系列产品，全部符合

H.323 及 SIP 标准协议，达到 1080P 高清视频标准，高保真音频效果，完全符合政务视频会议的用户使用习惯

及行业规格标准，广泛适用于行政会议、应急会商、远程协同、远程培训等各种应用场景，是新时代下建设视

频会议系统的首选。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ifreecomm.com

公司电话：0755-26727001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TCL 国际 E城 G2 栋 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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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系统的各类应用不断得到扩充，目前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都已经建立或逐

步完善自己的信息系统。一方面，企事业单位业务逐步向“互联网 +”的目标转变，信息系统极大提升单位自

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业务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信息系统所承载的业务数据也越来越重

要。信息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信息安全威胁，如数据信息泄露、互联网黑客非法入侵、内部人员

越权违规访问等安全问题屡见不鲜。一旦单位出现业务中断，或者隐私信息被泄露，将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

和不良影响。

基于外部的监管和内部的业务驱动要求，企事业单位迫切需要建立简单有效的安全边界，来满足网络边

界安全建设的目标。针对当今面临的安全挑战，深信服与飞腾联合发布新一代边界安全解决方案，方案的核心

组件为下一代防火墙、入侵防御系统和WEB应用防火墙，三款产品均采用飞腾 CPU平台，以保障用户核心资

产为目标，以安全可视化为中心，为现有安全建设体系增加“预防”、“防御”和“检测”的边界安全防护能力，

有效抵御来自内外部的非法攻击，保障核心业务的安全性。

方案详情
在出口边界部署深信服下一代防火墙，实现对出口的边界安全隔离和访问控制，保障业务数据的合法访问；

通过在服务器区边界出口部署深信服下一代入侵防御系统，不仅防御常见的服务器漏洞攻击，而且可以有效识

别并阻断蠕虫病毒、间谍软件、木马后门、APT等攻击；通过在数据中心出口边界部署深信服Web应用防火墙，

深度解析影藏在 http 和 https 等合法数据包中的恶意，准确识别来自应用层的攻击威胁，从整体上提升数据中

心Web 应用的安全防御能力。整体方案构建了集防御、检测、响应为一体的边界安全保护架构，有效保障业

务安全。

1.	 精细化的访问控制

在边界部署深信服下一代防火墙，根据内外部不同访问需求实现各类用户权限的区分，深信服下一代防

火墙在传统五元组的维度上增加应用、用户、时间等维度，实现一体化的权限管控。通过对内网用户进行多维

度精细化访问控制，不仅实现边界的安全隔离，同时保障网络受控有序的运行，避免数据中心业务数据资源被

深信服与飞腾
新一代边界安全联合解决方案

政府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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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用户、第三方机构用户越权访问和非法访问等情况发生，降低不安全因素的扩散。

2.	 高效的恶意病毒检测与查杀

由于近两年勒索病毒事件层出不穷，如WannaCry 和 GlobeImposter，勒索病毒已使医疗行业用户谈之

色变。勒索病毒最大的特点是家族变种跟新速度快，为了有效应对勒索病毒的攻击，基于飞腾国产芯片平台的

深信下一代防火墙引入轻量级人工智能检测引擎 SAVE。该引擎使用了创新的人工智能无特征技术，能够进行

算法的自我优化、特性的自动提取，相比传统使用固定算法、人工提取特征的传统检测引擎来讲更具优势，其

能够对勒索病毒变种及其他未知病毒进行准确检测。

3.	 精准的入侵防护能力

在边界部署深信服下一代入侵防御系统，通过对进出数据中心网络流量进行深度解析，可及时准确发现

各类非法入侵攻击行为，并执行实时精确阻断，主动而高效的保护数据中心的网络安全。深信服下一代入侵防

御系统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常见的漏洞攻击，而且可以针对蠕虫病毒、间谍软件、木马后门、溢出攻击、数据库

攻击、服务器暴力破解、特别可以对 APT 攻击、未知威胁攻击等多种深层攻击行为进行全面防御。

4.	 完整的 Web 攻击防御能力

根据	Gartner	的调查报告显示，信息安全攻击有	70%	都是发生在	Web	应用层而非网络层面上，绝大多

数用户将大量的投资花费在网络和服务器的安全上，通常在网络中会部署防火墙、IPS、防病毒等安全产品，

但是这类产品对于Http 和 Https 的 Web 应用层攻击往往无法检测，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保证	Web	业务本身的

安全。本方案通过在内网数据中心出口部署深信服Web 应用防火墙，有效抵御对用户Web 业务影响最严重的

OWASP	10 大应用层攻击威胁，如 SQL 注入攻击、WEBSHELL、文件包含攻击、信息泄露攻击等，弥补数据中

心出口在应用层防护的短板，保障关键业务的稳定性和可用性。

深信服Web 应用防火墙采用业内领先的智能威胁检测引擎，该引擎结合 Sangfor	Regex 正则匹配和智能

语法分析技术。深信服Web 应用防火墙内置 3600+ 的服务器攻击特征库，Sangfor	Regex 正则匹配技术基于

特征匹配机制，快速识别流量中的已知威胁攻击。智能语法分析技术基于威胁攻击利用漏洞原理建立攻击判定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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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通过对请求字符串进行语法检查来判断该请求是否存在攻击风险，快速识别针对Web 应用发起的未知

威胁攻击，解决传统安全产品单一依靠规则匹配导致出现的漏报率和误报率的情况。

5.	 服务器异常行为持续检测，根除安全隐患

安全威胁来着多个层面，仅仅依靠边界防御有时并不能防御所有的风险，仍然可能出现由于移动介质私接、

管理缺失等问题为内网服务器带来安全风险。为了避免此类潜伏威胁造成更大的损失，用户应尽早发现此类失

陷主机的异常行为，尽早排除安全隐患就成为了安全运维人员的第一要务。

深信服下一代防火墙基于云端威胁情报能力、DGA2.0 算法和隐蔽通道的识别能力，准确发现数据中心中

失陷主机非法外联行为，精准定位现网中已被控的主机。同时，依照行为的异常级别对失陷主机进行分级分类，

帮助运维人员快速了解事件原因便可基于自身情况进行问题处理。另外，深信服下一代防火墙可以一键联动

EDR 进行快速处置，对失陷主机进行微隔离，避免勒索病毒、挖坑病毒等威胁在广域网中横向扩散，并且对病

毒文件进行查杀，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6.	 服务器安全漏洞虚拟补丁

由程序代码开发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是没有绝对完美的，所以任何服务器都会存在安全漏洞，漏洞攻

击也成为不法分子发起网络攻击经常使用的手段。深信服下一代入侵防御系统采用创新的双向内容检测技术，

通过对业务服务器数据交互过程中的请求和回传两个方向的数据进行深度报文内容检测，主动发现数据中心现

有服务器存在的安全漏洞，帮助用户及时预警。同时，针对数据中心内部交互业务的服务器，深信服下一代入

侵防御系统可发现现有服务器存在的安全漏洞，并提供相关安全漏洞修复建议，便于用户快速处置。

由于临时服务器停机对于业务通常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在紧急漏洞出现而服务器仍不具备更新补丁条件

时，业务系统难免面临潜在风险。深信服下一代提供“虚拟补丁”功能，在用户未对漏洞进行永久补丁修复之

前，针对网络数据流的深层分析，检测业务访问流量并保护服务器免受攻击，提升了用户应对突发威胁的能力。

深信服安全漏洞闭环管理方式，相比传统购买安全渗透服务的方式来说，投资成本更低，安全时效性更强。

7.	 可视化安全管理中心

深信服下一代防火墙内置安全运营中心，创新的提供了自动化安全运维服务，通过分析数据中心区域各

个阶段存在的安全风险，将发现的问题分类汇总，提醒用户及时修复安全问题。针对检测识别的安全问题，防

火墙给出了详细的风险说明及建议的解决方案，用户只需要参照解决方案提示步骤，即可快速完成安全风险的

修复。通过可视化的安全管理中心，将用户从以往海量安全日志的分析工作中解脱出来，并将已发现的安全问

题与数据中心的各类服务器资产紧密关联，用户可根据安全运营中心的问题列表实时掌握数据中心安全现状，

方便快速开展日常安全运维工作。

方案实施效果
1.	 出口边界部署防火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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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安全：基于飞腾国产芯片的新一代边界安全防火墙、入侵检测等设备，从芯片到应用全方位均

是国产平台，向党政等行业提供坚实可靠的一体化方案。

•	 安全可视可知：以用户安全作为核心保护对象，聚焦安全整体状况，识别核心关键资产，构建风险

状态的全局可视、攻击行为及保护结果的全面可视能力，为管理员提供高效的安全运维及风险处置

的依据。

•	 用户精细管控：精细化识别当前网络中用户使用应用和访问	URL 及违规下载上传等用户访问行为，

基于多维度用户行为分析，对违规的应用及网站	访问、数据外泄、非法下载等行为进行细粒度	管控，

从而合理规划访问资源。

•	 未知威胁处置：以下一代防火墙作为检测与防御的核心保障企业边界安全，联动云端海量情报并基

于数据做深度关联分析，将云端能力动态赋能到本地。通过在网络层流量定位恶意主机，通过联动

终端层 EDR，网端协同对恶意进程及文件操作有效定位，快速处置威胁。

2.	 服务器区边界部署防火墙效果

•	 业务资产动态识别：快速掌握资产及互访关系情况，梳理关闭资产暴露面；拓扑直观展示各类风险

状态，直接跳转相关策略优化；一键识别所有策略异常，助力精细化管控

•	 适配业务全面防护：提供包含 OWASP	TOP	10 及精细化配置的专业防护能力，并通过词法语法分

析引擎及有监督的学习模型适配业务提高安全效果，覆盖从 L2-L7 层的全面防护能力。（如从 2层

ARP 到 7层WEB防护）

•	 实时监控业务风险：识别进出流量，监测网站内容的安全性（暗链监控、篡改监控、挂马监控）、

存在的高危漏洞等系列风险，第一时间告知管理员，让安全工作防患于未然。

3.	 数据中心部署防火墙效果

•	 策略业务精细化管理：业务状态及互访关系全面可视，只能识别业务资产的风险，提供处置建议，

持续完善内网安全；全生命周期跟踪策略变更，及时识别策略异常，快速梳理策略可追溯每一次策

略操作。

•	 各类威胁有效防御：基于访问控制技术为基础，融合多种安全模块，提供防扫描、防篡改、Webshell

检测、WAF、IPS、AV、Netbot 检测、防C&C、DLP等功能，对于未知威胁、变种攻击等APT类攻击，

基于 AI 技术进行全面检测，有效定位具体终端和进程及相关文件，举证完整，处置精确，有效抵御

数据中心的各类风险。

•	 应用流量高效处理：集成高性能国产飞腾芯片架构，灵活编码高效适配，有效应对复杂应用计算，

自研 Sangfor 高性能正则引擎、跳跃式扫描引擎，通过对应用流量进行单次解析及并行化处理，具

备对应用流量处理的极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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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在硬件架构层提供双电源、双硬盘、硬件专用加速芯片等全面保障硬件稳定性，

同时在软件架构层提供带外管理、多平面分离混合串并行处理，等机制保障系统层高效稳定运行。

伙伴相关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描述

1 下一代防火墙

FW-2000-GA220 下一代防火墙

产品型号：FW-2000-GA220

飞腾 CPU平台：FT-1500A/16

2 入侵防御系统

NIPS-2000-GA220	入侵防御系统

产品型号：NIPS-2000-GA220

飞腾 CPU平台：FT-1500A/16

3 Web 应用防火墙

WAF-1000-GA220	Web 应用防火墙

产品型号：WAF-1000-GA220

飞腾 CPU平台：FT-1500A/16

伙伴信息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企业级安全、云计算及基础架构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拥有智安全、

云计算和新IT三大业务品牌，致力于承载各行业用户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基石性工作，从而让用户的IT更简单、

更安全、更有价值。目前，深信服员工规模超过 5000 名，在全球设有 50 余个分支机构，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广东省智能云计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一直以来，深信服十分重视研发和创新。持续将年收入的 20%投入到研发，并在深圳、北京、长沙和硅

谷设立了 4大研发中心，研发人员比例约为 40%。并坚持以“持续创新”的理念为用户打造省心便捷的产品，

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目前，近 10 万家用户正在使用深信服的产品。根据 IDC 数据，深信服硬件 VPN、

SSL	VPN、上网行为管理、广域网优化等多款产品，多年来保持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此外，深信服始终重视

用户服务，6500 余名认证工程师第一时间响应用户需求，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公司名称：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sangf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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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话：0755-86627888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A1 栋关于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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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全国各省市电子政务系统，云计算的逐步推进和深化，数据容灾备份已成为了云平台建设的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云平台数据根本安全的最为重要的手段。遵循国家信息安全技术关于信息系统灾难

恢复规范 -GBT20988-2007 和相关标准，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容灾与备份恢复系统，可对电子政务云平台和云

平台承载的信息化业务系统提供全面的本地备份、同城灾备和异地灾备，基于“两地三中心”的三级灾备体系

建设，提供云平台、不同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应用系统和文件的数据容灾与备份恢复功能，广泛兼容国际国内

主机存储和应用架构，提供国产安全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安全保护能力。系统涵盖了业务数据安全包含的应用系

统灾备部署、备份恢复、容灾演练和灾备切换在内的容灾备份服务，并提供两地三中心的业务生产数据历史多

副本管理和恢复能力，保障了云平台业务系统的数据安全和灾备恢复能力。

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CEC）战略投资的唯一数据容灾备份企业，鼎甲科技自主研发的

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容灾与备份恢复系统，完全基于国产飞腾平台自主设计，通过与国内基础软硬件及政务应

用生态合作伙伴联合攻关研发，摆脱了国外软硬件的技术限制，避免了对国外信息安全产品的依赖，通过云平

台灾备全服务流程和技术架构，满足了政务云平台数据安全和容灾恢复要求，目前已成功为全国多个省、市电

子政务云平台提供容灾备份系统解决方案，获得了广泛的行业用户认可，为政务关键数据的信息安全提供了保

障。

方案详情
安全可信和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是电子政务云平台和云平台承载的业务系统的安全性和可用性的最重要

保障要求，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容灾与备份恢复系统完全基于国产飞腾平台自主开发设计，目前完全兼容

OpenStack、KVM、KylinCloud 等国内 12 种 55 个版本的主流云平台架构，支持 MySQL、达梦、GBase、

KingBase 等 16 种 69 个版本的不同业务数据库类型，支持 28 种 80 多个版本的操作系统保护，提供业务单机、

集群、分布式和对象存储等多种数据架构的保护能力。面向政务应用灾备恢复的服务化要求，系统采用WEB

交换式服务设计，提供多租户灾备资源管理、资源监控与计费、灾备策略配置管理、灾备作业管理、统计和报

表管理、综合运维监控与告警等功能模块，为用户提供统一的身份认证、工作流审批管理功能，提供了政务云

鼎甲与飞腾
数据灾备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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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平台基于两地三中心体系架构的完备的业务系统云灾备功能。

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容灾与备份恢复系统架构总体划分为三个层面：备份容灾数据源层、备份容灾系统

实现层、备份容灾管理平台层。

1.	 备份容灾数据源层满足政务云平台备份容灾应用和数据要求，主要包括：数据库、文件系统、操作系统、

云平台虚拟机等。

2.	 备份容灾系统实现层采用统一架构，实现灾备系统和资源的纳管和数据类型与格式兼容互通，包括

各类备份容灾客户端、备份容灾系统架构类型、备份容灾系统功能和模块等。

3.	 备份容灾管理平台层为备份容灾系统的整体管理平台，面向服务化提供规范的容灾备份服务，包括

配置管理、多租户管理、监控管理、报表统计、流程审批、日志管理和权限管理。

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容灾与备份恢复系统面向政务的服务化要求，提供多租户灾备运营和服务管理，不

同政府业务单位可以通过租户各自独立配置和管理云平台分配的灾备资源，配置各自业务系统的灾备策略，监

控和查看多维度的统计报表，查看业务系统恢复和灾备演练情况，云平台管理可以通过灾备系统，集中管控云

平台灾备资源和策略，集中监控配置变更和告警处理。系统采用WEB交换式服务设计，提供多租户灾备资源

管理、资源监控与计费、灾备策略配置管理、灾备作业管理、统计和报表管理、综合运维监控与告警等功能模块，

为用户提供统一的身份认证、工作流审批管理功能，实现云管平台服务门户与云灾备业务流程与功能流程的对

接，实现标准化、可视化、流程化的政务云灾备服务要求，提供了政务云平台业务系统完备的数据灾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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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租户安全设计：由于共享一套备份容灾云体系，实现了备份容灾体系的统一管理，所有政务应用

数据按租户使用要求分配私有的业务和存储空间，租户之间数据完全隔离并提供重要数据分类、重

复数据删除和基于国密算法的数据加密实现数据安全保护。

2.	 多种应用系统保护能力：支持国内外主流数据库及开源数据库的适配支持，支持国内自主的主流数据

库（达梦，金仓，南大通用，神通等），同时对于主流的开源数据库（Mysql，MongoDB，PostgreSQL等）

也提供良好的支持。对国内各种主流的云平台的数据备份提供广泛的支持，如：华为，阿里，腾讯，

华三，金山等。

3.	 海量数据支持能力：采用分布式架构扩展，不受节点规模限制，针对海量小文件的备份和恢复，基

于最优的重复数据删除算法、合成备份和多通道并行备份技术，保障了海量小文件的快速备份和恢

复能力，解决了传统备份技术上的难题，在业务数据需要恢复时，能即时提供可访问的备份数据，

用于业务及时恢复。

4.	 高效备份和恢复能力：作为最早与国际领先产品对标，而且是国内第一家推出连续数据日志备份、

数据零丢失、数据黄金副本管理技术的国产厂商，独有的合成备份和连续日志保护技术，通过备份

数据提供数据零丢失和任意时间点的数据副本，将传统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数据恢复时间，降低

到几分钟。极大缩短备份及恢复的时间窗口，让备份和生产系统恢复过程，安全、高效，具备国际

领先的技术优势。

方案实施效果
基于国产芯片飞腾平台的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容灾与备份恢复系统历经十年研发，八个大版本迭代和不

断完善，目前已获得 2000 多项产品兼容认证和 30 多项国家省市产品技术奖，目前已成功为全国多个省、市电

子政务云平台提供容灾备份系统解决方案，通过云平台灾备全服务流程和技术架构，获得了广泛的行业用户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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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鼎甲备份容灾一体机（鼎甲信息仓，Infokist）是一款把自主研发的	DBackup	数据安全保护软件嵌入到

自主优化的云存储服务器中，并按硬件属性对软件算法进行性能调优，Infokist	提供纯国产产品系列，产品以

飞腾 CPU为核心的存储服务器设备为硬件载体，以国产麒麟操作系统为软件环境，并结合鼎甲自有	DBackup	

安全软件，构建自主创新的一体化备份容灾产品，深度整合为软硬一体化的企业级数据备份容灾设备。

成功案例
当前电子政务云平台存在着多种不同基础软硬件方式的云平台架构，由于承载的政务业务应用类型多、

数据安全性要求高、数据量也非常大，因此对于政务云平台灾备所涉及的功能要求、基础软硬件投资都比较大，

而电子政务云平台数据容灾与备份恢复系统基于国产飞腾平台自主设计，通过在容灾备份领域应用分布式存储、

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处理技术、数据灾备副本管理、数据隔离与国密算法安全加密等多种最新前沿技术，满足了

政务云平台数据安全和容灾恢复要求，大大降低了容灾备份系统在计算存储和网络方面的总体投资，从而为政

务关键数据的信息安全提供了保障，目前已成功应用在数字广东政务云、数字福建政务云、南京市电子政务云、

安徽省政务云、山西省政务云、四川省政务云、厦门市政务云等几十个省市数字政务云平台。

伙伴信息

广州鼎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鼎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国际先进数据备份技术并通过国家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

于研发和销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运维级存储备份软硬件产品。鼎甲科技凭借其雄厚的核心技术研究能力、标

准化的软硬件产品开发管理流程以及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团队，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有能力生产纯国产存储备份

一体机的厂商，具备为各行业用户提供全方位数据容灾备份解决方案的实力。鼎甲科技以保护国家数据安全为

己任，以成就世界级容灾备份企业为目标，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创新、以及个性化定制等手段，为各种规模的

企业、政府单位以及广大的个人用户提供经济、高效、安全、可靠的容灾备份产品和服务。

公司名称：广州鼎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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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官网：https://www.scutech.com/

公司电话：020-32053160

公司地址：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 243 号总部经济区 A5 栋 9楼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 243 号 A5 栋 9楼

https://www.scu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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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以国家政策为指导，针对我国政务方面面临的信息无法共享、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低、信息采集困难、

数据传输效率低下、数据利用率低等痛点，采用柏睿数据自研的实时大数据分析平台Rapids	Data	Platform（简

称：“RDP”），依托高性能、高可用、高可扩展的飞腾 CPU 服务器，充分发挥双方的软硬件技术、产品优

势以及丰厚的成功部署经验，搭建智慧政务大数据联合平台。

该联合解决方案以国产飞腾CPU算力为支撑，	构建政务大数据平台，平台具备全内存计算、分布式架构、

广泛兼容性、高性能、高可用、易于扩展、易于管理、本地化、支持数据量大等优势，面向市场有较强竞争力，

符合国产、自主创新的趋势和潮流，能很好地满足政务信息安全、数字化政务等需求。

方案详情
柏睿与飞腾智慧政务大数据联合解决方案平台架构是软硬件一体化的架构，平台架构图如下所示。底层

是以飞腾服务器为核心搭建的分布式硬件平台，提供大数据实时分析的计算、存储和网络等资源，上层是以柏

睿数据自研的全内存分布式数据库核心技术及产品搭建的大数据实时分析软件系统，包含政务数据采集、数据

源统一连接、数据存储、历史数据处理、流式数据处理、数据模型构建、数据智能化分析、可视化展示等功能

模块。

搭建的环境及软硬件配置基本要求

柏睿数据与飞腾
智慧政务大数据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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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资源

类别 软件名称 版本

操作系统 CentOS	7.6 7.6

C/C++	编译器 GCC	4.8.x 4.8.x

Java	编译器 /JRE OpenJDK	1.8.x 1.8.x

硬件资源

CPU FT-2000+/64		CPU

内存 4*32G

硬盘 2*	600G	SSD

网卡 1*GE,	1*10GE

服务器数量 3台 ( 含 ) 以上服务器分布式部署

方案实施效果
柏睿与飞腾智慧政务大数据联合解决方案平台以国产飞腾 CPU为算力支撑，通过分布式全内存计算、流

式数据处理、数据库内人工智能、多源异构数据联邦等数据库核心技术，帮助政府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政务信

息的共享；丰富的数据源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精准度；实时监控账务、城市、经济、工业、民生等实时运行状

况，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现代化、数字化的智慧政务。同时通过搭建政府信息公开新平台，供市民

查询政府公告及便民信息，了解办事流程，追踪办件状态，随时随地便享智慧政务。

伙伴相关产品
在柏睿与飞腾智慧政务大数据联合解决方案平台中，使用的是柏睿实时大数据分析平台 Rapids	

DataPlatform，涉及到的具体产品清单及规格如下：

产品名称 规格

1 全内存分布式数据库 RapidsDB V4.0

2 全内存分布式流数据库 Rapids	StreamDB V3.0

3 数据库内人工智能并行算法库 Rapids	ParallelAI V2.1

4 跨源异构查询连接器 Rapids	Federation V4.0

5 可视化管理控制台 Rapids	Manager RapidsDB	V4.0 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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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数据存储 Rapids	Hadoop V4.0

伙伴信息

柏睿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威讯柏睿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柏睿数据”），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拥有两项数据库

国际标准和中国自主数据库核心技术及产品的数据库企业，是一家为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及国民产业升级，

提供大数据实时分析技术、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的数据库公司。专注于数据库核心技术的研发，目前已经形成

了完全自主研发的全内存分布式数据库、流数据库、数据库内人工智能库等数据库核心产品。

柏睿数据专注于数据库核心技术的研发，基于完全自主研发数据库核心产品形成的大数据实时分析平台，

平台核心包括：全内存分布式数据库、流数据库、人工智能并行算法库、跨源异构查询连接器、数据库加速 &

安全芯片等。

企业官网：http://www.boraydata.cn/

联系单位：柏睿市场部

联系邮箱：market@boraydata.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保利国际广场 19 号楼（T1）5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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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安全意识的增强，政务行业越来越看重信息化建设的安全、自主、创新等特性，正在进行或计划将

业务迁移至国产、自主创新芯片的服务器上。根据大数据业务应用的需求，不同规模的大数据项目需要一个能

够对异构芯片服务器进行统一管理的大数据应用支撑的平台，实现 IT 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并实现资源科学合

理的利用，提升业务整体可用性，降低信息化投入整体成本，加快业务发布，简化运维复杂度。

中蓝信息基于飞腾国产处理器的自主创新国产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可为特殊行业、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基

于飞腾处理器架构服务器、银河麒麟操作系统的大数据应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混合管理 X86 架构及国产飞腾

处理器架构设备的能力、提供可视化计算模型和统一的分布式计算框架，支撑标准接口协议，存得多、算得快。

方案详情
1.	 软件定义大数据应用系统支撑平台，分布式实现一切，线性横向扩展，提供海量异构数据存储管理、

分析计算及解决方案能力。

2.	 DASP 平台核心组件包括：

•	 DAS	Studio（大数据应用系统开发工具）

•	 SmartMiner（可视化模型开发及分析工具）

•	 iUSS（分布式统一存储系统）包括 5个核心组件：

	» DMQ（分布式消息队列系统）

	» DMC（分布式消息队列系统）

	» D2W（分布式数据仓库系统）

	» S2FS（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 DOSS（分布式对象存储系统）

•	 iUCS（分布式统一计算系统）包括 5个核心组件：

	» Dlink（分布式计算服务引擎）

	» DLS（分布式账本服务引擎）

中蓝信息与飞腾
大数据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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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 DES（分布式全文检索引擎）

	» DGS（分布式图数据服务引擎）

	» MADlib（机器学习库）

•	 DIS（分布式数据集成系统）

•	 SmartH（超融合容器云平台）

3.	 平台自主，全面支持国产飞腾处理器和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同时具有混合管理 x86 及国产飞腾处理

器架构设备的能力，支持标准接口及协议，行业应用及集成简单，支持可视化的计算模型建立及管

理能力，存得多，算得快，性能全面超越Hadoop 开源系统。

4.	 统一的分布式计算框架，融合分布式训练系统，内置机器学习库、影像分析库、电磁仿真库等面向

行业的多种计算模型，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算法，完美解决异构数据（非结构化 /结构化）数据处理

难题；支持图服务，图搜索。

5.	 安全的大数据管理能力，基于国产飞腾芯片，动态及静态加密，完善的授权机制及审计能力。

中蓝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DASP）组件协同示例：

中蓝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DASP）- 管理界面示例：

竞争优势及技术特点
1.	 自主创新

所有产品及功能组件都拥有源代码，能修改，能优化；与飞腾国产处理器及麒麟操作系统深度融合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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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

内置深度学习框架、机器学习模型、人脸识别、高频电磁仿真、雷达数据处理库、NLP 等面向行业的多

种计算模型；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智能算法，完美解决异构数据（非结构化 /结构化）数据处理难题。

3.	 灵活

自由配置平台产品功能组件及其数量（最低两节点）；灵活选择某软件产品的功能模块；灵活选择软 +

硬件一体方案或者单独选择软件产品。

4.	 简单

部署简单；管理简单（WEB	UI+CLI）；开发简单（完全符合开发者的历史习惯）。

5.	 存储多、算得快

数据多：包括数据多（PB级大小、亿级规模）；种类多：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支持海量大文

件及小文件。

6.	 混合架构

中蓝信息超融合容器云平台（集成微服务）+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能同时运行并管理（X86 处理器 +国产

飞腾处理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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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中电某所数据分析平台

案例概述

中电某所负责在中蓝“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上实现业务功能的二次开发，实现海量异构多源数据的实时、

近实时处理及共享，部署多个分中心。

案例解决方案

•	 	用户收益：采用中蓝信息“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后，实现已有业务系统的无缝移植，大大降低了

业务系统的移植难度和成本，保证了系统可靠性。

•	 	相同采购成本情况下，比传统方案的数据存储量可以多存储10倍以上的数据量，可靠性提高2-3倍，

性能提高 30 倍以上。

•	 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所有功能组件能够弹性横向扩展，持续支持业务系统的扩充而不需要改变现有

技术架构及修改任何业务代码。

伙伴信息

成都中蓝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国内领先的自主创新大数据支撑平台产品及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成都中蓝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蓝信息）汇聚众多优秀的芯片级分布式及人工智能专家，在追求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自我挑战和超

越，实现“计算数据、认知未来”的历史使命，让计算和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民众，让公司安全大数

据支持产品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及自主创新战略。

中蓝信息在大数据产业链中定位于自主创新大数据应用系统支撑平台、工具产品及人工智能定制服务提

供商，产品及解决方案涵盖海量异构数据的分布式存储、管理、计算、深度学习、智能分析等多级多层次，并

全面支持x86及国产处理器，这些产品已经在多个行业大数据项目及政企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产品稳定可靠、

安全可信，已经具备与国内知名厂商同台竞争的能力，正在努力将公司打造成国内一流的自主创新的安全大数

据平台产品及解决方案服务提供的公司。

公司名称：成都中蓝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电话：028-8416-8828

公司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65 号世外桃源广场 A座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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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锐科技与飞腾
高清视频通信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为趋势的办公方式越来越受到各行

各业的青睐。国产软件视频会议系统在这个大趋势下应运而生，软件视频会议系统让身处异地的人们能够随时

开会，瞬间见面、谈话、交换文档资料、共享信息资源、一起研讨决策，具有各种不可比拟的通讯优势，并能

充分利用原有网络及设备，灵活部署“远程会议通讯平台”，搭建起系统内的日常沟通、工作部署、培训招聘、

工作交流等应用。

随锐会见视频通信云平台是随锐科技推出的一款完全基于私有化架构设计的“高效、便捷、低成本”的

专业视频通信云服务，可适应大并发、超大用户量视频通信场景，部署快、容错能力强、带宽和计算能力成本

可控。会见视频通信云平台通过私有化服务平台、动态会话连接和多种加密算法保障通信安全，在安全基础上，

为用户提供高质量、高移动性、高性价比的通信服务。

随锐会见视频通信云产品基于云架构设计，采用分层编码技术，虚拟化部署等方式，可在国产飞腾芯片

架构服务器上实现大并发，并且可以集成服务于政府会议、协调办公OA、远程指挥调度、智慧教育、远程医疗、

智慧党建等诸多行业的生态中。此联合解决方案底层三大服务器集群（媒体处理、会议管理、系统管理服务集

群）采用高性能飞腾架构服务器实现，完美覆盖视频会议、协同办公、智慧党建、指挥调度等各种应用场景。

方案详情
基于飞腾芯片架构的随锐高清视频通信系统可根据应用场景进行专网、互联网、移动网等多网络选择；

采用链路加密和数据加密双重保障通信安全；服务端提供集群部署和冗余备份，无缝切换，保障业务连续性；

数据封装透传端口，可指定数据传输端口，保证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本方案依托现有用户现有网络，紧密结合用户的实际应用需要，建设一套集全体大会、部门会议、跨系

统会议、业务培训、业务考核、协同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视频通信云平台。系统架构设计分为几个部分：核心

服务、大型会议室、中小型会议室、移动办公、兼容第三方终端、平台化集成。

其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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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金融

方案实施效果
1.	 视频会议

会见视频通信平台为这类沟通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让视频会议可以直接开到办公室和部门会议

室，用户通过 PC、和手机即可实现随时随地入会。

2.	 协同办公

平台可以实现实时的多媒体会议功能，进行多方之间的音频、视频、数据共享等各方面的交流，可以承

担各种网络工作会议及远程沟通交流，达到远程协同办公的目的。

3.	 智慧党建

采用视频会议作为党员学习、培训平台，可以大大减少因学习培训产生的交通、差旅、住宿费用，符合

国家政策，同时又能达到“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效果，既节约培训费用又加强了对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同时也方便组织党员例会、党支部学习会议及党员内部交流等工作。

4.	 指挥调度

当紧急事件发生，指挥中心迅速召开指挥调度会议，指挥中心会议室将各级应急中心呼入到指挥调度会议。

而现场人员通过多部移动终端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将现场的情况真实清晰的传到指挥现场，从各个不同的监控

角度了解事件进展，外出人员通过手机紧急加入调度会议和大家进行讨论、制订应急处理方法，并传回事件现

场，整个指挥调度过程迅速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对全程事件进行跟踪记录。

伙伴相关产品
•	 随锐会见通信云软件 V4.0

•	 会见终端：1080P 高清视频会议终端、720P 高清视频会议终端、锐势 5E	Pro 高清视频会议终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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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会议室系统 V4.0、台式机高清视频会议终端等

成功案例
•	 某新区会商系统负责全区 19 个街镇、388 个社区村、7个功能区、40 个重点单位的社会综合管理，

采用网格化管理模式，群防群治，目前全区 4200 多名网格员。该新区覆盖区域广，综治业务垂直管

理难，面对面交流不便。

•	 某部委对下属企业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全程对企业的党委重要会议会和董事会的决策过程进行实时

的远程播放、同步录制并集中分类保存。企业的党委会和董事会会议的远程播放与实时录制能让某

部委起到事中监督控制的职能，有效解决某部委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决策沟通不顺畅的问题。

伙伴信息

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创立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清华科技园，是业内领先的人工智能与

通信云产品运营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随锐科技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创新科技产品驱动公司发展”

的基本方针，已形成以通信云产品、人工智能产品为核心的两大基本板块业务，聚焦“自主品牌、自主研发”，

每年为50余万家政企客户提供优质的人工智能与通信云产品及服务。随锐科技集团总部位于北京，并在天津、

杭州、成都、武汉、深圳、江西德兴、美国旧金山（硅谷）设有产品研发中心与基地，在全国各省市区均设有

区域办公室与业务代表处，在北美、欧洲、东亚 /东南亚地区设有销售合作机构。

公司名称：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suirui.com/

公司电话：010-82730070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 1号院 19 号楼 1层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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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未来与飞腾
基础设施管理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政府行业安全意识的增强，越来越看重信息化建设的安全、自主创新等特性，所以数据中心会采用

越来越多的国产芯片服务器，这就要求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软件能够对基于国产芯片的服务器进行统一监控

管理，从而实现数据中心中基础设施的监控管理，提升数据中心监控运维的效率，简化运维复杂度。

联想未来与飞腾基础设施管理联合解决方案是基于飞腾的 ARM架构服务器、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建设的一

套管理平台，可用于政府、金融等行业客户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管理，包括统一资产管理、能效管理和可视化

管理等功能。

方案详情
联想未来与飞腾基础设施管理平台是联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安全的基础设施管理系统，能

够运行在飞腾的 ARM架构服务器以及银河麒麟操作系统上。其能够支持多种品牌型号的服务器、网络设备和

存储设备等的监测，支持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设备维保信息智能管理，实时采集设备能耗、温度，为数据中

心规划、决策提供依据。此外，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提供数据中心的图像化监控，实现数据中心的可视化，帮

助客戶对数据中心进行高效的运维管理。

方案整体功能架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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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	 支持跨厂商多硬件平台监管控

能够对飞腾平台的各类数据中心设备，包括业界主流厂商服务器、存储系统、交换机及机柜在内的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进行统一监控、管理和配置。

•	 资产全周期管理

支持资产生命周期和使用状态的全程定位和跟踪，提供丰富的统计分析图表、可视化展现与辅助决策，

提供变更管理流程跟踪，所有资产变动有据可查。

•	 数据中心能效管理

全面掌握能源消耗情况，合理调配能源，做到高效配置；建立能源的预警机制，及时发现问题保证生产安全；

提高 IT 设备、制冷设备等的能源利用效率；通过测量统计分析改善能源利用。

伙伴相关产品
联想未来与飞腾基础设施管理平台 v2.0。

成功案例
某数据中心管理系统

•	 案例背景

本项目是某数据中心着手重点建设的数据中心管理系统，由于数据中心设备构成复杂，由多家厂商设备

组成，分别由对应厂家的监控系统提供设备的监控管理，导致管理分散，信息孤立，无法做到对数据中心设备

的统一监控，也无法通过统一的系统对所有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导致运维效率低下，故障响应处理慢。

•	 案例解决方案

某数据中心采用联想未来与飞腾基础设施管理联

合解决方案，方案由一套管理系统完成对数据中心内包

括服务器、网络设备和存储设备在内的所有硬件设备的

无盲点监测，统一运维，有效减少了人工巡检；通过告

警监控快速发现故障，快速定位到故障机器，从而做到

快速响应，有效降低了故障恢复时间。

伙伴信息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成立于重庆市两江新区。作为联想集团所属的 5G



联想未来与飞腾基础设施管理联合解决方案

42

云网融合总部，公司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先进安全的云化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及服务；为行业用户提供端、边、

云、网配套的电信级全栈解决方案。目前主要产品聚焦在 5G核心网，	5G云基站、NFV网络云化、边缘计算、

SD-WAN（软件定义城域网）等方面。下一步将重点围绕5G网络建设、5G行业应用等方面，深入挖掘智能制造、

无人驾驶以及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提供多种 5G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构建 5G生态产业链。

公司名称：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lenovo.com.cn/

公司电话：010-58868888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卉竹路 2号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二期 7号楼 11-19 楼

https://www.lenov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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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KY 与飞腾
存储服务器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应用的逐渐落地以及产业的快速崛起，在信息化建设发展的红潮中，数据的重要性正在不断的提升，

而作为数据底层基础设施的存储系统建设已成为信息化建设中尤为重要的一环，如何根据应用的访问特点在保

证数据安全性的同时进行简易化合理的数据存储管理以及提高存储系统读写性能，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将存储

系统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已成为存储系统主要考量标准。

XSKY与飞腾国产、自主创新服务器联合解决方案可为政务、金融行业客户基于飞腾的ARM架构服务器、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提供统一存储解决方案，实现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统一存储以及管理的同时，将飞腾

服务器的硬盘、CPU、内存、网络聚合成一个可无限扩展、一个无限扩容、持续在线、可跨地域访问的高性价

比存储架构体系，在保证了数据高安全性的同时，打破存储规模和地域限制的壁垒，降低企业 IT建设的投入，

满足新业务形态的多源化存储需求。

方案详情
下面将对基于飞腾存储服务器平台的企业级分布式块存储和海量高效对象存储两类典型方案分别进行介

绍。

方案一：企业级分布式块存储

传统的分布式存储解决了在大容量、冷数据存储之下，专用存储设备容量限制与水平扩展的问题。但是

在应用场景的适配广度、管理运维的复杂度，以及最终用户的整体拥有成本等方面，并不能平滑替换传统 SAN

存储设备。用户需要既具备软件定义的创新性，又具备企业级块存储功能特性的产品，才能满足云平台以及数

据库应用等企业级存储需求。

XEBS（XSKY	Enterprise	Block	Storage）是 XSKY 提供的专业分布式块存储产品。围绕云基础架构设计，

硬件系统使用飞腾平台服务器，并利用存储系统软件将本地存储资源组织起来，构建分布式存储池，不仅可帮

助中小企业实现成本可控的小规模水平扩展存储，还可以支持超大规模企业和运营商实现 EB级以上容量的存

储资源池，整合或升级现有中端存储设施，或构建应用融合方案，支撑各种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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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架构如下图所示：

方案实施效果

1.	 建立基于飞腾平台的 XSKY 全国产、高性能的企业级分布式块存储服务平台。

2.	 增强的可靠性

•	 支持基于 IP 的 iSCSI 接口全系列命令字，并支持专业存储设备最为广泛使用的 FC光纤通道接口。

•	 对关键 IO 路径和管理控制模块进行了冗余设计，支持多路径MPIO，实现 Active-Active 双活访问，

并保证系统高可用、快速切换。

•	 支持即时 ROW快照、克隆、复制、自动精简配置、卷在线扩容与缩容、延展集群、云备份、多种服

务质量（QoS）控制等企业级高级功能特性，适应企业存储管理的各种复杂场景需求和流程。

3.	 云平台对接	

•	 与主流 NVMe 闪存技术相结合，并优化 IO 路径，单节点可达数万 IOPS，提供高性能多级 Cache 存

储加速引擎，包括 RAM、SSD 两级 Cache，其中 RAM	Read	Cache 采用具有专利技术的增强型预读

算法，提升系统读性能。

•	 SSD	R/W	Cache 提供智能 IO算法，大大提升OLTP 业务下的系统读写性能。

•	 基于各种企业级虚拟化场景下的交互最佳实践：OpenStack 生态的无缝对接。	

4.	 易用性及可管理性

•	 丰富的可视化管理功能和全方位的管理流程帮助用户实现快速资源创建、设备安装部署以及扩容，

使得用户能轻易掌控分布式存储硬件的复杂性。

•	 故障保护域、存储池的分层设计让用户轻松应对资源规划与关键应用分区。

•	 丰富的 RESTful	API、命令行、SSD 寿命、磁盘 S.M.A.R.T. 监控、操作日志、系统日志、多级告警功



XSKY 与飞腾存储服务器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45

能帮助用户迅速定位并解决存储集群系统中的各种突发状况。

伙伴相关产品

企业级分布式块存储系统 XEBS	V4。

应用场景

•	 虚拟化应用：满足OpenStack 企业级虚拟化平台的统一存储需求，简化存储基础架构，避免孤岛。

•	 多种数据库应用：支持OLTP 和 OLAP 模式的企业级数据库性能及容量需求，减少分配不均，实现弹

性、可控的数据资源池。

•	 混合云场景：可打通企业私有云和公有云，构建数据混合云，按需将私有云数据备份至公有云。

方案二：海量高效对象存储

随着云技术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企业信息化的非结构化数据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然而，面临数据激增的现状，原有分布式文件存储（Scale-out	NAS）在海量小文件场景下的性能瓶颈、跨地

域间的多地数据共享、多层级文件夹访问、并发性能等限制都制约其无法适应用户的需求。选择更为合适的存

储系统以及架构方式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中尤为重要的一环。对象存储是一种更简单、更灵活的数据存

储解决方案，可为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经济实惠、综合全面的底层基础设施。其先进的数据存储和管理功能，

有效的消除了命名空间、文件夹层级、并发性能的限制，同时跨地域按需访问，成熟的互联网运维、管理经验，

使企业可以更安全、更轻松地管理海量非结构化数据。

XEOS	（XSKY	Enterprise	Object	Storage）通过全新的存储技术手段，基于飞腾平台服务器构建了一个无

限扩容、持续在线、可跨地域访问的高性价比存储架构体系，在保证数据高安全性的同时，打破存储规模和地

域限制的壁垒，降低企业 IT建设的投入，能够很好地满足新业务形态的多元化存储需求。方案架构如下图所示：

方案实施效果

1.	 自主创新

•	 基于飞腾的全国产硬件平台构建 XSKY 高安全性、高灵活性的海量高效对象存储服务平台。

2.	 无限扩展

•	 突破存储规模以及地域限制，提供全球统一命名空间，将不同地理位置的存储系统按需融合，实现

数据就近读取。

•	 整池扩容，在不改变用户调用数据方式的情况下，实现无感知扩容，避免由于数据重平衡和木桶效

应对业务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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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软硬件解耦，支持物理设备异构部署，满足未来硬件设备升级需求。

3.	 持续保护

•	 提供两地三中心数据可靠性方案，满足数据中心级故障以及容灾的可靠性需求。

•	 通过 EC 纠删码、副本、故障域机制，使系统具备对节点级别、机柜级别、数据中心级别等故障的数

据整体性保护能力。

•	 通过数据加密、多版本、WORM等技术保证数据传输以及整体访问的安全性。

4.	 高效访问

•	 优质分布式算法，充分发挥硬件性能，性能线性增长，满足未来性能增长需求。

•	 海量小文件智能归并，提升小文件读写性能的同时，提高系统整体空间利用率。

•	 合理的均衡算法，实现资源使用均衡化，大大提升系统整体的读写性能。

5.	 智能生态

•	 具备完善的生态体系，兼容传统应用及云原生和数据挖掘应用。

•	 生命周期管理赋予数据价值属性，满足海量非结构化管理的需求。

•	 利用元数据、自定义标签等信息实现数据属性反查和分类，满足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应

用的查询以及自定义数据属性需求。

伙伴相关产品

企业级对象存储系统 XEOS	V4。

应用场景

海量小文件应用场景：扁平命名空间，无“目录树”瓶颈，有效提升海量小文件访问效率，轻松支持千

亿级小文件快速存储及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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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存储以及高并发访问场景：优质的数据读写以及负载均衡功能，有效满足海量数据以及高并发

访问需求。

备份归档应用场景：无缝对接备份平台，为各应用备份、归档提供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无缝对接 Spark、Hadoop 平台，丰富的 API 和 SDK 可满足业务系统的存储定

制化需求。

伙伴信息

星辰天合（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星辰天合（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XSKY）是专注于软件定义基础架构（Software	Defined	

Infrastructure）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XSKY 自成立以来注重科技创新，致力于以中国技术力量影响开放平台

生态系统，创建自主创新的底层设施，以主流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提供企业级分布式软件

定义存储产品，帮助客户实现数据中心架构革新。根据 IDC《2019Q3	China	SDS	Market	Overview》显示：截

至 2019 年 Q3，在中国软件定义存储（SDS）整体市场份额排名中，XSKY 位居第四，其中对象存储细分市场

排名第一（21.8%），领跑中国对象存储市场十个季度，块存储细分市场排名第三（14.4%）。在未来，XSKY

将继续携手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构建完善的 SDS 生态系统，通过高度的产品化，解决用户在混合云时代

数据的管理、存放、读取、保护、流动等数据基础设施的关键问题。

公司名称：星辰天合（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xsky.com

公司电话：	400-016-6101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路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B	区写字楼 802-806

tel:400-016-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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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与飞腾
数据备份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信息化普及的今天，数据丢失、破坏和业务系统的中断都可能给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旦发生地震、火灾等不可抗力事件造成数据丢失，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将是莫大的损失。这些重要的数据又时

刻处于病毒、黑客、误操作等威胁之中，十分脆弱，极易被破坏。

容灾备份及业务连续性管理，作为数据和业务保护的重要手段，有效降低数据丢失的风险。中央各部委

下文要求各行业切实做好“容灾备份”和“业务连续性”工作，做到万一出现可能丢数据的意外情况，可把损

失降到最低，或不损失，也能降低相关负责人的政治风险。

同方推出基于飞腾平台全国产的数据备份系统，以解决数据突然丢失问题，为保障用户数据安全，减少

相关损失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方案。

方案详情

 

该系统解决方案采用独特的架构设计，硬件系统采用飞腾 CPU 的全国产终端和服务器，将 Web	

Platform（用户管理平台）、Backup	Server（数据备份服务端控制程序）、Backup	Proxy（数据备份代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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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	Repository（数据备份存储仓库）等几大模块灵活地部署于用户灾备中心，这些模块既能够集成安装

在一个物理服务器上成为一个备份服务器，也能够独立安装在多个物理服务器上分工合作进行生产中心备份与

恢复任务，逻辑上实现一个Dse	Backup	Server 控制多个 Dse	Backup	Proxy、多个 Dse	Backup	Repository，

而 Dse	Web	Platform（用户管理平台）只需要管理一个Dse	Backup	Server，从而能够从设计根源上真正的实

现大规模数据中心的保护、大规模并行作业运行、灾备中心的统一管理。

其主要特性包括：

•	 提供持续数据保护

恢复点目标 RPO目标，实时备份，数据零丢失；保证数据可任意点回退，以及数据完整可用而不损失任

何有用信息。

•	 业务连续性保障

恢复时间目标 RTO间目，在系统出现故障后能快速接管业务系统持续对外服务。

•	 抗灾难

能做到异地容灾，抵御各种区域的大规模的天灾人祸，便于灾难演练。

•	 安全可信任

容灾备份系统虽接触并获得用户的所有数据，但坚决杜绝后门，采用国产自主创新的容灾系统，并支持

加密功能。

•	 简单易用

要求容灾备份系统从部署到使用满足简单易用的必要条件，杜绝即便采购了数据备份软件，也会因为使

用复杂而不能获得实际效果的问题。

功能介绍：能够对服务器文件、数据库、存储/卷、应用系统、操作系统实时/定时备份及恢复，秒级回退，

自动 /手动接管。

适用对象：用于核心服务器上的文件、数据库、存储 /卷、应用系统、操作系统实时 /定时保护。

管理终端部署情况：

•	 基于飞腾平台的全国产终端

•	 浏览器：Firefox 等

备份服务器部署情况：

•	 CPU：飞腾 CPU

•	 操作系统：UOS

•	 数据库：MySQL

•	 整机：同方服务器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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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同方基于飞腾平台全国产的数据备份系统为用户提供分层级的集中远程容灾备份管理运营平台，极大方

便客户对众多的分散的应用系统容灾备份进行方便、高效、可靠、安全的远程运维管理。同时，通过组建独立

的备份网络，与应用的生产网络分离，做到两者完全独立。这样的备份架构不占用生产网络的带宽，也能获得

最优的备份带宽。

伙伴相关产品
•	 同方基于飞腾平台全国产的数据备份系统

•	 超强 F520 系列服务器

•	 超翔 TF830 系列客户机

伙伴信息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25 日，是由清华大学出资成立的高科技上市企业。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方股份控股股东由清华控股变更为中核资本，实际控制人由教育部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依托清华大学的科研实力与人才平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定位于多元化综合性

科技实业孵化器，致力于中国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沿着“技术 +实业、金融 +资本”的发展战略，

同方形成了“以科技产业为主导，以创新孵化体系和金融投资体系为两翼支持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一

主两翼”战略格局，通过融合产业运营、科技孵化和金融资源，实现共享、共创、共赢的科创融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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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同方旗下拥有互联网服务与终端、云计算与大数据、公共安全、节能环保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主

干产业集群，以及与产业配套的具全球化生产和研发能力的科技园区。同方已在全球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了分支机构和研发生产基地，源于“中国智造”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遍及五大洲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 2018 年，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超过 600 亿元，年营业收入近 300 亿元，每年保有的中国及海

外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达到四千余项，累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百余项，承担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和科技重大专项超过 300 项，历年入选“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

强企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五十强企业”、“中国企业信用 100 强”，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行业大型骨干企业”。

公司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htf.com.cn

公司电话：86-10-8239998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http://www.tht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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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岩数据与飞腾
分布式存储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信息技术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已成为政府的核心工作目标，加快推

进国产自主创新升级计划，构建安全的信息技术体系成为政府、国有企业的重要任务。为保障用户的信息安全

和自主可信，杉岩数据推出了基于飞腾 ARM架构处理器的安全存储一体机产品——SandStone	HuaYan，旨在

为用户提供更加自主创新的数据保护、全面细致的管理功能、便捷易用的存储运维，更好地满足未来业务发展

要求。

SandStone	HuaYan 采用全分布式、去中心化的架构，弹性扩展灵活，轻松支撑 EB级容量规模，完善的

功能接口实现高效访问，同时基于丰富的API 与前端应用深度交互，实现存储管理的智能化、易用化、价值化，

帮助客户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SandStone	HuaYan 不仅在产品规格上实现对基于飞腾平台的国产软硬件生

态的适配，而且在性能方面针对数据类型和应用特点进行了垂直优化，满足了客户对海量数据存储、生命周期

管理、数据价值释放等多样化需求，实现了海量数据存储的自主创新。

方案详情

SandStone	HuaYan 安全存储一体机是杉岩数据基于飞腾 FT-2000+/64 打造的一款软硬件一体的分布式

存储产品。其以银河麒麟等国产操作系统为基础，基于安全可信的国产软硬件生态，集成杉岩数据自主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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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存储软件，具有高效能、自主创新、开放生态的优势，适合为企业关键应用数据库、大数据分析、海

量文件共享等应用提供存储和管理服务，广泛适用于政府办公、航空航天、金融、教育医疗及特殊领域等多个

应用领域。

方案实施效果
1.	 软硬件平台自主创新，产品成熟度高，高效高可靠

SandStone	HuaYan 基于飞腾国产 CPU硬件架构和国产操作系统，搭载杉岩数据自主研发的分布式存储

系统，实现产品软硬件可信，满足用户对自主创新的需求。同时做到性能垂直优化，保障融合平台稳定高效，

使用户无须担心数据安全，省心省力。

2.	 构建大型存储资源池，整合分散的存储系统

SandStone	HuaYan 基于分布式技术构建 EB级的大规模存储资源池，为企业应用提供标准服务接口，解

决传统数据中心孤岛式存储系统导致的资源利用不均衡问题，实现存储资源的按需服务能力。支持成本可控的

中小规模部署并可横向扩展至数千节点的大规模存储集群，升级现有中端集中式存储设施，支撑各种业务应用。

3.	 提供块、文件、对象接口，弹性高效，满足关键业务存储需求

SandStone	HuaYan 在一套存储平台上提供块、文件、对象服务能力，满足业务系统对结构化、半结构

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需求，帮助用户轻松应对日益增长的复合类型数据存储的挑战，完成传统业务的无缝

迁移，实现无缝对接云计算生态。

4.	 一套存储满足多云和容器平台存储需求

除了传统的企业应用，SandStone	HuaYan 也支持跨多虚拟化和云平台的应用，并对主流的Hypervisor

和 OpenStack 云平台进行了预集成。针对应用向混合云迁移发展的趋势，SandStone	HuaYan 支持主流的

Kubernetes 等容器平台生态，支持企业应用的长期演进，实现在一套存储平台上同时满足多虚拟化、云平台

和容器平台的存储需求，构建面向未来的企业云存储。

5.	 企业级特性丰富，系统永新数据免迁移

SandStone	HuaYan 提供高性能快照、自动精简配置、QoS 实时管理、跨数据中心灾备等丰富的企业

级数据服务特性。SandStone	HuaYan 支持新旧硬件共池、多平台硬件共集群，当硬件生命周期结束时，无

需传统的“叉车式升级”，即可实现数据免迁移的硬件持续更新，实现应用无感知的存储系统更新。同时，

SandStone	HuaYan 通过与主流虚拟化平台、第三方数据处理服务及其它生态的集成，极大丰富了自身的功能

特性，为用户提供最适合业务需求智能存储和数据处理解决方案。

伙伴相关产品
在本方案中，杉岩研发了SandStone	HuaYan安全存储一体机，并基于此硬件开发了杉岩自主存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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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产一体化海量信息存储系统

SandStone	HuaYan 系列产品搭载飞腾国产高性能多核处理器，配备杉岩数据自主研发的存储系统，具

备从核心器件到存储系统软件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支持多种国产自主研发的软硬件生态，围绕国产信息系统

进行了广泛兼容性验证和测试，支持国产主流文档管理软件和云计算管理平台，可以满足党政国企等核心部门

的高性能存储需求。

2.	 基于国产平台的舆情大数据分析系统

SandStone	HuaYan 将海量的舆情数据信息纳入统一视图，并通过与前端大数据分析应用的深度交互，

实现全面、细致的舆情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达到高效存储、便捷管理、数据发现的目的，帮助政府从容应

对大数据时代下舆情监管的挑战，更好地构建服务型政府。

3.	 支撑新兴应用的海量存储需求，应对业务云化的需求

SandStone	HuaYan 提供 EB级的海量存储能力，支持应用跨多虚拟机和云平台，支持容器化应用的存储

需求，符合应用向云端迁移、向容器迁移的发展趋势。以此为基础架构可以进一步组建大数据系统，为党政机

关和机要部门提供舆情管理和日志分析等强大业务能力。

伙伴信息

深圳市杉岩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杉岩数据是一家面向	5G+AIoT	时代，提供大数据智能存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 2014

年成立起，杉岩数据以新一代智能分布式存储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打造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数

据存储基石。公司总部位于深圳，下设15个办事处，实现了全国覆盖，已在10+个行业实现大规模商用部署，

总交付容量超过 400PB。公司产品可服务于私有云、混合云、科技金融、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

慧安防等 20 多个不同类型的应用场景。

自主创新，“智”存高远，杉岩数据智能存储产品在全球权威咨询机构	IDC 排名中名列前茅，其中对象

存储位居第二（15.1%），块存储位居第四（7.1%），并已累积 30 多项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是国家信标

委标准工作组成员单位，参与制订的云存储系统服务接口功能国家标准	GB/T	37732-2019	已正式发布。杉岩数

据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携手合作伙伴，为广大客户提供安全、可靠、智能的大数据存储产品、解决方案和

服务，赋能智慧产业，让数据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公司名称：深圳市杉岩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szsandstone.com/

公司电话：400-838-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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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凯丰路 10 号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城 14 层



柏科数据与飞腾分布式存储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56

柏科数据与飞腾
分布式存储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政府职能由管控型向民生服务型转变的发展趋势下，政府积极探索转变职能、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管

理水平和服务能力，这对政务信息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电子政务云平台以其高效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快捷的业

务部署、灵活的随需扩容、可建立丰富的商业模式等优点，根本改变电子政务建设中的跨部门协同效率低下、

分散采购带来的重复投入、紧急情况下因厂商众多造成响应延迟等问题。

由于电子政务数据类型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电子政务系统所处理数据量的日益增长，决定了电子政

务数据资源的存储不是简单的一台服务器，而是一个高度可靠的、集成的、由专门的存储软硬件组成的，能够

提供相应的数据接口协议、用户权限管理以及空间配额管理等多种功能的信息存储基础架构。

针对这些需求，柏科数据基于飞腾 FT-2000+/64 芯片开发了分布式存储产品，将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存储

整合起来，结合柏科数据高性能、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的存储设备，建立一个完备高效的数据存储和管理系统。

方案详情
柏科 SE-IS	Cloud 分布式存储系统采用基于飞腾 FT-2000+/64CPU的存储设备，为应用提供全局统一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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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映像和基于 ISCSI 协议的访问路径。通过将高速的NAS 网关与统一的 SAN存储系统集成起来，SE-IS	Cloud

提供优异的性能和良好的伸缩性。NAS 网关支持横向扩展（Scale-out）以提高对外统一协议访问的性能和文

件访问能力；统一的SAN存储系统既支持横向扩展（Scale-out）提高存储 IO性能，又支持纵向扩展（Scale-up）

提高存储容量，二者通过SE-IS	Cloud提供存储虚拟化和统一的命名空间。因此，SE-IS	Cloud可以提供高性能、

可扩展的文件共享服务，并支持多机多工作流或分布式环境下的各种应用。

SE-IS	Cloud 作为标准成熟的文件系统，本身拥有高性能的文件管理、强大的扩展能力、全局数据镜像保

护以及数据分级存储等功能。SE-IS	Cloud 继承不同存储策略、智能故障检测、系统在线扩容、容量限额、性

能计数和文件镜像保护等高级功能。作为横向扩展NAS 产品，同时具备负载的自动均衡、性能协议优化、系

统高可靠和内置用户权限管理功能。

SE-IS	Cloud 可广泛应用于数字媒体存储管理、勘探数据分析、设计和仿真、生化计算等高性能计算和更

加广泛的信息处理领域。

方案实施效果
面向非结构化数据的飞速增长，SE-IS	Cloud 分布式存储系统为不同应用提供从几十 TB到数百 PB的存

储空间，单一目录下文件数量可达到数十亿级别，单一文件大小超过 TB级别。SE-IS	Cloud 集群存储系统适用

于大规模数量的文件和巨大的存储数据量处理。

SE-IS	Cloud 分布式存储系统提供NFS、CIFS、iSCSI 和对象数据访问接口，为业务系统提供全面的数据

访问接口支持。同时，数据访问协议提供节点级的高可用（HA）服务功能，可有效保证在存储节点出现故障

的时候，该节点上的数据服务及时有效的切换到其它正常存储节点上，以最大限度保证业务访问数据的连续性。

SE-IS	Cloud分布式存储系统提供数据副本和数据纠删两种数据保护策略。数据副本支持12级数据副本，

可最大有效支持 12 块硬盘或节点出现故障，而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数据纠删支持N+M的数据容错方式，可支

持任意纠删比例的数据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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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S	Cloud 存储系统配有简单易用的图形化管理和监控界面，支持通过专用的安全通道进行远程配置和

全系统监控，能够智能地发现各类软硬件故障并进行处理，减少管理员的工作量。

伙伴相关产品
SE-IS	Cloud 是一款针对海量数据及高并发 IO 应用而设计，集硬件平台、先进的分布式存储系统和智能

管理功能于一体的产品。是柏科数据公司基于多年自研的 IS	Cloud 集群存储系统软件和国产飞腾 CPU平台打

造的一套全国产分布式存储系统。其强大的技术能力为用户打造出低成本、高效率、高可靠的海量数据存储系统，

协助用户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面向广电、视频监控、教育、互联网、高性能计算等多

个行业提出了全面的解决方案，凭借优秀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为用户和企业解决海量信息存储的后顾之忧。

1.	 全接口支持

支持在同一套集群中同时使用分布式文件（NFS、CIFS）、分布式块（RBD、iSCSI）和分布式对象（S3）

三类数据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业务系统对于存储协议的需求。

2.	 故障域

在大规模集群存储环境下，可将集群中存储节点分成若干个故障域小组，来达到硬件故障风险分散，提

高整个集群的安全性。

3.	 QoS 管理

针对不同业务系统或者不同业务主机对于存储性能的需求，提供针对存储节点、客户端的读 /写性能	、

读 / 写 IOPS 方面的QoS 控制，以方便用户很好地分配集群存储系统的性能，保证核心业务系统对于存储带宽

的需求。

4.	 节点间存储服务故障切换

基于节点的NFS/CIFS 协议的故障切换功能，可在节点出现故障时，该节点上的存储服务可立即切换到正

常节点上，以保证业务系统的访问连续性。

5.	 本地用户权限 / 配额管理

提供一整套的本地用户 /用户组的访问权限和容量及文件数配额管理。帮助客户合理的分配数据安全访

问和存储空间的利用；配额功能所采用的是硬配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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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录配额管理

提供基于文件目录的存储容量配额管理（硬配额），目录配额不受目录深度的限制。

7.	 RESTful 支持

支持 RESTful 接口调用对象接口，方便业务系统的二次开发调用。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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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领域计算机产品线的专业研究所。	

柏科数据 SE-IS	Cloud 存储系统的运用，不仅实现研究所里不同业务平台的数据共享，而且有效发挥了

设备的最大利用价值，充分利用 SE-IS	Cloud 的高性能和管理便捷性，轻松灵活地实现了用户所需的功能，减

轻了员工的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伙伴信息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存储、容灾、融合计算领域的领军企业，

提供涉及信息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的产品和完整解决方案，作为国内	IT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

柏科数据在公司成立伊始，就将	Bring	Life	to	Data——赋予数据生命与活力，作为公司服务客户的核心价值。	

在产品自主创新领域，柏科数据也推出了多款基于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的存储 / 容灾 / 超融合产品，产

品逐步应用于党政等特殊领域，取得累累硕果。柏科数据也将继续坚持打造自主、创新的 IT基础架构民族品牌，

为我国各领域信息化平台的平稳、安全、高效建设保驾护航。

公司名称：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rorke.com.cn

公司电话：400-687-5321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研路 9号比克科技大厦 7层 7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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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云行与飞腾
软件定义存储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HPC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推广应用，数据中心对分布式存储系统的建设需求越来越强烈。大道

云行的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产品 XDFS 配合飞腾 FT-2000+/64	计算平台，构建了全国产、高可靠、高性能存储

资源池，可提供海量、高效、易扩展的存储资源池服务，能够很好地满足当前用户对新型存储系统的建设要求。

XDFS 分布式文件系统与飞腾 FT-2000+/64 计算平台均为自主研发产品，具备完全知识产权的企业产品。

XDFS 与飞腾硬件平台经过软硬件架构适配、底层系统调优、长时间运行测试等过程，不仅完美适配，而且充

分发挥了飞腾平台的硬件性能。

方案详情
在某数据中心项目中，用户对存储系统的建设要求如下：

1.	 自主创新

所建设的私有云平台涉及专业领域，要求必须采用全国产产品，存储资源池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和硬件设

备必须是全国产，完全自主研发，具备底层技术实现和优化能力。其全国产的软硬件需具有良好的匹配度，并

具备稳定、高效的数据存储和应用支持能力。

2.	 匹配私有云平台

存储资源池需配合私有云平台，提供动态弹性的扩展能力，与私有云平台快速增长的租户分配、业务系

统部署、业务数据和共享文件激增等应用情况相匹配。具备便捷的扩容能力，以简化系统人员对存储资源池扩

容的操作过程。

3.	 高可靠

提供成熟、稳定的存储资源池。在软硬件匹配度、设备运行可靠性、系统故障恢复能力等方面都需经过

严格的测试验证，保证存储资源池为私有云提供自主创新的数据存储支持，最大限度避免数据丢失的风险。

4.	 高性能

私有云平台提供的是多样化的租户应用，涉及科研、党政等众多领域的，其业务类型也是多样化的，对

存储资源池的访问涵盖文件共享、块存储、高带宽传输等方式，要求存储资源池必须提供足够的性能保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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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多样化，不同类型的数据访问支持。

针对上述建设需求，采用了全国产高性能的飞腾计算平台 +大道运行 XDFS 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的解决

方案。XDFS 提供 POSIX、NFS、CIFS、FTP、S3、iSCSI 等众多存储协议接口，为私有云平台提供丰富数据访

问方式，保证私有云租户多样性的文件存储需求。

XDFS 采用 4节点集群，通过万兆组网聚合，即为私有云平台提供了稳定的高带宽输出表现，保证了私有

云租户的性能要求。选用双副本冗余机制，最高允许一半存储节点故障时，数据仍可有效访问，为私有云平台

提供高级别的数据保护机制。

同时，将XDFS与ZStack云平台系统优化整合，根据需求从云平台中自动分配存储资源给租户。在扩容中，

只要增加 XDFS 的存储资源（硬盘或节点），在 ZStack 云平台中经过简单的识别即可完成扩容，对前端租户、

应用全部透明化，简化了系统管理员的运维操作。

XDFS 作为分布式文件系统，不仅与飞腾 FT-2000+/64 硬件平台进行了成功适配，充分发挥了飞腾硬件的

性能，保证了存储资源平台的性能输出表现。同时与 ZStack 云平台也做了充分的对接和再开发工作，优化了

配置和管理。

XDFS 采用了精简化的系统设计理念，通过精简化系统源代码，最大效率发挥硬件性能和文件系统能力，

从而实现低配置高输出的性能表现，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实现了更有效的成本控制。

XDFS 采用全对称无中心的分布式架构，每个节点都是存储节点，不受特殊节点性能限制，因此在扩展能

力上能提供更好、更线性的输出表现。此外，XDFS 还可以支持更多的外部资源的扩展能力：

•	 支持多云架构的对接，让不同的私有云资源通过 XDFS 实现数据流通，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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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蓝光设备对接，实现全国产环境，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存储解决方案。

方案实施效果
上述解决方案满足了用户全国产的要求，并在性能表现、配置管理等方面实现了更佳的优化效果，简化

了用户的运维操作。为用户提供了安全的数据保护机制，双副本配合云平台的动态迁移。同时，也为用户提供

了从应用层到数据层的全面高可用环境，大幅降低了保障人员的维护压力。系统自上线后整体表现良好，性能、

可靠性满足用户需求，得到了用户的充分认可。

伙伴相关产品
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产品 XDFS。

成功案例
在多个数据中心项目中，XDFS 存储系统提供了企业业务所需要的容量、可靠性和高扩展性。通过智能运

维管理极大简化了用户的管理，大幅提高了其数据资产的使用效率。XDFS 存储系统弹性的 Scale-out 集群架

构能够迅速响应用户不断增长的容量及性能需求。XDFS 有标准一体机与独立软件产品，支持飞腾硬件平台，

可轻松满足大规模文件存储应用多方面的严苛要求，可广泛应用于安防、云计算、融媒体、人工智能、HPC、

大数据等业务场景，满足交通、广电、医疗、科研、政府等行业的需求。

伙伴信息

北京大道云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大道云行科技有限公司（TaoCloud）是卓越的软件定义存储产品及技术服务供应商，致力于为企业

级客户提供高效智能的软件定义存储产品和解决方案。自 2015 年成立以来，TaoCloud 以文件存储为先锋，围

绕软件定义、智能化、安全且可靠构建了完全自主创新的分布式存储产品线和解决方案，可为用户的混合云数

据中心提供创新、高效的存储及数据管理方案。TaoCloud以研发、推广和销售软件定义存储产品为主营业务，

重点产品包括分布式文件存储 XDFS、分布式对象存储 EOSS、分布式块存储 SSAN、自主创新存储 Guard、超

融合系统 FlexCube 以及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TaoCloud 聚焦网信细分战略市场，确立了自主创新存储产品发展战略，网信存储推出了飞腾全系列自

主创新软件定义统一存储产品，支持文件、对象和块存储，定制打造了安全存储、光电混合存储、智能云归档

等高级特性。TaoCloud 正在携手网信领域合作伙伴深度整合资源形成网信存储生态产业链，共同助力存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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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升级战略的快速推进。

公司名称：北京大道云行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aocloudx.com

公司电话：010-62958932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后屯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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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固信安与飞腾
云存储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电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的普及、自主创新硬件设备性能不断提高，自主创新领域也越来越多的采用虚拟化与

云计算技术来构建 IT 系统，单位物理机上将有更高密度的业务系统运行，这也为后端存储系统带来了更加严

峻的挑战。存储系统需要承载更多的业务 I/O、支撑海量数据的存储、满足更高的数据可靠性要求、提供更好

的性能可扩展性、保证关键业务服务级别水平，同时存储系统的构建成本也要具有高性价比。

为适应技术发展趋势，满足用户新的需求，天固信安基于国产飞腾平台设备设计了天固彩石云存储方案。

方案详情
天固彩石云存储方案根据自主创新领域对高性能、高可靠、高可扩展性、高性价比的海量数据存储要求，

整合飞腾系列天强国产服务器和天固彩石云存储软件，利用服务器本地磁盘构建了一套全分布式、支持上万客

户端并发访问、全冗余设计、支持 PB级存储容量的存储系统，可满足云计算平台及应用系统对文件存储、对

象存储、块存储等存储访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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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固彩石云存储方案示意如上图所示：

天固彩石云存储提供如下功能特性：

•	 支持文件存储、对象存储、块存储等多种存储访问接口；

•	 支持自动精简配置（thin	provision）；

•	 支持多副本及 EC（纠删码）冗余机制；

•	 支持智能分层存储；

•	 支持快照；

•	 所有服务节点采用集群模式部署，避免单点故障；

•	 新增节点及节点故障时，可自动进行数据均衡和恢复；

•	 提供全局数据自动纠错，解决磁盘随机性的 I/O 错误。

方案实施效果
1.	 应用场景

云平台的虚拟机 /容器持久化存储

能够无缝对接天固彩石云平台软件，支持对于云平台虚拟机、容器磁盘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云平

台的业务系统提供高可用性的持久块、文件或对象存储，以满足用户的工作负载需求。

•	 应用的对象存储

能够以兼容 S3/Swift 的 RESTful 协议提供对象存储接口，为应用提供与本地系统无关的远程数据存储服

务，可对接 LDAP、Keystone 等常用第三方认证系统，使得应用可以无缝接入天固彩石云存储的对象存储，无

需额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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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容灾

可提供跨集群数据同步机制，保证数据在灾难发生情况下的安全性和可用性，保障用户业务的连续性。

2.	 客户价值

•	 采用飞腾架构服务器，完全能够满足自主创新要求，存储服务器具备低功耗特性。

•	 统一存储，提供多种存储访问接口，可以无缝对接各种计算平台和应用系统存储需求，解决了数据

孤岛问题。

•	 支持 PB级数据量，容量和性能支持弹性扩展，可按需采购，降低前期成本。

伙伴相关产品
1.	 天固彩石云存储软件

•	 支持国产飞腾服务器

•	 支持文件存储、对象存储、块存储

•	 支持智能分层存储

•	 所有服务节点采用集群模式部署，避免单点故障

•	 新增节点及节点故障时，可自动进行数据均衡和恢复

•	 提供全局数据自动纠错，解决磁盘随机性的 I/O 错误

2.	 天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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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飞腾 FT-1500A/16 和 FT-2000+/64 高性能处理器

•	 支持四通道 DDR3/1600 和八通道 DDR4/2400 内存

•	 支持板载 RAID

•	 支持国产 BIOS/BMC

伙伴信息

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固信安”，成立于 2016 年。天固信安在青岛和深圳

分别设有产品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另在北京设有产品营销中心和支持服务中心，业务覆盖全国三十多个省级

行政区。2018年，全资子公司天固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在深圳市成立，主要负责天固信安软件产品的研发、

运维、销售以及系统集成服务相关的工作。

	天固信安专注于信息安全与自主创新相关的系统级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工作，旗下现拥有“天

强”和“天乾”系列整机产品线、“天坤”系列计算板卡产品线，以及“天固彩石”系列软件产品线，产品涵

盖数据中心、桌面办公等多种应用场景。针对行业需求与产业需要，基于丰富的软硬件产品组合，天固信安立

足信息本质安全，为用户打造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标准的高性能、高可靠、全国产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国家党政

系统及其关键应用添砖加瓦、保驾护航。	天固信安承担了多个国家核高基项目、特殊领域项目的技术研发及工

程实施工作。公司核心技术团队拥有丰富的产品及工程经验，竭力为用户提供专业化、定制化且覆盖应用全生

命周期的产品服务。

公司名称：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skysolidiss.com.cn

公司电话：0755-23705783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留仙洞工业区顺和达 A2 栋东 6楼 605

http://www.skysolidiss.com.cn/


联想长风与飞腾 LDS 分布式存储联合解决方案

68

联想长风与飞腾
LDS分布式存储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特殊领域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党、政、特殊领域目前使用的存储大多是集中式的磁盘阵列，这类存储具有极致的单机头性能，适用于

传统的三层架构业务。随着业务与信息化的发展，物联网、大数据等创新性业务大量带来了数据的爆发性增长，

传统磁盘阵列无论是从容量还是性能上均无法满足。同时，特殊领域对于信息化建设的安全、自主等特性的需

求日益强烈。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应对数据爆增、可在线横向扩展的存储平台来满足新业务的发展。

联想长风与飞腾 LDS 分布式存储联合解决方案可为党、政、特殊客户提供基于飞腾芯片服务器的分布式

存储整体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可大规模灵活扩展的统一数据资源管理服务，满足灵活弹性的按需交付需求、

核心关键业务的高可靠性要求以及管理者的易用性要求，帮助用户全面发掘既有数据的潜在价值。

方案详情

联想长风 LDS 是基于飞腾服务器平台打造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存储解决方案，围绕云基础架构设计，利



联想长风与飞腾 LDS 分布式存储联合解决方案

69

用存储系统软件将本地存储资源组织起来，构建分布式存储池，同时为上层应用提供块、文件和对象多种数据

服务，满足业务对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存放需求，并且内置数据保护功能，例如：备份、容灾等，同时

LDS 提供多种企业级特性，包括快照、精简配置、备份、加密、压缩、QoS 等。

方案实施效果
•	 统一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为用户实现了统一存储资源管理，打破硬件锁定，数据智能均衡分布，

简化存储架构设计。

•	 多应用接口：同时提供块、文件、对象存储标准协议接口（RBD、SCSI、iSCSI、FC、NFS、CIFS、

FTP、S3）。

•	 动态扩容：LDS 以软件定义方式打造分布式存储，为云平台和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平台提供数据

存储服务，按需在线水平扩展。

•	 数据保护：提供 EC、多副本、故障域、ROW即时快照、克隆、备份、复制等功能。

•	 数据容灾：提供本地和跨站点数据保护。

•	 智能便捷：全图形可视化管理，智能运维，无需专业技能，降低运维复杂度。

应用场景
•	 多媒体信息管理：视频编辑、视频播出。

•	 能源勘探数据管理：波普分析、勘探数据。

•	 数字媒体资源管理：PACS 影像、三维重建。

•	 测量测绘信息管理：卫星数据、GIS 信息。

伙伴相关产品
•	 联想 LDS 分布式存储

•	 飞腾平台服务器（联想 ThinkSystem	SR358F	V2/	SR359F	V2）

成功案例
某部车载信息化系统，存在大量的实时数据处理和存储需求。所以，在项目研制阶段，即考虑如何搭建

一套既可保证业务系统性能，又能满足容量需求的存储系统；另外，随着网信领域的不断推进，还需充分考虑

国产软硬件的性能特性和稳定性。

针对客户业务应用需求，本次方案设计采用联想 LDS 分布式存储系统与飞腾加固服务器硬件，结合利旧

服务器，提供融合统一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满足客户对于存储性能、容量的需求。

该方案中，采用飞腾服务器和利旧服务器融合方式部署，对外提供统一的存储接口，数据与服务充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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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车载信息系统的数据实时处理和存储需求；同时项目中采用了飞腾服务器硬件，替换传统存储系统，切

实推进了信息系统替换进度，并对后续车载加固信息系统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标杆作用。

伙伴信息

联想长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联想长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特殊领域信息化设备和网信计算机产品的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

一体的全内资公司。公司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设有研发中心，销售网络遍布全国，能够为每一位客户提供

本地化的优质服务。

公司现主要服务于党、政、特殊领域等。公司拥有强大的科研、测试、供应链、生产以及服务平台，构

建了从研发、制造、销售到服务的全价值链体系，致力于打造性能强大、质量可靠、服务卓越的特殊领域信息

化设备、网信计算机产品和方案。

联想长风售前咨询热线：400-810-6460

联想长风售后服务热线：400-100-300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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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与飞腾
内部邮件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府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政府机关核心业务的快速发展、业务数据量的剧增，现有存储方式无论是在性能、可靠性、扩展性

还是效率方面，都无法满足业务快速增长的要求。政府客户的 IT 系统急需改造升级，利用存储技术来构建高

效可靠的核心业务系统。不但要在性能、扩展性、可靠性方面满足业务的发展需要，更要在数据安全性、存储

效率、可管理性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同时提供更安全、更高效、更性价比的存储服务。

同有与飞腾推出内部邮件平台联合解决方案，可为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基于飞腾 CPU平台的软硬件自主创

新的存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统一存储应用，为数据提供安全、高效、加密的保护。

方案详情
本方案设计使用NetStor®ACS	5000A 存储系统作为核心存储系统。NetStor®ACS	5000A 为同有推出的全

国产自主创新存储系统，该存储系统基于国产飞腾 CPU平台、以及国产主板和国产操作系统，拥有优异的性

能、可用性、高级功能和高级扩容能力。NetStor®ACS	5000A 存储系统可配置双控制器，128GB 缓存。由于邮

件平台中 20%的数据为热数据，80%为冷数据，所以共采用 24 块不同性能的盘做数据分层，其中 2块 2.5 寸

800GB	SSD 用来进行缓存加速，12 块 2.5 寸 1200GB	SAS 盘用来进行热数据存储，10 块 3.5 寸	6TB	NL-SAS 盘

用来进行冷数据存储，可用容量约 60TB。	

现有存储系统网络连接方式不变，使用 NetStor®ACS	5000A 存储系统将现有存储系统进行虚拟整合，

通过虚拟化技术从而能够实现新旧产品及技术的使用，最终实现提高系统利用率，投资保护，减低维护成本

的绿色环保平台的前瞻性设计。NetStor®ACS	5000A 挂载的外置光纤存储空间被有效管理起来，并提供具备

NetStor®ACS	5000A 的诸多高级功能，可以按照业务需求进行配置。

方案整体功能架构如下所示：

方案实施效果
•	 建立基于飞腾硬件平台的真正自主创新的存储系统，助力国产自主创新项目。

•	 良好的读写性能和稳定性，支撑邮件系统，使用户得到良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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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SAN+NAS 一体化存储方案，满足系统对 SAN、NAS 等存储方式的需求。

•	 完美的融入国产应用环境，提升了整个国产系统的可用性。

伙伴相关产品
ACS	5000 系列存储

成功案例
北京市委部门邮件平台

伙伴信息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有科技”），源于北京理工大学飞骥高科研究所，1988 年成

立于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区，2012 年成功登陆 A股市场（股票代码：SZ300302），成为中国唯一上市存储企业。

同有科技是专注专业的大数据存储基础架构提供商，坚持以软件定义为基础、以贴近应用为核心、以满足客户

需求为方向，为全球用户提供高效安全融合的存储服务。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全国设有 8个大区平台，30

余家分支机构，为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本地化服务。

公司名称：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oyou.com.cn

公司电话：010-62491999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号院 2号楼同有科技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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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科数据与飞腾
信息系统灾备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企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为应对因各种自然、人为原因发生的数据丢失、业务瘫痪情况，对 IT 系统进行数据保护是每个 IT 用户

的刚需，数据保护已成为大部分用户都能接受的理念常识。但在成本费用原因、维护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下，

各用户在实际的建设中均对需求进行了缩减。同时，在历史原因的影响下，一些当初建设较为完善的用户也在

IT 需求的急速增长下，实际使用中也面临着保障能力局部失效的情况。这些情况严重的威胁着用户的业务连续

性和数据安全。

柏科数据联合飞腾推出基于面向党政及特种行业的 IT 数据中心信息化系统灾备解决方案，依托飞腾 CPU

为核心处理芯片及国产操作系统平台，采用自主创新的容灾技术，可全面防御信息化系统的物理、逻辑、区域

灾难等故障，消除灾难死角。

方案详情
柏科数据与飞腾信息系统灾备联合解决方案适用于入下三类场景：

1.	 应用场景一：无备份无容灾用户

	 多见于小型 IT 用户。平时采用脚本等方式对生产数据进行备份，保存到 NAS 上或移动硬盘中。虽然

这类用户对容灾通常没有具体概念，但却知道NAS/ 硬动硬盘可能损坏，需要向别的地方多拷贝几份，所以这

些用户是有数据容灾思想和需求的。

2.	 应用场景二：有备份无容灾用户

常发生于中等 IT 规模用户。已部署了备份软件，发生数据丢失或硬盘损坏时能将数据恢复回头天晚上备

份时的状态，丢失当天数据。没有设置数据异地存放点，当机房发生重大灾难时，数据可能完全丢失。用户并

非对容灾不重视，而是无法承担高昂的建设费用和日后的维护管理费用。并且，很多用户需要的只是数据级容

灾，传统方法里，存储方式性价比不高，而备份软件方式 RPO很大。

3.	 应用场景三：有备份有容灾用户

这类情况在大型IT用户中非常常见，多年来的建设已有了完善的备份和容灾体系，能完全满足合规性要求。

但在实际应用中时不时地发生恢复能力失效或超时的情况，甚至每隔几年就在行业中发生一起影响比较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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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并非用户的建设不到位，而是因为传统数据保护的框架是一种被动式防御方式，所用

技术和预案总是滞后于 IT 需求的增长造成的。

针对这些问题和需求，柏科数据联合飞腾推出了一体化的灾备解决方案，其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所有用户均采用这一套架构即可同时解决备份和灾难恢复需求。这种一体化的容灾、备份解决方案彻底

解决了用户在数据保护方面面临的困境，满足了用户对于经济性、易用性、有效性方面的要求。

方案实施效果
•	 应用保护

对主机的操作系统及应用程序提供保护与恢复功能。即使操作系统崩溃、应用程序故障，都可轻松快速

地进行快速恢复。

•	 数据保护

多元化的数据保护技术，可对核心业务数据进行实时在线保护，在数据丢失时，可提供无限数量、不同

时间点的历史数据副本。

•	 数据镜像

对业务主机本地磁盘或存储数据卷进行实时镜像。在服务器或存储发生故障时，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及业

务的连续性。

•	 智能快照

可对数据卷产生历史数据副本。快照副本作为一种完整的数据拷贝，可应用于数据备份、应用测试、软

件更新、数据验证、数据挖掘与分析等。

•	 持续数据保护

通过 IO 级的 CDP 连续保护技术，记录数据发生的所有变化，实现任意时间点上的数据恢复，最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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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度可达秒级。

•	 异地灾备建设

基于TCP/IP网络（WAN或LAN）的实现同步或异步的数据复制，通过远程复制功能实现应用级异地灾备。

•	 故障接管

在业务主机故障无法对外提供服务时，SE-DR 应急恢复系统可自动（或手动）内置故障切换，快速恢复

故障业务系统。

•	 便捷的容灾仿真演练

灵活的灾备数据提取和验证机制，任何仿真测试演练都不再是一个难题。

伙伴相关产品
SE-DR 容灾网关

柏科数据 SE-DR 容灾网关系统，可提供自主创新的通用 IT 数据中心灾备解决方案。该系统可全面防御

信息化系统的物理、逻辑、区域灾难等故障，消除灾难死角；强大的数据保护功能及快速的业务恢复能力，使

用户的信息化平台更加完整、可靠、安全。

柏科数据 SE-DR 容灾网关系统采用国产飞腾 CPU为核心处理芯片及国产操作系统平台，以自主创新的

容灾技术为基础，结合数据镜像、快照、持

续数据保护、远程复制及快速接管等功能，

实现对信息化平台的本地 /异地容灾备份及

智能的快速恢复故障业务，结合多种先进的

数据保护技术，以降低信息化系统数据丢失

风险，提升故障恢复响应速度，全面提高信息化系统的安全等级。

成功案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主要从事计算机和应用系统研制、大型信息化工程总体设计与实施，

服务领域覆盖特殊领域、政府和公用事业部门、以及国民经济的重点行业。通过柏科数据 SE-DR 容灾网关灾

备解决方案，对所里基于飞腾平台服务器实现麒麟操作系统、达梦数据库的实时在线保护，一键式自动快速恢

复，极大地提高了数据安全和恢复效率，最大程度的保证数据丢失最少，业务中断时间最短。

伙伴信息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柏科数据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专注于存储、容灾、融合计算领域的领军企业，提供涉及信息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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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各个环节的产品和完整解决方案，作为国内	IT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柏科数据在公司成

立伊始，就将	Bring	Life	to	Data——赋予数据生命与活力，作为公司服务客户的核心价值。	

在全国产产品领域，柏科数据也推出了多款基于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安全与可靠的存储 / 容灾 / 超融

合产品，产品逐步应用于党政及特殊领域等，取得累累硕果。柏科数据也将继续坚持打造自主创新的 IT 基础

架构民族品牌，为我国各领域信息化平台的平稳、安全、高效建设保驾护航。

公司名称：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 柏科数据 .com.cn

公司电话：400-687-5321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研路 9号比克科技大厦 7层 7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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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普科技与飞腾
服务器负载均衡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业务种类不断丰富，业务系统从单台服务器向多台承载不同模块的独立服务器

逐步变化，并逐步向虚拟化部署发展。如何让多台服务器协同工作，提升用户体验，让网络访问快速安全、服

务器资源利用更合理、运维更便捷，成为 IT 管理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迪普科技基于飞腾 CPU平台的	ADX3000	应用交付平台消除了网络和应用之间的割裂，满足了用户规模

不断扩大和对应用服务提出的更高要求，使用户的访问速度、访问安全和	7×24	不间断的稳定性得到大大提高，

并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方案详情
迪普 ADX3000 网信款型产品可在线部署或者旁挂在交换机上，统一分发客户端的业务请求，为后端业务

系统的高效性、稳定性提供保障。

方案详情如下：

1.	 多台服务器资源均衡利用，服务器繁忙保护机制，单点故

障智能切换；服务器的替换、新增无感知，保证业务系统

持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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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X3000 具有灵活的调度算法，根据应用场景，采取最合适的算法，快速的选择最合适服务器，实

现高效的负载分担。

3.	 ADX3000 可以帮助用户充分实现业务优化，如下图：运用应用优化技术，分担业务压力，提高服务

器处理效率，让业务更加流畅。

4.	 ADX 还支持多数据中心应用场景，支持全局负载均衡应用

方案实施效果
1.	 简化应用部署与管理：



迪普科技与飞腾服务器负载均衡联合解决方案

79

部署于业务系统前端，对外统一由负载均衡提供服务。	从网络层、应用层全方位的检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通过调度算法，实现负载分担。

2.	 保障业务连续性：

负载均衡通过流量调度算法，均衡利用多台服务器资源。同时服务器单点故障时，会将其从集群中剔除，

实现故障切换。并且客户端对业务系统中服务器的替换、新增无感知，保证业务系统持续可用。

3.	 应用优化，提升体验	

设定服务器繁忙保护机制，控制访问数量；若服务器均繁忙，推送友好的提示界面，保障用户的访问体验。

伙伴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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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tech	ADX3000-GS-G

•	 DPtech	ADX3000-TS-G

成功案例
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党政部门已有应用案例。

伙伴信息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迪普科技”）是在网络安全及应用交付领域集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上市企业（股票代码：300768）。以“让网络更简单、智能、安全”为使命，持续创新，为客户提供领

先的产品与解决方案。迪普科技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重点软件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信息

安全漏洞库技术支撑单位、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理事单位，是国内网络安全市场的重要厂商之一。

迪普科技在北京、杭州设有研发中心，拥有专业的软件开发及硬件逻辑开发团队，公司拥有一系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自主开发了基于多核 CPU、FPGA 芯片以及分布式转发技术的高性能硬件平台

“APP-X”，全面融合网络、安全、应用交付功能的 L2~7 融合操作系统“ConPlat”，将应用特征库、攻击特

征库以及病毒库三库合一的应用识别与威胁特征库“APP-ID”。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迪普科技推出

了包括深度业务路由交换网关（DPX）、应用防火墙（FW）、入侵防御系统（IPS）、异常流量清洗（Guard/

Probe）、web 应用防火墙（WAF）、上网行为管理及流控（UAG）、应用交付平台（ADX）以及交换机、路

由器等在内的十余类上百款产品。在此基础之上，迪普科技进一步推出了包括自安全园区网解决方案、自安全

分支机构解决方案、自安全物联感知网解决方案、“云安全	硬实力”云数据中心安全解决方案、”融·慧·管·通

“互联网出口解决方案在内的一系列面向典型用户使用场景的场景化解决方案。

公司名称：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dptech.com

公司电话：0571-28280909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通和路 68 号中财大厦 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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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普科技与飞腾
电子政务安全防护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不断深入，更多的政府单位需要通过政务网络与自己的下属委办局、乡镇村社

区所进行数据交互。因此，如何对政务网络进行有效的边界访问控制、边界入侵防范和边界安全审计，成为了

急需解决的问题。迪普科技结合多年安全建设经验，联合飞腾推出电子政务安全防护联合解决方案，满足政务

网络中日益增多的安全需求。

方案详情

通过在互联网出口部署 FW1000 防火墙、IPS2000 入侵防御系统、UAG3000 审计及流控系统，全面满足

互联网出口访问控制、入侵放范、安全审计的安全需求。在数据中心部署WAF3000 应用防火墙对Web 类业务

进行针对性的安全防护。

迪普网信安全产品硬件采用国产飞腾 CPU，软件国产率达到 100%，其中驱动软件、应用与业务软件均

为迪普自研。

方案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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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边界访问控制：

2.	 边界入侵防范：

3.	 边界安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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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	 DPtech	FW1000-GS-G

•	 DPtech	IPS2000-GS-G

•	 DPtech	IDS2000-GS-G

•	 DPtech	WAF3000-GS-G

•	 DPtech	UAG3000-GS-G

伙伴信息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迪普科技”）是在网络安全及应用交付领域集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上市企业（股票代码：300768）。以“让网络更简单、智能、安全”为使命，持续创新，为客户提供领

先的产品与解决方案。迪普科技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重点软件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信息

安全漏洞库技术支撑单位、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理事单位，是国内网络安全市场的重要厂商之一。

迪普科技在北京、杭州设有研发中心，拥有专业的软件开发及硬件逻辑开发团队，公司拥有一系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自主开发了基于多核 CPU、FPGA 芯片以及分布式转发技术的高性能硬件平台

“APP-X”，全面融合网络、安全、应用交付功能的 L2~7 融合操作系统“ConPlat”，将应用特征库、攻击特

征库以及病毒库三库合一整合成应用识别与威胁特征库“APP-ID”。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迪普科技

推出了包括深度业务路由交换网关（DPX）、应用防火墙（FW）、入侵防御系统（IPS）、异常流量清洗（Guard/

Probe）、web 应用防火墙（WAF）、上网行为管理及流控（UAG）、应用交付平台（ADX）以及交换机、路

由器等在内的十余类上百款产品。在此基础之上，迪普科技进一步推出了包括自安全园区网解决方案、自安全

分支机构解决方案、自安全物联感知网解决方案、“云安全	硬实力”云数据中心安全解决方案、”融·慧·管·通

“互联网出口解决方案在内的一系列面向典型用户使用场景的场景化解决方案。

公司名称：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dptech.com

公司电话：0571-28280909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通和路 68 号中财大厦 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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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容数安、同有科技与飞腾
容灾备份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无纸化办公、网络化办公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一些政府机关、科研院所、科技工业等单位日常工作中

需要保存和处理大量的敏感数据，对网络和信息系统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信息泄露渠道和机会大大增加，由于

安全漏洞和人为管理疏忽而导致的安全危机、经济损失、重要资料泄露等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因此，敏感数据

的防护和管理工作，成为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精容数安、同有科技与飞腾推出容灾备份联合解决方案，可为科技工业、政府、科研院所、金融、能源、

教育等各行各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基于飞腾 CPU平台、同有 ACS	5000 系列存储和精容数安 FlexStor 全国产

备份一体机，为数据提供安全、备份一体保护，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方案详情
基于飞腾平台的 ACS5000 系列存储向虚拟化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提供存储服务，并向

FlexStore 备份一体机提供额外存储空间。同时，基于飞腾平台的 FlexStor 全国产备份一体机提供对系统、应

用及数据的全面保护，支持异构平台下数据安全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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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	 真正自主创新的存储系统，助力国产自主创新项目。

•	 良好的读写性能、数据安全架构设计和稳定性，在保证用户得到良好的用户体验同时兼顾数据安全

问题。

•	 采用自主创新软硬件，完美的融入国产应用环境，提升了整个国产系统的可用性。

伙伴相关产品
•	 同有科技：ACS	5000 系列存储

•	 精容数安：FlexStor 数据备份一体机

成功案例
•	 重庆市某区党政信息中心

•	 重庆市某区电子政务中心

伙伴信息

四川精容数安科技有限公司																																																																																																				

精容数安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注于数据安全领域，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一家科

技企业。目前，公司在北京建立了营销中心，在成都设立了研发团队以及商务中心，在政府、特殊领域、医疗、

教育、制造、IDC 以及能源领域都有非常成功的运作案例。

公司名称：四川精容数安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jingrongshuan.com

公司电话：400-6616-356

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端 500 号东方希望天祥广场 A座 2201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有科技”），源于北京理工大学飞骥高科研究所，1988 年成

立于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区，2012 年成功登陆 A股市场（股票代码：SZ300302），成为中国唯一上市存储企业。

同有科技是专注专业的大数据存储基础架构提供商，坚持以软件定义为基础、以贴近应用为核心、以满足客户

需求为方向，为全球用户提供高效安全融合的存储服务。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全国设有 8个大区平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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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分支机构，为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本地化服务。

公司名称：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oyou.com.cn

公司电话：010-62491999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号院 2号楼同有科技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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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进制与飞腾
数据备份与恢复应用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近几年，我国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服务器以及桌面	PC	等基础软硬件研发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在政府、特殊领域、烟草、能源、金融、教育等重要领域已开始应用。但目前国产软硬件仍处于发展期，国产

计算与存储环境的稳定运行和系统性能都有待持续提升，缺乏有效的可信数据保护体系与可靠的应急保障措施，

存在因系统宕机、病毒攻击等因素导致数据丢失、业务中断的风险。同样，基于国产系统的终端电脑也没有建

立有效的数据保护体系，面对人为误操作、病毒、网络攻击、软硬件故障、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时缺少必要的

安全保护，极易造成数据丢失，严重情况下会影响到业务的正常开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负面影响。为

了解决这些不稳定因素，壹进制与飞腾在数据备份与恢复方面进行了产品、市场等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基于

飞腾 CPU平台的数据备份与数据恢复联合解决方案。

方案详情
某政府某局客户实际需求如下：

•	 文件备份还原 ( 全量、增量、差分 )

•	 达梦数据库的备份还原 ( 全量、增量、差分 )

•	 人大金仓数据库的备份还原 ( 全量、增量、差分 )

•	 神通数据库的备份还原 ( 全量、增量、差分 )

•	 南大通用数据库的备份还原 ( 全量、增量、差分 )

•	 操作系统备份 (	飞腾平台银河麒麟系统 4.0.2)

•	 备份服务器灾难恢复功能

•	 不限制备份客户端 LAN-Free 备份功能

•	 异地远程备份功能

•	 中断的备份任务可以按增量从断点处自动恢复

针对国产环境业务数据备份与恢复建设要求，自主创新平台数据备份与恢复解决方案实现对文件、数据库、

系统、虚拟化等各类数据全面的在线保护。对本地数据中心的各种国产操作系统和国产数据库，如麒麟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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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操作系统，南大通用数据库、达梦数据库、人大金仓数据库的重要数据、一般数据、文件等进行定时备份，

对核心数据进行实时备份，满足业务需求与 RPO指标要求。

				本方案提供异地数据备份的能力，通过在异地机房部署与本地相同配置的国产备份一体机，可以与本

地的备份一体机通过专用网络进行定时或实时数据同步。数据同步具备提供实时压缩、断点续传、双向传输功

能，保证本地备份数据和异地备份数据一致。

方案实施效果
当本地应用的数据丢失或系统崩溃时，可以使用通过本地备份一体机上的备份数据进行快速恢复；即使

发生重大灾难导致本地机房被毁，也可从异地的备份一体机上进行数据和系统恢复。

伙伴相关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1
数据备份一体机

UnaDPMC4508

2U 机器（含导轨），配置国产飞腾 CPU，32GB	内存 , 双高速	SSD

系统盘，8 个 3.5”热插拔盘位，支持 RAID0,1,5；冗余电源，4 个

千兆网口（可扩展双口千兆电口网卡，双口万兆光口网卡，双端口

光纤HBA卡）

2
数据备份一体机

UnaDPMC4512

2U 机器（含导轨），配置国产飞腾 CPU，64GB	内存 , 双高速	SSD

系统盘，12 个 3.5”热插拔盘位，支持 RAID0,1,5；冗余电源，4个

千兆网口（可扩展双口千兆电口网卡，双口万兆光口网卡，双端口

光纤HBA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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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备份一体机

UnaDPMC4524

4U 机器（含导轨），配置国产飞腾 CPU，64GB	内存 , 双高速	SSD

系统盘，24 个 3.5”热插拔盘位，支持 RAID0,1,5；冗余电源，4个

千兆网口（可扩展双口千兆电口网卡，双口万兆光口网卡，双端口

光纤HBA卡）

4
数据备份一体机

UnaDPMC5508

2U 机器（含导轨），配置国产飞腾 CPU，128GB	内存 , 双高速	SSD

系统盘，8 个 3.5”热插拔盘位，支持 RAID0,1,5；冗余电源，2 个

万兆、2个千兆网口（可扩展双口千兆电口网卡，双口万兆光口网卡，

双端口光纤HBA卡）

5
数据备份一体机

UnaDPMC5512

2U 机器（含导轨），配置国产飞腾 CPU，128GB	内存，双高速	SSD

系统盘，12 个 3.5”热插拔盘位，支持 RAID0,1,5；冗余电源，2个

万兆、2个千兆网口（可扩展双口千兆电口网卡，双口万兆光口网卡，

双端口光纤HBA卡）

6
数据备份一体机

UnaDPMC5524

4U 机器（含导轨），配置国产飞腾 CPU，128GB	内存 , 双高速	SSD

系统盘，24 个 3.5”热插拔盘位，支持 RAID0,1,5；冗余电源，2个

万兆、2个千兆网口（可扩展双口千兆电口网卡，双口万兆光口网卡，

双端口光纤HBA卡）

相关案例
某研究所项目。

•	 环境如下：

	» 硬件平台：飞腾 FT-1500A/16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4.0.2 最新版

	» 数据库：南大通用	Gbase	8T	

•	 项目需求：

	» 需满足对 Gbase 数据库定时备份与恢复需求。

	» 满足对国产平台的 CDP保护，以满足用户实时性要求高的业务场景。

	» 针对飞腾平台能够进行应急接管。

•	 项目进展：

	» 完成将“黑方灾备系统”服务部署在纯国产平台上（基于飞腾 CPU+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黑方灾

备系统），构建纯自主创新的灾备体系，系统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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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适配纯国产平台的备份与恢复（基于飞腾 CPU+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南大通用数据库），并

成功对银河麒麟操作系统、文件以及南大通用Gbase	8T数据库等环境的备份与恢复，测试顺利。

伙伴信息

南京壹进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壹进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市公司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本2775万元，致力于用户数据保护和业务连续性管理的科研、生产、销售、

服务。

		 公司目前员工超过 200 人，研发人员占比 50%左右。售后人员占比 15%左右，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20 多个服务网点，达到本地化服务优先，快速响应客户服务需求，高效、高质量的解决客户问题，帮助用户

在第一时间恢复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原则上，当地的服务由本地服务网点提供；如果当地服务网点人力不足

或技术支持难度很大时，公司总部将直接对用户提供服务。

公司名称：南京壹进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unary.com.cn

公司电话：025-84874236

公司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 14 号长峰大厦 1号楼 9-1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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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网信安与飞腾
VPN安全网关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产业分工合作越来越细，异地协同办公、远程办公的应用需求发展迅速，但随之而来各的类网络攻

击也越来越频繁。政府机构、大型企业在建设信息化网络办公环境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环境的建设，

强调网络的安全、自主等特性。VPN	网关通过构建异地间安全、可靠的加密通道，实现网络安全边界防护。

中网信安与飞腾 VPN安全网关联合解决方案可为政府、行业、企业用户提供基于飞腾芯片、银河麒麟操

作系统的 VPN安全网关整体解决方案，采用基于网络的隧道安全技术，提供虚拟专用网、防火墙、多机备份、

集中管理等功能，完成企业数据中心、企业总部、企业分部之间的安全的连接。

方案详情
VPN 安全网关是中网信安拥有自主知识产品、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网络安全传输平台，依托飞腾 CPU

平台，基于 IPsec安全协议，构造网络安全传输通道，支持分片和组包、二 /三 /四层防火墙、NAT穿越等功能，

实现用户网络数据传输的有效性、机密性和完整性，保障信息系统中心的边界安全，为在公共网络上传输数据

提供安全传输保护。

方案实施效果

VPN安全网关

数据中心

VPN安全网关

总部

VPN加密
隧道

分部

VPN安全网关

分部

VPN安全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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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安全与高可靠

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 VPN 网关采用全硬件化的以太网报文分析，报文处理，报文编辑手段，实现了

IPSec 协议，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2.	 完善的自身安全防护

VPN网关集成业内领先的二/三/四层硬件防火墙功能和网络抗攻击功能，为用户提供网络边界安全防护。

3.	 高可用性

VPN 网关支持负载均衡、双机热备功能，可通过集群部署提升系统容量，单节点故障时可自动切换。

4.	 简单易用

提供可视化的管理控制平台，实现远程配置和管理，可快速完成部署。

伙伴相关产品
中网信安 VPN3.0

成功案例
某大型央企网络安全传输项目

VPN
安全网关

Internet

VPN
安全网关

VPN
安全网关

总部

分部 分部

在某大型央企的网络安全建设中，将各地的分部与总部通过 VPN网关进行数据加密传输，从而确保传输

过程的数据安全。

通过在总部、各分部的网络入口处部署 VPN安全网关，将整个集团组成一个统一的虚拟专用网，既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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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总部与各分部之间的数据传输安全，也能阻止公共网络上的网络攻击行为。

伙伴信息

深圳市中网信安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网信安技术有限公司始创于 2014 年 10 月，公司定位于信息安全领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

其核心业务包括相关产品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和服务。公司一直聚焦信息安全、国产自主创新等两大核心业务

领域，基于各行业的信息安全和国产自主创新需求开展技术和产品创新，产品范围包括各类安全网关、安全终

端、国产服务器、国产定制板卡等。公司核心团队成员来自于国内各大知名网络安全及通信厂商，公司注册于

深圳前海深港自贸区，在深圳南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设有专业的研发技术团队。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网信安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cn-nis.cn

公司电话：0755-66682095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 13 号软件产业基地 5栋 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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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腾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自主	CPU	芯片提供商，致力于“飞腾”系列国产高性能、低功耗

通用计算微处理器的设计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产业生态开放联合”

的发展理念，联合众多国产软硬件生态厂商，提供基于国际主流技术标准、中国自主先进的全

国产信息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支撑国家信息安全和重要工业安全。	

	

										基于飞腾	CPU	的整机产品覆盖多种类型的终端（台式机、一体机、便携机、瘦客户机等）、

服务器和工业控制嵌入式设备等，在国内政务办公、云计算、大数据以及金融、能源和轨道交

通等行业信息系统领域已实现批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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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解决方案发布或咨询请联系：

王彦宁

飞腾行业解决方案团队

wangyanning@phytiu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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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022	5908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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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020	39337889

传真：（+86）020	37579491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护林路中国软件

CBD广州飞腾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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