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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问卷 参与抽奖

 底部菜单栏“产品巡展-南京调查问卷”

 抽奖奖品：

 幸运奖：青云QingCloud 定制版电脑双肩包 3份

 特别奖：Apple AirPods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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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转型先机

云端再造核心竞争力

刘靓

青云QingCloud 市场副总裁



议程

数字化转型洞见

云计算及青云QingCloud



亲历『数字化转型』

一家打造爆款 App 和云
服务的商业银行

招银信用卡 「掌上生活」

招银云创

 累计下载 2.7 亿次，信用卡 App Top 1

 互联网化运营模式：“饭票”“影票”“商城”

 基于大数据客户画像的“千人千面”客制化服务

 面向同业输出招商银行成熟的 IT 能力

 IT 从成本中心到业务实体

 构建面向未来的金融云生态



亲历『数字化转型』

业务飙升 62 倍的
「互联网保险」转型之路

 进军互联网保险第一家传统保险公司

 2017 年上线 1-3 月保费同比增长 62 倍

 80% 的订单通过手机端销售

 每周上线 30 多个新产品，产品快速试错、优化迭代

 2011 年开始云平台建设

 开始着力打造泰康“健康云”

泰康集团 -“泰康在线”



亲历『数字化转型』

江苏交通控股集团
高速公路统一协同指挥调度系统

构筑在公有云上的
“智慧交通”

 集指挥通信、视频和资源调度与一体，覆盖江苏省 5000 公

里高速公路;

 三个月完成整个系统的上线，完全构筑在公有云之上;

 通过微信向公众开放服务，国庆期间 G2 视频全线开放；

 交通部示范项目，开始平台化并面向全国同业提供服务，打

造“交通行业云”。



人人都将是「科技公司」

BATJM 等“科技新贵” 数字化转型先锋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人的互联，人的数据

产业互联网与行业云

工业 4.0， 产业互联，物的数据

 信息流通方式，消费方式的根本变化

 新需求、新产品、新经济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边缘计算

 供给侧改革：需求定制化、精准和集约生产、绿色可持续

 劳动力红利用尽

 人口红利用尽

 所有经济体需要重新构建核心竞争力

 经济与社会将面临一场巨变，企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供给侧改革』

『中国制造 2025』



数字化转型的实质 – 数据经济

重塑商业模式
基于数据挖掘的平台增值服务体系

重构生产与交付体系
千人千面的产品定制，智能供应链与定制化服务等

提升组织效率
新组织、新职能、新流程，科学管理，人效显著提升

数据
系统日志，行为日志，

用户信息，流量数据，

交易数据，货物数据，

物流数据 ......

改造营销及销售渠道
品牌直接面向消费者，深入用户场景的全渠道数字营销体系，

如：线上与实体店 O2O，精准营销、增长黑客理念等



转型数据时代

数字经济时代的 CIO 们

公司战略和用户导向

应用及平台优先，数据是一切的核心

创新焦虑

使命：再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信息时代的 CIO 们

系统导向

数据中心优先

运维压力

使命：业务保障和降本增效



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 云计算

• 更大规模的算力及存储能力，

更高效的算法框架；

• 更健壮更可靠；

• 可弹性伸缩；

• 可快速部署；

• 可复制可移动；

• 统一的数据平台
更敏捷更强大的基础架构：

• 软件定义一切

• 超融合、混合云

• 智能运维与管理

• 安全.......

更易用的计算框架和应用架构：

• 分布式集群应用

• 容器 & 微服务

• Serverless

• IoT & 边缘计算

• 深度学习..... 

并可以在同一平台上统一运行、

运维和管理

可快速试错、优化、迭代；

可沉淀数据并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驱

动业务增值；

数据共享

业务

IT 系统

应用

云基础架构

「应用连接业务，云端赋能应用」



云端转型，从这些 IT 问题起步

• 传统集中式核心如何上云？

• 互联网分布式核心如何建设？

• 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和挖掘？

• 微服务与微服务治理？

• 企业应用云化、云原生应用管理？

• 多云业务部署与管理？



青云QingCloud 定位于：

以软件为灵魂
云端再造全栈 ICT服务
帮助企业抢占数字化转型先机



九大品牌云端再造 ICT

超融合系统QingCloud.com
公有云服务平台

企业云平台
桌面云

容器管理平台 软件定义存储

企业云盘 分布式数据库

AppCenter

企业级应用市场多云应用管理平台SD-WAN 
智能广域网服务

统一多云管理平台



全栈云 ICT 服务，全模覆盖企业数字化场景

• 传统集中式核心如何上云？

• 互联网分布式核心如何建设？

• 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和挖掘？

• 微服务与微服务治理？

• 企业应用云化、云原生应用管理？

• 多云业务部署与管理？

BM + 商业数据库 + QingStor NeonSAN

VM / CM / K8S + MySQL Plus / RadonDB + 分

布式存储

QingStor 对象存储 + 大数据平台

KubeSphere 容器管理平台

OpenPitrix 应用管理平台

iFCloud 统一云管理平台



90,000+企业级客户

13 自营数据中心，17 合作数据中心

>100% 年均增长率

10.8 亿D轮融资



青云QingCloud 之最



Gartner: Prepare for the Next Phase of Hyperconvergence 

传统 IT

虚拟化

硬件为基础的融合架构

软件定义一切

微服务

云计算

云计算 1.0

基础设施：公？私？
平台：自建？云原生？

云计算 2.0

应用平台
混合云和多云
行业云和集团云
数据为核心逻辑
CI/CD
最大的灵活性

青云QingCloud

Others

领先行业



产品研发战略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同时贡献开源

自主可控，核心产品技术完全自主研发



公、私、托、混基于完全一致的代码交付

一套整体平台，松耦合与产品化

一朵云、一套核心架构

产品研发战略



云、SD-WAN、终端一体化端到端交付

云网端一体化平台

产品研发战略

‣ 纵向：全栈能力（IaaS、PaaS、应用平台、SD-WAN）

‣ 横向：全模云（分布式核心、集中式核心、混合 IT）



Scale-out 替代 scale-up

分布式替代集中式

产品研发战略



将智能部分抽离出来

软件定义替代硬件定义

产品研发战略



应用为中心替代资源为中心

服务为中心替代应用为中心

服务构建于应用，应用落地于资源

以应用和服务为中心

产品研发战略



- 公有云：核心交易类负载，开拓企业级市场

- 私有云：

‣ 金融行业 ——> 多行业

‣ 一线城市——>更多地域

‣ 云计算市场——>多产品市场

‣ 『降维打击』：前瞻、成熟、落地、不贵

混合云优势
• 突破公、私

• 全部产品经过公有云海量用户
复杂业务场景多年验证

QingCloud 洞察：突破“公、私”



技术前瞻性

集团云
华创联和云、泰康集团云、太平保险
集团云、新智云

行业全栈云
融联易云、招银云创

行业应用云
思科智造云、江苏交通控股高速公路
统一指挥调度云、陕西工业云

品牌定制云
安畅云、西南锦云、首信云

QingCloud 洞察：多种形态公有云矩阵



技术前瞻性

把公有云平台打包搬回家！
全栈云服务
应用云化与管理平台
应用市场
公有云运营平台、运营经验、服务能力、方法论的产品化

QingCloud，行业云最佳伙伴



「落地」才是硬实力



助力您抢占转型先机，

重构数字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Thank you.
lea@yuni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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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模式全栈 ICT 产品体系

郑子尘

青云QingCloud 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



青云QingCloud 全栈 ICT 产品体系



单点试验

Ad Hoc

局部推广

Opportunistic

扩展复制

Repeatable

运行管理

Managed

优化创新

Optimized 

数字化转型历程

IDC 咨询 「数字化转型历程模型」

上云，
向云迁移

新的场景：
混合云 & 多云
物联网 & 边缘计算

应用架构和模式的彻
底转型



构筑基础
助力上云转型第一步
如何迈出上云第一步？

如何构建敏捷、健壮、高可靠的分布式系统？

如何构建互联网新核心？

传统集中式核心如何上云？

如何兼顾传统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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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QingCloud 企业云平台
 统一的异构计算：支持 VM/CM/BM/GPU/Docker

多种类型的计算资源，并提供过一致的管理体验，

多种资源可统一管理

 SDN 网络：满足超大规模组网需求，提供 VPC、

负载均衡、DHCP、路由等网络服务功能；

 多维存储：提供多维存储服务，并提供可自定义的

副本及备份服务，保障数据安全；

 全方位安全体系：提供多维度的安全体系，覆盖系

统和网络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

身份认证及安全管理各个层面；

 全栈云能力：融合软件定义 IaaS 和 PaaS 服务能力，

配备大数据、数据库、中间件、容器、AI等服务套

件，并提供企业级应用商店；

 成熟领先：核心组件全部自主研发，稳定性和可靠

性经过大量企业用户生产运行的广泛验证



QingStorTM 软件定义存储- 构建多维云存储服务

块驱动

数据库等重负载应用

HTTP API

非结构化存储

文件系统

传统应用文件存储

访问接口

业务场景



Anybox 企业云盘

 企业级文件共享协同平台

 支持数据传输及存储加密、客户端

加密和设备管理等企业级安全功能

 共享、全文搜索、在线预览、版本

管理的协作功能

 支持私有化部署底层存储支持对象存

储、文件存储等



SDN 3.0

 BM/VM/CM 无差别管理

 物理机 5-10 分钟自动部署

 支持自动运维

 共用VPC网络

 共用主机镜像

 API 一致 & 监控一致



Region - 基于SDN3.0 构建同城多活灾备架构



企业级应用交付与运营平台- AppCenter

 目前提供 11 大类超 100 款高品质企业级应用

 覆盖数据库、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

链、企业管理、安全管理、容器、CDN与视频、

行业应用等多个领域，全面覆盖企业级应用需求



数据库

云原生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

 金融级数据强一致

 自动分库分表

 水平扩展

 支持 HTAP  智能扩容

 基于 MySQL 存储引擎

开源 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Plus、PostgreSQL

非关系型数据库： MongoDB

Coming Soon： 时序数据库、分析数据库、键值数据库

缓存： Redis/Redis Clusters



桌面云



青立方Qing3 超融合系统

以“软”带硬，100% 软件定义技术，融合计算、

存储、网络及 PaaS 应用，交付完整全栈云平台

按需扩展，系统弹性伸缩，部署规模可从二节点至

上千节点，适应各种规模场景的需求

全分布式存储和网络，无单点故障，多年公有云

大规模运营对性能及可靠考性的实际检验

支持混合云部署，打通私有云和公有云壁垒

多层安全体系，轻松防范各类风险

一步上云，

快速打造全栈云平台的最佳选择。



云服务
租用

云平台建设

云架构
咨询

公有云

QingCloud.com

1

QingCloud OS

混合云
私有云

一致的平台

2
3

托管云4

计算（虚拟化、容器、物理主机） | 软件定义网络 | 软件定义的全维度存储服务 | 安全 | 数据库与缓存 | 大数据平台 | 统一云管理平台 | 应用中心

公有云 or 私有云？



向外延伸
覆盖更广泛的时空场景

如何更高效的建立云和端的连接，从而落地物联网及边缘计算？

如何快速高效的构建混合云并有效管理？

如何应对多云趋势带来的管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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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格网络 SD-WAN

数字化转型，上云进程明显加快
办公和云端、分支机构和云端需要高速互联

分支机构快速数字化，业务场景异常丰富
分支机构的网络需要大幅改观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迅猛发展

云、网、端一体化成为必然

企业业务，不再区分线上线下

数据交互量爆发式增长，实时

性交互成为刚需

网络要强，体验要好

为什么需要 SD-WAN？



iFCloud 多云管理平台

异构云统一管理
如何在数据中心管理中统一管理多个异构云平台，使管理的成本降低？

如何培养需求方在多个异构云平台上的使用习惯，使体验一致，学习成本最低？

云平台治理
在采用云管平台统一管理之前，众多的存量资源能否接入，并按照新的方式管理？

采用云管平台后，在底层云平台进行的操作，能否反向同步到云管平台？

公私混合云管理
公有云需要灵活，需要弹性，需要安全。

私有云需要规范，需要稳定，需要合规。

二者需要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如何通过一个平台进行统一管理？

面向多云管理难题



iFCloud 多云管理平台

01

超强的多云治理

02 03

04 05 06

支持存量资源、拓扑的同步

具备配置下发到云、从云配置同步双向治理能力

帮助规范企业管理流程

通过灵活的自定义审批流程，帮助企业建立

数据中心管理规范，梳理管理业务流程

服务目录自动化部署

通过服务目录统一定义异构平台的交付标

准，配合多云适配器，解决自动化部署

云资产管理

借助强大的云平台治理以及云自动化，实

现云内资产CMDB的自动更新，并时刻保

持底层同步

具备强大整合能力

采用微服务架构，降低模块耦合

管理服务封装标准接口，做好整合其他工具

的准备开放全部API

平衡和选择

理解管理本质，把握管理的度，在重度整

合和标准封装之间保持平衡

练好必备硬功，借助其他工具



面向应用
从资源视角到应用视角

如何高效构建并管理云原生应用，实现应用架构转型？

如何构建 DevOps 平台，打造 CI/CD 流程，并实现微服务架构？

如何实现多云环境下跨平台的应用部署、迁移、运维及管理？

如何统一管理传统架构应用、分布式应用和容器化应用？

App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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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源到应用的第一步 – AppCenter /Application 
Framework

 多云已成趋势，如何实现跨多

种平台部署？

 微服务、服务治理等新架构兴

起，如何更好的支持新的应用

架构和开发流程，并兼顾传统

应用？



多云 + 应用 + 开源
Run any application at any scale on any infrastructure



OpenPitrix 多云应用管理平台

Build once. Run anywhere.



容器的兴起促进应用架构转型

容器/容器调度管理

Dev/Ops

微服务架构

Services Mesh

云原生应用

逐步兴起的应用转型浪潮：



KubeSphere 容器管理平台

 基于 Kubernetes 构建的基于容器的分布

式操作系统

 内建微服务及 DevOps 应用

 向导式 UI

 事实上的容器编排及调度行业标准

 成功的开源社区孵化过程

 专注底层核心功能，开放上层接口

 面向开发者友好的定位

 完善的功能链条

 基于开源社区的整体化解决方案

降低学习和人力资源成本

简化安装部署

增强安全性，提供多租户能力

预整合常用应用



KubeSphere 容器管理平台

统一门户

无基础设施依赖，无 Kubernetes 依赖，整合

多种云平台，纳管多源 Kubernetes 集群

极简体验，向导UI

面向开发、测试、运维友好的 UI ，向导

式用户体验，降低 Kubernetes 学习成

本的设计理念

整体化容器平台解决方案

贯通应用开发、管理，CI/CD，服务治

理，发布上线，流量管控等一系列流程

松耦合功能模块设计

除提供基于原生 k8s 的管理功能之外，用

户可以使用 KubeSphere 集成的诸如镜像

仓库、应用仓库，监控、日志模块，也可通

过配置的方式集成自建的相关服务

安全第一位

多租户、细粒度安全架构设计，并可集

成企业中心化用户中心系统

可选的商业网络和存储解决方案

除开源解决方案外，如用户对网络和存

储有更高要求，可选用青云作为底层平

台，可以使用性价比更高的网络和存储

解决方案



总结：青云QingCloud 全栈云服务体系

计算 存储 网络与CDN

基础资源平台

虚拟主机

映像

物理主机

GPU 主机 专属宿主机

块存储

对象存储

企业级分布式
SAN

文件存储

负载均衡

AppCenter
应用平台

数据库与中间件 大数据平台 人工智能 AI容器平台 ……

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Plus & 

PostgreSQL

非关系型数据库
Mongo DB

缓存服务
Redis &  

Memcached

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
RadonDB

Spark

Hadoop

Storm

HBase

ELK

ZooKeeper

QingMR

Tomcat

Kafka

队列服务
RabbitMQ

物联网硬件开发平台

物联网消息平台

物联网场景化开发平
台

Kubernetes 

Harbor

etcd

公有Docker镜像仓
库

DevOps

安全管理

企业管理

区块链 BlockChain

行业增值

运维与监控安全与权限

定时器

自动伸缩

标签

操作日志

回收站

移动控制台

监控告警

服务健康状态
监控

资源编排

API

子账户管理

资源协作

账户安全

防火墙

DDoS 攻击防
护

SSH 密钥

数据仓库HashData

智能问答机器人

商业机器学习框架

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

主机防护

堡垒机

数据库审计

安全扫描

托管云

Rancher

物联网 IoT

证件识别

WAF

SSL 证书

深度学习框架

CDN

专属私有网络
VPC

弹性公网 IP SDN 网络直通

网络流量镜像 内网域名

P2P CDN

SD-WAN 服务

备份

容器

QingCloud Container 
Service (QCS)

Powered by KubeSphere

QingCloud Kubernetes 
Service (QKS)

Powered by KubeSphere

基础设施与SD-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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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立方Qing3 超融合系统

严松

青云QingCloud 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



提纲

超融合的定义与发展趋势

产品优势

市场地位

场景与案例

青立方Qing3 超融合系统



超融合的定义

IDC：超融合将核心存储、计算和网络功能整合到单一的软件

解决方案或设备中。

Gartner：Hype-Converged Infrastructure（简称：HCI）是一种以软件

为中心的体系结构， 将计算、存储、网络和虚拟化资源（以及可能的其他

技术）紧密集成在单一的供应商提供的一台硬件设备中。

Forrester：集成系统的新一波浪潮，即安装一个软件定义存储层，在集成

的硬件和系统软件栈上优化虚拟机感知操作。



传统架构向超融合架构的演变



基于标准x86硬件，无

需采购专用设备

无需分别调试网络、存

储等设备，单一硬件，

全部功能

单一厂商保障所有软硬件，
包括计算、存储、网络和
虚拟化等云计算核心功能
支持，亦可充分利旧，无
硬件绑定，交付灵活

统一管理计算、存储、

虚拟化等资源，运维管

理简单化

分布式架构，线性灵活扩展，无单点故障

基于互联网架构设计
应用在企业级用户

为什么要用超融合？



超融合架构与传统数据架构成本对比

30%

15%30%

10%

15%

传统IT系统总成本占比

硬件

软件

管理运维

商务

实施
0

20

40

60

80

100

120

传统架构 超融合架构

实施

商务

管理运维

软件

硬件

使用超融合架构

可以更好的平衡资本开支与运营开支

 基于x86架构，无专属设备，有效降低CAPEX

 便捷部署、弹性扩展、统一管理，有效降低OPEX



超融合向全面云化演进

“By 2021, 20% of business-critical applications currently deployed on 
three-tier infrastructures will have transitioned to HCIS, up from 5%
today.”

“By 2020, 50% of enterprises that initially deployed HCIS for point 
projects will expand HCIS use to address additional workloads.”

Gartner Forecast：



刀片服务器

FC交换机

IP交换机

FC SAN存储

NDFS    Ceph Gluster ……

Hard 
disks

SSD

OPEN STACK / Xcloud

Hard 
disks

SSD Hard 
disks

SSD

机架式服务器

分布式文件系统

vSphere  Hyper-v KVM  Xen  第三方计算虚拟化

第三方计云平台

融合1.0
简单的硬件堆砌

融合2.0
软件堆砌

SDS
分布式块存储/对象存储/VSAN

SDN/VPC
全网络功能虚拟化

云优化服务器

KVM
计算虚拟化

SAS
disks

All Flash SATA
disks

青云统一管理平台

All In  One

全模云服务

融合3.0
交付全栈云能力

超融合的发展趋势：交付全栈云能力



优化

开放简便

完整可靠

可靠

多年公有云大规模运营的精髓

简便

开箱即用 一步上云

优化

深度云优化的软硬件

开放

自主产权 开放架构

完整

交付全栈云计算能力

青立方Qing3 超融合系统 产品优势



『可靠』——公有云大规模运营的精髓

 公有云 30 个数据中心

 上万台硬件设备

 超过 5 年的大规模运营经验

 扩展性：单集群可从两节点至数万节点

 自主可控：工信部可信云认证超融合系统



『简便』 开箱即用，一步上云

 简化运维

 开箱即用

• 工厂定制，完整交付使用

 图形化快速安装

• 图形化配置界面

• 简易扩容

• 自动化运维

• 完善的监控告警系统

QingCloud Installer：自动化安装配置工具



01

02

03

完整的 IaaS 服务

丰富的 PaaS 服务

开发平台 AppCenter

『完整』 交付全栈云计算能力

• 计算：物理机/虚拟机/容器主机/GPU主机

• 存储：SDS/NeonSAN/对象存储

• 网络：软件 SDN/硬件 SDN

• 安全：防火墙/WAF

• 数据库及中间件

• 大数据及数据仓库

• 容器平台

• 人工智能 & 物联网

• 一键部署云端应用，对接丰富的企业应用生态

• 便捷管理云端应用，以应用视角管理业务需求



• SDS Block/FS模式，优先本地读写，无数据路
由，释放网络压力

• NeonSAN低延迟、高性能，支持RDMA

01

02

03

• SDS、SDN等模块对物理机计算资源消耗极低

计算资源优化

存储性能优化

网络性能优化

• vm间高速网络连接
• SDN透传
• 纯软SDN，无需SDN硬件

『优化』 深度云优化的软硬件

01

• X86 / ARM
• Intel / AMD
• nVIDIA / AMD

多元的CPU/GPU支持

02 高速互联网络

• 10Gb以太网
• 25Gb以太网

03 丰富的存储配置

• SSD / HDD / 混插



『开放』自主产权，开放架构

 无硬件绑定，不依赖任何特定硬件

 提供标准计算资源和中间件，无厂商锁定

 混合组网模式，支持资源利旧和应用平滑迁移

 支持安全设备接入： 抗D设备、WAF防火墙、加密机、堡
垒机、前置机等

 SDN实现隧道功能，支持混合云部署，支持异构环境共存

 无限制开放全部API，提供SDK和CLI



青立方Qing3 超融合系统 市场地位

Source: IDC 2017Q4 China SDS and HCI Market Overview

• 全球权威的咨询与服务机构 IDC 最新发布的《中国

超融合市场跟踪报告，2017Q4》显示，青立方

Qing3 超融合系统的市场占有率跃居第四 。

• 青云QingCloud 已经成为中国超融合市场的引领

者。



青立方Qing3 超融合系统 4个版本

• QingCloud 企业云平台也支持纯软件的交付



场景与案例

企业级云平台

桌面云服务

容灾云平台

开发测试云

行业集团云



『西藏宏绩集
团』

基于青立方Qing3 超融合 易捷版

快速构建高原之巅的信息中心

打造藏游坛城信息技术服务平台

快速易捷、稳定可靠减少了运维复杂度

多维安全确保集团各个部门的应用数据隔离



『光大银行桌面云』

使用青立方超融合降低机

房能耗，空间占用降低

04

01 02

03

降低运营成本 利旧

整合现有 NAS 保护历史

投资

使用灵活

VM 可跨数据中心迁移

容灾

两机房互为备份，支持

机房级容灾



『阳光保险』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内七大保险集

团之一，成立于2005年7月，集团注册资本金

67.1059亿元人民币，下设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光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子公司。

基于青立方Qing3 超融合

加速 平台的生产服务

价值

方案

痛点
 建立、运营和维护供自身发展的统一联网互通平台实现业务互

通、协同投资、信息共享和消费支付等业务目标；

 架构可灵活扩展，支持公司未来3到5年的资源需求

• 基于青云HCI搭建生产、测试和灾备环境

• 多个生产应用投产于青云的超融合环境，包括阳光保险U粉通业务和线
上客服系统等

• 充分基于云平台的安全服务来确保生产系统的安全合规

 构建统一资源服务平台，实现IT基础设施的高度共享及弹性分配，初始
阶段满足每日亿次访问。

 借助于青云的整合服务机制，软硬件一体化运维，提高了系统服务能
力，提升SLA



虚拟负载均衡可以 承载千万级并发 连接，极大方便互联网应

用的压力测试

『川财证券』

基于青立方Qing3 超融合构建

开发测试云

完善的多租户和层级账号服务，满足开发测试的 团队管理 需求

软件定义网络和存储服务，极大 缩短开发环境的搭建，简化运维工作

资源编排打包整个测试环境的部署需求，一键交付 多个测试环境



基于青立方Qing3 超融合构建

中邮证券灾备云
数据传输/备份

负载均衡

Server 1 Server 2

路由器

集中交易

Server 1

行情系统

北京数据中心
生产区

三方存管

负载均衡

Server 1 Server 2

路由器

交易中间件

Server 1

基金业务

西安数据中心
灾备区

呼叫中心

Server 1 Server 2

路由器

交易中间件

Server 1

基金业务

东莞数据中心
行情查询

呼叫中心

负载均衡



『本溪钢铁』

基于青立方Qing3 超融合构建

行业云

集团云

集团管理流程一体化

法务
系统

审计
系统

其它
流程

移动 OA

决策支持

MES系统

NeonSAN

SQL ServerOracle RAC

Kafka

ZooKeeper

Redis

MongoDB PORTAL

CLOUD

X LAB



“青立方 HCI 不仅让我们
拥有最好的虚拟化，而且
还提供MySQL 等PaaS 服
务，缩短应用上线时间”

“搭建云平台
最快、最方便
的方法”

“青立方 HCI 提供了
一体化服务，易于管理，维
护简单，
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青立方 HCI 提供了
动态资源分配，
提升了系统的资源利用
率，减少了空间需求”

1 2 3 4

客户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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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云和微服务解决方案

- KubeSphere

一步跨入容器时代

张忠华

青云QingCloud 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



大纲

容器管理平台的必要性

KubeSphere 应“云”而生

Demo



容器管理平台的必要性01



应用架构成熟度
曲线图



By 2020, more than 50% of enterprises will run mission-critical, 

containerized cloud-native

applications in production, up from less than 5% today.

- Gartner: 2018 Strategic Roadmap for Compute Infrastructure



容器带来的改变

基于标准化容器镜像以及统一的镜像分发仓库，用户可以使用

一系列自动化运维工具完成从开发、代码提交、测试、预发

布、发布一整条流水线，而且比原有基于传统虚拟化技术的方

案更经济、更高效。

将持续集成/持续交付的效益最大化

为了快速迭代，服务解耦，原有的传统应用被拆分成细粒度的

微服务，通过容器完成微服务的功能输出是最高效和经济的，

符合预期。

将微服务由理论带入现实
更轻量级的资源消耗，更灵活的资源调度管理，能将主机（物

理机和虚拟机）的资源利用率最大化，避免无意义的资源损耗

将主机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提供容器运行环境的平台都可以使用原有的部署文件完成快速

业务平台的构建。

轻松实现跨平台部署



容器技术：从观望到认可

容器相关技术从最开始在新兴互联网公司应用逐步

过渡到了传统企业，其为企业带来的价值提升毋庸

置疑。

容器编排平台：刚需
通过使用 Kubernetes 这类的容器编排平台，能最大

限度的发挥平台的计算能力，并借助平台提供可靠的

服务交付能力。

容器即未来



容器管理平台的必要性

当典型的关键性的容器应用超过一定数量，比如100个，需要管理平台提供支持

通过平台完成大规模容器部署更加便捷和安全

支持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

平台提供更强大易用的安全和认证支持

提供实时以及历史监控和日志，支持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

资源动态扩容快速应对业务量井喷式爆发

基于容器管理平台可以提供跨人、跨部门、跨流程、跨平台、跨技术的标准化的

业务输出



Kubernetes 全面获胜

•成功的开源社区孵化过程

•专注底层核心功能，开放上层

•面向开发者友好的定位

•完善的功能链条

•基于开源社区的整体化解决方案

FORRESTER RESEARCH

Ten Key Developments Will Drive Continued Growth In Growth 

in Cloud Usage And Spending

(Predictions 2018)

4th: Kubernetes will win the war for container orchestration dominance.



用户使用 Kubernetes 的热情无比

高涨，但高昂的学习成本以及对各

种企业场景支持的匮乏又让人望而

却步……



学习成本高

作为一个完整的容器编排平台，k8s除了

为自身平台所需抽象了诸多概念之外，

一系列面向开发者的使用方式也极大的

增加了普通使用者的学习成本

部署安装复杂

虽然有诸多开源工具辅助安装，但搭建一套能

应对企业环境的 Kubernetes 平台还是十分

复杂的，同时也意味着用户先要去了解这些工

具的使用，他们期望有一种 click-next-

button 的方式

功能组件选型复杂

k8s 主要提供的是容器的调度编排能力，但其上

用户需要的是适用于不同业务场景的能力，如微

服务、CI/CD等，所以，单单安装好了 k8s 还不

够，用户还需要去研究和部署其他组件

隐形成本高

k8s 以及众多开源组件虽然免费，但构

建以及运维这样一套复杂系统需要长期

维持一个专业团队

多租户模式实现
复杂，安全性低
资源层面虽然可以通过 namespace 进

行隔离，但如何构建更细粒度的权限管

理系统以及对接企业内部的人员管理系

统是一大问题

作为开源项目，k8s 可以理解为一个分布式操作系

统，地位类似 Linux 内核，用户使用没有经济成本，

但后续也得不到服务保障，用户期待有类似 redhat

这类操作系统发行版，所以基于 k8s 之上应运而生

了诸多发行版，如openshift、rancher、

KubeSphere

使用
Kubernetes

问题与挑战

缺少本土化支持



KubeSphere 应“云”而生02



- 在 Kubernetes 之上构建的企业级

分布式多租户容器管理平台



管理界面

多租户和
权限

应用管理

Kubernetes KubeSphere

无，需额外部署开源组
件，功能少

界面简洁，强大，支持
原生 Kubernetes 核心
功能

通过配置文件和命令行 统一管理入口，资源以
及操作级别权限管理

无，需额外部署
Helm，使用命令行操
作管理

可视化应用全生命周期
管理

持续集成/
持续交付

无 支持

微服务治理 无 基于 istio，提供可视化
限流、熔断、灰度发
布、AB测试等功能

安装 复杂 简单，支持离线安装



统一门户，跨平
台，管理多种k8s

极简体验，向导
UI，学习成本低

多场景、整体化
解决方案

易于集成第三方
系统

多租户，细粒度
权限管理

完善的网络和存
储解决方案

KubeSphere 六大亮点



快速迁移至容器平
台，提高资源利用
率，提升业务开发
效率

快速平滑迁移至
k8s 平台，解决
已容器化的业务
的瓶颈

一站式服务，专注
于核心业务的开发
和创新

将企业内混合、异
构的 k8s 管理起来

物理机/虚拟机
用户

容器化用户 重度 k8s
用户

多种 k8s
环境

KubeSphere 可以帮助您：



基础设施
Bare 
Metal

虚拟机 公有云

微服务运行配
置及管理

应用生命
周期管理

（OpenPitrix)
多集群调度管理

服
务

Ingress

云厂商 LB

交换机 LB

网络
Calico
Flannel

QingCloud
HostNIC

Kubernetes 存储
分布式存储
主机存储
块存储

glusterfs, ceph, qingcloud csi, qingstor csi…

DevOps
持续发布持续

集成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 在不同基础设施之上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 提供企业级应用管理支持

- 打通容器化整体链条，支撑DevOps以及微服务业务



KubeSphere 提供的网络支持
• 通过 KubeSphere Installer 提供一键部署的开源网络解决方案，支持：

- Calico：在允许开通 BGP 协议的网络环境里面可以获得更好的性能，Github 等公司已将

其用于生产

- Flannel：简单易用，用于开发测试环境足矣

• 对于使用青云平台的企业用户，可以选择 qingcloud hostnic 网络方案：

- Pod 直接绑定私网网卡，更易于使用和管理

- 基于青云的 SDN Passthrough 技术，性能更佳

• 今年年底青云将发布独立产品 SDN VPC 3.0，KubeSphere 也在考虑将其集成进来

• 在基于物理机的部署方案里面，提供基于物理交换机的自适应的负载均衡器解决方案



KubeSphere 提供的存储支持
• 通过 KubeSphere Installer 提供一键部署的开源存储解决方案，支持

GlusterFS, Ceph, nfs，local volume, empty dir

• 对于使用青云平台的企业用户，可以选择 Qingcloud CSI 方案，Pod 可以挂

载青云 SDS 块存储

• 对于使用青云 NeonSAN 产品的企业用户，可以选择QingStor CSI 方案



我需要微服务吗？

- 业务是否已经容器化了？

- 服务与服务之间的调用是否是基于remote api（解耦）？

- 一个功能的升级是否影响了整个业务系统？

- 发布周期是否要求的越来越短？

- 性能瓶颈是否经常发生在某些特定业务上？

- 团队成员是否具备开发、测试、运维相关的基本技术储备？



通过 KubeSphere 进行微服务管理

KubeSphere 基于开源微服务治理工具 istio 提供流量管控、熔断、灰度发布、

AB 测试等功能

选择 istio 的原因：

- 通用解决方案，无编程语言绑定

- 不侵入业务代码

- 功能丰富，满足多种场景需求



基于 KubeSphere 的微服务实践

场景一：基于 Spring Boot

1. 容器化：基于 Maven 或者 Gradle 的 Docker 插件 生成 Docker image

2. 部署

- 可通过 KubeSphere 控制台部署

- 或通过 KubeSphere CI/CD 模块构建自动化部署

3. 服务发布以及版本



基于 KubeSphere 的微服务实践
场景二：通过应用仓库

将 Spring Cloud 相关组件以应用的方式发布到应用仓库，例如：

https://github.com/helm/charts/tree/master/incubator/spring-cloud-data-flow

https://github.com/helm/charts/tree/master/incubator/spring-cloud-data-flow


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
KubeSphere 基于 OpenPitrix 提供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1. 什么是应用？

将有业务共性的容器打包，为用户提供提供可适应的标准业务服务输出。基于 Kubernetes 的应用可

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不同类型的工作负载（Workloads）以及一到多个服务，用户可以在 Kubernetes

平台上一键部署，应用支持定制参数，弹性伸缩等功能

2. 应用的来源

个人或者企业开发者，将自己的业务容器化，基于 Helm 打包，上传到公有或者私有的应用仓库，

KubeSphere可以将这些应用仓库纳管，并定期同步应用的更新

3. 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包括：

在企业中，通常会按照应用的状态来分类，如开发、测试、预览、生产等；甚至有些组织还会按照部

门来归类，而这是 OpenPitrix 提供而 Helm 所没有的

https://openpitrix.io/


基于 OpenPitrix 的应用管理



更高效：开发、测试、运维人员效率提升，专注业务开发

更安全：通过完善的多租户以及权限管控保障企业安全

全生命周期的应用管理：借助 OpenPitrix 从容应对容器应用的开发、分发和治理

一站式：持续集成、持续交付以及服务治理功能让 DevOps 触手可及

更可靠：完善的网络和存储方案经 + 商业化网络和存储插件为企业服务保驾护航

企业级 容器 管家



Demo03



github.com/kubesphere

kubesphere@gmail.com

kubesphere.io

kubesphere.qingcloud.com

登录 lab.kubesphere.io
体验账户：qingcloud@kubesphere.io, 密码：passw0rd

QingCloud AppCenter 一键部署 k8s app

mailto:cicdemo@kubesphere.io


Thank you.
charliezhang@yuni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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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发展趋势与行业案例分享

由琇

青云QingCloud 解决方案架构师



混合云的定义

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使用

多个公有云混合使用

异构平台管理
物理机Baremetal

VM(KVM|VMware|PowerVM
)
Container（LXC|Docker）

面向私有云的混合云架构
► 混 合 云 是 近 年 来 云 计 算 的 主 要 模 式 和 发 展 方 向

► 混 合 云 没 有 标 准 的 技 术 和 产 品

► 企 业 根 据 业 务 需 求 ， 构 建 适 合 的 云



私有云&公有云之间的考量

私有云

稳定
服务、位置、规则可控

高安全
安全可控

高性能
硬件加速、配置优化

敏捷
标准化、自动化、快速响应需求

公有云

低成本
按需申请、按量计费

弹性
可弹性无限扩展

固定工作负载 弹性工作负载

混合云

工作负载可迁移

敏捷与稳定

扩展与弹性

安全与成本



为什么要用混合云

安全兼顾 扩展

实现规划内与规
划外的灵活扩展

兼容传统与互联网应用
实现稳定与敏捷

容灾安全部署



云网融合





多云管理





业务生态创新



Region下的多活业务架构

无需GRE/IPSec隧道、强一致性、读无可扩展性

可用区 PEK3C 可用区 PEK3D可用区 PEK3B

负载均衡集群

Web Server 
#1

Web Server 
#2

Web Server 
#N

Web Server 
#4

Web Server 
#3

数据服务层 数据服务层 数据服务层

MySQL Slave MySQL Master MySQL Slave

Redis

Redis

读/写

读/写
读/写

Redis

同步 同步

负载均衡集群

VPC
+
VxNet

EIP



公有云&私有云混合

 外围业务部署在青云公有云中

 核心业务部署在客户私有云中

 青云云管平台可以统一管理公有云和私有云

 公有云和私有云采用专线互联

说明

特点
 需要投入硬件设备搭建私有云

 核心数据位于私有云，完全可控

 外围业务位于公有云，随时可以扩容

 公有云随需使用，节省成本



 依靠新增物理设备的方式解决突发性

能问题，带来的不仅是成本上的损

失，更拖累了整个项目规模快速发展

的进度；

 在现有的虚拟化环境下，云资源的管

理很不方便，效率很低。

挑
战

 QingCloud提供公有云和私有云平

台，通过专线实现混合组网，同时

实现公有云和私有云的互相迁移。

 私有云平台软件实现的集群高可用

性，弥补了单节点硬件设备的缺

陷，保护用户免受意外设备与环境

故障的影响。

 秒级创建所有虚拟资源，弹性部

署，解决国航商城并发访问的难

题。

方
案

典型案例-国航

POP点

青云公有云平台
PEK3-A 数据中心

POP点

青云私有云平台

集中式
数据库
IDC CRM

EDW、短信平台
邮件平台、SAUA、
结算、OA、支付
平台、运价发布

200M专线

200M专线



公有云 & IDC 混合

 外围业务部署在青云公有云中

 核心业务部署在客户IDC中

 IDC通过SDH或者光纤接入青云骨干网，同青云公有云互通

说明

特点
 核心数据位于客户IDC中，完全可控

 外围业务位于公有云，随时可以扩容

 公有云随需使用，节省成本



业务量增长迅速,IDC机柜资源有限，

资源交付周期长,开发测试环境成本

高，运营推广活动临时性资源成本

高。

挑
战

青云混合云解决方案中公有云的弹

性资源交付帮助多点面 对如开发测

试环境需求、临时推广活动需求时,

在IDC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灵活

交付或回收计算资源。IDC与 青云

公有云通过专线或VPN为用户提供

混合数据中心,进 行业务灾备。

方
案

典型案例-物美

物美数据中心
（多点、链商）

电信专线

联通专线

Internet
专线冗余

负载均衡集群

应用
服务器 1

应用
服务器 N

自动伸缩

安全防护

缓
存

RDS

物美运维管
理员

VPN加密 监控
告警

对象存储
QingStor

Elasticse
arch



多云部署和灾备

 业务系统部署在多个公有云

 当某个公有云出现问题，业务流量自动切换到其他公有云

说明

特点
 单个云厂商出现问题，不影响业务系统

 用户接入选择最快的云厂商，网络接入速度快

 多云部署，多云互相灾备



典型案例-VIPKID

客户对网络的要求特别高，实

际生产中，难免会出现问题，

那如何在业务层规避这个问题

呢？

将业务系统部署在多个公有

云平台中，前端通过流量调

度层做业务的调度，类似

CDN的原理，那家云厂商

接入速度快，流量自动流向

该厂商，核心数据都部署在

自己的IDC机房中。

方案

流量调度层

QingCloud

公有云
友商公有云 友商公有云

VIPKID机房

Internet



公有云作为灾备环境

 核心业务部署在自有IDC数据中心或者公有云某个可用区中

 另一个可用区公有云作为灾备环境

说明

特点
 利用公有云作为灾备环境，节省成本

 可以利用对象存储作为资源池

 建设周期短，随时可用

 维护成本低



典型案例-天财商龙

业务扩展太快，核心数据很重

要，需要保证业务连续性和数据

安全

挑
战

充分利用青云公有云的弹性特点

业务系统部署在两个公有云两个

可用区中

核心数据使用武力服务器，利用

公有云云主机作为灾备数据库

方
案

专线

虚拟机

青云公有云

IaaS 存储服务

PaaS 数据库 大数据平台

服务 定时器

VPC

自动伸缩 监控告警

青云北京3区B
青云北京3区A

虚拟机 存储服务

数据库 大数据平台

定时器

VPC

自动伸缩 监控告警

青云公有云

青云IDC
物理服务器

Oracle

云主机
Oracle

同步



总结

青云公有云 | 混合云 CMP | 企业云

hybrid 
cloud

Private CloudPublic Cloud

集中纳管

骨干网支持

在统一的管理界面下，提供多种环境下的资源
监管，保障了服务入口的统一对接方便对不同
的资源池管控

青云骨干网技术帮助用户构建更加灵活的混合
云架构

•无穷资源，灵活获取01

•提供高冗余架构02

•灾备方案03

•稳定保障04

私有云部署，自定义配置. 01

安全无忧，保证数据落盘02

保护投资，增强管控03



Thank you.
seanyou@yuni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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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StorTM 软件定义多维存储

产品与方案

谢毅君

青云QingCloud 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



传统外部集中存储设备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虚拟化

 SSD

 高速网络

 软件定义

云

 性能

 扩展

 容量

 容灾

 成本

 灵活性

 开发难



软件定义分布式存储的特性

 容量和性能无瓶颈

 灵活扩展

 标准通用型硬件，不依赖专有硬件，成本降低

 软硬件解耦，分别选择、开发、升级

 分布式节点冗余高可用

 可根据业务架构与规模进行存储架构的调整

 开放的API、与业务和应用的耦合

 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运维

 性能

 稳定

 扩展

 软件定义



开发和进化: 软件定义分布式存储

 同一起跑线

 传统存储的历史包袱

 云平台的结合

 应用的结合



QingStorTM 软件定义存储产品线

块驱动

数据库等重负载应用

HTTP API

海量非结构化数据

网络挂载

传统企业应用

访问接口

业务场景



QingStorTM  NeonSAN 架构设计

• Block Storage Over Block Device

 直接管理裸设备，不使用文件或者对象存储作为中间格式

 提供虚拟化，池化，快照，加密等特性

• 最简化关键路径

 控制路径与IO路径分离，No Calculation in IO path

 No Copy （RDMA）

• 完全的分布式架构

• TCP/RDMA融合的网络接口

• 平滑扩容设计

• 同城/异地灾备

元数据

TCP 接口 IO 控制 同步复制 远程复制 快照

RDMA 接口 SSD 管理 元数据管理 故障检测 自动精简

数据层

集群成员
管理

数据分布
管理

数据均衡/
恢复

垃圾回收

故障处理 API 接口 安全 快照管理

控制层
前端接口 管理运维

Kernel Driver

Qemu Driver

iSCSI

Neonfio

CLI

Web UI

报警

状态监控

 No data Journal



QingStorTM NeonSAN 系统特性

 延迟:      100μs

 单卷容量：100TB

 单卷性能：100K

 同时支持 TCP 和 RDMA 网络

 支持 闪存（超高性能型）和 机械硬盘（容量型）

 容量和性能完全的 Scale Out 能力

 支持 超融合 和 独立 部署



应用场景： QingStorTM NeonSAN

核心业务、数据库
企业中大量的业务运行平台,如 ERP, ORACLE 等等.

它们使用 集中式SAN作为存储系统.

对性能要求极高、对存储性能抖动较敏感

存储资源 难规划, 难扩展

存储资源缺乏统一管理

集中控制器架构，缺乏存储高可用保障

最佳方案

扩容简单方便

支持共享访问

无单点, 高可用保障

优秀的性能表现，单卷100K

支持自精简配置,允许独立
与硬件资源规划业务



成本较高

企业中基于新的技术架构如容器，数据存储仍然是个难以规

避的问题

容器

需要存储于容器做接口对接

应支持多副本保证数据高可用

容器数据的持久化存储

最佳方案

支持灵活可定义的vol副本

与容器平台无缝对接

支持高性能的块存储服务

应用场景： QingStorTM NeonSAN



QingStorTM 文件存储 架构设计

分布式
网关

NeonSAN

索引目录 / 文件

空间分配 & 事务管理

更强的横向扩展能力

并行文件系统架构

基于分布式块存储 (NeonSAN)

• 目录和文件分离存储

• 性能随规模线性提升

• 节点全互联，最短路径直接访问

• 集群内数据复制与业务访问分离

• 高性能

• 强一致

• 无本地文件系统



企业级

特性

服务无单点

raft选主
可调节多副

本

多重数据校

验

加密

超高性能透明压缩

自精简配置

分布式事务

控制+版本

化管理

平滑扩容

QingStorTM 文件存储系统特性

 服务无单点： 组件采用 Raft 全自动选举切换

 数据无单点： 多副本机制，保证完全一致

 网络无单点： 支持双交换机聚合链路、

 防篡改&坏道：元数据和数据自校验

 数据加密：支持块设备加密

 成本优化： 透明压缩、 精简配置

 强一致性：分布式事务控制、版本化管理

 弹性可调： 平滑扩容、应用无感知、可调副本

数、每个空间可定义块大小以平衡IOPS和吞吐量



企业级特性

应对之策

深入设计层面
的灵活配置

自定义块大小

IO模式可调节

最大 IO 吞吐
型业务

IO 延迟敏感
型业务

IO 敏感型的应用,为了提高体验,应该避免聚合IO
操作,而是尽量快速响应和将IO操作的结果返回.

传统企业级应用，简单的文件共享

按照周期聚合 IO 操作,提高单位时间内 IO 总量,
但同时为每个文件操作增加一定的延迟

大数据分析、基因分析

文件 Block 的大小越大,吞吐约高

文件 Block 的大小越大,延迟越高



应用场景： QingStorTM 文件存储系统

成本较高

传统企业级应用
企业中运行着大量的传统软件,如 OA 系统, 邮件系统 等等.

它们使用 传统 NAS 设备 作为存储系统.

不具备二次开发可能, 无法对接新型接口的存储

存储资源 难规划, 难扩展

存储资源缺乏统一的统一管理

缺乏存储高可用保障

最佳方案

扩容简单方便

统一管理底层存储资源

无单点, 高可用保障

支持标准 POISX 文件接口

支持自精简配置,允许独立
与硬件资源规划业务



经典的 Hadoop , Spark 框架 ,需要高性能文件系统支撑

大数据分析
最佳方案

???

———————————

———————————

———————————

———————————

2001年 GFS诞生 ，100Mb

2018年，10G/b ，增长100倍

•计算&存储耦合 VS 计算&存储分离

强一致、高性能、灵活性

应用场景： QingStorTM 文件存储系统



非结构数据存储面临的挑战

 数据类型未知

 数据体量未知

 并发访问数未知



支持水平扩展、无节点数量限制

索引子系统

支持水平扩展、无节点数量限制

接入子系统
账户系统 调度子系统

监控子系统

管理后台

数据冗余、支持水平扩展、无节点数量限制

存储子系统
标准存储集群 标准存储集群

低频存储集群低频存储集群

…

…

QingStorTM 对象存储架构设计

文件

上传/下载



QingStor 对象存储 — 核心特性

E

DB

CA

D

E

C

A

B

分层独立可扩展

异步数据处理框架

多种开发语言接口

原生S3

数据处理（图片、视
频）

存储集群（三副本、
EC）



QingStor 对象存储 — 应用场景

对象存储

备份归档 静态网站托管

图片

音/视频

IaaS/PaaS邮件

网盘

大数据分析



应用案例—移动访销 APP

需求

• 高并发访问

• 对接移动端

• 对图片进行剪裁、

转换等处理

• 对接大数据平台

QingStor 对象存储

1

2

3

4

终端设备

IOS

Android

Browser

存储服务接入服务

图片处理

业务系统

大数据平台

RDB异步数据处理框架



Anybox 企业云盘

 企业级文件共享协同平台

 支持数据传输及存储加密、客户端

加密和设备管理等企业级安全功能

 共享、全文搜索、在线预览、版本

管理的协作功能

 支持私有化部署底层存储支持对象存

储、文件存储等



趋势：应用驱动&定义存储

 云平台本地存储

 分布式SAN存储

 分布式文件存储

 对象存储

 虚拟服务器

 数据库一体机/数据仓库

 大数据分布式文件系统

 网盘/CDN



应用案例

• 泰康在线在2015年获得互联网保险牌照

• 经过两年运营，业务容量增长62倍

• IT基础架构虚拟资源集群从100+增长至

接近10000+



挑战 转变

• 无法满足当前业务的需求

• 维护、扩容复杂

• 依赖IB/FC网络

• CAPEX ↑

• OPEX ↑

• 完全的横向扩展能力

• 高性能 NVMe+RDMA

• 基于X86 软硬件解耦

• 标准以太网

• 更优的TCO



实际场景测试结果

场景 业务运行指标 单应用场景指标 多应用负载场景指标

测试对象 在线大数据业务
选取日常耗时的统计分析最长的

存储过程

选取日常耗时的统计分析最长的

存储过程

测试结果 性能提升 30%+
执行时长从2小时缩短到1小时

效率提升100%

批执行时长从2小时缩短到50分钟

效率提升100%+



Thank you.
yijunxie@yunify.com



议程

1. 数字化转型洞见

2.云模式全栈 ICT 产品体系

3. 青立方超融合系统

4. 容器云与微服务解决方案

5. 混合云发展趋势与行业案例分享

6. QingStor 软件定义多维存储产品与方案

7.下一代桌面云解决方案与应用



下一代桌面云解决方案与应用

沈鸥

青云QingCloud 解决方案与架构部 总经理



为什么要选择桌面云？

安全 管理 运维 部署



QingCloud 桌面云功能架构



QingCloud 桌面云特性

QingCloud 云平台丰富的功能特性，可满足桌面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QingCloud 丰富产品体系为桌面云提供有力支撑

网络规划，为桌面资源预留IP资源，对网段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划分

桌面计费，对用户使用的桌面资源按照分配或使用时间进行计费

网盘（Anybox）和桌面云集成

SD-WAN为桌面云提供网络保障



QingCloud 桌面云特性

持续的用户体验的优化，操作流程的简化

支持跨区域部署，统一Portal界面管理

同一框架下多桌面云产品的开发支持

与Citrix DDC深度适配，采用B/S架构进行管理，简化运维难度



QingCloud 桌面云基础功能



桌面类型
►

在虚拟机重启之后，不对虚拟机挂载的Differencing Disk进行

删除，写入的缓存信息会被保存，虚拟机重新启动之后还存在。

资源使用与用户一对一强关联。

►

每次重启都删除差异磁盘，再下一次重启，复制MasterImage

磁盘的空间重新生成Differencing Disk并将其格式化之后挂载

给虚拟机。上次写入的缓存信息不会得到保留。资源使用与用户

一对一强关联。

►

与静态桌面类似，资源使用不与用户强关联（资源争用）。



多桌面快速切换

►

支持多个桌面同时登录

支持不断开连接切换桌

面



虚拟桌面快速部署-桌面组

►

在桌面组中预先定义资

源配置，之后添加用户

到桌面组，即可为用户

分配资源。



虚拟桌面快速部署-桌面镜像

►

可以直接将用户和桌面

镜像关联，用户可以直

接使用对应的桌面。



定时任务管理

► 定时策略 用户可对桌面组或者桌面资源进行定

时处理的策略

► 定时策略要点

► 可在定时器中定义某个时间段需要处理的

任务

► 定义结束条件

► 任务类型包括：启动、重启、关闭桌面组

或桌面，修改随机桌面组的桌面数量等

► 时间策略包括：每天、每周

► 执行类型包括：重复执行和执行一次



下一代桌面云解决方案 架构（1）



下一代桌面云解决方案 架构（2）



下一代桌面云解决方案 优势

SD-WAN 有效地解决桌面云在网络传输中的稳定性和带宽问题

能够有效地区分业务流量和桌面流量

数据加密有效地保证数据的传输

实现桌面一键部署，通过 SD-WAN 设备即可轻松部署桌面云服务

解决多分支机构访问桌面资源所带来的网络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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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光大银行

 实施产品：青云QCDMS桌面云平台

v6.1， 2500桌面授权

 项目价值：

• 数据双活，桌面容灾自动切换，提

高桌面服务可用性

• 灵活的自服务桌面申请

• 桌面安全接入（Radius双因子认

证）

• 桌面系统安全保障（无代理杀毒及

录屏审计系统）

青云基础云平台

刀片集群 NAS双活存储

AD域控

/Radius
认证

无代理杀
毒插件

计算虚拟化 存储虚拟化 网络虚拟化

青云桌面系统

桌面自服务
门户

桌面管理门
户

桌面录屏审
计系统

云平台高可用

虚机高可用

模板管理

桌面申请/管理

用户管理

日志管理

API接口

双中心生产机房

二层高速网络连接



Thank you.
shenou@yunify.com



填写问卷 参与抽奖

 底部菜单栏“产品巡展-南京调查问卷”

 抽奖奖品：

 幸运奖：青云QingCloud 定制版电脑双肩包 3份

 特别奖：Apple AirPods 1份



南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