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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我们1



华成峰控股集团旗下IT高科技企业，创立于1997年。
公司拥有丰富的全球IT资源，是IBM大中华区核心总代。
与IBM、中兴、华为、霍尼韦尔、Citrix、VMware等数十家全球知名IT设备生产商和近百家ISV建立了合
作伙伴关系，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球顶尖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
公司拥有IBM亚太区第一家授权工厂，定制生产高端服务器和存储产品。
主营业务包括IT产品分销、IT服务、系统集成等，同时从事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研发，生产和销售，
能为企业用户提供从IT基础架构到应用服务的整体化解决方案。
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

深圳市华成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始终秉承“服务好用户是华成峰存在的唯一理由”的理念，永远把客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华成峰不仅能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新一代IT基础架构解决方案，还能为客户提供贯穿其IT建设整个生命周
期的“一站式”服务。
为贴近用户服务，公司已在国内、海外设立分公司、办事处50余个，并在北京、上海、深圳、河内、埃塞
等多个国际中心城市设立IT产品备件库，服务范围辐射国内全境及大部分亚非国家。
目前，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在电信、电力、金融、交通、物流、政府、教育等20余个行业得到广泛应
用。

深圳市华成峰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云计算标准工作组成员单位

IBM授权分销商

浪潮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IBM解决方案供应商
IBM软件国内总代理

中兴授权分销商
华为银牌经销商

华为IT认证级服务商
2015年IBM全球“最杰出分销商”

IBM亚太区第一家授权工厂

联想合作伙伴

Vmware合作伙伴

Elo合作伙伴

霍尼韦尔合作伙伴
昆腾银牌代理 飞康代理商 THALES分销商 甲骨文金牌合作伙伴
VSS合作伙伴 Mellanox中国区重要合作伙伴 Citrix中国区重要合作伙伴



深圳市华云中盛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化的云计算方案提供商和数据技术方案提供商；
业务涵盖IT咨询、IT运维、云计算服务和数据技术服务等业务。
公司研发了数十种卓越高效的解决方案，覆盖了从生产运行、后台管理、营销支撑到行业应用等全
方位的企业需求。
能够为各行业客户提供基于端到端IT基础设施服务的专业解决方案和涵盖系统维保、运营外包、搬迁
服务、系统测试、云实施、云搬迁及IDC运维服务、云SAS服务、咨询和培训服务等的服务产品，形
成了客户、产品、交付的统一标准，实现了服务产品化和标准化的创新突破。
拥有国内先进的基础架构云实验室，自主知识产权30余项。



转 型 之 路2



1997年，华成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为IBM大中华区核心增值分销商。

2007年，华成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主营IT产品分销、技术服务和系统集成业务。同
时开始投入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展历程
2014，开启大数据和云技术方案之路

2015，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创办联合实验室

2015，与青云QingCloud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强强联手全面进军云计算领域

转型节点



为什么转型？
传统IT市场惨淡，利润下滑严重，企业为求生存，主动找出路
互联网+、云计算新业务增长迅猛，压缩空间，倒逼转型

政策影响 实体店租金上涨 人工成本增加 渠道利润下降
技术更新 产品更迭 销售观念改变 服务模式改变



2016，传统IT形势依然严峻
全球PC市场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出现两位数的下滑。

据Gartner的报告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PC出货总量为6480万台，不及上年同期

的7170万台，这也是全球PC单季出货量自2007年以来首次低于6500万台。

IDC数据显示，Q1全球的服务器市场，同期相比下滑的幅度是-3.6%。
整体市场下滑，主要是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减缓。

企业存储市场，全球销售下滑幅度是-7%。
ODM大幅下滑，幅度高达-39.9%。



2016年全球IT支出预测（单位：10亿美元）
2015年支出金额 2015年增长率 2016年支出金额 2016年增长率数据中心系统 171, 213               2.9% 174,578                     2.0% 软件 313,948 1.1% 332,207                    5.8% 设备 662,295                  -4.6% 627,235                   -5.3%IT服务 865,818 -3.4%            897,634                    3.7% 通讯服务 1,400,049              -9.2% 1,380,782                 -1.4% 整体IT支出 3,413,324               -5.5% 3,412,436                 0.0% 

资料来源：Gartner（2016年7月）



类别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设备 769,217 750,840 765,697

数据中心系统 130,279 141,860 151,074
软件 55,942 60,802 66,716

IT服务 108,088 114,991 122,624
通信服务 1,154,623 1,232,684 1,315,901
共计 2,218,148 2,301,177 2,422,012

Gartner预计中国IT支出将在2016年达到2.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5年增加3.75%。

2016年中国IT支出预测（单位：100万人民币）



2016年云计算市场保持高速增长

亚马逊的AWS云计算在2016年第一季度贡献了约26亿美元的收益，与去年同期15.66亿美元的
收益相比增长了63.8%,此外，AWS的营收占了公司季度总营收的一半以上，超过了北美零售业
务，当之无愧成为亚马逊的主要增长点。
阿里云在2016年Q1营收10.66亿元，增速达175%，这是阿里云连续第四个季度保持三位数的
营收增长。



亚马逊云服务业务持续高速增长 云计算，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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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战略合作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渠道战略合作伙伴



3.1 战略合作

青云Qingcloud 全国总代理
华东、华南地区唯一总代理



3.2 业务合作
云方案咨询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整体解决方案规划，匹配最适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方案，POC一条龙服务

云平台交付专业的团队，主流云计算技术全方位覆盖

云平台运维覆盖全国的运维团队，哪里需要去哪里，为您的云平台保驾护航

迁云服务网站、数据库、弹性应用



3.3 成功案例

某保健品公司私有云平台建设项目
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见证中国保健行业20余年发展历程，是一家布局保健食品、保健用
品、保健服务三大领域的健康企业，现已成为中国保健行业的一面旗帜，被写入首部《中国
保健用品产业发展蓝皮书》，被誉为中国保健行业的常青树，正以一个多元化、高科技、国
际化的企业形象服务广大消费者。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市场需求的不断提高，云计算推广的必要性越来越来强。云计算
这类方案在提升安全性、简化管理、访问加速、节约能源等方面表现突出，该公司希望通过
搭建云平台进一步推广虚拟化在企业级的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好更快捷的服务。



3.3 成功案例

每个系统都是单独部署、烟囱式搭建的，形成了资源孤岛，很难实现整
个部门资源共享。
多个系统之间的硬件、软件和应用异构化差异大。
若干系统服务器资源利用率不高。
所有系统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和监控平台，给同一运维管理带来困难。

改造前系统存在的问题



3.3 成功案例

对已有的X86架构的业务系统进行私有云化改造；
搭建统一的IAAS基础架构私有云平台，并提供标准的基础架构即服务云
计算服务能力，为今后数据部整个IT的管理提供良好的云计算环境。

改造后系统建设目标



3.3 成功案例
数据中心网络

万兆汇聚交换机万兆汇聚交换机

KS管理服务器

青云私有云

2台

40GE双路堆叠

核心交换机

C2200(2U2节点）
高性能资源池SAS 1台
S4416(4U4节点）

C2216(2U2节点）VG虚拟网关服务器 1台
 No SAN：采用全X86服务器实现私有云环境，使用服务器本地硬盘通过软件定义存储实现分布式存储方案，无须配置任何存储设备；
 SDN：物理交换机只作为服务器的接入和包转发设备，青云通过纯软件实现网络虚拟化（SDN）；
 高可用：所有组件都采用HA冗余设计，任何节点宕机都不影响客户应用；
 简单高效：计算节点只需要2个万兆以太网口，通过机器人管理做网络流量QoS，简单而高效；
 在线扩展：支持计算和存储节点无限扩展；
 混合组网：支持私有云环境和传统物理环境的混合组网通讯

青云架构要点

某保健品公司的青云私有云部署方式



3.3 成功案例

设备 高度（U）
S4416 4
C2200 2*2=4
C2216 2
万兆交换机 2*1=2
空位 7*0.5=3.5
总计 15.5

机柜布局图



名称 服务器角色 配置 数量 描述

融合型

集群组件

S4416
计算节点

(4U4节点)

CPU 8*E5共64C ，内存768G
OS硬盘： 8*400GB SSD
数据盘：8*400GB SSD,40*900G 10K SAS
RAID卡 1G以上缓存

万兆接口：8×10GbE万兆SFP+光口

千兆接口：8×1GbE千兆电口

百兆接口：4×10/100 BASE RJ45
机架空间 4U

1

1台超融合服务器可以通过青云QingCloud自带的SDS
软件定义存储组成存储资源池，总计可用资源约为24TB，
吞吐量达到140MB/s，专门用于部署业务应用虚拟机；

通过青云QingCloud自带的SDN软件定义网络，实现功

能强大的虚拟路由器（私有网络互联、DHCP 服务、端口

转发、隧道服务、VPN 服务、过滤控制、内部DNS），灵

活的虚拟负载均衡器。

融合型

集群组件

C2200
KS管理服务器

(2U2节点)

CPU 4*E5共24C，内存128G
OS硬盘：4*900GB 10K SAS
数据硬盘: 8*4T SATA盘
RAID卡 1G以上缓存

万兆接口：4×10GbE万兆SFP+光口

千兆接口：4×1GbE千兆电口

百兆接口：2×10/100 BASE RJ45
机架空间 2U

2
KS管理服务器作用：

1.管理整个云平台集群，管理内容涵盖：Web网站、

管理数据库、Zookeeper集群调度管理、Proxy服务，DNS
服务器，镜像服务等；

2.管理服务器已充分考虑冗余设计

融合型

集群组件

C2216
VG服务器

(2U2节点)

CPU 4*E5共32C
内存128G
硬盘： 4*600GB 10K SAS
RAID卡 1G以上缓存

万兆接口：4×10GbE万兆SFP+光口

千兆接口：4×1GbE千兆电口

百兆接口：2×10/100 BASE RJ45
机架空间 2U

1 用于虚拟网关

青云融合一体机配置说明



3.3 成功案例

• 第一阶段：2016-06-01至2016-06-03，完成总体架构设计，实施方案确定，里程碑节点确认，项目章程
制定，项目实施团队入场；

• 第二阶段：2016-06-06至2016-06-25，完成云平台管理软件部署，计算虚拟化与存储虚拟化环境部署；
• 第三阶段：2016-06-27至2016-07-08，完成系统性能验证，安全验证，应用场景验证；
• 第四阶段：2016-07-11至2016-07-15，完成云平台技术培训；
• 第五阶段：2016-07-18至2016-07-30，完成云平台系统上线，云平台业务迁移方案设计，云平台业务迁

移实施；
• 第六阶段：2016-08-01至2017-07-30，系统运行及服务阶段

项目实施计划安排



创新发展4



4.1 IT运维与维保

产品覆盖：
IBM 小型机、存储；HP 服务器产品
SUN 服务器产品；NETAPP存储
CISCO 网络、安全产品
F5 负载均衡产品；Brocade 光纤交换机
所有品牌PC服务器
HP 存储产品；SUN 存储产品
EMC 存储产品；HDS 存储产品
华为/H3C 网络产品

数据库系统： DB2、ORACLE、
informix、SQL Server；中间件：WAS；
邮件系统：Lotus、Exchange Server；
备份软件：TSM、NBU；
虚拟化软件：Vmware 、Citrix、
PowerVM
高可用软件：PowerHA、TSA
机房环境监控系统：动环系统
ISSA云：PSM
容灾软件：SVC、柏科数据容灾网关

基于多年的IT运维经验，将ITIL
实践与客户需求结合推出IT服务
台外包服务产品，帮助客户完成
服务台的搭建、执行和管理工作，
并提供服务台的数据统计支持。
力求为客户提升IT支持效

硬件设备维保服务 软件设备维保服务 IT运维服务



4.2 数据搬迁与机房搬迁
分时计划

物流安排

业务验证

后勤

搬迁手册

数据复制

网络支持

应用调研

服务器调研

存储调研

网络调研

环境调研

组织架构调研

共享支撑调研

主时序

分时计划

新环境硬件安装

二次访谈

搬迁手册

应用关联

批量关联

停机窗口

中断影响

应用分级

服务器耦合

存储mapping

主机网络联接

当前线缆联接

备份情况

当前网络策略

搬迁批次设计

网络整体方案/关键技

术

存储整体方案/关键技

术

新建系统整体设计

项目组织

项目原则

人员组织

应急回退方案

业务影响分析

应用部署

应用测试

新环境系统安装

环境清理/同步

设备列表

物流

标签设计

设备部署设计

线缆部署

路线设计

业务验证方案

业务验证组织

网络实施方案

存储实施方案

内外公告

车次安排 包装安排

人员安排

后勤安排

演练

搬迁启动确认

组织架构

新环境设备部署
监管报备

设备/线缆标签粘贴

准备设计/实施
关键点总方案分析调研准备

搬迁实施步骤

线缆确认

数据备份

材料准备

健康检查

供应商支持安排

新系统投产准备

整体策略

存储/网络设计

办公场地

外联线路

办公工具

当前网络策略

项目条线 应用条线 基础架构条线 新建环境条线 物流条线 业务条线
实施条线

实施



4.3 数据挖掘
华成峰集成欧美顶尖数据科学家团队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市场和企业需要，研发出

一系列数据挖掘精准管理方案。该系列方案能够帮助企业用户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有价值
的信息，助力企业解决具体的业务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为企业减少运营成本，
降低运营风险，改善运营状况。同时，该解决方案还适用于生物医学领域，有助于提高
生物医学研究效率，提升生命质量。

 精准营销方案；
 精准库存管理方案；
 精准门店选址方案；
 精准人流量预测方案（地铁）；
 精准医疗诊断方案；

数据挖掘精准管理方案



精准营销



精准库存管理



精准门店选址



精准人流量预测



精准医疗诊断



适用领域

零售业 证券
银行 保险

制造业
电信

生物医学

互联网企业 金融



Dan Steinberg, CEO. 计量经济学博士, 哈佛大学
N. Scott Cardell, 研发总监. 计量经济学博士, 哈佛大学

技术顾问和合作者
Jerome H. Friedman, 斯坦福大学 ( CART, MARS, Treenet)
Leo Breima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RandomForests)
Richard Olshen, 斯坦福大学 ( CART在生存分析的应用, 生物信息学)
Charles Stone,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CART, MARS 以及大样本理论)
Rob Tibshirani,斯坦福大学 (现代统计方法)
Richard Carson,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可视化, 超级计算机方法

HCF数据技术背后大脑：世界顶级的数据科学家团队，数据挖掘、机器学习领域的奠基人



送福利：

价值1,000,000元体验券疯抢！只发十张！



4.4 IT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

IT咨询
设 计 实 施 部 署 维 护

支 持

管 理培 训优 化业务变革



4.41 华成峰IT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

IT规划咨询

系统测试服务

解决方案设计与实施 机房搬迁

SAAS服务

IT运维与维保

运营外包

云产品服务

培训服务

系统升级优化

IT基础设备交付和集成服务
应用软件开发



近100多名专业技术工程师技术服务多年，有丰富
的经验，能解决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技术实力

技术保障体系 完备的相关技术知识库，先进的大型实验室，
二线资深工程师支持，完善的培训机制

职业化服务 保守商业机密遵守现场服务守则保证安全操作
“首问负责制”原则

4.42 华成峰服务体系



完备的服务部门架构
细分产品的服务团队
专门的项目接口负责人

Service System
服务体系

服务保障机构 内部管控机制 满意度保障体系

针对客户做满意度调查
针对分销商进行满意度调查
针对物流公司做满意度调查

严厉的考核机制
快速响应机制
问题上报机制
7*24服务机制

4.42 华成峰服务体系



全球服务站点
网点覆盖全国二十余个国内大型城市以及部分国外城市
深圳IBM小型机生产工厂
国内三大核心备件库支撑
国外三个备件中心
八个测试中心
服务网络资源的快速调配

4.42 华成峰服务体系/ 服务网点



科学系统的技术人才储备
-完备的技术人才晋升机制
-大型多媒体IT技术培训中心
-完备的实验室系统、涉及IBM、HP、ORACLE、EMC等
多平台的各种设备，可完全模拟客户环境，储备实战型技术人才。
完备的基础管理软件
-独立知识产权的机房设备管理软件
-知识管理系统-技术分析与诊断工具
-华成峰云平台

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
-网点覆盖全国二十余个大型城市
-自有的深圳IBM小型机工厂
-三大核心备件库支撑
-服务网络资源的快速调配，400客户服务专线7*24小时支持
完善的服务管理流程
-连续10年的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
-单独的服务流程系统，服务CASE可双向跟踪
-服务质量的可控、服务数据的抓取记录、服务结果的预判

4.42 华成峰服务体系/交付网络



4.42 华成峰服务体系/ 服务客户



4.42 华成峰服务体系/ 服务客户



4.42 华成峰服务体系 / 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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