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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开源的云计算管理平台OpenStack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

长。其中，作为新技术的佼佼者，云计算技术正在引领各行业发生深刻变革。由于云计算技术具有灵活和易于扩展

等特点，让我们可以利用云计算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快速便捷地搭建企业应用。时下，越来越多的创新平台、产品

与应用在向云计算迁移，云计算作为下一代计算模式现已全面进入实践应用阶段。

自2013年以来，国内的企业用户开始逐步接触并深入了解到以OpenStack架构为代表的云计算技术。如今，

OpenStack架构已被全球正在运营的大型公有云和私有云公司所验证，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也非常好，包括物联网用

户、国内高校以及部分大小企业，都开始通过将其引入到企业内部以实现对原有IT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升级，并基于

OpenStack架构的灵活性，结合自身独特需求建立云计算环境。但在利用OpenStack技术进行IT数据中心云化的过

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企业的IT数据中心建设情况各有不同。有的企业规划新建数据中心用于未来新增业务系统的云化，通常可借助

现代云数据中心的架构和设计理念，达到预期的目标。而部分企业需改造原有IT基础设施，但受限于有限的机房空

间、供电及制冷等方面的限制，投入成本过高，使得企业不敢决断向云数据中心的转变；同时，尽管企业的IT管理

者们已意识到云服务所能为企业带来的价值，但云化是需要缜密的规划和分步的实施，才能保证企业核心业务系统

云化的平滑过渡，尤其当前OpenStack安装部署繁琐困难，这些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如何正确规划并利用现有IT资源，实现快速安装部署1

在企业应用OpenStack架构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开发工作，同时更需要积累大量的运维经验，确保核心业

务功能都经历规模商用的考验，而且在开源的OpenStack架构中缺少完善统一的运维工具，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企业

运维的难度。在整个过程中企业运维工程师需要不断优化运维工具，完善自身运维管理平台直至实现自动化运维，

这对每个OpenStack运维工程师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

开源OpenStack架构缺少统一运维平台工具致使企业运维复杂2

基于OpenStack社区版本的云计算管理平台尽管是开源的，但其安装和部署对IT技术人员的要求非常高，通常

需要具有较高的网络、存储和开发语言等方面的综合技能，而大部分传统企业也恰恰是最缺乏此类专业技术人员

的。这时，如何选择专业厂商产品，以最大限度降低专业技术人员需求，让IT管理人员的精力更多集中在企业业务

管理上则是很多企业IT管理者所必须面临的挑战。

基于OpenStack技术的云改造要求企业IT人员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3

随着OpenStack架构快速发展，组件不断增多，开源的OpenStack不能提供端到端的服务保障，自身必须将多

厂商、多版本的功能集成起来使用。同时对于企业IT基础设施不可避免地会有集群改造、集群升级等需求。如何在

集群升级过程中实现平滑过渡，保证企业业务不中断将成为每个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技术复杂的OpenStack

架构，可想而知，要实现平滑升级对企业自身技术实力的要求之高。

开源OpenStack技术复杂，企业实现平滑升级需要具备过硬技术实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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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AWSTACK
AWSTACK是为企业用户提供的用于统一管理多种云资源的SaaS云计算管理平台。通过超融合、软件定义网

络、容器、自动化运维等技术的综合应用，使企业能够以最小的初始成本快速实现IT基础设施的“云化”；同时，产品

可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自身业务的增长，实现“积木堆叠式”的弹性扩容，按需升级。

以企业的视角，从企业、部门、项目等不同的维度对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和计量。

整个平台基于OpenStack开发，提供标准的OpenStack API接口。

快速部署
通过提供自动化安装的方式解决安装繁琐部署困难的问题

无需运维
通过平台的智能化运维解决企业运维难统一的问题

AWSTACK产品目标是实现快速部署、零运维、系统主动监控、云端自动升级，实现多种虚拟化资源统一管理。

使运维成本大幅度降低，让企业私有云管理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主动监控
通过平台的自动化运维解决专业人员需求度问题

云端升级
通过远程无缝升级的方式解决版本升级问题

AWSTACK支持混合云管理模式，支持KVM、VMware、Hyper-V等虚拟化管理，同时支持腾讯云、阿里云、

AWS等公有云的管理，由云计算管理平台提供统一管理。

公有云管理接口虚拟化管理接口

云计算管理平台
AW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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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提供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客户A,RegionA 客户B,RegionA 

中小企业
MINOR ENTERPRISE

2
大企业

LARGE ENTERPRISES 

客户A,RegionA 客户A,RegionB 

中小企业采用优化的超融合一体机和

基于互联网的SaaS服务模式的AWSTACK平台统一交付，

充分利用AWSTACK的快速部署、

零运维的优势，

满足企业业务快速云化的需求。 

大企业采用单独的软件解决方案，

将AWSTACK软件部署于企业本地IT基础设施上，

充分利用企业既有IT物理设备，

在企业业务云化过程中为企业节省大量IT建设成本，

满足大型企业业务需求。

云端
SaaS 本地

部署



基于AWSTACK云计算管理平台的产品逻辑架构，如图2所示

图1  AWSTACK平台系统概况图

图 2   AWSTACK云计算管理平台的产品逻辑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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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
SaaS

客户A,RegionA 客户B,RegionA 客户A,RegionA 客户A,RegionB 

SaaS云计算管理平台

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平台

私有云用户交互网关 私有云用户交互网关

本地
部署

AWSTACK平台的SaaS云管理界面的系统概况图，如图1所示

AWSTACK平台主要包括资源管理、监控管理、流程管理、工单管理、日志管理、用户管理、系统管理、计费

计量和趋势分析等功能，集中了弹性可扩展计算、分布式块存储和软件定义网络（SDN）等核心技术，通过对硬件

设施进行虚拟化处理，形成虚拟层面的资源池系统，该资源池系统可按需为每一套应用系统提供基础IT资源——

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快速适应动态变化的业务需求，实现弹性资源分配。AWSTACK的智能化自动化

运维监控系统实时检测保障数据及服务安全。客户通过统一的SaaS云端界面，可实现对包括物理资源和虚拟资源

在内的整个数据中心的集中管理，从而为用户提供可靠、优质的计算服务。



AWSTACK平台架构分为SaaS云计算管理平台、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平台、私有云用户交互网关和本地服务器

等四个层面。使用虚拟化技术，建立一个共享的、按需分配的基础资源设施；通过运维及服务管理层，实现资源的

灵活调度和动态管理；最终在统一门户进行界面展示，提供面向用户的管理控制台。

是AWSTACK平台的核心，实现动态管理资源和灵活调度服务。包括动态部署、身份认证、用户授权、资源调

度、应用商店、计费和监控等功能。

通过SaaS云计算管理平台统一的展示界面，提供面向不同用户角色的管理控制台，在统一的用户界面中对计

算、存储、网络等资源进行配置管理、监控告警、性能分析等，实现所有管理图形化，统一界面风格。 

SaaS云计算管理平台

主要是为SaaS云计算管理平台提供资源和监控数据的收集及分析功能，一方面可以向用户提供图形化的监控数

据和告警引擎的数据依赖，一方面系统会根据监控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对可能发生的故障提前作出预判及处理。

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平台

主要是提供本地和SaaS云端之间的交互，将本地的环境和数据通过加密隧道的方式上传到SaaS平台上进行收

集、分析和处理。

私有云用户交互网关

分布式全对称架构的本地服务器是整套解决方案的物理IT基础设施，包括服务器、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

本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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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与特点AWSTACK

AWSTACK平台系统自动完成灾难检测和故障恢复，能对
物理和虚拟资源、应用及服务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策略
设定和趋势分析，对可能发生的故障提前作出预判及处
理。AWSTACK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能做到事前预测、事中
告警、事后处理，将用户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零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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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TACK 云计算管理平台

容器化部署

自动升级

零运维

远程自动安装

混合云

按需扩展

自愈式

分布式全对称

云端
SaaS

AWSTACK平台是针对企业混合云管理提供的软件解决
方案。支持阿里云、腾讯云、AWS等其它公有云体系，
同时支持基于OpenStack的虚拟化管理接口。在基于
OpenStack的平台上为企业实现云资源的统一管理，同
时兼具公有云的便利性和私有云的安全性。

AWSTACK平台采用容器化的部署方式，通过这种部署
方式实现OpenStack管理服务和物理硬件解耦，达到最
小化管理平面资源开销，并根据集群规模和负载动态细
粒度扩展管理服务。

通过SaaS云计算管理平台，可以实现10分钟内快速安
装部署；用户仅需通过注册、选择主机、网络配置、配
置下发等几步操作即可实现资源池的部署和构建。一键
远程自动化裸机部署海云捷迅AWSTACK平台，大幅降
低实施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AWSTACK平台采用基于对等技术的去中心化、全对称的
分布式架构，这种模型能最大限度利用物理资源，消除单
点故障、性能瓶颈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从而使系统扩展性
显著提高，系统并发性和性能实现线性扩展增长。

分布式
全对称

AWSTACK平台能够在不影响业务的情况下，对系统版
本进行升级；当升级出现问题时，能够回退到升级之前
的版本，而不会造成业务的不可用。系统的平滑升级及
回退，能实现不间断服务，减少实施成本风险。

AWSTACK平台可以实现集群的高可用和自动化管理，
当集群中某个节点或某功能出现故障时，可以自动化恢
复功能，同时通知负载均衡器将请求分发到功能正常的
节点上。

高可用

零运维

混合云

容器化部署

远程
自动安装

自愈式
AWSTACK基于分布式扩展架构设计，以集群为单位，实现
资源池的相对独立。集群主机资源不足时，可直接新增计
算或存储资源，通过云计算管理平台的硬件自动发现功能
，可及时地将设备纳入系统管理。从而实现在业务无感知
的情况下资源的按需弹性扩容，保证业务的连续性和稳定

自动升级

按需扩展

AWSTACK存储层面采用分布式架构，在数据保护层面采
用多数据副本机制，而且系统具备数据副本自动恢复的相
关机制以保障数据安全可靠。整个系统在各层面都充分考
虑了高可用架构，确保系统在发生单点故障时不会造成上
层业务的中断，保障业务系统的持续可用性。

高可用



产品功能AW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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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包括云主机、镜像、云硬盘、快照、网络、安全，通过以上模块的相互协作

为客户提供了从创建一台虚拟机到正常对外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

是整个AWSTACK云计算管理平台最为核心的部分

也是可为客户直接创造价值的功能模块

01 资源管理

云主机

云主机功能模块提供了整个AWSTACK云计算管理平台中最基础的功能，即虚拟服务器从创建到销毁的全生命
周期维护。此模块利用虚拟化技术，将服务器硬件资源池化，用户仅需点击鼠标，选择硬件配置、操作系统类
型和网络配置等信息，即可在短时间内按需获得相应数量的云主机，模块支持云主机硬件配置在线升级、云主
机热迁移、重启、暂停、创建快照等多种功能。

镜像

镜像功能模块用于为云主机提供虚拟机模板，通常包含了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及相关服务，用户通过此模块可
以“秒级”创建一台云主机。

云硬盘

云硬盘功能模块基于存储虚拟化技术，可为云主机提供持久化的块存储设备，它们独立于云主机的生命周期而
存在，可挂载到任意运行中的云主机上，保证单台云主机故障时，数据不丢失，并具备基于云硬盘的快照创
建、备份和回滚等功能。

网络

网络功能模块基于先进的SDN技术，为用户提供按需构建网络的功能，包括虚拟交换机、虚拟路由器和公网IP
等子功能，通过实时同步的网络拓扑展现功能，可有效提高用户构建复杂网络的效率。

安全

安全功能模块基于传统的包过滤型防火墙技术，可为用户的云主机提供细颗粒度的安全防护策略，模块支持
TCP、UDP、ICMP等多种协议，支持自定义来源IP和端口范围等规则，支持用户针对不同类型云主机加载不
同级别安全策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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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告警功能模块可以为整个云计算管理平台、私有云环境提供可靠的运行保障

系统主要对物理机、虚拟机、存储、数据库、中间件、常用服务等提供细粒度监控

支持实时监控，支持历史数据查询与趋势分析

用户可结合自身应用系统的关键特性

自定义监控项和告警阈值

并设置以短信或邮件形式报警，充分保证整个云计算管理平台的可靠性

02 监控管理

流程管理功能模块为企业提供快速自定义适合本企业特色的处理流程的方法

该流程定义了普通用户从提交工单或资源申请到最终被审核通过

所需要执行的环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互

从而帮助企业平衡各部门人力投入，提高处理效率

03 流程管理

工单管理功能模块用于

为云计算管理平台的企业管理员和普通用户提供一个交互的通道

支持创建工单和工单流转，同时该功能模块可以与企业其它OA系统对接

实现办公流程及资源开通的自动化

04 工单管理



用户管理功能模块按照企业日常管理的视角，支持企业创建符合本企业组织结构的部门

并支持基于部门进行资源分配；支持企业基于部门、项目以及项目成员划分角色

支持基于角色进行云计算管理平台系统功能的授权

企业可以实现按需创建不同权限、不同配额的子账号

并由各子账号独立管理本部门内的所有云资源

满足了企业多级权限管理的需求，为企业各部门各项目管理其资源提供便利

注册用户：

负责对企业云计算管理平台物理机进行相关的出厂设置等管理。

企业管理员：

负责创建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部门，角色、账号、项目等，可以对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和管理。

部门管理员：

负责创建部门内部的账号、项目，分配相关管理员等，对项目配额进行控制，对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

项目管理员：

负责项目中的成员的添加、删除等维护。

普通用户：

隶属于某个部门下的某项目（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负责云资源的使用管理。

06 用户管理

9

日志管理功能模块

主要完成记录系统各个服务功能模块的业务变化、业务状态变化等信息

05 日志管理



趋势分析功能模块主要是根据用户使用情况和历史使用规律

对系统的容量等进行提前预判

通过监控历史数据，对事件和故障的发生提前预警

08 趋势分析

计费计量功能模块可结合用户所选镜像类型、硬件资源规格（CPU、内存、云硬盘）

运行时间（以每小时为单位计算）、公网IP分配情况等

测算用户的使用和消费情况，并提供统一的消费记录查询系统。

09 计费计量

系统管理功能模块提供系统级别的配置

包括指定创建云主机所需要的CPU个数、内存

设置云主机集合；设置虚拟管理器

设置默认配额

设置物理机主机名、密钥等配置信息

展示OpenStack集群的信息等

07 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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