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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软件定义重塑基础架构，

为用户提供敏捷、智能、安全的新一代IT基础设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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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致力于为用户数字化转型构筑稳固基石，通过软件定义重塑 IT 基础架构，为用户提供敏捷、智能、安全的新一代 IT 基础设施。
深信服在打造软件定义基础设施产品时秉持两大理念 ：第一是全模块“软件定义”；第二则是“云 - 网 - 端”立体协同。

全模块“软件定义”。即从终端、网络到数据中心（云）等涉及到的基础设施资源模块全部用软件重新定义和打通。

     软件定义终端桌面云 aDesk ：可以利用桌面云构建软件定义云办公平台，前端用瘦终端，后端用桌面云一体机，开箱即用，上线交
付只需要 1 天。

     软件定义广域网 SD-WAN：采用互联网、专线和 4G 共存方式，通过池化技术捆绑成带宽资源池，再引入集中控制器，实现了智能
化网络资源调配和全网可视化、可管理。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云）：具备两个核心作用：业务承载和数据管理。在业务承载方面，深信服可以提供超融合 - 私有云 - 托管云 -
混合云统一架构方案，能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做到平滑演进；在数据管理方面，深信服企业级分布存储 EDS 可以用 1 套软件定义存
储满足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存储，减少管理开销并提高灵活性。同时作为数据中心必备组件，深信服应用
交付 AD 实现在任何环境，为应用构建稳定、安全、高效的交付环境。

目前，深信服新 IT 业务在软件定义基础架构领域主要包括软件定义终端桌面云 aDesk、软件定义广域网 SD-WAN、软件定义存储
EDS 以及数据中心必备组件应用交付 AD 四大产品线。

云网端立体协同。软件定义计算、存储、网络、终端、管理等不同资源模块后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在“云 - 网 - 端”各层面建立立
体协同机制，充分发挥软件定义基础架构“敏捷、智能、安全”的价值，让整个数字化转型平台能够紧密贴合与适配用户场景化数字
化转型演进路线，加速数字化转型落地。如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的能力来实现智能驱动与运维；全局管控平台则实现“云 - 网 - 端”资
源的协同、调配与优化；云网融合则可以让网络随着业务的变化而自动适配。

深信服：云网端立体协同的软件定义架构

深信服新 IT 业务布局

端 网 云

产品
桌面云

瘦终端 / 桌面云一体机

高效云办公
解决方案

服务 DaaS桌面即服务 运营型SD-WAN 托管云服务、存储服务

SD-WAN

集中管理平台 / 加速路由器
智能路由器 / 边界一体机

分布式存储EDS

存储一体机
软件部署

超融合

超融合一体机
超融合软件

应用交付AD

物理AD vAD
OpenAD(云场景多租户负载)

终端数据防泄密 云存储 双活数据中心

海量数据存储

私有云/混合云

云数据中心 业务系统高可用 IPv6改造全球访
问加速

云网
融合

多分支
组网

业务背景

软件定义基础架构是构建数字化转型平台的理想选择

在当前全面步入数字化的背景下，众多用户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慢”的现状。这主要缘于众多用户的数字化转型平台缺乏先进性，
即缺乏智能的核心与敏捷的架构。这体现在：

以传统 IT 基础架构为鉴，深信服认为理想的数字化转型平台应该是敏捷、智能和安全的。首先，其可以快速按需搭建，灵活调整，
便于扩展，适应未来企业对高效、便捷和快速迭代能力的要求；其次，平台应能在运行、运营和维护过程中充分体现智能性和自
主能力，并与未来的人工智能、边缘计算、云原生架构等相适应，成为与新技术、新架构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此外，通过开放、
共生的思想，平台还可以快速利用标准化的成果，满足用户对安全、可控的要求。

作为区别于传统 IT 基础架构的新一代架构思想体现者，软件定义基础架构几乎满足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平台基本能力的各种苛刻
要求。软件定义基础架构在计算、存储、 网络和终端领域的各类应用，很好地诠释了其在控制、交互和信息采集等方面的统筹能
力和卓越成效，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敏捷、智能、高效、安全等特性做出了理想的响应。

深信服新 IT 业务概述

在传统的 IT 基础设施建设模
式中，企业分类规划和搭建计
算、存储、网络、安全和平台
服务环境时，需要关注的内容
模块繁杂，非常依赖于人的统
筹规划能力，容易因为片面求
稳求全而拉长 建设和调试周
期。而架构一旦稳定后，对各
类资源的再次调整和扩展又需
要不同程度地改变架构，这涉
及到不同设备的配置修改和
重新测试，风险不可控。

1 2

传统的 IT 架构存在一定程度
的专有性，例如网络厂商的硬
件设备和软件之间强耦合，使
用不同厂商的网络产品就需要
部署不同的软件进 行控制和
管理，企业往往需要同时维护
多套软件平台。这无疑增加了
企业的运 维 难 度，降 低 运营
效率，也使企业不得不承受厂
商绑定的风险和苦恼。

3

随着 数字化 转型不断 深入，
云、网环境的大量实用化使安
全 问 题 被 重 新审视，传 统 安
全 域 的 概 念 被弱化，新的安
全威胁层出不穷。例如，在大
型企业的跨域、跨境混合云环
境中，末 端 分支 往 往 成 为全
网短板，容易被内、外部威胁
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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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面临的挑战

挑战一：数据爆炸式增长，容量和性能存在瓶颈
传统集中式存储架构受限于控制器，当数据容量高速增长，控制器及网络将成为瓶颈。好比绿皮火车，挂载车厢越多，性能越差。
因而无法实现性能与容量的同步扩展。

高清
视频人脸

识别

大数据

多云 AI

5G
IoT

数据每 18 个月增长 1 倍

◎  横向扩展性差
◎  网络、控制器等限制性能问 题

◎  海量数据存储、管理和运算的高效化目 标

挑战二：封闭式管理，排障、迁移、调整等效率低
传统存储产品管理通常为黑盒子，LUN 与 VM 的映射关系复杂、对卷进行管理耗费精力较大。管理界面可视化较弱，出现故障难
以定位排查，运维管理效率低。

“一设备一业务”的储存架构
◎  无法实现数据资源全局共享问题1

◎  数据再利用和流动牵扯环节多问题2

◎  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难度高问题2
数据副本

数据库

服务器

SAN
存储

网盘

服务器

对象
存储

无纸化

服务器

文件
存储

开发测试

服务器

副本
存储

大数据

服务器

大数据
存储

挑战三：数据孤岛，难以实现数据的利用
传统存储建设方式，通常采用“一业务一应用”。设备数量多，前期投入大。同时，多设备相互独立，形成数据孤岛，数据无法共享，
分析利用难度高。

置备周期长 复杂的故障分析

复杂的 LUN 管理

难以做出调整

频繁的数据迁移 缺乏精细化控制

封闭式管理

无法满足海量数据规模
化管理

市场成绩

中国桌面云市场排名第二 ( 数据来源 :《IDC PRC VCC Software Tracker, 2018 H2》)，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在线用户 95 万 +，
拥有上千台大规模部署案例 100+
深信服桌面云所用的超融合系统在 IDC《2018 年中国超融合系统市场报告》中，排名中国市场第二 
深信服桌面云采用的服务器虚拟化，入围 Gartner 2016 年《X86 服务器虚拟化基础架构魔力象限》，国内仅两家入围 
服务中国文化部、中国公安部、富士康集团、比亚迪、中国银行、山西省中医院、北京大学等用户，案例超过 6,000 家

桌面云 aDesk

连续 5 年入围 Gartner 魔力象限，连续 5 年国内市场国产品牌第一名 ( 数据来源 :《IDC China Quarterly ADC Tracker, 2018 Q4》)
入围 2018-2019 年中国移动集采，深信服应用交付成为中国移动负载均衡器优选国产品牌厂商 
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电网、中国民航、万科集团、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大学、电信、移动、联通等用户，案例超过
10,000 家

应用交付 AD

参与信通院 SD-WAN 技术白皮书标准制定
首家通过中国信通院《可信云 ·SD-WAN 解决方案评估》产品型认证
荣获 2018 中国 SD-WAN 峰会优秀应用评选“优秀应用奖”
服务中国外交部、中铁股份、东风日产、格力电器、京东物流、武汉科技大学、招商银行等用户，案例超过 5,000 家

软件定义广域网 SD-WAN

存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 
服务珠海公安、深圳南山公安、福清电视台、招商基金、深圳龙岗区图书馆、甘肃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嘉定区政法委等用户

企业级分布式存储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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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软件定义”实现集中式架构到分布式架构的转变

存储控 制 器由传 统的 集中统 一 处 理 转变 为多节点 并发 处 理，因而可以 提 供 更优 异的数 据 处 理能 力。同时，分布式 架构通 过
Scale-Out 的扩展方式，可提供 EB 级存储空间，满足高速增长的数据容量需求。

智能存储平台通过标准 X86 服务器集群 + 存储虚拟化技术构建存储资源池，可实现存储资源灵活分配。此平台可同时提供块、
文件、对象等多种存储服务，满足“一平台多业务”的存储需求。

计
算
资
源
池

智
能
云
存
储
资
源
池

海量小文件
处理模块

非结构化业务
数据模块

大数据分析
模块

通用业务
模块

高性能业务
模块

S3/Swift NFS/CIFS HDFS iSCSI iSCSI

硬件资源池

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

SATA 硬盘
SAS 硬盘
50g 固态盘

标准硬件 X86

存储服务器

自定义创建存
储资源池，满
足不同应用存
储需求。

云管平台

统一云管平台/存储资源统一
管理平台

自定义逻辑分区、按需分配
存储资源，满足块、文件、对
象等多种存储需求。

标准 X86 硬件，构建存储资
源池。

虚拟化存储资源池，实现所有
资源的融合统一，满足不通
业务对于存储的不同需求。

标准二层交换机

标准 X86 服务器

深信服软件定义存储
系统

标准化
通用 X86 服务器，变“封闭”为开放

分布式
全对称分布式，横向扩展，增强可靠性

大容量高性能
多节点并发 + 多链路捆绑，EB 级容量
高 IOPS 和高吞吐

S3

构建智能存储服务平台 价值二：“一个界面”实现存储管理 + 数据运营的简单化

软件定义存储系统通过可视化优化设计，将繁琐操作变得简单便捷。在存储管理中，部署、扩容只需按照流程指引即可轻松实现。
可视化监控界面可实时查看性能、容量、硬件资源的运行情况，实现轻松排查、处理故障风险。

价值三：“一套架构”实现所有存储接口 + 数据服务的融合

智能存储平台同时提供 iSCSI、NFS、CIFS、S3/Swift、HDFS 等多种存储接口，满足各类业务系统需求。另外，平台内集成容灾、备份、
归档、数据分析等功能软件，从而在一套系统内满足更多场景下的丰富数据保护和管理需求。

存储部署自动化
存储上线、设备调优、资源分配、容量扩展都化“繁”为“简”，
部署周期缩短 80%。

存储管理可视化
资源可管、容量可调、性能可视、故障可查等可视化管理机
制，管理效率翻倍提升。

数据应用一体化
融合容灾、备份、数据再利用、数据分析等数据保护及运营
方案，释放数据价值。

◎    一套架构支持 iSCSI、NFS、CIFS、S3/Swift、HDFS 等多种存储接口，适用全业务混合场景

◎    一套架构支持生产、开发 / 测试、灾备、归档等全生命周期场景

块存储

生产 开发 测试 共享 灾备 归档

对象存储 文件存储

软件定义存储统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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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性三：高性能

深信服 EDS 具备业务感知能力，通过智能分层处理机制和获得专利的调度算法从而提高数据在缓存盘上的命中率。因此发挥出固
态盘 100% 的性能，IOPS 性能表现可媲美传统中高端存储。

另一方面，EDS 通过分布式数据库来解决海量元数据横向扩展瓶颈，在最小 3 节点集群下提供超过 100 亿个小文件的高效处理能力。

优势特性二：高可靠

深信服 EDS 在提供纠删码、副本等数据保护机制外，还增加了主动防御能力来保障平台高可靠性。通过 AI 运算模块，可以实现
亚健康的检测，并及时提出预警和修复意见，防患于未然，避免突发故障造成的业务访问中断。

数据中心云存储

深信服 EDS 分布式存储系统能够实现一平台同时提供
块、文件和对象等多种存储服务，满足云数据中心中
存储系统面对的复杂众多的业务需求。另外，EDS 可
实现对接业界主流的云平台软件，将运维、调度、管
理统一上交给云管平台，简化云中心的管理难度。

EDS 存储服务器 某品牌 SAN 存储

3 节点 2U 存储性能即可媲美全闪存中端存储

3 节点 2U 存储节点 终端双控制器

每台：2*480GB  SSD+6*2T  HDD 29*800GB  SSD 全闪存

4K 随机混合读写 32 深度（7：3）

22.2 万 IOPS 大约 22.2 万 IOPS

硬件设置

硬件配置

测试模型

测试结果

◎ 智能分层

◎ 智能数据库

◎ NVME+RDMA

◎ 智能小文件合并

核心技术

数据冗余
副本、纠删码

数据保护
快照、复制、多站点

主动防御
端到端校验、系统巡检、

硬件亚健康检测

高可用
IP 高可用、多级故障域隔离、

快速重构每 T/30min

典型应用场景

◎ 一平台、多种存储服务            ◎ 分布式架构、弹性扩容
全面兼容 KVM、ESXi、XEN、Hyper-V、OpenStack、vSphere、Zstack 等

S3
对象

S3/Swift NFS/CIFS HDFS iSCSI

文件 大数据分析 VM资源池 桌面云 开发测试

硬件资源池

X86 服务器

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

010101010101010
010101010101010

产品形态

 EDS 优势特性一：极简

EDS 提供一体机部署方案，可实现 30 分钟内上架部署，扩容只需添加相应节点，存储系统即自动完成数据融合和
性能平衡，无需人工干预。

架构极简

EDS 内置 AI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运维管理。例如一键检测功能可以实现集群的全环境扫描，挖掘故障风险点。故
障自愈功能可实现磁盘或节点损坏时，数据自动修复均衡，无需人工干预。

运维极简

深信服 EDS 提供三个存储一体机型号。EDS1210 主要承载小容量非结构化数据场景。EDS1250 主要承载高性能块存储场景。
EDS3600 主要承载融合部署，大容量存储应用场景。同时，深信服 EDS 分布式存储软件还兼容业界主流标准 X86 服务器，实现
更好的匹配部署需求。

型号

定位 小容量非结构化
数据存储

高性能块存储 大容量数据存储

12 个盘位 12 个盘位 36 个盘位

iSCSI、NFS、CIFS、HDFS、S3

5000 个

EB 级

数据盘

存储接口类型

最大节点数量

最大存储容量

EDS1210 EDS1250 EDS3600

EDS 存储一体机企业级分布式存储 EDS
采用集群部署，可实现千万级 IOPS 及数百 GB/s 吞吐性能。

EDS1210/1250 EDS3600

软硬件一体化交付

AI
智能化

性能及
容量规划

故障监控一键管理

数据可视 故障自愈

深信服企业级分布式存储
EDS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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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FOR EDS SANGFOR EDS

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存储

深信服 EDS 在针对海量小文件的数据处理中，通过智能分布式数据库 + 小文件合并技术，可以轻松实现百亿级小文件的高效处理，
同时数据检索速度比传统 NAS 要提升 1,000 倍。此外，针对大数据分析应用，EDS 可以直接在现有平台创建二级存储，实现对
大数据挖掘和分析，降低成本，提高灵活性。

2014 年2013 年 2017 年2015 年 2018 年 2019 年

软件定义存储 VS 模块
首先应用于 aDesk

软件定义存储
aSAN 应用于 HCI

软件定义存储正式独立
进入传统存储市场

软件定义存储 aSAN 服务
超过 1000+ 客户

正式发布企业级分布式存储 EDS
融合块 + 文件 + 对象，

构建统一智能存储
服务 aDesk 用户超过 95 万 +

服务 HCI 用户超过 5000+
承载核心业务系统超过 45%

软件定义存储服务 aDesk
用户超过 75 万 +

软件定义存储服务
HCI 用户超过 3000+

承载核心业务系统超过 45%

研发积累

成功案例

福清电视台

视频监控平台 CPU 解析平台

CPU

虚拟化计算资源池

云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

S3 iSCSI HDFS

对象存储资源池 文件存储资源池 大数据存储资源池
◎ 百亿级小文件高性能处理       
◎ 多级存储挖掘大数据价值

适用于海量小文件存储、EB 级大容量存储、
高性能计算等场景

（广电媒资、能源勘探、教育科研、卫星测
   绘、政府监控等多种行业）

2013 年，深信服就成立了存储独立研发部门，为各个产品线提供技术模块输出。2014 年，深信服存储模块开始应用于深信服桌
面云的数据承载，2015 年又应用于深信服超融合平台，用于用户的关键业务承载。目前，已经有大量用户采用深信服存储模块来
支撑桌面和数据中心核心业务。其中，存储模块服务过的桌面终端授权用户超过 95 万；超融合用户超过 5,000 家，并且有近一半
的用户用于承载核心业务。

软件定义存储 VS
模块开始投入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