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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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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EDS是一款软件定义的分布式存储，前身作为底层存储模块支撑深信服桌面云（市占率第
一）/ 超融合（市占率第三），累计交付客户案例超过20000个。经过大量广泛实践应用后，

2018 年开始作为独立存储产品上市销售，累计交付PB级项目超过100例，为超过2000个客
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数据来源于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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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EDS存储逻辑架构

深信服分布式存储系统（EDS）

横向扩展集群

块 (SAN)

FC SCSI

VM\DB Docker windows File Hadoop App

CSI NFSCIFS HDFS S3

文件 (NAS) 大数据 (HDFS) 对象 (Object)

数据库 / 虚拟机 云原生共享存储

解决方案

应用层

主机层

协议层

服务网关层

系统层

资源层

X86 通用
服务器

云数据
中心

存算
分离

数据库
高性能

海量视
频图片

集中影
像平台

灾备数
据中心

资料
归档

远程数据
协同共享

设计研发
资料库

防毒安
全存储

备份一
体机

统一数
据湖

高清非
编存储

大容量
媒资库

windows 共享存储

全闪存硬盘资源池 混合硬盘资源池

linux 共享存储 大数据存储 对象存储

iSCSI SWIFT

政府 医疗 企业 广电

深信服 EDS 分布式存储系统同时提供块存储承载高性能业务数据，文件、对象存储承载海量非结构化数据，支持 iSCSI、
CSI、FC、NFS、CIFS、FTP、S3 等多种存储协议，可适应传统存储组网架构，广泛对接云数据中心，弹性适应多种业务场景，
驱动数据经济时代发展。

EDS三大核心价值

一站式存储平台满足复杂场景
业务数据保存需求，帮助用户
实现数据中心存储资源整合以
及业务数据统一管理。

一站式存储平台

软件定义充分发挥通用硬件的
性能，结合智能业务感知，为
上层应用提供极具性价比的使
用体验。

应用级性能优化

整合安全杀毒及智能预测能力，
赋能数据存储平台从被动硬件
故障保护，升级为主动数据威
胁安全防护 。

可靠向安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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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可靠安全

开放解耦

“可靠 + 安全”：构筑事前、事中、事后体系化数据保护框架

事前提前防御 事中自动处理 事后快速兜底

6个9 7X24小时 0

· 内置 EDR 杀毒引擎
· 硬盘故障预测
· 硬盘亚健康检测
· 端到端数据校验
· 数据冗余机制

· 亚健康自动隔离
·IO 路径自动切换
· 损坏数据自动重建
· 差异数据自动修复

· 快照快速恢复
· 备份快速恢复
· 多中心恢复
· 存储回收站

可靠性 99.9999% 业务永续 0 宕机 业务数据 0 丢失

多协议互通，支持 HDFS/ CIFS/FTP/ NFS，访问同一份数据，能够跨平台构建业务数据处理管线，让数据少跑腿。

多业务模型支持，使用通用 X86 服务器构建统一平台，打造原生数据湖，既可以支持带宽型业务也能很好地支撑 OPS 
型业务，100% 兼容大数据生态。

深信服原生 HDFS 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应用层 业务 实时检索

MapRecude Spark

YARN

Horton Works

NameNode
Data Node

iSCSI/NFS/S3 原生 HDFS 接口

统一平台 , 打造原生数据湖
协议互通 , 让数据少走路

原生对接 100% 兼容大数据生态
应用最简，挖掘数据价值更快实现

X86 服务器

NameNode
Data Node

NameNode
Data Node

Apache Hadoop

Storm Flink HBASE

CDH 星环

经营分析 数据挖掘 用户画像

虚拟化平台计算层

存储层

0 3

分布式存储EDS 品牌白皮书分布式存储EDS 品牌白皮书



分布式存储EDS 品牌白皮书

OLTP/OLAP 业务场景：34 万 IOPS，数据库 TPM 达到 100 万，相比全闪成本降低 50%。

海量非结构化小文件场景：百亿文件性能衰减低于 5%，3 节点实现 6GB/s 吞吐带宽，上传速度 1.5W 个 /s、下载速度
4W 个 /s，1.5W 摄像头连续图片拍摄写入。

仅用三节点，每节点 2 块 SSD+6 块 HDD，以低配置实现高性能。

激发性能

提供自动运维能力，打造智能预测，主动发现故障的能力，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完整闭环的数据保护框架。

基于软件定义，使用通用 X86 服务器，解决传统存储硬件更新换代运维困境。

敏捷管理

同等高性能
更低成本硬件平台

结构化数据场景

· 低配置实现 34 万 IOPS

· 数据库 TPM 达到 100 万

· 相比全闪成本降低 50%

· 百亿文件性能衰减低于 5%

·  3 节点实现 6GB/s 吞吐带宽

· 上传速度 1.5W 个 /s、下载速度 4W 个 /s

·  1.5W 摄像头连续图片拍摄写入

( 三节点，每节点 2 块 SSD+6 块 HDD）

非结构化数据海量小文件场景
( 三节点，每节点 2 块 SSD+6 块 HDD）

故障“零”介入

网卡、端口、交换 : 丢包，链路降速，故障，闪断
自动检测、故障切换 , 重启恢复

CPU 高利用率，内存故障，设备掉电故障
节点级故障切换

硬盘坏道
自动隔离 + 自动修复

链路

设备

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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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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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团队介绍

分布式存储EDS 品牌白皮书

研发团队介绍

深信服存储技术创新研究院成立于 2010 年，汇聚海内外高校科研博士、技术
专家 50 多名，累计贡献顶级学术论文 30+ 篇，始终走在业界前沿。致力于存
储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与洞察，承担着将业界领先技术实体化产业化的使命，
助力存储行业技术创新。

存储技术创新研究院

深信服存储凤凰性能实验室，由超过 20 名存储技术科研专家与资深技术专家组
成，依托存储技术创新研究院的前沿技术洞察输入，累计发明专利数超过 100 项，
通过自研分布式存储引擎实现了 100 万级 IOPS 的性能突破，拥有“智能分布
式缓存、百亿级小对象合并、极低延时分布式协同算法”等多项研究成果。

凤凰性能实验室

研发实力雄厚，累计超过 600 人存储研发团队，硕博占比达到 40%，均来自国
内外顶尖高校。

超过600人研发团队

深信服存储亚健康实验室，依托深信服存储软件超过 20000 家的用户案例交付
经验，围绕着硬件故障数据零丢失，业务零中断的要求，持续攻克业界难题，
为用户业务保驾护航。

存储破坏性测试实验室

所有版本在上市之前，都要通过深信服最严格的可靠性测试；

在由全自动的故障注入脚本的驱动下，拔盘、断网、断电等数十种故障交叉、
叠加注入，每天脚本运行几万次；

同时在虚拟化、数据库等上百种场景下运行，连续 21 天不间断测试下保证无
数据损坏、业务中断问题，才能通过验收，途中只要出现问题，就要从头开
始计时进行再一轮的 21 天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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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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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兼容性认证

部分生态合作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企业级分布式存储EDS 3.0

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Kunpeng 920

华为鲲鹏计算领域OpenLab特授予其 完成兼容性测试， 

HUAWEI COMPATIBLE证书及相关认证徽标的使用权 

有效期：2020年12月 - 2023年12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张熙伟

鲲鹏计算领域总裁

认证机构：鲲鹏计算领域OpenLab

测试机构：鲲鹏产业源头创新中心

授予日期：2020年12月07日

证书编号：K202012198

深信服 EDS 存储已和业界多家知名厂商达成生态合作关系，携手为用户共建新一代数据中心。

深信服 EDS 存储产品实力已收获业界多家知名厂商认可，并与业界多家知名厂商达成兼容性认证报告。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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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接多种云数据中心场景，可兼容 Sangfor HCI、VMware、OpenStack、k8s、HDFS 等，助力用户完善云生态。

广泛对接云数据中心

深信服

分布式存储 EDSSangfor a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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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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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路线

2013 年，开始作为深信
服 HCI、aDesk 融 合 存
储模块提供存储方案

2018 至今，由 EDS 提供
存储的 HCI 连续三年市
占率稳居国内前三

2020 年，由 EDS 提供存
储的 aDesk 市占率跃居
国内第一

2018 年，EDS 开始作为
独立存储产品上市

2021 年，累计交付用
户案例数 20000+

2013

2018

2020

2018

2021

累计交付用户案例数 20000+

承载企业级数据量 4000PB+

连续 8 年承载企业核心业务，数据 0 丢失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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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奖项

2019 年度软件定义存储金奖

深信服 EDS 凭借可靠、高性能、智能管理的突出特性，荣获中国数据与存
储峰会行业金奖。

2020 年度云存储软件产品金奖

深信服 EDS 凭借突出的技术优势以及高性能、可靠安全、智能管理等产品
特性获得此奖，充分印证了 EDS 存储的产品实力以及行业的充分认可。

存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受邀成为存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印证了深信服 EDS 存储在
中国存储行业作出的突出技术贡献。

2019 年度最佳创新产品奖

鉴于深信服 EDS 在人工智能领域、特别是人脸识别、基因测序等应用场景
下的海量小对象高性能处理能力获得行业用户认可，IT168 为深信服颁发了

2019 年度最佳创新产品奖。

2019 最佳创新驱动解决方案奖

深信服应急管理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荣获中国信息产业商会颁发的最佳
创新驱动解决方案奖，既是行业权威专家对深信服应急安全保障体系的重

要认可，也是深信服产品及方案创新实力的证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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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Plus” 配 置 面 向 各 行 业 的 超 核 心 业 务 如
ERP、HIS 等以及新型敏态业务，提供了极
致的性能体验，用户可以选择更符合自身需
求的配置方案。

“Base” 配置主要面向企业办公、文件共享等
一般业务负载，可以满足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对于高性能大容量的支撑需求，获得更高的
成本效益。

EDS 与英特尔 ® 提供两种配置选择

Plus Base

基于深信服 EDS&HCI 的英特尔 ® 
精选解决方案是一款包含了硬件、
基础设施软件以及针对工作负载

进行了验证的解决方案。

EDS&HCI

EDS&HCI

EDS&HCI

EDS&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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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反馈

在承载海量用户案例的过程中，深信服 EDS 存储连续 8 年为企业用户提供专业的存储解决方案，在广泛对接多种业务场
景需求的过程中，也收获了来自用户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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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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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企行业案例

商企行业用户案例

国微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

陕西省体育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TCL 空调器有限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应互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

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南市政设计院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思南县禹源供水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绿地优鲜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上海发网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厦门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多彩贵州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通信服务福建物流
有限公司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南充市文化馆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
有限公司 武汉明源云科技有限公司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建筑一局有限公司

南通第二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金地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资产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朗新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
有限公司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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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燃料电池产业化的股份制企业。公司集科研开发、工程转化、
产品生产、人才培养于一体，主要从事氢燃料电池膜电极、电堆模块、系统及相关测试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和技术服务。
目前累计拥有专利 498 项，其中国际专利 4 件，涵盖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关键部件、电堆、系统各个层面。
2019 年成为首家上榜国家专利 500 强燃料电池企业，排名第 286 位。 

新源动力

分布式安全存储EDR 全闭环终端防护备份目标

EDS
存储系统

企业
安全云盘

EDR 杀毒
与管理

深信服备份
与恢复系统

USB
管控

系统安全
基线核查

勒索
诱饵防护

进程
黑白名单远程

登录保护

微隔离
流量可控

无文件
攻击专防

文件
实时监控

违规
外联监控

SAVE
引擎

一键
端口封堵

漏洞
补丁管理

业务服务器
veeam

防 御

预防

检
测

防
篡改

文件
操作审计

用户
认证

文件
过滤

病毒
查杀

快照
保护

回收站合法
备份文件

IP 访问
限制

网络
安全

Hypervisor

系统安全
加固方案

数据安全交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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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痛点

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新源动力个人终端存有大量工作文件，对个人终端内的重要数据要求一周备份一次，保留 5 份备份，用户需要更高效经济
的冗余策略的外置存储来完成数据空间规划和建设。 

企业核心数据资产需要安全管理和保护，桌面云存储空间有限

如果使用传统的存储设备作为桌面云的外置存储，使用一段时间后，容量很容易达到瓶颈。而传统设备扩容又受限于机头，
想要升级扩容就只能替换原有硬件，扩展性较差，硬件替换的扩容方式也会导致数据迁移工作量过大，影响业务效率。 

传统阵列存储解决方案无法解决存储空间扩容难的问题

新源动力早期存储设备都是传统阵列存储，使用了基本的硬盘 Raid 来保障数据的可靠性，没有任何数据备份、高可用的
措施来对数据进行安全防护。 

传统阵列存储可靠性单薄，容易造成企业资产损失

通过 EDS 快照功能，对重要的研发人员桌面进行定期备份，防止误删除、勒索病毒造成的数据丢失。 

实时备份

性能和容量随节点增加而线性增长，最大可扩展至上千个节点，按需扩容。

弹性扩展

研发人员通过部署桌面云解决开发环境数据安全问题，通过数据不落地，USB 管控，个人盘加密等技术保障
数据不外泄；

通过 EDS 提供云存储资源池，对重要的研发人员桌面进行定期备份，防止误删除、勒索病毒造成的数据丢失。

安全可靠

1 8

分布式存储EDS 品牌白皮书



用户痛点

项目背景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84 年，是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1997 年在深交所上市。
作为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厦门信达连续多年入选中国上市公司 500 强、全球铁矿供应商 20 强、
中国 LED 照明灯饰行业 100 强、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 100 强，是中国最大的电子标签制造企业之一，拥有“厦门信达”
中国驰名商标。 

厦门信达股份

架构老旧

性能和容量瓶颈

随着公司数据中心的云化改造升级与业务数据量的不断增长，厦门信达对公司数据中心平台底层存储的架
构、性能和容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原有的存储在架构统一性、性能和容量扩展性上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公
司业务发展对存储的高要求。 

原来一直采用的是传统存储设备，架构很孤立，基本上属于“一设备一业务”的专项专用模式。存储不同
类型的数据需要多套设备，无法适应数据中心云化对打造统一存储资源池的需要。另外，传统存储的性能
和容量在使用多年后，都达到了瓶颈。如果要升级扩容就只能替换硬件，扩展性很差。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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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深信服分布式存储 EDS，基于软件定义的存储架构，为客户构建可靠、高性能、智能管理的分布式统一存储平台。

EDS 存储平台支持“一套架构”满足多种存储类型与数据服务需要，包括块存储、文件存储、对象存储，同
时可实现上万节点的横向扩容，满足公司业务云化与数据体量不断增长对多类型存储以及高性能、灵活扩展性、
运维管理简化的存储需求。 

统一架构

在运维管理上，深信服 EDS 可以实现磁盘级的智能亚健康检测和主动的数据风险防御，IT 人员基本上不需要
什么学习成本，很快就可以上手操作。

智能运维

深信服 EDS 在承载公司核心业务和数据备份的同时，也帮助公司从容应对未来复杂的信息化环境和数据存储
与服务多样性需要，如生产、备份、容灾等，并实现数据之间更好地流动、共享和挖掘价值，为公司业务发
展提供科学决策。 

多样数据服务

管理交换机

集群 1 集群 2

超融合集群

存储交换机

存储集群

存储外网

存储私网

集群管理网口

业务网口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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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业案例

政府行业用户案例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国家信息中心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金湖县档案馆 南漳县国土局 双牌县财政局 容城县法院

青岛网警 龙岩市档案馆 保定市环保局 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天津水运院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计量检测研究院

连云港市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 大通档案馆 海宁市公安

石河子融媒体中心 桂林市法院 渭南市临渭区法院 甘南州广播电视台

厦门市人才服务中心 闵行区档案馆 三师应急管理局 瓯海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陕西太白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山东省地图院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 深圳市国家安全局

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金陵监狱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中国气象局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
税务局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水生生物资源

养护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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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始建于 1956 年，是中国地震局七个直属研究所之一，主要开展空间大地测量与地壳形变测量、地
球重力与固体潮、航空遥感、精密测绘仪器、地震监测、地震区划、水库诱发地震、地震工程和防灾减灾工程等方面的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用户痛点

地震研究所地质等观测数据增长速度快，且需要长期保存用于科研研究，使用传统存储扩展难度大，扩容成本高。

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综合考量上述客户数据中心存在的痛点与对新应用规划，深信服给出 HCI+EDS 存算分离方案。

存算分离架构，扩展成本低：HCI 和 EDS 实现算存分离部署，计算和存储可灵活扩展，扩展成本高。

统一存储形态，提供多种存储能力 ：一套集群提供块、文件、对象、大数据等存储需求，构建统一存储资源池，统一管理，
运维简单。

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地质观测数据长期保存成本高

客户前期采购了多套阵列存储，一套业务独享一套存储，部分存储资源利用率低，多余资源不能移为他用，运维管理难度大。

资源利用率低，运维和管理效率低

地震研究所 大数据

VM

地震监测

VM

网盘

VM

其他

VM

SAN NAS object 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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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山东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中心，隶属于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时就海洋
牧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海洋牧场是发展趋势，山东可以搞试点”，为山东建设全国首个现代化海洋牧场示范区吹响号角。

用户痛点

存储扩容复杂

海洋监测数据量大，增长快，使用传统存储面
临容量上限低、扩容复杂的问题。

数据长期保存成本高

海洋监测数据需要长期保存进行大数据分析，
传统存储过期维保费贵，且更换存储时数据迁
移方案复杂。

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综合考量山东现代海洋牧场数据中心需求，深信服为用户提供了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和安全等保的整体解决方案。方案包括：
深信服 HCI+EDS 存算分离方案，一期规划 2PB 的存储容量，防火墙、安全态势感知、EDR 等整体安全等保方案。

山东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中心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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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扩展简单

EDS 扩容简单，增加服务器
节 点，或 者 磁 盘，存 储 空 间
能够自动扩展，且对上层业
务无影响。

海量数据存储成本低

EDS 通过纠删码实现数据保
护，可实现最大 80% 的容量
可得率，海量数据存储成本
更低。

设备更换，数据自动迁移

一套存储架构可以持续使用，
硬件老化之后，仅需要进行
硬 件 替 换，数 据 自 动 迁 移，
有助于数据长期保存。

汇聚交换机
深信服 SIP

深信服 AD

深信服 AF

HCI 集群

对外发布区 核心业务区

HCI 集群

深信服 AF

存储交换 存储交换

2PB EDS 集群

深信服 STA深信服
SSL VPN

VPN

AD

AF

AD

AF

STA

SIP

Internet Internet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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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骨科医院 阳煤集团总医院 四川省建筑医院 上海肺科医院

延津县中医院 乐平市人民医院 湟中县人民医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

肇庆市封开县中医院 建安区妇幼保健院 铜陵第五人民医院 永年区第一医院

桃源县中医院 恩施市中心医院 阜康市中医医院 农三师医院

新县中医院 西乡县新东方医院
有限公司 新绛县人民医院 华夏口腔医院

广东祈福医院有限公司 宝丰县人民医院 眉山市中医医院 运城市妇幼保健院

安徽华源临泉中心医院 永川中医院 宁夏儿童医院 长治县人民医院

铜仁市人民医院 贵航 302 医院 东阳中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金牛区人民医院 株洲市人民医院 盘山县人民医院 黔西县人民医院

安徽省国际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保山市隆阳区妇幼保健院 荣成市石岛湾人民医院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复员退伍军人医院 河北省退役军人总医院 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医疗行业案例

医疗行业用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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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贵州省骨科医院前身为解放军总后第八职工医院，始建于 1969 年。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南路 25 号。是一家综合
性三级甲等医院。

用户痛点

省骨科医院现有两个机房，在建设数据中心的过程中面临着以下问题：

贵州省骨科医院

由于采用传统“一机一业务”架构，
未形成主、备容灾。

骨科医院 PACS 影响数量非常大，
现有的共享存储 60T 存储容量不
足，且无法扩容，急需通过数据
中心云化改造。

原有存储架构缺乏容灾能力 容量不足无法扩容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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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采用分布式存储承载客户 HIS/LIS 数据库，同时承载 PACS 数据，前端业务对接 HCI 平台，利用存储层面的延伸集群特效
实现数据双活。

基于超融合分布式架构部署，依托跨可用区延
伸集群，实现极简部署。

分布式虚拟存储具备线性横向扩展能力，能够
弹性应对 PACS 系统影像快速增长的问题。

无需存储网关，降低投入成本横向拓展能力

数据实时同步

aSAN 存储
延伸集群

aSv 虚拟化
延伸集群

数据中心 A 数据中心 B

VM1 VM2 VM3 VM4 VM5 VM6

A1

B1

C1

D1

Disk1 Disk2
副本 1 故障域 副本 2 故障域

仲裁节点

Disk3 Disk4 Disk1 Disk2 Disk3 Disk4

A2

B2

C2

D2

A3

B3

C3

D3

A4

B4

C4

D4

A1´

B1´

C1´

D1´

A2´

B2´

C2´

D2´

A3´

B3´

C3´

D3´

A4´

B4´

C4´

D4´

1 写 IO 1 读 IO2 读返回

3 读返回

1 写 IO

2 写确认

2 写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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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阳煤集团总医院）位于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 218 号，始建于 1950 年，占地 4.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6 万平方米，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及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用户痛点

用户采用 HCI 虚拟化和传统存储承载 PACS 业务系统，在使用独立存储的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阳煤集团总医院

PACS 数据需要长期保存，传统存储过期维保续费较贵，且传统存储到达使用年限之后需要更换存储，数据
迁移较为复杂。

数据迁移方案复杂

独立存储使用超过年限之后，磁盘故障概率提升，而传统存储使用硬件组 RAID，数据恢复速度慢。

故障数据恢复慢

PACS 数据扩容快，采用独立存储，当存储空间满了以后，扩容容量需要划 LUN，调整映射，相对复杂。

存储扩容复杂

传统存储缺乏病毒防御能力，无法防止病毒入侵，数据一旦发生病毒感染，会对医院业务带来巨大的损失。

缺乏安全防毒能力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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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用户使用深信服 EDS 分布式存储替换原来的传统存储，使用 EDS 对接到 HCI 平台，用户的 PACS 系统运行在 HCI 平台上，
数据存放在 EDS 分布式存储集群上。

PACS 系统

NAS

数据迁移自运维

一套存储架构用到“老”，硬件老化之
后，仅需要进行平滑退出，数据自动
迁移，更有利于数据的长期保存。

扩容运维简单

EDS 扩容更方便，增加服务器节点，
空间能够自动扩展，更加方便。

故障数据快速重建

EDS 采用纠删码，可以同时允许损坏
一个节点服务器或者 2 块磁盘而数据
不受影响；并且纠删码数据恢复快。

安全防毒更可靠

深 信 服 存 储 集 成 深 信 服 杀 毒 引 擎
(EDR)，可对共享存储进行病毒查杀，
保证数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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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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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作为期货行业的领先者，海通期货业务规模长期稳居行业前五。面对近年来业务的蓬勃发展以及交易数据量的迸发，海通
期货与深信服通力合作，采用深信服分布式存储 EDS 承载核心业务数据库，通过对性能、可靠性、容量等方面的升级，
为业务发展打造更为坚实的数据存储根基。

用户痛点

海通期货

海通期货每天有多达 80 万行的交易数据需要同步，同时也要向历史数据库进行插入操作。这就对存储的快速响应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业务数据高并发对存储性能提出高要求

随机性较强的设备故障、人为操作因素，层出不穷的病毒威胁，一旦发生将直接导致业务宕机甚至信息泄露。存储既要具
备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同时面对内部的错误操作、设备损毁等也要具备过硬的容灾能力。

重要数据的长期保存需要更可靠的存储

当数据存储到达一定年限后，就会面临存储容量扩容，人工手动做大规模数据迁移风险较高。传统存储不仅扩容受限，且
高度依赖厂商的技术支持，用户无法自行进行扩容和存储数据内部迁移。

存储扩容及数据迁移需要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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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海通期货采用企业级高端分布式存储架构，创建全闪 SAN 存储资源池，对外提供 ISCSI 给交易 Oracle 数据库。创建混闪
SAN 存储资源池。对外提供 ISCSI 给历史 Oracle 数据库。

提供多重数据安防机制，保障客户业务数据安全

提供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业务效率，满足业务性能需求

深信服 EDS 存储实现超过 50W 的 IOPS，将原有的每天清盘后的交易结算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而在
数据查询方面数据查询时间可缩短 50%，在性能层面充分保障用户的业务效率。

深信服 EDS 存储通过 AI 硬盘故障预测、容灾备份等多层防护机制规避各类不可控的内部威胁，将深信服
20 年的安全能力赋能于存储平台，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提供弹性扩容能力，帮助客户更省心地迁移数据

深信服 EDS 存储兼备按需弹性扩容以及数据自动迁移的优势，既避免了存储资源的过度投资，也避免了
人工进行数据迁移的风险。

交易结算数据库 交易历史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结算 查询 CRM 历史交易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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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 , 证券业正经历经营模式的转变 , IT 技术的进步和投资者交易习惯的改变驱动着行业的数
字化变革，类似于开户填表等纸质化办公模式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更多以计算机、网络为辅的金融信息系统成为办公
的“主角”。

用户痛点

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扩张，当存储空间告急便面临着扩容，但目前的传统 NAS 存储扩容受限于机头，随着
扩容系统性能会越来越差。

国元证券

传统存储性能和容量弹性拓展能力差

目前 NAS 存储面对海量的几十 KB 视频图像、几百 KB 的图片小文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读写性能卡顿，进
行数据调取时将直接影响办公效率。

现有存储系统性能卡顿，影响办公效率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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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主存储EDS
（400TB）

异地灾备存储EDS
（240TB）

规划给其他部门使用
（240TB）

备存储

异步复制

· 档案系统(一柜通系统和移动一柜通系统)
· 云柜台系统
· 网上商城签字协议系统
· 网上开户系统
· 统一账户系统
· ......

主数据中心 灾备机房

分布式存储 EDS，其优势在于扩容不再受限，只需加入服务器即可实现，且性能随着扩容线性增长，彻底摆
脱数据飞速增长带来的存储困扰。

支持性能和容量弹性拓展，满足客户业务增长需求

深信服 EDS 存储引入针对海量小文件读写性能的 PhxKV、PhxCache 等技术，即便面对百亿级别的小文件也
能做到性能抖动不超过 5%。全力保障性能时刻在线，实现底层存储对业务的赋能。

提供高性能存储，解决客户业务性能卡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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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媒体行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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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近年来全国电视台融媒体业务大规模建设和发展。广电总局在 2017 年 9 月 20 日发布《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
展规划》，提出要“适时开播 4K 超高清电视试验频道，推动构建高清、4K 超高清电视混合播出系统”。北京电视台在
2020 年开通 4K 频道，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会进行 4K 全程直播，并开展 8K 试验直播。作为全国领先的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积极带头进行技术难关的攻克预研，打造全国标杆。

用户痛点

北京电视台

安全策略控制管理复杂 

素材传输和制作效率低下

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为标清、高清业务设计的 , 整体效率低下，前端素材采集到后端编辑传输和制作的效率低，
无法满足现在融媒体对于快速采集、快速编辑、快速播出的要求，难以满足 4K 超高清业务对媒体报道实
时性的诉求。

电视台为了保证传入制作网素材的安全性，大多采用 USB 连接多道杀毒引擎进行文件病毒查杀。由于经
过严密的安全策略控制，使得其在生产网之间的策略管理较为复杂，对运维人员能力要求较高。

存储软件和杀毒软件兼容性难保证

目前市场上存在部分存储外部部署第三方杀毒引擎通过局域网进行文件共享目录扫描和查杀的解决方案，
存储厂商和杀毒软件往往是不同的厂商，兼容性难保证。

独立部署杀毒服务器成本高效率低

采用第三方杀毒引擎需要部署独立杀毒服务器，增加用户建设成本。不仅如此，传统的方案需要将待检测
的文件完整发送到杀毒服务器，导致杀毒效率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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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深信服 EDS 分布式存储在为客户提供高并发性能及高可靠性特性的同时，融合了深信服多年的安全积淀，构造出一套高
性能，高安全性的存储解决方案。

海量数据高并发处理：EDS 分布式存储系统具备海量数据的高并发处理能力，通过智能小文件合并、IO 接入点负载均衡
等机制保证存储系统在高并发场景下提供优越的性能表现。

存储智能分级机制： 通过提供多种存储分层机制及高级特性保证存储系统的高性能表现，如通过智能分层、智能缓存、
内存预读等功能提供存储智能分级机制 , 可有效解决融媒体业务素材传输和制作效率低下的问题。

提供高性能存储解决方案

不可信对象区 可信对象区

安全存储集群

查杀结果通知

轻查杀，安全文件将进行
逻辑区域搬迁

从外网网段写入文件 从外网网段下载使用文件

通知 EDR 进行
病毒查杀

4
1 5

3

2

兼容性更好：EDS 分布式存储系统结合深信服多年的安全积淀，为客户构建安全存储资源池。内置深信服自研的 EDR
杀毒引擎，在分布式存储中以容器方式部署轻量级杀毒 Agent，解决存储厂商与杀毒软件的兼容性问题。

运维难度低：对上传至共享存储平台的影音文件和病毒自动触发安全引擎进行病毒查杀。查杀过程无需任何的外部调用
或者人工干预，简化运维难度。

安全一体化：通过容器化部署杀毒引擎的方式，用户无须独立部署杀毒服务器，降低用户部署成本。

打造安全存储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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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CCTV17 以深入宣传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建设美丽中国等为重点，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和“五大振兴”的总要求，讲好中国故事，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支持“三农”事业的良好氛围。

CCTV 农业农村频道将保障高清农业节目制作和播出作为自身 IT 基础架构的重要运营指导，要求存储具备高可靠，高性能，
和运维简洁等特点。

用户痛点

长期以来电视台用户使用磁带库作为媒资归档的目标介质，结合广电 ISV 编目以及检索子系统进行媒资归档系统建设。磁
带库作为上个世纪数据保存的介质，对用户的运维和管理带来了以下挑战：

数据存储离线，数据恢复需要从离线恢复至近线存储用于非线编和备播，较为低效，无法满足高清视频
编辑场景中快取快编灵活编辑的需求。

CCTV17

低效数据恢复

磁带保存对温度、湿度都有要求。保存不当会发生在数据恢复错误，给用户的数据资产带来损失。

可靠性不足易造成损失

磁带存储需要定期维护升级磁带固件，升级 LTO 从而提升磁带读写速率和向后兼容，维护成本高。

运维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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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客户使用深信服 EDS 对象存储进行媒资库存储替换，将离线存储转换为近线存储，提高媒资系统的管理效率并降低维护
成本。

提供硬盘、主机级别冗余保护，保障业务可靠性

提供高效故障自愈机制及防杀毒引擎防护

深信服 EDS 存储提供故障自愈机制，数据修复速度可达 1TB/30min。内置 EDR 杀毒套件，可防病毒入侵，
防数据破坏，数据细粒度恢复，有效防止病毒导致数据被锁，被删而无法恢复的问题。

深信服 EDS 存储可提供硬盘 / 主机级别的故障冗余保护，可有效保证业务可靠性。

基于通用硬件平台，多套存储统一管理，降低运维成本

深信服 EDS 存储每 TB 成本比传统的中端阵列存储价格低 20%，存储软件一次授权终身使用，5 年老旧设
备更新成本降低 60%。支持弹性扩容，性能和容量可线性增长，硬件支持隔代共存，新设备加入，老硬
件可平滑下线退出，可有效帮助客户降低运维成本。

标准接口丰富对接，保证客户业务快速上线

S3 标准接口无缝对接媒资应用软件，保证业务快速上线。

NFS 客户端 CIFS 客户端

WindowsLinUXTM

用户
业务网络

推叠

推叠

千兆，管理网络

万兆，业务网络

万兆，存储内网

存储外网 万兆

存储私网 万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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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案例

教育行业用户案例

南京大学 暨南大学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深圳大学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萧山中学 宁夏海原职业中学 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

南昌理工学院 曲靖师范学院 宁夏理工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江苏理工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绍兴市文理学院

武汉晴川学院 怀化学院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理工大学

南广学院 山西传媒学院 桂林旅游学院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上海现代流通学校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政法学院

厦门国贸教育集团
有限公司 成都理工大学计划财务处 淄博理工大学 天津市静海区图书馆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 阿勒泰地区教育局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海洋大学 武汉市黄陂区教育局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职业大学

宁夏医科大学 衡水中学 南广学院 贵州省财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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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衡水中学始建于 1951 年，是河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近年来，学校遵循“立德树人、全面优质、追求卓越、和谐发展”
的办学方针，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全力践行五大理念，努力提升管理品位，激活了自主创新欲望，激发了文化创造活力，
推进了学校的科学和谐发展。作为深信服的长期用户，衡水中学与深信服在存储、云计算、安全和桌面云产品等各个领域
都展开了深入合作。

用户痛点

随着衡水中学在线视频业务上线，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观看衡水中学高质量教学视频，满足日常教学需求。而随
着非结构化视频数据日渐增多，衡水中学也面临着以下挑战：

河北衡水中学

老式存储扩容困难、管理复杂等问题每天困扰着信息中心。

老式存储扩容困难、管理复杂

随着学校视频业务数据量的不断增长，衡水中学原数据中心平台底层存储的架构、性能和容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原有的存储在架构统一性、性能和容量扩展性上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学校视频业务发展对存储的高要求。 

性能、容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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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基于对深信服品牌和实力的认可，衡水中学最终采用深信服分布式存储解决方案，满足校内外学生高并发访问在线视频需
求，同时也为未来数据扩容提供了平台基础。

数据交互网

视频业务系统

万兆交换机千兆交换机

ESD 节点 1 ESD 节点 2 ESD 节点 n

存储管理平台

业务网

深信服 EDS 存储采用统一存储架构，扩容方便，增加服务器节点，空间能够自动扩展，可在最短时间内满足衡水中学线
上教学需求。同时，扩容时 EDS 后台会自动做数据平衡，不用做配置变更，管理简便，也不会影响业务，可轻松满足学
校未来上线更多业务和视频课程的需求。

提供弹性扩容和数据平衡机制，解决扩容管理难题

深信服 EDS 存储采用分布式设计思路，只需要扩容服务器节点，即可满足学校业务数据量增长过程中对容量和 IO 性能线
性增长的需求。

支持性能、容量线性增长，满足学校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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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山东理工大学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山东省及淄博市共建高校 ，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在疫情
防控特殊时期，保障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是网络信息中心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中将线下课堂全部搬
到线上，做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是首要任务。

用户痛点

山东理工大学

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中将线下课堂全部搬到线
上，学校原有存储无法适应线上教学业务逐渐增长
的性能需求。

随着大量教学工作转移到线上，原有的 FTP 共享服
务器无法支持师生在教学工作中对文档数据的管理
协作需求。

随着大量教学工作转移到线上，核心应用虚机和数
据库亟需一套灾备方案保证数据安全性。

由于学校线上教学课程数据有安全防毒需求，因此
设计存储容灾备份系统时需要考虑杀毒安全防护，
以及操作行为审计等功能。

原有存储性能无法满足线上教学需求 原有 FTP 服务器无法满足文档协作共享需求

线上教学核心数据缺乏灾备方案 线上教学数据缺乏安全防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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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解决方案及价值点

用户使用深信服 EDS 分布式存储系统承载数据中心容灾备份系统以及非结构化文档云平台。

存储性能可线性拓展，适应业务增长需求

深信服 EDS 存储平台可支持集群容量和性能线性扩展，只需要增加节点数量，
即可轻松应对企业现有业务以及未来业务的发展。

提供共享协作平台，满足教学工作的文档协作需求

提供文档云协作平台，对内容存储库的移动访问，文件同步和共享以及跨存储库
的搜索，替代 FTP 共享服务器。

提供免代理备份机制，为学校核心业务提供灾备能力

虚拟机 OS 内无需安装任何代理，通过 LAN-Free 把需要备份的数据直接发送到
共享的备份设备上，不必再经过局域网链路。

内置杀毒引擎，为学校备份数据提供安全防毒能力

融合深信服 20 年的安全经验，内置 EDR 安全杀毒引擎，为学校备份数据提供
安全防毒能力，打造安全存储资源池。

流媒体 SAN NAS Object
WEB 应用 WEB 应用 WEB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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