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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
平台的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

在数字化换转型大潮的推动下，组织的业务云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这激发了市场对于

云服务的旺盛需求，云数据中心的规模在不断扩展，环境也日趋复杂。对于云服务运营

商以及提供商而言，如何通过云计算管理平台高效管控与调配云计算资源，成为其践行

云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北京海云捷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捷迅）推出了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

台，致力于支持企业及用户实现弹性和自动化的资源管理。该平台支持通过 SaaS 模式

提供服务，允许多个企业共享一套 AWCloud 云管平台，管理各自的云数据中心。此

外，通过结合海云捷迅合作伙伴生态，这一平台还可帮助用户实现私有云、混合云等多

种云解决方案。其 “积木堆叠式” 弹性扩容方便企业按需升级，满足企业不同时期的 IT 

基础设施需求。

海云捷迅与英特尔联合推出了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的英特尔® 精

选开源云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搭载了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以及第

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英特尔® 傲腾™ 固态

盘、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英特尔® 以太网融合网络适配器等硬件，并针对广泛

的云工作负载进行了测试验证和性能优化，达到了相关的性能指标，为业界最终用户部

署云管理平台提供了重要参考架构。

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为云化战略赋能

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是一款用于统一管理多种云资源的云计算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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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自身业务的增长实现弹性扩容、按需升级。它能够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基于数据中

心、部门、项目等不同的维度对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和计量统计。

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具备虚拟资源管理、监控管理、工单管理、身份管

理、日志管理、系统管理、MaaS 物理机管理、混合云管理等功能，并具备以下优势：

• 智使用：云管平台可以自定义组织结构，针对不同的角色分配不同的权限，还支持将

挂载在物理机上的 USB/GPU/FPGA 等设备透传给云主机，并提供了完整的云主机全

生命周期管理功能。

• 智运维：云管平台采用去中心化、全对称的分布式架构，可有效利用物理资源，消除

单点故障。其还支持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和策略，经济地自动调整弹性计算资源的管

理服务。

“ 我 们 联 合 推 出 的 基 于 海 云 捷

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

的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

案中，搭载了英特尔最新的硬

件技术，使私有云的性能达到

了新的高度。经过双方技术人

员的性能调优和验证测试，无

论从虚拟机的批量创建速度和

成功率上，还是计算和存储性

能上，均达到了预定目标。通

过 海 云 捷 迅 分 布 式 全 对 称 架

构，最小三节点就可以部署一

套私有云，同时产品还在基础

上扩展了更多的高负载应用场

景，能够满足用户更加严苛的

交付要求。我们期待这一开源

解决方案能够为更多用户解决

上 云 、 用 云 过 程 中 的 实 际 问

题。”

— 李华

北京海云捷迅科技有限公司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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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运营：云管平台支持统计并展示出各种类型资源的使用量

及其排行，更加有利于管理员进行资源整合分析，避免产生

僵尸资源，从而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

• 智部署：云管平台可根据安装部署的物理主机规模及对接的

存储设备，支持软件交付模式以及预交付模式。云管平台底

层 OpenStack 模块部署实现容器化部署，支持动态升级和

更新平台。

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的

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
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Intel® Select Solutions for 

Open Cloud）是一个以 OpenStack、Ceph 和  Kubernetes 

等开源基础设施软件为核心组件，基于英特尔的硬件产品，针

对虚拟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工作负载进行性能验证和优化的

全栈解决方案。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的英特尔® 精选开源

云解决方案包括了软硬件产品，可以充分发挥英特尔硬件在开

源软件定义基础架构等方面的优势，满足了现代化数据中心的

要求，能够为电信、金融、政务、电商、医疗等行业用户提供

弹性可扩展、高可用、高性能的云服务。

什么是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是一系列经过验证的硬件与软件

堆栈，针对特定的软件工作负载进行了计算、存储和网

络方面的优化。这些解决方案的开发源于英特尔与行业

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深入合作，以及与全球领先数据中心

和服务提供商的广泛协作。

若要符合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条件，解决方案提供

商必须：

1. 遵循英特尔规定的软件与硬件堆栈要求

2. 达到或超过英特尔参考基准性能阈值

3. 发布帮助客户进行部署的详细实施指南

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自行开发优化功能，为解决方案增

加更多价值。

图 1. 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的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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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能验证和优化的过程中，英特尔与海云捷迅针对云平台的相

关工作负载进行了性能的验证和优化，通过配置精选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等硬件，可以充分发挥出海云捷迅 AWCloud 的管理优

势，且具有出色的总体拥有成本（TCO）。该解决方案涵盖软

硬件两端，并且经过充分的兼容性与稳定性验证，可以帮助行

业用户显著降低项目前期的选型和测试成本，并实现系统的快

速上线和部署。

通过基准性能测试进行性能验证

针对海云捷迅 AWCloud 用户在性能上的不同需求，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提供了 “Base” 与 “Plus” 两种配置选择

（配置列表如附录 1）1，用户可以根据成本预算、性能的实际

要求，选择更符合自身需求的配置方案，从而降低解决方案部

署所需要时间与成本，提供优化的性能。

海云捷迅以 “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 提供的参考设计为

基准进行了测试验证，经过与英特尔的原始结果进行比较，达

到了英特尔规定的性能指标。

让企业与组织上云更安全、更便捷、更高效 

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的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为用

户提供了集软硬件、管理能力为一体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有助

于用户打造 IT 基础架构模块化、业务模块松耦合的云数据中

心，实现一站式上云，确保项目所承载业务的动态扩展和新业

务快速上线，能够加速政府和企业上云进程。

海云捷迅 AWCloud 与英特尔领先的软硬件技术结合，能够帮

助用户对于私有云及混合云进行高效管理，提升资源利用率并

支持灵活交付，满足云数据中心建设、传统数据中心改造上

云、混合云统一管理、分支机构 IT 资源统一管理等不同场景

的应用需求，加速业务的云化进程。

附录 1 ：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的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 “Base” 与 “Plus” 配置单

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的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 Base 配置单

6 nodes 3 controller 3 compute/storage

处理器
2x Intel® Xeon® Gold 5118/5218 CPU at 2.30 GHz, 

12C/16C or higher

2x Intel® Xeon® Gold 5118/5218 CPU at 2.30 GHz, 

12C/16C or higher

内存 192 GB or higher 192 GB or higher

持久内存 NA (optional) NA (optional)

启动盘
1x Intel® SSD DC S4510 or higher series at 480 G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1x Intel® SSD DC S4510 or higher series at 480 G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存储缓存 NA (optional) NA (optional)

存储盘
1x Intel® SSD DC S4510 or higher series at 1.92 T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4x Intel® SSD DC S4510 or higher series at 1.92 T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数据网络
2x 10 GB Dual-Port Intel® Ethernet Converged Network 

Adapter XXV710-DA2 SFP+ or better

2x 10 GB Dual-Port Intel® Ethernet Converged Network 

Adapter XXV710-DA2 SFP+ or better

Workload Base Configuration Plus Configuration

Storage
• 8k Block, 70% read 30% write: >40K IOPS @

<25ms latency

• 8k Block, 70% read 30% write: >70K IOPS @

<14ms latency

VM Orchestration/
Virtualization

• 100% success rate

• >200 VM @<150 sec VM launch time (95%ile)3

• 100% success rate

• >=1000 VM @ <=150 sec VM launch time (95%ile)3

In-memory Database
• >20 instances4

• >450,000 ops/sec @1ms SLA

• >=60 instances4

• >600,000 ops/sec @1ms SLA

表 1. 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 “Base” 与 “Plus” 配置性能指标



1 配置 1 — Base：截止 2019 年 11 月由英特尔开展的测试。6 节点：3 个控制器节点，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5218 处理器 @ 2.30 GHz，16 核，总内存 192 GB，1 块 480 GB 英特尔® 固态

盘 DC S4510，4 块 1.92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2 块 10 GB 双端口英特尔® 以太网融合网络适配器 XXV710-DA2 SFP+；3 个计算/存储节点，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5218 处理器 

@ 2.30 GHz，16 核，总内存 192 GB，1 块 480 G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4 块 1.92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2 块 10 GB 双端口英特尔® 以太网融合网络适配器 XXV710-DA2 

SFP+。

配置 2 — Plus：截止 2019 年 11 月由英特尔开展的测试。6 节点：3 个控制器节点，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5218 处理器，16 核，总内存 192 GB，1 块 480 G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

1 块 1.92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2 块 10 GB 双端口英特尔® 以太网融合网络适配器 XXV710-DA2 SFP+；3 个计算/存储节点，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22V 处理器，20 核，总内

存 384 GB，1.0T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8 个插槽/ 128 GB），1 块 480 G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1 块 375 GB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4 块 12.0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2 块 10 GB 双端口英特尔® 以太网融合网络适配器 XXV710-DA2 SFP+。

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及功能，上述任何要素的

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www.intel.com/benchmarks

本文并未（明示或默示、或通过禁止反言或以其他方式）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许可。英特尔未做出任何明示和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适合特定目的及不侵权的默示保证，以及在

履约过程、交易过程或贸易惯例中引起的任何保证。

英特尔运营所需的任何商品和服务预测仅供讨论。就与本文中公布的预测，英特尔不负有任何购买责任。本文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发生变更。关于英特尔最新的产品规格和

路线图，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

零售商处获得，或请见 intel.com

在特定系统的特殊测试中测试组件性能。硬件、软件或配置的差异将影响实际性能。当您考虑采购时，请查阅其他信息来源评估性能。关于性能和基准测试程序结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benchmarks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自行审核该等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文中涉及的其它名称及品牌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的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

基于海云捷迅 AWCloud 的英特尔® 精选开源云解决方案 Plus 配置单

6 nodes 3 controller 3 compute/storage

处理器
2x Intel® Xeon® Gold 5118/5218 CPU at 2.30 GHz, 

12C/16C or higher 

2x Intel® Xeon® Gold 6222V CPU at 1.80 GHz, 20C or 

higher

内存 192 GB or higher 384 GB or higher

持久内存 NA (optional)
1.0TB (8 x 128 GB, 288-pin) Intel® Optane™ DC 

Persistent Memory

启动盘
1x Intel® SSD DC S4510 or higher series at 480 G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1x Intel® SSD DC S4510 or higher series at 480 G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存储缓存 NA (optional)
1x Intel® Optane™ SSD DC P4800X or higher series at 

375 G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存储盘
1x Intel® SSD DC S4510 or higher series at 1.92 T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4x Intel® SSD DC P4510 or higher series at 2.0 TB or 

larger capacity drives

数据网络
2x 10 GB Dual-Port Intel® Ethernet Converged Network 

Adapter XXV710-DA2 SFP+ or better

2x 10 GB Dual-Port Intel® Ethernet Converged Network 

Adapter XXV710-DA2 SFP+ or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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