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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有孚简介



有孚公司介绍

上海有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有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国内领先的“企
业级云计算运营商”。

有孚网络以数据中心（IDC）、软件服务（SaaS）、基础架构
服务（IaaS）、SAP企业云服务(MCaaS)为主营业务，致力于“让
企业信息化更简单”。

有孚网络以云桌面为入口，通过完善的数据网络，将协同办公、
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进行整合，以面向服务的方式提供给客户，
使您的信息化平台更加安全稳定，让您更专注于业务发展。



有孚发展历程



十几年的互联网经验，有孚网络拥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专

业人才组成的网络运维团队和数据中心维护团队常驻自建

机房实施整体运营维护。真正做到快速、及时地对客户的

网络系统、硬件设施故障做出响应，提供解决建议。

拥有自建机房、多个独立运营或合作机房，实力雄厚。对

于建筑、网络、电路、安全、空调、消防、技术等标准要

求非常严格，达到国家A级标准，国际Tier3+标准。

自主建设运营的国定机房具有高达120G的出口带宽与

CHINANET骨干网相连，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无限扩充；

电信线路与20G联通线路、移动1G（可扩充）搭建成双线

双冗余结构，杜绝单点故障，更安全，更稳定。

云主机、 云桌面、以自建机房自身的优势。电信强大的规

模，7*24*365专业技术的维护，经营承包带宽分发，实现

企业的私有云、云桌面的大型项目,得到了区、市领导的高

度认可和支持。

优势运营服务

强大的技术力量

顶级的机房资源

充足的网络带宽

极致的专业服务



资质与荣誉

 微软托管业务中国金牌运营商

 中国高新技术认证企业

 杨浦区区政府重点扶持企业

 中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全网ISP）

 中国IDC产业调查协会最佳企业邮箱大奖

 中国电子商务十年发展最佳服务大奖

 中国双软认证企业

 ISO20000、ISO27001等质量体系认证企业

 中国IDC年度优秀企业邮箱大奖

 中国计算机最佳行业服务大奖



资质与荣誉--信息安全认证

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级：

系统名称：上海有孚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核心网络系统（原名）。

安全保护等级：第二级。

此证书针对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内容，有孚网络是数据中心运营商中唯一一家通过

此认证的企业。如企业使用有孚网络的服务以后，就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公安部信息安

全等级三级的认证工作。

第二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严重
损害，或者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

第三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
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有孚主要业务

IDC SAAS IAAS

VIP机房租用
机房建设
宽带专线
项目集成
主机租赁
增值服务

包括主机安全、主机监控、数据备份
、系统代维、CDN加速等服务

统一沟通
协作平台
在线会议
中继服务
定制开发
系统集成

EDM
顶级域名注册商

云桌面
私有云
混合云
云存储

智慧园区
行业云应用
创新云产品



有孚业务领域

Lync 阳光通

Exchange 阳光邮

SharePoint 阳光库

云会议

公有云/私有云托管

混合云部署



PART TWO

有孚云产品



有孚专有云架构

 专有云架构

 无需投入额外的设备或进行特殊的网络配置

 VPN或专线多种组网方式的数据通道建立

 通过VPN或专线，可连接云端到用户自有云
计算数据中心

 VPN隧道支持：PPTP、GRE、IPSEC 

 支持客户自有设备以云计算数据中心托管形
式接入到混合云环境

有孚云计算数据中心



有孚云资源布局

 超过200G互联网带宽出口

 超过3个B的IP地址储备

 与电信、联通、移动和教育网等骨干网络互联互通

 拥有独立的AS网络号，多线BGP互联

 通过香港节点支持海外业务

 多PoP节点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保障带宽充足、数据传送安全可靠

 各大区域遍布业务节点，满足全球业务部署需求



云平台－资源及服务优势

 强大的云计算数据中心资源

 分布于全中国主要经济节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
等城市。

 总建筑面积100,000m²+，机房面积30,000m²+。

 接入电信、联通、移动、铁通、教育网等多家运营商的骨干
网络，拥有覆盖全国的优质BGP资源。

 完善的分布式环网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数据备份、复制及恢复服务。

 配合本地备份的模式，确保用户数据的完整性、稳定性
、安全性。

 利用全国多个高等级云计算数据中心，建立覆盖各个区
域的整套光纤环网。

 安全的同城/异地灾备方案

 实现一体化的同城/异地备份与容灾体系。

 瞬间恢复，传输带宽精简，数据立即可用。

 多种部署模式，复制策略灵活。

 开放式架构，充分节约灾备扩展成本。

 专业的运维服务体系

 15年以上丰富的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运维管理经验。

 通过ISO9001、ISO20000、ISO27001等国际标准认证
， 具备ICP、ISP、IP VPN等电信增值业务运营资质。

 全年7*24小时不间断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售后服务，提供多
途径保障方式，确保随时随地应对突发状况，快速解决客
户问题。

 资深的客户服务团队

 管理团队：15年以上的互联网、电信运营商、IT行业运营
管理经验。

 运维团队：多年网络、系统、安全等方面经验， 拥有多名
具有CCIE、ITIL、PMP等各类专业技术认证的工程师。

 基建团队：基础设施运维工程师全部持有强电、弱电、空
调等上岗资格证书。



云平台－高度的定制化服务

供电定制

客
户
可
以
自
由
选
择

有孚网络拥有以中国主要经济节点北京、上海

、深圳等城市为中心，辐射其他一、二线城市的多

个高等级云计算数据中心和新一代绿色云计算数据

中心资源，具备十多年丰富的云计算数据中心运维

管理经验，以专业的运维团队和技术团队做强大支

撑，凭借遍布全国的网络传输资源和高可用的带宽

接入资源优势，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云计算数据中心

高度定制化服务。

可提供丰富的机房资源独享模块定制服务，包

括网络、带宽、电力、机房面积、运维服务、可扩

展性、容灾、资源预留等。

机房面积定制

网络运营商定制

运维服务定制

…….

资源预留（机房、电力、库房
&office等）



数据安全保障

Safety

1

统一管理便利

Convenient

2

维护效率提升

High Efficiency

3

移动办公灵活

Flexibility 

4

总体成本降低

low cost

5

有孚云桌面价值体现



架构安全 外设管控 认证机制

安全备份 传输加密 行为审计

所有数据均存储于

政务平台的数据中

心机房，从架构上

保证数据安全

外设管控策略可严格

的控制接入桌面的各

种外设，防止数据被

拷贝带出及外泄

严格的接入认证机制

（动态验证码、账号

密码）保证用户桌面

不被任何其他人获取

备份及快照功能使

得数据不会被丢失

传输加密功能防止

数据在传输过程中

被窃取

用户审计功能使得

的重要文件可追溯

加强政务数据安全保障



 使用云桌面实现办公IT基础设施的标准化。

 通过可定制化的办公桌面模板，针对于不

同工作职责的岗位使用不同的办公桌面，

实现办公桌面的标准化。

 办公应用通过云桌面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实现应用的标准化。

 轻资产重应用，最终实现IT的标准化。
基础设施标准化

办公桌面标准化

应用标准化

IT标准化

标准化办公桌面



技术支撑部门提升运维效率

可根据分管领导的职责来定制相对

的模版，使得不同岗位拥有不同的

权限及硬件配置

快速部署让新入职的人员无需任何

等待即可立即使用云桌面投入到办

公

节省硬件故障恢复时间，终端故障

可替换新终端从而立即恢复办公环

境

避免了重装操作系统的繁琐操作及

时间，可快速进行系统重装/恢复

避免了IT维护人员奔赴现场进行维

护的时间及成本，可方便的进行远

程集中管理维护。

避免了3年一次的硬件更新及折旧操

作的时间及烦恼



政务信息系统统一管理

办公PC型号众多，不同型号的PC硬件和驱动程

序都不一样，不同职能所对应的应用也各不相同。

不同岗位的人员使用需求不一样，多样化的使用

需求带来多样化的软件需求，几乎不太可能统一

办公应用。

每个员工都可以自己安装软件，统一管理困难。

信息系统管理复杂，标准化IT管理难以实现。



单用户多桌面

Windows XP

Windows 7

Windows 8

Linux

云终端

台式机

笔记本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异地同步

远程办公

多种连接模式

移动办公

新形态下的灵活办公模式的扩展

随时
随地

多种
终端

多种办
公模式



全面云计算服务

有孚政务云桌面解决方案

结合有孚云计算服务

软硬件设备 企业带宽 微软正版

技术支持 运维服务

云计算服务

信息代维高新软件



PART THREE

四方云涌●有孚相伴



有孚专有云带来的改变



有孚专有云带来的改变

有孚专
有云

自建

混合租用

1、自建模式

企业所有，自行运营。企业自建自用，基础资源在企业数据

中心内部，运行维护也由企业自己承担。有孚云方案提供符合企

业的量身定做的云解决方案。

2、租用模式

企业租赁，资源独占。 由有孚阳光云方案提供虚拟服务资源，

如网络、服务器、存储等，用户只需像租房子一样按需付费即可

使用资源，从而减少大额度的资金投入，灵活使用资源。

3、混合云模式

一部分物理服务资源和一部分虚拟资源混合使用，即部分云

化的模式；或一部分应用使用公有云资源，一部分应用使用专有

云资源的混合模式。



有孚专有云的优势

建设专有云方便企
业管理，更可以按
需提供控制面板

资源按需操控
享受定制化服务

多重安全认证体系，
并采用独有的重要

保护策略

海量资源、专业团队、及时响应服务



控制面板登录界面



控制面板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性能管理



网络安全

集群模式稳固系统

形成服务器集群，解决硬
件、软件系统故障

增加防护，解决人为失误
造成的系统停止情况

交换机两两堆叠

增加端口，线速均衡，增
强交换能力

简化管理，解决网络传输
瓶颈

双线上联冗余

网络快速收敛 防止单节点故障

负载均衡+防火墙

加强网络数据处理能力、提
高网络的灵活性和可用性。

安全防护，阻挡攻击，形
成安全屏障



三套管理体系

 根据三种标准体系为量身定制适合的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

 合理配置的人才梯队和响应机制

 有效循环的故障报警机制

CSA STAR Certification

ISO 20000

ISO 27001

严
格
度

CSA STAR Certification

 云安全联盟等级评估认证体系：平衡ISO27001管理系统标准和CSA云服务控制矩阵的要求。

ISO 20000质量管理体系

 着重于通过“IT服务标准化”来管理IT问题，即将IT问题归类，识别问题的内在联系，然后依据服务水准协议

进行计划、推行和监控，并强调与客户的沟通。该标准同时关注体系的能力，体系变更时所要求的管理水平、

财务预算、软件控制和分配。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第一部分对信息安全管理给出建议，供负责在其组织启动、实施或维护安全的人员使用；第二部分说明了建立

、实施和文件化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MS）的要求，规定了根据独立组织的需要应实施安全控制的要求。



交易系统

数字连接

社交媒体

移动体验

高级分析

协同商务

实时政务需要实时交互



高安全的数据中心服务

• 北京-永丰E-Data云计算数据中心

 机房类型：第三方数据中心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园区

 等级：国家A级机房标准

 线路：联通、电信、BGP

 机柜规格：可定制的标准服务器机柜



北京永丰E-DATA地理位置

五环路

安泰

六环路

稻香湖

6km

8km

北清路

京新G7

北清路

京新G7
京藏G8

京藏G8

三环路

四环路

二环路

天安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

丰产业园区·丰慧中路

 最近的主干道：北清路

 地铁16号线永丰站

 距离北五环 8 km



北京永丰E-DATA概况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产业园C区·丰慧中路

 建筑面积：单层建筑面积7160㎡，总建筑面积3.5万㎡

 机柜数量总规划约： ≥8000个

 设计标准：国标A级机房，T4标准设计

 园区外市电引入：60000KV

 园区外市电回路数：2路



北京E-DATA建筑概况

 “E”型建筑，主体模块分为B1、B2、B4、B5、B6、B7、B8共7个模块，本次与联通合作

B5、B6两栋楼

 地上5层结构，单层建筑面积7160㎡,目前总建筑面积3.5万㎡

 建筑距红线：

• 西侧：30 m
• 南侧：25 m
• 北侧：8   m

 东侧建筑：

• 38 m

 停车位：

• 南侧54个；西侧62个

 红线内绿化带：

• 西侧纵深16 m

B1
B2

B4

B5
B6

B7

B8

科技厂房

丰贤中路

永腾北路

永澄北路

丰慧中路

北清路方向

北清路方向

目前厂区入口



北京E-DATA规划机柜数量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B1：354

B2：242

B1：354

B1：363/极限391 B1：350/极限377

B2：252

B2：252/极限280 B2：280/极限308

B4：302 B4：312

B4：312/极限360 B4：336/极限384

B5：312 B5：312

B5：312/极限360 B5：312/极限360

B6：280 B6：280

B6：280/极限308 B6：280/极限308

B7：二层办公 B7：317

B7：341/极限371 B7：341/极限371

B8：135 B8：135

B8：140/极限154 B8：130/极限143

B1 B2 B4 B5 B6 B7 B8

2层 354 242 302 312 280 0 135 1625

3层 354 252 312 312 280 317 135 1962

4层 363 252 312 312 280 341 140 2000

5层 350 280 336 312 280 341 130 2029

普通 1421 1026 1262 1248 1120 999 540 7616



北京E-DATA平面规划图

 空调系统区

• 3个区域共计3个系统

 空调配电区

• 3个区域共计3个系统

 IT配电区

• 7个区域共计18个模块

 钢瓶间

• 系统02

 室外设备

• 柴油发电机（15个集装箱：12用+3备）
• 地下油库（50m³ x 12个 ：3+5+4：满72h）
• 冷却塔（10个：2+1；2+1；3+1）
• 地下蓄冷水罐：总计6500m³（满载2h）

空调系统模块变压器/动力配电模块

变压器/UPS模块 电池模块

系统A

系统A

系统B 系统B

系统C 系统C

3个模块

3个模块

3个模块

3个模块

3个模块

1个模块

2个模块



高安全的数据中心服务

• 上海-外高桥L-Data云计算数据中心

 机房类型：第三方数据中心

 地址：上海市外高桥自贸区

 交通：距陆家嘴金融中心22.3KM，虹桥机场44.3KM，

距浦东国际机场36.2KM

 等级：Tier 3+ 

 线路：联通、电信、BGP

上海外高桥L-Data
云计算数据中心



高安全的数据中心服务

上海-国定云计算数据中心

机房类型：电信数据中心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323号5、6层

交通：距市中心11KM，距虹桥机场23.2KM，距浦东国际机场39.1KM

等级：Tier 3+

线路：电信、联通、铁通、移动、BGP

电力：35KV独立变电站，两台10KV变压器切换供电，总用电容量5000KVA

机柜规格：标准42U机柜，标配10A，最高20A电流

承重：机房地板承重1000kg/㎡

上海国定
云计算数据中心



高安全的数据中心服务

香港-新世纪电讯云计算数据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禾塘嘴街55号世和中心

交通：距大窝口地铁站860M，距香港国际机场26.5KM

等级：Tier 3+ 

电力：600kVA UPS 电源支援AC电力，备有2小时燃料

的1500kVA AC 发电机

线路：电信、BGP

机柜规格：标准42U机柜，标配10A，最高20A电流

承重：承重能力为1000kg/㎡



PART FOUR

应用场景分析



解决方案实施效果

通过自建专有云解决方案的 实施，

某金融企业IT架构发生了一下变化：

1、服务器硬件资源利用率提高，IT

运维管理难度降低；

2、公司网络采用双线接入，链路、

应用都做了冗余，避免了单点故障；

3、优化了邮件服务，搭建了即时通

讯服务器，确保了内部员工的通信，

提高了工作效率。



解决方案实施效果

通过有孚定制化专有云解决方案的实施，

汇航解决了如下问题：

1、 云方案根据客户的网站实际运营情况

提供高可用的定制化集群式解决方案；隔

离内外网络，实现web集群的高可用；

2、数据库采用主从设计，保证数据安全可

用，并根据用户网站的实际访问需求定制

承载数量，合理控制并发需求；

3、按需定制的负载均衡服务，使其承载量

均衡，资源合理利用，网页打开速度变快。



跨分公司之间出差的场景

在目前传统的模式之下，这

部分人员必须配置笔记本电脑，

以保证用户在不同的子公司之间

也能够获取到自己的办公桌面。

总公司集团内部会议场景

保险公司经常会召开集团性会议，

这些会议会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分公司

的人员参与。参与者必须实现准备好

会议资料，拷贝到会议所使用的公共

电脑中，从而导致公共电脑存在数据

安全风险，同时也导致这些共用电脑

难以维护。

账号绑定机制

每个用户有自己的账号，

可以在公用机的终端中进

行登录到自己的办公环境。

有孚云解决方案

在公用区域中，使用云桌面替代传统PC，将依据于下述各种

功能特新解决目前移动办公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系统独立机制

不同的账号在公用机中所

获取到的桌面均不相同，

不需要公共的操作系统来

供大家使用。

账号B

账号A

账号C 公用
云终端

办公桌面C

办公桌面B

办公桌面A

移动办公应用场景



批量管理云桌面 网络访问权限控制

结合AD域管理

云终端离线管理

A
D

CDM
S

Off 
line

终端软件

黑白名单管理

在日常办公应用场景中，使用云桌面替代传统PC/笔记本，将利

用云桌面的下述各种特性解决目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个性化独享桌面

PC/笔记本都是在日常office办公中的使用:

应用相对复杂。每个用户所需要使用的office办公软

件都不大相同。

软件管理复杂。每个用户所使用的桌面都可自由安装

软件，这样一来对于企业内部的软件管理带来难度。

IT维护难度较高。IT管理人员需要对复杂的应用环境

进行逐个分析，逐个解决日常办公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维护工作量大，工作繁琐。

有孚云解决方案
办公室办公应用场景



目前存在部分用户的数据安全保密场景：

保险公司内部的数据安全性非常重要，很多数据

是不允许出现丢失/外泄的情外泄，这种方法可以

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但是还是况。现阶段，内部有

的通过使用终端控制软件以及加密软件来防止数据

的会存在数据丢失的风险。

Finance

Design

PC

云桌面

分布式存储机制

登陆

验证码

双向传输控制

移动存储设备管控 用户审计报表

管理员权限划分

动态验证码

有孚云桌面解决方案
信息安全场景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