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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双软企业

江苏省双创人才企业

南京市科技创业家企业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南 京 道 熵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是 国 内 领 先 的 云 计 算 ， 大 数 据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厂商与技术服务商。

公司在瑞士苏黎世和中国南京设立双研发中心，洞悉世界最前沿技术

趋势，依靠先进的虚拟化、闪存优化存储、超融合、高性能计算、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技术帮助用户构建更加灵活，可信可靠，性能容量按需扩展的

信息化基础架构平台与定制化IT解决方案，包括两地三中心高可用数据中

心，远程容灾与恢复，基于公有云的数据备份和容灾。

道熵专注于满足用户业务持续性（24X7）与数据安全保护的需求，

"万无一失，方为存储"的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客户所接受。

企业简介

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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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9001 14001专利产品

Rigi闪存优化磁盘阵列 Titlis超融合云平台Titlis统一集群存储

道熵产品线

我们的资质

我们的客户

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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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熵Rigi闪存优化磁盘阵列是面向企业级应用的新一代统一存储产品。凭借软件定义存储操作系统，模块化硬件设计，和

前瞻的智慧闪存技术，Rigi闪存优化磁盘阵列在数据安全、IO性能、存储效率和易管理性等方面居于业界领先水平，更好地满足

企业大中型数据库OLTP/OLAP、服务器虚拟化、桌面虚拟化（VDI）、ERP/CRM/PLM、数字媒体、互联网应用、医疗

HIS/PACS信息系统等各种关键业务的数据存储需求。

传统的商业存储解决方案在数据安全上依赖于硬件的

冗余，无法完全去除数据丢失风险。Rigi存储磁盘阵列利

用在线数据完整性校验机制确保数据的万无一失，结合其

他技术手段，将存储系统的安全等级显著提升。

Rigi5000系列

磁盘阵列

Rigi6000系列

磁盘阵列

Rigi3000系列

磁盘阵列

存储虚拟管理(SVM)平台

易捷管理WEB UI二级缓存加速

Raid条带技术

在线数据完整性校验

在线数据压缩

精简配置

快照与复制

存储虚拟化

SAN/NAS

在相同价格水平，Rigi存储磁盘阵列IOPS性能超越传

统磁盘阵列4-5倍；针对服务器虚拟化和办公桌面虚拟化

VDI，使用效率显著提升。

传统的磁盘阵列通过增加10/15 kRPM的高速旋转硬

盘来提升性能。这类硬盘转速高，不仅消耗更多能耗，而

且单位空间容量较小。

Rigi闪存优化磁盘阵列使用高可靠大容量硬盘作为终

端存储媒介，优化单位空间以获取最大存储容量，同时使

用在线数据压缩、瘦供给技术，将容量效率提升至同类产

品的5倍以上。

Rigi存储磁盘阵列采用虚拟化技术融合智能化管理，

通过直观简洁的WEB Ui来完成从前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完成

的管理维护，不仅降低了人为因素导致的失误风险，而且

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

客户价值1：高安全

客户价值2 高性能：

客户价值3：容量效率: 大容量硬盘的应用

客户价值4：管理效率: 无需专业存储管理知识

Rigi闪存优化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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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数据

完整性校验
在线数据压缩固态闪存加速 实时性能监控 故障自动诊断与恢复

秉承"万无一失，方为存储"的理念，道熵将传统磁盘阵列与分布式存储技术强强联合，具备以下多项核心技术

优势：

客户价值

更强扩展

支持Scale-up和Scale-out扩展机制

节点数可达

最大容量可达

256个

100PB

更高性能

高效DRAM和固态硬盘两级缓存机制

Cache命中率可高达

IOPS最高可达

读写带宽可达

95%

800K 

20GB/s

更高可用

7个9 （99.99999%）高可用性

任何一个节点可停机维护

存储虚拟化：

将各个节点内的物理磁盘组成一个存储资源池，有效将工作负载均衡到各个物理磁盘，同时存储池自身具备

磁盘故障处理和恢复功能，避免单个物理磁盘遭遇性能瓶颈；

存储池化可大幅度降低虚拟磁盘的个数，从而提升系统的横向扩展能力。

闪存优化性能：

采用道熵独有专利技术，在内存和固态硬盘两个层面实现高效率热点数据及元数据的自动识别和缓存；

将随机写工作流转化为顺序写工作流，大幅度提高硬盘写入数据能力。

在线数据完整性校验和数据自修复机制：

两级数据保护：采用节点内RAID技术和节点间副本或纠删码相结合实现数据自修复；

每个数据块在写入时系统自动产生一个256位校验码并与数据块分离保存；

每次读数据时，在线计算数据校验码并与相应的校验码对比；

如不一致，则表明数据损坏，触发数据自修复机制，确保用户数据安全无误。

关键技术

核心优势

Titlis统一集群存储采用新一代高速互联分布式处理架构，不仅具备分布式存储的高扩展性之外，更是独创性地

将传统磁盘阵列技术融入，成为业界领先的具备高可用、高可靠、高性能、高扩展性的高端存储解决方案，为

Openstack云计算平台、超融合、大数据应用、数据库、容灾备份提供安全可控、高效持续、异构灵活的存储基础

架构，为企业关键业务提供保障。

Titlis统一集群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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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Eye 

可
视

化
性

能
监

控
与

健
康

管
理

KVM虚拟

化管理

虚拟机集群与高可用管理

iSCSI/FC
Qemu
Libvirt

NFSv3
CIFS

Openstack
Cinder

存储分布

式管理

卷快照 精简配置 QoS管理 备份

随机数据分配

存储

虚拟化

端到端
数据校验

在线数据
压缩

数据
去冗余

数据加密

精简配置
SSD
缓存

无限制
快照

数据
自恢复

存储

硬件层
X86 CPU

SAS/SATA
机械硬盘

固态硬盘
10/40 Gb

网络

Titlis超融合2.0云平台架构图

TM

Titlis超融合2.0云计算平台

作为全球技术领先的存储专家，道熵的铁力士(Titlis)云平台以标准X86 服务器为硬件模块，采用KVM虚拟化技术和道熵独辟

蹊径的分布式存储技术等软件定义技术，将基于通用X86服务器的物力资源进行融合，定制化提供业务所需的计算、存储、网

络、安全等资源，从而为用户提供按需横向扩展、开箱即用、资源统一管理、运维便捷的高可用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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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

虚拟机性能可达物理服务器性能的95-98%；

内存/CPU平均使用效率可达80%以上。

高可用

无单点故障，任何节点可停机维护，而不影响

整个虚拟化平台正常工作。

高安全

在线数据完整性校验与自修复机制，确保读出

的每个数据都是写入的数据，有效预防静默错

误造成的安全隐患。

高扩展

随需增加节点数或节点内磁盘数，每个节点可以是

单纯的计算节点或存储节点，或复合型计算与存储

节点。

简化运维

直观的Web UI 图表分析，故障自

动诊断、报警、自动修复。

，周期性能

容灾恢复

支持双活数据中心、数据异步或同步远程复制；

支持数据备份/迁移到公有云平台。

云计算
开发

测试

虚拟化

平台

虚拟

桌面VDI

分支

机构

1、Titlis超融合2.0软件套件
道熵根据应用需求提供硬件方案建议，由用户自行采购硬件后，装载Titlis超融合软件套件。

Titlis超融合兼容所有主流X86服务器品牌如戴尔/浪潮/联想/曙光/华为，可避免硬件厂家锁定，保证用户在硬

件、软件、许可和支持等方面都拥有最大的灵活性。此外，Titlis超融合云平台还可以利用现有服务器及SAN/NAS设

备进行部署，充分利旧。

2、Titlis超融合2.0设备
Titlis超融合设备由道熵联合Supermicro和Intel定制集成，是实施Titlis云平台解决方案的最便捷方式。仅用3台

标准机架式服务器， 或两台2U双节点服务器， 或一台2U四节点高密度服务器， 即可提供完整的虚拟化计算和分布

式存储功能，经济而高效。

借助Tit l is超融合，IT部门能够从小规模起步，无中断地添加设备，轻松扩展容量和性能，大大降低初始采购

成本。

最佳业务范围

用户价值

部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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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熊猫G108项目是南京市"一号重点工程"，其8.5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更是国家级的显示技术研

发中心，因此在项目规划伊始，就计划用桌面虚拟化系统代替传统桌面办公，以科技求效率。

代号为TFT-LCDG08项目VDI部分共有3300多个点，其中2000多个点用于生产，1300多个点用于办公，这使得该项目成为

当时江苏省最大点数的VDI系统。

中电熊猫8.5代线产品惊艳面世

道熵存储保障3300点虚拟桌面

客户企业介绍

客户需求

中电熊猫对项目中的产品要求较高，而作为VDI的技术核心，存储除了与服务器、虚拟化软件等部件之间积极配合保证

兼容，确保数据安全及生产环境使用零宕机等之外，更需要保证产品性能，以较大数据吞吐量，高IOPS，保证用户的最佳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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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客户端

服务端平台

FC SAN交换机

瘦客户端

服务端平台

FC SAN交换机

生产用

机头1 机头2

SAS JBOD机箱

混合闪存双机磁盘阵列

远程灾备系统

混合闪存双机

磁盘阵列

本地备份系统

存储系统数据

存储一般数据

全闪存双机

磁盘阵列

办公用

解决方案

结合客户的具体需求，道熵为其量身定制了整套HA存储系统解决方案。针对办公场景对于读写性能的高要求，特别配置一套

全闪存磁盘阵列作为所有办公用户系统数据的存储；一套高性能混合存储作为常规数据的存储；内含一台全闪存 JBOD用于读取前

端系统副本的热数据；同时提供一套本地备份系统，对用户重要数据和服务器模板进行安全备份。同时，生产用系统对于存储容

量和安全生产的要求高于性能要求，道熵为此配备一套高性能双机头混合存储以保证数据安全，以HDD+SSD的混合方式，在保

证高吞吐量的同时平衡性价比，另外，道熵特别配置了远程灾备系统，对3300点的全部业务进行整体备份，确保数据安全万无一

失。

该解决方案在道熵“软件定义存储”的技术基础上，针对中电熊猫VDI项目的实际需求进行优化，为客户提供企业级高可用

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不仅全面保障用户VDI业务连续性，更以卓越的存储性能保障各项关键应用高速运行。

项目前期，道熵专门成立项目团队，第一时间响应中电熊猫的任何需求和疑问。道熵用完美的方案和合理的报价获取了客户

的肯定，披荆斩棘，赢得了此次省内最大VDI项目的存储设备供应权，与国际知名厂商VMware和HP一起，为中电熊猫TFT-LCD 

G08项目数字业务转型助力。

经过多次的协调沟通，历时三个月，道熵和友商公司顺利完成了此次虚拟桌面系统的前端和后端的部署，道熵存储的IOPS总

值达到50万，比客户要求高出10倍，完美支持了3300个点的虚拟桌面的日常使用，解决了常规VDI项目避之不得的"启动风暴"的

问题。

2016年1月，项目实施完成并正常运行一年后，正式完成验收工作。至此道熵存储支撑3300点高负荷VDI应用的实力不证自

明，为更多的用户带来了存储解决方案的新选择：道熵。

客户收益

8道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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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是从事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大型信息系统顶层设计、工程总体研发及综合集

成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道熵分布式存储

助力中国军用大数据建设

客户企业介绍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军用平台对数据存储的高性能、高可用性和可扩展性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SAN和NAS存

储存在着扩展性能差的弊端，无法直接应用在大数据场景。

开源分布式存储技术实现了将数据分布存储在大量X86服务器上，从而解决了横向扩展的问题，不过却无法拥有传统高端磁

盘阵列的IOPS性能和稳定性。

客户需求

道熵铁力士存储是业界首创的将传统磁盘阵列的高性能、高可用等优势与分布式文件系统的高扩展性有机结合的分布式存储

系统，为客户提供安全可控、高效持续、异构灵活的存储基础架构。

解决方案

9道熵案例
CAS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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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力士集群控制器之间采用自主缓存和分布式算法智能调度缓存相结合，最大程度提高缓存的效率，总缓存容量可达到

200TB及以上；业务访问接口采用模块化设计；在控制器之间, 存储节点交换网路带宽可达到4096Gb。根据道熵SVM独特的算

法，Cache命中率可达90%；结合SVM随机写转顺序写的技术，节点IO性能可提高5倍。此外，支持快照、复制、多点多地镜像

等特性，提供全面的数据保护。

铁力士分布式存储同时支持块存储（SAN）、文件存储（NAS）、对象存储（Object），为大数据平台提供了统一API存储

访问接口。通过闪存加速和压缩、去冗余、快照克隆/还原等技术，提高了存储的高性能、高利用率、高安全性，为大数据平台提

供安全、可靠、高效的虚拟镜像存储和块存储。

客户收益

自主可控

高安全性

道熵铁力士集群存储已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多项核心技术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属于自主可控存储软件，保障军事机密不损

失、不泄露，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

节点内的安全保护：创新采用虚拟存储池作为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存储单元（OSD 节点内部由SVM系统提供

RAID、数据自动校验、自动恢复等保护措施；

节点间的多重数据保护：节点间采用双副本保护，并在备份存储上有独立备份，多重方案，确保数据"万无一失"；

实时监控，自动报警：自带的SkyEye性能监控与健康管理平台，为用户提供定时和实时的数据报表，可提前预判集群故障

点，让运维更轻松。

），数据在

SkyEye 

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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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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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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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存储分布

式管理

卷快照 精简配置 QoS管理 备份

随机数据分配

存储

虚拟化

端到端
数据校验

在线数据
压缩

数据
去冗余

数据加密

精简配置
SSD
缓存

无限制
快照

数据
自恢复

存储

硬件层
X86 CPU

SAS/SATA
机械硬盘

固态硬盘
10/40 Gb

网络

TM

接口管理

iSCSI/FC
Qemu
Libvirt

NFSv3
CIFS

Openstack
Cinder

MongoDB HDFS S3/Swift PO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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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是为振兴南京老

电子工业基地，由中国电子与江苏省、南京市联合投资成立，产业基础雄厚，

科技创新体系完善，拥有"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成都中电熊猫第8.6代液晶面板项目由中电熊猫与成都市合作建设，项目

建设期间多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关注，投产后为国产高端液晶面板市场

增添了新的竞争力。

道熵助力 打造中电熊猫

中国8.6代液晶面板

客户企业介绍

解决方案

道熵为客户提供3套瑞

吉（Rigi）220用于核心机

房系统本地备份，1套恩吉

（ Engelberg） 8000存 储

用于远程异地灾备系统数

据备份。

道熵磁盘阵列基于统

一存储理念，采用盘控分

离架构设计，可支持SAS、

近 线 SAS、 SATA磁 盘 及

SSD固态磁盘，具备极佳的

扩展能力，是备份存储理

想解决方案。

定制化解决方案为业务系统数据量身打造的备份存储，不仅在存储容量、存储性能上满足了备份需求，而且在接口类型、备份

软件对接上同样做到了按需定制、完美兼容。

高效的闪存优化技术和随机写转顺序写功能将存储的IO性能提高3倍以上，充分满足备份窗口期内大量文件读写的需求，备份时

间缩短50%，RPO时间缩短60%。

冗余的盘控分离架构设计提供了横向扩展和纵向扩展能力，系统扩展简便易行。

客户收益

8.6代液晶面板项目IT系统建设呈"两中心多系统多类型"的特性。整体拥有

核心数据机房和远程备份机房，核心数据机房承载主业务系统和本地备份系

统，远程备份机房建设异地灾备系统。核心数据机房业务系统包含桌面虚拟化

（VDI）、客户信息管理平台CIM、质量管理系统QMS、仓库管理系统WMS、

产品信息系统PIS等，保存的数据包含数据库（Oracle、SQL Server）、图片、

客户需求

文件、log等。多业务系统采用IBM TSM（Tivoli Storage Manager）、HP DP(OpenView Storage Data Protector)、VMware 

VCB-Proxy等备份软件，不仅要求存储产品具有优秀的系统兼容性、高稳定性、高性能，同时要求技术实施人员有丰富的项目实施

经验和敏捷的技术支持能力。

道熵案例



道熵助力江宁区卫生局

数据中心升级改建

南京市江宁卫生局是"国家级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承担着江宁区402家医疗卫生计生机构的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客户企业介绍

根据卫计委要求，新建的机房需要托管在三大运营商机房。在医疗大数据化的今天，其重要性不言而明。 2016年，因现有机

房设备老旧，性能不足，故障频发，江宁卫生局就数据中心的建设发起招标。

客户需求

解决方案

道熵高性能存储磁盘阵列，为高密度访问提供高并发的性能，阵列之间实现直接备份，无须借助额外备份软件、备份服务

器；超融合高可用平台，可在硬件故障时自动实现迁移，保证业务连续性；桌面虚拟化的部署，可实现远程医疗诊断、办公；同

时，系统与现有机房实现远程容灾备份，顺利实现数据互通、异地保存。

该方案得到了用户和电信公司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认可，并在 2017年初完成部署，为江宁卫生局更好地服务江宁人民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

客户收益

保护信息资产安全：数据集中存储于服务器端，前端设备（瘦客户机、笔记本、智能终端等）访问云桌面时仅传输图像和指令

信息，实现数据不落地，保障信息安全。

运维成本大幅降低：缩短桌面上线周期，加快故障排查速度，让管理员可轻松管理1000台以上的终端设备，极大地减少运维成

本，5年TCO可节省50%以上。

节能降噪，绿色办公：每单位时间至少可节省60%以上的电力消耗，同时瘦客户机无风扇零噪音，为企业打造一个绿色的办公

环境。

桌面随身行办公模式：道熵桌面云方案适应移动信息化建设趋势，支持在任何地点、使用多元化终端设备安全、高效地接入到

办公桌面，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12道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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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南京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主体。集团以"服务农业转型发展，引领产业提

档升级，提供行业专业服务"为使命，聚焦现代农业服务业、生态健康养生产业和农业全产业链运营三大主业，加快新农集团转型

发展，在全市现代农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示范引领作用。集团直接管理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12家，其中全资公司6家，控股

公司3家，参股公司3家。

新农集团IT架构华丽转身

铁力士超融合襄助一臂之力

客户企业介绍

2018年之前，新农集团的数据中心由四台IBM服务器装载OA系统和财务系统组成，数据安全性低，业务持续性差，运维人

员常常需要手动重启设备以应对业务掉线的状况。随着财务部门应用业务的需求提升，以及OA办公系统的更新，急需上线一整套

软硬件解决方案，同时提供用友财务系统、泛微OA系统、oracle数据库、用友ERP等四大系统的应用和数据存储资源，一方面满

足多人多系统并发访问的性能要求，一方面需要在IaaS层资源部分充分容错，满足应用高可用。

客户需求

解决方案

道熵建议以铁力士超融合H2000S为一体化解决方案，使用两个高性能混合节点，以2颗2650V4的至强CPU，通过虚拟化与

分布式存储技术，满足计算与存储的混合需求，由于计算资源要求高于存储容量需求，另设一个2颗2630V4的纯计算节点，以满

足计算的高可用。存储资源以节点内Raid和节点间副本机制，提供双重的数据保护，同时运用内存与SSD的二级缓存加速机制，

将性能大大提升。道熵独特的"在线数据完整性校验技术"可以确保用户哪怕最小最冷的一块数据也万无一失，从根本上保障了数

据和业务的安全。

由于新农集团财务部门需要在短时间内上线新系统，到货时间非常严苛。道熵急客户之所急，合同签订后三天到货，铁力士

超融合项目组通力合作，一天时间完成部署，保障了客户第二天业务上线并正常使用。

项目自2018年6月运行以来，客户评价："应用0宕机，硬件0损坏，业务无延迟，运维0压力"，铁力士超融合以杰出的稳定性

和高性能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与好评，为传统农业集团实现IT架构的华丽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并将继续为更多的传统企业提供

私有云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客户收益

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Nanjing New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Development Group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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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熵携手国电南瑞

保障惠州电力调度系统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的首家上市公司，公司业务覆盖电网自动化及工业控制、电力自动化信息

通信、继电保护及柔性输电、发电及水利环保等领域。 

广东省惠州市电力调度中心是在国家大力提倡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信息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新建的现代化电力调度中心，集

成了信息采集和控制执行系统、信息传输系统、信息处理系统和人机联系系统。

变电站是电力调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变电站的综合自动化是电网监控与调度自动化得以完善的重要因素之一。

客户企业介绍

客户需求

解决方案

惠州市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采用分布式系统结构，通过分布于各电气设备的远动终端和继电保护装置的通信，对变电站的

运行进行综合控制，完成遥测和遥信数据的远传、控制中心对变电站电气设备的遥控及遥调，实现变电站的无人值守。

在综合自动化的变电站中，配电管理系统（DMS）需要对变电、配电到用电过程进行监视、控制、管理。系统包括配电自动

化（DA）、地理信息系统（GIS）、配电网络重构、配电信息管理系统（MIS）、需方管理（DSM）等部分。配电管理系统

（DMS）可以充分、深入和及时的掌握电力系统实时运行状态，保证调度人员做出正确的决策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使电力系统能

够更加安全、经济的运行。作为配电管理系统（DMS）的核心存储，需要满足严苛的性能和稳定性要求。

道熵瑞吉（Rigi）系列高性能磁盘阵列采用模块化全冗余的硬件设计，配合故障切换、链路冗余及非中断固件升级技术，无

单点故障，最大程度保证业务连续性；其精确的故障检测、隔离、纠错功能，带来更高的系统可用性。

客户收益

多重数据保护设计，保障业务系统持续稳定运行；

融合的数据分层技术，不断调整冷热数据布局，提升业务系统响应效率；

高密度盘控一体设计，结合SVM高效管理软件，有效降低TCO。

14道熵案例
CASE SET

道熵瑞吉磁盘阵列配合国电南瑞自主研发的配电管理系统，历经10个月的严格测试后出货，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软件系统需

求，出色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国电南瑞和终端客户的一致好评。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成立于2003年8月，学校是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首批"江苏省高水平示范性

中等职业学校"、江苏省四星级中等职业学校。

作为国内知名高校信息化服务提供商——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为高校提供智慧校园解决方案、校园私有

云的建设及运维服务。为200多所高校以及中高职院校提供了应用集成平台及核心管理信息系统，在智慧校园建设上，拥有成熟

的整体应用系统。

道熵携手金智教育

打造赣榆中专智慧校园

客户企业介绍

随着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职校认识到数据集中、IT 基础设施集中、运行服务集中的必要性，打造一个技术先

进、功能完善的智慧校园成为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点。

为保证赣榆中专数据中心智慧校园系统的高可靠性、高扩展性、高性能，完成对现有系统的整合。项目建设需求如下：

1、高可用虚拟化平台，支持虚拟机自动/手动漂移，实现服务连续性；

2、全冗余架构设计，以实现赣榆中专智慧校园系统的高可用。

客户需求

道熵采用超融合服务器虚拟化平台开创性地将虚拟计算，虚拟网络，软件定义存储和网络安全等关键云计算组件融合为一

体，同金智教育的校园信息系统共同打造智慧化全能校园，服务在校师生。

通过道熵集群虚拟化管理平台，应用服务器部署在集群存储系统提供的虚拟机上，可以在节点之间自动迁移，实现服务高可

用性。系统管理人员通过WEB终端可以对整个校园所有业务数据进行配置，管理，以及备份等操作。所有数据直接保存在横向扩

展Scale-out集群存储中，由道熵存储产品提供专业的数据保护及性能加速。同时，集群系统提供防火墙功能和异地数据复制功

能，确保数据安全。

解决方案

15道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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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熵超融合解决方案携手金智教育打造的智慧校园建设方案，为客户应对业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保障应用连续性：道熵超融合方案融合了道熵存储与虚拟化技术的优势，是高可用的基础平台解决方案，可实现7x24小时业务不 

                           间断运行，RPO=0，RTO≈0，且维护过程中应用也不中断。

提升资源利用率：与传统数据中心资源利用无法均衡不同，道熵超融合方案可以实现资源如CPU、内存、网络的在线热添加和自

                           动平衡，提高IT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投资，降低TCO：道熵超融合方案采用物理服务器、存储硬件和管理软件整体设计，实现设备和软件统一管理、弹性扩展，

                                  从而帮助赣榆中专降低维护成本，减少投资。

智能灵活，可视管理：应用可在虚拟化平台上自动负载均衡，提高智慧校园系统的服务能力，所有管理界面均采用WEB方式，实

                                  时监控超融合平台状态。

减少投资，降低TCO：道熵超融合方案采用物理服务器、存储硬件和管理软件整体设计，实现设备和软件统一管理、弹性扩展，

                                  从而帮助赣榆中专降低维护成本，减少投资。

智能灵活，可视管理：应用可在虚拟化平台上自动负载均衡，提高智慧校园系统的服务能力，所有管理界面均采用WEB方式，实

                                  时监控超融合平台状态。

提升资源利用率：与传统数据中心资源利用无法均衡不同，道熵超融合方案可以实现资源如CPU、内存、网络的在线热添加和自

                           动平衡，提高IT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投资，降低TCO：道熵超融合方案采用物理服务器、存储硬件和管理软件整体设计，实现设备和软件统一管理、弹性扩展，

                                  从而帮助赣榆中专降低维护成本，减少投资。

智能灵活，可视管理：应用可在虚拟化平台上自动负载均衡，提高智慧校园系统的服务能力，所有管理界面均采用WEB方式，实

                                  时监控超融合平台状态。

客户收益

智慧校园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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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雨花区多所学校要进行信息系统集成信息化建设，其中包含了梅山高级中学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梅山二小信息系统建

设和网络改造等。

这两所学校校园数据中心因新的信息化建设需要而面临诸多挑战：系统性能、安全性、可靠性、扩展性等都迫切需要进行整

合和优化，且硬件基础相对薄弱，缺少专业人员运维。为解决学校现有信息系统管理复杂、资源利用率低、安全控制与数据备份

困难等问题，用户方对道熵提出了高可用，高扩展，高性价比的总体要求，旨在建立易操作、易维护、高安全性的新一代校园信

息系统。

道熵融合系统

助力雨花台区学校信息集成

项目背景

解决方案

利用两台道熵多功能服务器和一套道熵存储，搭建一套服务器虚拟化平台。

可提供多种虚拟机（Window 2003、Windows 2008、Linux等），每个虚拟服务器可按需配置CPU、内存、数据存储容量,提

供完备的数据安全保障。

完善的模板功能，可以将安装好所需应用软件的操作系统（虚拟机）制作成模板，通过模板统一发布并制作多种虚拟化服务器。

保护投资，未来可以通过扩展服务器的方式提高每个虚拟服务器的CPU和内存性能，保证系统的流畅运行，避免传统服务器每

隔2~3年性能落后淘汰的浪费。

服务器虚拟化功能，快速实现服务器克隆、恢复、部署、回收。

梅山高中： 梅山二小：

客户收益

降低系统成本

业务高可用 

相比于传统FC架构的硬件系统，服务器虚拟化架构不仅减少了硬件设备的投入(物理服务器的使用数目可减少50%以上)与电

能的消耗，绿色环保，节能减排；该方案采用FC直连的方式，更是直接省去了使用FC交换机的采购成本昂贵、管理配置复杂等弊

端。

通过虚拟化服务器集群实现业务高可用，任意一个节点故障，虚拟机均可在另一完好节点上重启，保证了应用的持续性。

道熵案例



道熵磁盘阵列

助力28所民品行业探索

客户价值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以下简称"二十八所"）是我国从事指挥自动化系统工程研制、空中

交通管制系统等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研制以及各级各类信息系统专用设备研制生产的骨干研究所，针对所内资料

存储进行招标，采购大容量、高可用的NAS存储，道熵定制化打造了一款万兆NAS高性能存储。该方案采用1台

4U高密度盘控一体机柜，配置2个万兆网络端口以提供高带宽、低延迟访问带宽。大容量固态闪存作为系统

Cache配合22块SAS硬盘可提供60TB可用存储空间。

虚拟化架构提高了整体资源利用率，整体能耗大幅降低，同时，消除了空闲盘和热备盘，规避了不必要的能

耗，有助于打造绿色环保型数据中心，更加彻底的践行"绿色"理念。

多业务数据集中存储后，高性能IO特性保障了业务的数据读写速度。

满足数据快速增长与平滑扩容，在数据容量大量增加时，确保数据读写速度不受影响。

道熵一站式桌面云

为南车集团核心研发护航

客户价值

株洲时代电子是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是国内全面掌握铁路大型养路机械电气控制系

统技术的单位之一。研发部门需要一套虚拟桌面云系统：

性能优越，有效避免启动风暴；完整的备份系统；指定用

户才可接入虚拟桌面网络等。

道熵提供一台全闪存磁盘阵列作为主存储，最大程度

提升系统IO，保障用户体验；一台机械硬盘组成的备份存

储，确保安全的同时确保性价比。

卓越的用户体验：高效传输协议SPICE可将运行速度提升数倍以上，将访问带宽降至最低；LINUX瘦终端高效处理，

                           可流畅播放1080P高清视频。

全面的数据保护：多种身份认证方式自由组合，保障用户接入安全；全方位加密算法，保障数据传输安全；灵活访

                           问控制进行集中鉴权，数据存储加密保障个人数据安全。

集中式WEB管理：提供集中式的远程运维模式，提高了虚拟桌面的易用性和可维护性。

高扩展性：不仅计算资源可以无缝扩展，存储性能和容量也可线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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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吉3100存储

助力南京宝色打造智能工厂

南京宝色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钛、锆、镍、高级不锈钢等大型特材压力容器和管道管件研发、设计、制

造、安装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大型特材非标装备制造行业的引领者。

IT数据中心原有设备老旧，没有专业存储为数据高性能服务。在同南京理工大学进行"产学研"项目合作后，

计划新增焊接工艺软件、全控数据软件打造智能工厂，做到数据全保存、过程全监控。

经过与南理工多位应用专家的深入讨论，最终确定采用1套瑞吉3100统一存储作为数据库和文档主存储，

1套微云备份一体机作为备份存储。

瑞吉3100存储可以同时支持SAN/NAS两种存储架构，完美满足前端业务需求。为实现数据的高安全，不仅

在瑞吉3100主存储上采用了RAID60数据保护和端到端的数据校验，更是额外配置了一套微云备份一体机，实现

存储级的数据自动备份，确保数据万无一失。

瑞吉3250混合存储

助力长澳药业提升IT信息化
南京长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长澳药业的下属子公司，专业从事新药研制开发、技术咨询、市场调研等服务

的新型研究与服务机构。

长澳拥有ERP、电子防串货、赋码系统、立体仓库自动化系统等5个独立的应用系统，每个系统的数据备份均

采用备份到各个本地物理服务器的方式，数据分散，安全性差。伴随着企业IT信息化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套既可

以集中备份应用系统，也可以将各部分的数据进行集中管理的高效安全的数据保障系统。

瑞吉3250混合存储采用1块100GB SSD作为写缓存，1块400GB SSD作为读缓存，10块3TB 机械硬盘作为数

据存储盘，大容量SSD提升系统2倍IOPS能力，满足多系统并发备份需求。瑞吉存储配合道熵云盘软件，可以自

动实现多部门数据自动同步到存储云端，轻松实现企业数据的保存和备份。

客户价值

数据安全：

无忧备份：

按需扩展：

轻松管理：

高级别RAID配合数据自动校验功能，实现数据集中安全存储

云盘软件不仅可以实现数据自动同步，还可以帮助各部分间实现数据共享、协同编辑

存储容量和性能可根据业务发展进行横向和纵向扩展，满足企业对扩展性的需求

道熵SVM存储虚拟化管理软件和云盘软件采用中英文WEB UI设计，轻松实现日常配置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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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吉3250存储

助力智慧交通信息化建设
南京智慧交通信息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创新型的高科技公司，提供基于交通信息技术的数据增值服务、基于公

共交通行业的企业运营等服务。

随着业务逐年增长，财务数据、工程数据、项目资料等公司重要资产分散存储在个人办公电脑上，没有进行

统一存储和管理，一次硬盘故障极可能导致数据遗失，存在重要的数据安全隐患。

通过部署道熵瑞吉3250存储解决方案，智慧交通搭建了一个可靠的数据存储平台，全公司数据在这个平台上

整合，并在分析、统计业务间共享数据，全面提升了数据业务处理效率。业务7*24小时稳定运行，系统容量性能

满足未来3年业务发展需求。

满足数据业务快速处理与增长。瑞吉3250采用大容量缓存、高带宽接口、高速硬盘和全局热备技术，使得系

统具备极高的业务并发能力，提供快速的业务响应。

确保数据业务稳定可靠。采用RAID6数据保护，可在同一组RAID中出现2块磁盘故障时，依然保障数据完

整。结合端到端数据自动校验，数据自进入存储系统到写入硬盘的整个过程都有数据校验，严格保证了数据的一

致性和可靠性。

瑞吉5200存储

助力南京市数字档案馆建设
南京市档案局为市政府主管全市档案事业的事业局性质的机构。随着档案数字化建设需求的增长，市档案局

正在着力打造数字档案系统。一期建设阶段规划96T容量的存储，主要存放数据库和图片、文字等数据，要求存

储IO读写性能好，数据安全稳定。

道熵瑞吉5200存储采用双控制器架构，可提供60TB的可用容量。数据库集群配置1.2TB存储空间，应用服务

器集群配置57TB存储空间。

客户价值

客户价值

高安全性

高性能

道熵存储虚拟化管理软件SVM不仅为数据提供高可靠性的RAID6数据保护，更为每块数据提供数据自动校

验、自动恢复，实现数据从传输段到存储段的完整校验。彻底解决传统磁盘阵列技术无法处理的机械磁盘bit-

rot以及寻道偏差等问题。

瑞吉5200存储采用大容量固态闪存技术，配置2块100GB写Cache和800GB读Cache，道熵SVM独特的算

法，Cache命中率可达90%，结合随机写转顺序写的高效写入机制，IO性能可提供5倍，轻松应对大文件、高密

度读写的应用场景。

南京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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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吉存储

助力苏州数字医疗示范项目
苏州市工业园区有26个社区医疗站，为加强管理，实现统一信息管理，提升办公效率，医管中心拟上马桌面

虚拟化项目，一期由道熵在26个医疗站部署40个点的VDI一体化系统。

本案采用一台瑞吉高性能存储加两台虚拟化服务器的架构，通过道熵虚拟化软件，直接在客户电脑上提供虚

拟化界面，通过登录器进行登录，客户可以直接在虚拟机的系统中进行操作。

该项目自2015年8月实施完成，稳定运行至今，帮助客户改善了IT办公环境，提升了工作效率，同时利用了

老旧资源，较好地控制了建设成本，成为地区数字医疗的示范项目。

道熵虚拟化办公系统

助力打造择遇投资IT信息化建设

贵安新区择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建于2017年底，致力于成为新世纪金融典范。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的今

天，谁能掌握最新进的IT信息技术，谁就能在快速竞争中占得先机，处于创业之始的择遇需要从零起点建立起一

套高效安全的IT基础架构。

道熵为客户提供了整套解决方案，由桌面虚拟化办公系统（VDI）和备份存储系统组成。桌面虚拟化办公系

统采用全闪存磁盘设计，可为虚拟桌面用户提供急速的数据访问能力；备份存储系统不仅可以为VDI提供操作系

统和用户数据备份，同时也能作为公司内部数据存储备份。

客户价值

快速部署企业应用，桌面虚拟化平台同时也是服务器虚拟化平台，可为企业未来应用提供快速部署平台，缩短

应用上线时间。

集中式文档和数据管理，提高了数据安全性，防止U盘、移动硬盘等途径的数据泄密。

可靠的灾难恢复/业务连续性支持，包括缩短了数据恢复时间。

VDI同VPN的组合，使得客户即使远隔千里也能及时处理工作事务，轻松实现移动办公。

客户价值

电脑利旧：

双网打印共享：

性能翻倍：

管理简易：

高可用：

通过道熵虚拟化软件，客户可以利用旧电脑登录虚拟机的系统进行工作而无需增加瘦客户机；

通过道熵云盘技术，实现客户办公系统与虚拟化上网系统两者之间打印机的共享使用；

通过道熵虚拟化软件，将客户电脑上的虚拟机重新进行配置分配，每台虚拟机的配置都远远超出客户

目前的电脑配置；

医管中心可以通过页面登录，直接进行所有虚拟机的管理和维护；

任意一台服务器宕机，其上业务虚拟机均可在另一节点上重启，保证业务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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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熵双活存储

提升水文监测数据存储效能
南京昊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海归学者创建的国际性流体技术公司，它为全球水利、海洋、环境与生

态等行业的客户提供专业的创新产品与咨询服务。

伴随系统规模的扩展，采用通用服务器作为数据存储的模式在数据安全、数据性能上的弊端逐渐显现，昊控

软件需要一个完整高效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道熵推荐双活存储作为数据存储终端，并配置1.2TB大容量固态硬盘做数据加速。相比于传统存储，道熵整体

解决方案使用大量SSD作为存储系统的元数据、热数据加速和系统Cache，解决服务器数据读写过程中存储性能的

瓶颈，轻松面对突发读写风暴。

基于道熵的存储双活解决方案，同时实现磁盘阵列的双控和双活，使业务系统在执行硬件维护时无需安排停

机时间及中断业务操作，满足客户数据高可用的诉求。

方案提供数据同步复制功能，业务主机每一份数据都实时写入到两台存储中，当出现主机故障时实现数据零

丢失，保护信息资产，保障数据万无一失。

瑞吉3200存储

打造水处理高新技术平台
安徽黄河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水处理"）成立于 200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水处理先进技

术的研发、工程咨询、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总承包和运营管理的系统环境服务商。鉴于非结构化数据增长

快，存储需求大，急需上线一套存储系统，可以实现研发环境相关数据文件的可控共享、安全保存及访问。

方案采用道熵瑞吉3200企业统一存储设备，满足业务需求，NAS存储代替个人电脑归档，有效提高数据的检

索和查询速度，消除分散存储的数据隐患。根据业务类型及权限分级，对每个客户的可用空间和访问权限做全局

配置，实现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客户价值

客户价值

帮助客户完善存储分级使用规范和数据声明周期的管理，有效提高客户投资回报率。

瑞吉3200维护管理便捷，大幅度提高数据存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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