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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数据中心
正面临
颠覆与革新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用户个性化需求不断强化，

IT 云业务大规模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需求，需要高可

靠、易维护和快速响应的弹性网络。而传统数据中心存在管理复

杂、成本高且缺乏弹性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转型和变革以谋

求新未来。传统数据中心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传统数据中心的硬件设备

（服务器，存储设备，网

络 设 备） 使 用 率 低， 例

如 CPU 平均利用率仅为

10~20%。硬件设备忙闲

不均，资源难以共享。

网络设备种类多而复杂，

传统数据中心的管理系统

彼此孤立运行，资源难以

统一管理。随着规模的不

断增大，设备数量不断增

多，组网愈加复杂，势必

导致不断增高的运维成本。

传统数据中心硬件设备和

软件平台之间紧密绑定，

设备体系垂直化，扩展性

差，且容易被厂家锁定。

同时，业务系统垂直耦合，

呈烟囱化，不利于共享和

自动化。 

传统数据中心的网络以人

工部署为主，业务流程长，

效率低下，无法满足新业

务快速部署的需求。

01
资源利用率低

02
运维管理复杂

03
扩展性差

04
部署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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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构建灵活、高效、低成本和绿色节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急

需解决的问题。中兴通讯云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基于通用硬件，实现跨 DC 的资

源共享和统一调度，具有可视化、自动化、弹性伸缩和高可靠性等特点，为企业提

供完整、灵活和易于部署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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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中兴通讯云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ZTE TECS，提供云计算架构中

IaaS 层功能，采用虚拟化技术实现对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的云

化管理，为用户快速构建云环境，并提供在多数据中心的异构云

环境上基于策略的 IaaS 服务和应用部署功能。同时，该方案遵循

ETSI 标准架构，在开源项目 OpenStack 基础上进行了增强，提供

电信级的高可靠、高性能保障。目前，中兴通讯云化数据中心方案

已经在电信、教育、医疗、金融、政府等各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和

充分验证，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佳选择。

ZTE TECS 包括五个组件：计算资源虚拟化（TECS Compute）、

存 储 资 源 虚 拟 化（TECS Storage）、 网 络 资 源 虚 拟 化（TECS 

Network）、基础设施云平台 (TECS Openstack) 和云管理平台

(TECS Director)。

中兴通讯云化数据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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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V 云

统一门户

运营管理域

执行域 操作域

云资源管理域

运维管理域

TECS Director

IT 云

统一 
API 
接口

统一 API 接口

统一API接口

OpenStack API

TECS OpenStack

TECS Compute

KVM/Docker CEPH/SAN... SDN/DVS/VEG...

TECS Storage TECS Network

DC1 DC2

OpenStack API
第三方API

第三方
资源地

第三方云管理平台

第三方资源地

计算资源虚拟化 (TECS Compute)

存储资源虚拟化 (TECS Storage)

网络资源虚拟化 (TECS Network)

TECS Compute 主要用于在各个物理节点上提供完整的计算虚拟化功能，包括 CPU 虚拟化，

内存虚拟化，以及 I/O 设备虚拟化，从而为虚拟机提供虚拟 CPU, 虚拟内存和虚拟的 I/O 设备，

构成虚拟机的虚拟硬件系统，让虚拟机的软件系统在其上运行。TECS Compute 组件基于开

源的 KVM，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增强，让虚拟计算系统的运行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TECS Storage 可以将各种物理存储类型，不同厂商、不同型号、不同等

级的存储设备虚拟化为共享的资源池，为系统提供统一的对象存储，文

件存储，块存储服务。支持按需申请存储，多虚拟机共存储，提升存储

利用率。基于磁阵的存储链路检测功能和基于 Ceph 的多副本功能，提升

了存储的可靠性，保证了数据完整。并且在 Ceph 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强，

使易用性和性能大幅度提升。

TECS Network 为系统提供安全隔离的网络，主要包括高性能虚拟交换

功能 DVS，边界网关服务 VEG 以及完整的 SDN 解决方案。高性能虚拟

交换机 DVS 是用户态虚拟分布式网络交换机，和开放虚拟交换机 (OVS)

相比，性能提升 7 倍以上，还可以和 SDN 控制器无缝对接，构成完整的

SDN 解决方案。虚拟边界网关 VEG，是基于通用服务器的纯软件虚拟路

由器解决方案，可以灵活选择在物理服务器或者虚拟机上部署 , 提供网络

地址转换（NAT）、负载均衡 (LB)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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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管理 告警管理 日志管理

拓扑管理 资源监控 用户和安全

统
 一 
API 
接
口

Ironic Ceilometer heat

Keystone Glance

Cinder HANova Neutron

执行域 操作域

◆ 执行域

执行域主要由 OpenStack 的原生组件构成，提供 OpenStack 的基本功能。同时，为了增加

OpenStack 的易用性和使用场景，在部分原生组件模块中进行了增强，提供了虚拟机和物

理机统一部署、在线调整虚拟机规格、存储热迁移等一系列功能。

◆ 操作域

操作域是为了提高可靠性、可维护性而进行的功能扩展，包括硬件管理、门户、告警管理、

性能统计及可靠性等相关组件。此外，操作域可以跨过云管理平台直接与上层应用对接，提

供云数据中心的运维管理支撑。

◆ 统一 API 接口

对外提供原生的标准 OpenStack 接口以及增强功能的 Restful 接口，实现与云管理平台或

上层应用的对接。

云管理平台 (TECS Director)

TECS Director 是一个多数据中心的统一管理平台：首先，在跨物理位置的多个数据中心之

上提供全局资源的集中管理，并做到资源的安全隔离，便于用户规划和管理资源；其次，构

建标准化的 IT 产品和服务供给，通过自服务门户提供给租户，并提供服务模板等功能，实

现服务的快速定义和部署；第三，提供多维度拓扑呈现、系统健康监测等智能运维功能，方

便用户进行操作维护。

TECS Director 由云资源管理域、运营管理域、运维管理域、统一门户和统一 API 接口五个

部分组成：

配置管理 资产管理 报表管理

性能管理 告警监控 日志管理

拓扑管理 资源监控 OPSInsight

统
 一 
API 
接
口

运维管理域

云资源管理域

服务目录 服务管理 服务计量

VDC管理 镜像管理 模板管理

用户与安全

DC管理 资源纳管 资源编排 资源统计

策略管理 组织管理

订单管理 工单管理

运营管理域

统一门户 用户自服务门户 管理员门户

基础设施云平台 (TECS OpenStack)

TECS OpenStack 在开源 OpenStack 的基础上进行了电信级增强，实现计算、存储及网络

资源的虚拟化管理，通过标准 OpenStack API 接口与上层云管理平台交互，也可对接第三

方的云管理平台。TECS OpenStack 包括执行域、操作域和统一 API 接口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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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资源管理域

支持接入多个数据中心 (DC，Data Center) 的资源（可以是异构环境），将物理上分布的资

源构建成逻辑上统一的云资源池，提供 DC 管理，资源统一纳管，资源统一编排，资源统计

服务等功能。云资源管理域实现了基础设施融合以及虚拟资源和物理资源的多层次管理。                                              

◆ 运营管理域

运营管理域提供运营支撑，核心是服务。服务是基于“资源产品化”的思想，通过提炼对系

统的资源需求，将资源进行有机组合形成的标准产品，之后资源的申请、供给均以服务为单

位进行。运营管理域包括服务管理、服务目录、服务计量、订单管理、策略管理、工单管理

等功能。

◆ 运维管理域

运维管理域负责所有数据中心的日常运维支持：比如为管理人员提供集中告警和日志分析等

故障定位手段；提供性能仪表盘来监视云平台的运行性能状态；提供统计报表，帮助管理人

员进行容量规划和资产审计等。运维管理域包括配置管理，资产管理，告警管理，性能管理，

日志管理，拓扑管理，报表管理等一系列服务。

◆ 统一门户

面向不同的角色，提供统一的 web 界面展示运营和运维数据，包括管理员门户和自服务门户：

管理员门户面向运营和维护人员，是资源管理、服务管理、用户管理、工单管理等功能的主

要操作界面，也是监控、告警的集中展示界面；自服务门户面向租户，提供租户自身所占用

资源的集中视图，是租户进行资源申请，资源管理，资源监控的主要操作界面，提供一站式

服务订购和自服务支撑。

◆ 统一 API 接口

统一的 API 开放接口，通过 VDC（Virtual Data Center 虚拟数据中心）服务和 Openstack

原生的编程接口将分布式云资源池和服务提供给用户。

资源融合，统一管理

全方位智能监控

软硬件全面兼容

系统可靠性 >99.999%

自动化部署，弹性伸缩

自服务门户，便捷运营

中兴通讯云化数据中心
解决方案特点

多 DC 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包括

虚拟资源、物理资源、异构资源池

和服务等，提高资源利用率。

多角度呈现系统健康状况，并提

供系统优化建议；根因告警分析，

引导用户快速解决问题。

适配多厂商的主机、存储和网

络 设 备； 支 持 对 OpenStack，

VMware 等虚拟平台的集成和统

一管理。

实现管理、业务、存储三网隔离；

提供虚拟防火墙，安全组等多种

安全技术；支持多活、异地主备

等跨 DC 容灾方式。

支持自动化部署，硬件设备即插

即用；支持基于 SLA 的资源动

态调度和自动伸缩。

统一的自服务门户，操作便捷；

服务模板发放，实现服务快速部

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