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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交通强国战略，全面落

实工信部企业上云 2020 年目标，以中城协《智慧城轨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

规范》为指引，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汇集城市轨道交通领先企业经验，

结合最新云计算技术，为推动城轨企业加快云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最佳

实践参考。通过上云，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5G 与地铁业务场景深度融合，

提升城轨企业创新能力、服务实力和发展水平，加快城轨企业数字化、智慧化转

型，坚持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助力打造泛地铁生态服务，优化人车云全

景体验，实现人便其行，人享其乘。 

云计算作为信息技术创新服务模式的集中体现，已经成为支撑各行业发展的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云计算的超大规模、虚拟化、高可靠性、通用性、高可伸缩

性、按需服务等特点，驱动业务能力实现快速复制、灵活扩展、简单通用，颠覆

了传统 IT 服务提供方式。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化、大规模、高速建设和开通，以

致城轨网络运管的难度指数级增加，破解 ICT 基础设施、运维管理面临的巨大挑

战，云计算技术是最佳选择。 

城轨行业在云计算技术的早期探索始于 2012 年，广州地铁坚定国产化路线，

逐步建成了支撑信息系统运作的分布式云计算环境，完成应用系统的上云迁移，

对资源利用、资源分配、管理效率方面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16 年，诞生了

国内首个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城轨企业云计算平台，全面承载地铁信息化应用，

为行业云计算应用提供了实践典范。2017年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推动下，

集国内几十家领军企业，凝聚智慧，制定了城轨行业首个团体标准，并于 2019 年

9 月正式发布，为城轨行业云计算发展实施出台具体行动纲领和路线图，上云在

城市轨道行业成为必选项。2020 年 3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将具备自主可控、功能完备、技术领先、安全

可靠、可持续发展的城轨云与大数据平台，列为重点建设任务。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在《智慧城轨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

范》基础上，以实验、试点、案例相互融合为导向，进一步细化云计算落地指导，

把脉未来城轨行业云计算应用的方向。结合行业当下云计算应用重点聚焦 IaaS



 

II 

 

领域，指南在云部署、上云迁移、多云管理、云安全、云运维管理等章节以 IaaS

为主线、并在 PaaS 领域创新进行阐述。 

指南前 4 章节主要介绍标准规范、术语引文的出处，在参考国家标准及行业

规范基础上提炼出行业云和城轨云的概念；5-6 章通过权威数据解读，分析了国

家及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近 2 年云计算的发展趋势和应用价值；7-9 章节展开讲述

多种云使用场景、PaaS 中台架构，勾画出行业云的框架，提供多种容灾及双活数

据中心方案；10-11 章节详述多云管理和云安全技术；12-13 章节介绍上云迁移的

方法体系，技术方案和云环境下企业运维管理的新变化。附录荟萃了最近城轨行

业内云计算应用的优秀案例。 

本指南结合城轨企业最佳实践，深入剖析上云的优势和必要性，云计算发展

过程中应该考虑的关键点并给出建议，分析城轨企业为何选择云计算服务、如何

选择云计算服务和如何应用云计算的问题，供城轨行业相关从业者及研究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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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范围 

为深入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推动云计算、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推进数据资

源赋能交通发展，践行智慧交通建设，城轨行业以“交通强国，城轨担当”为使

命，在智慧城轨建设战略突破口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慧城轨建设以《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为行动纲领，以云为载体，深化城轨云平台与大数据

平台的体系建设和应用落地，实现云对行业全覆盖、应用业务全覆盖、数据精确

共享、网络安全可靠，不断完善城轨交通信息化顶层设计标准，形成中国特色城

轨云标准和技术体系，引领世界。本指南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

要》为指导，以全局性、前瞻性、行业特性为视角，以城轨云计算技术应用为核

心展开分析及阐述，共包括十六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定义和缩

略语，云计算概念，云计算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城轨企业云计算应用价值，

云计算应用模式，云计算关键技术分析，云平台部署，云管理平台构建，云安全

平台构建，城轨企业应用上云迁移指引，城轨企业云迭代、运维、管理，结束语，

参考文献及附录。 

本指南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体系下的地铁、市域快轨、轻轨、单轨、磁悬浮

等多种运输制式企业的云计算应用模式、云平台架构参考、关键技术应用、云平

台部署、多云管理平台的构建、云安全管理的需求、企业云迭代、运维、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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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和文件对于本指南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2.1 参考标准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17859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T 2098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GB/T 22080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5069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T 32399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参考架构 

GB/T 32400 信息技术 云计算 概览与词汇 

GB/T 34982 云计算数据中心基本要求 

GB/T 35292 信息技术 开放虚拟化格式（OVF）规范 

GB/T 35293 信息技术 云计算 虚拟机管理通用要求 

GB/T 36325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级别协议基本要求 

GB/T 36327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平台即服务（PaaS）应用程序管理要求 

GB/T 37732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存储系统服务接口功能 

GB/T 37737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分布式块存储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GB/T 37739 信息技术 云计算 平台即服务部署要求 

GB/T 37938 信息技术 云资源监控指标体系 

2.2 规范文件 

YD/T 2806 云计算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功能要求与架构 

T/CCSA 234 公有云计算安全即服务体系架构 

YD/T 2974 基于 SDN 的智能型通信网络 总体技术要求 

YD/T 3148 云计算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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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T 2916 基于存储复制技术的数据灾备技术要求 

YD/T 2705 持续数据保护（CDP）灾备技术要求 

T/CAMET 11001-2019《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201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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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对于本指南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3.1 术语、定义 

智慧城轨(Smart Urban Rail)：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5G、卫星通信、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全面感知、深度互联和智能融合乘客、

设施、设备、环境等实体信息，经自主进化，创新服务、运营、建设管理模式，

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新一代中国式智慧型城市轨道交通[1]。 

安全生产网(Safety Production Network)：用于承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生产

类面向一线生产及调度人员服务的应用系统的计算机网络[2]。 

内部管理网(Internal Management Network)：用于承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企业管理、建设管理、资源管理等面向企业内部用户服务的业务应用系统的

计算机网络。 

外部服务网(External Service Network)：用于承载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类

等面向外部或公众用户服务应用系统的计算机网络。 

网络安全域(Network Security Domain)：安全域是指在信息系统中，单一安

全策略下运行的实体的汇集[3]。网络安全域，是同一系统内有相同的安全保护需

求，相互信任，并具有相同的安全访问控制和边界控制策略的子网或网络。广义

的安全域是具有相同业务要求和安全要求的系统要素集合，这些要素包括网络区

域、主机和系统、人和组织、物理环境、策略和流程、业务和使命等诸多因素。 

中心云(Central Cloud)：在城市轨道企业中，将服务器设备、存储设备、网

络设备、安全设备等物理部署于同一个物理数据中心构建的私有云，定义为中心

云，在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中属于第一级物理架构。 

站段云(Cloud nodes in station and depot of Subway)：在城市轨道企业中，

将物理服务器、存储等设备部署于地铁车站或车辆段并由中心云管理平台控制管

理，定义为站段云，作为云节点，在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中属于第二级物

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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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备中心(Databackup Center)：用于企业生产数据中心，在发生自然灾难（洪

水、台风、地震）、外在事件（电力或通讯中断）、技术失灵（设备宕机或网络受

损）或设备受损（火灾）等情况下，为保障业务系统的连续性和数据安全，提供

灾难接管和系统恢复的冗余数据中心。灾备中心的 IT 系统可根据企业的预算和

灾难恢复等级需求，采用全量或配置降级部署。 

通用服务器(Universal Server)：可以提供各种服务功能的服务器，在本指南

中泛指国产的 X86、ARM 等架构服务器。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指南。 

ACC：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清分中心（AFC Clearing Center） 

ACS：门禁系统(Access Control System) 

AFC：自动售检票系统(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TS：列车自动监控(Automatic Train Supervision) 

AZ：可用区(Availability Zone) 

CCTV：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MP：云管理平台（Cloud Management Platform） 

CSMP：云安全管理平台(Cloud Security Management Platform） 

DAS：开放系统的直连式存储（Direct-Attached Storage） 

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DevOps：开发运维一体化（Development&Operations） 

DNS：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 

FC-SAN：FC 协议存储区域网络（Storage Area Network） 

HDFS：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DS：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oT：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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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入侵防御系统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IP-SAN：IP 存储局域网络（IP-Storage Area Network），基于 iSCSI 实现基于

IP 网络构建存储网络 

ISCS：综合监控系统（Integrated Supervisory Control System） 

LUN：逻辑单元号（Logical Unit Number），用于标识存储设备 

MAC：媒体访问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 

MPLS VPN：采用多协议标注转换的虚拟专用网络（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NAS：网络附属存储（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NAT：网络地址转换（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FV：网络功能虚拟化（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OpenAPI：开放式应用程序接口（Ope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OTN：光传送网(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 

PaaS：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 

PIS：乘客信息系统(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RAID：独立冗余磁盘阵列（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RESTful：一种网络应用程序的设计风格和开发方式（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RPC：远程过程调用（Remote Procedure Call） 

RPO：恢复点目标（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RTO：恢复时间目标（Recovery Time Objective） 

SaaS：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SAN：存储区域网络（Storage Area Network） 

SDN：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LA：服务等级协议（Service-Level Agreement） 

SLB：服务器负载均衡（Server Load Balancer） 

SOAP：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TSN：时间敏感性网络（Time Sensitive Networking） 

VDC：虚拟数据中心（Virtual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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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虚拟专有云（Virtual Private Cloud） 

VXLAN：虚拟扩展局域网（Virtual Extensible Local Area Network） 

WAF：Web 应用防护系统（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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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云计算概念 

4.1 云计算定义 

云计算概念从 2009 年首次被提出，国内外组织或机构阐述了多种解释和定

义。 

维基百科：云计算是一种动态的易扩展的且通常是通过互联网提供虚拟化的

资源计算方式，用户不需要了解云内部的细节，也不必具有云内部的专业知识或

直接控制基础设施。云计算包括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

软件即服务（SaaS）以及其他依赖互联网满足客户计算需求的技术趋势。云计算

主要提供通用的通过浏览器访问的在线商业应用、软件和数据存储等服务。 

IBM：云计算是一种计算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应用、数据和 IT 资源以服

务的方式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使用。大量的计算资源组成 IT 资源池，用于动态

创建高度虚拟化的资源供给用户使用。云计算是系统虚拟化的最高境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云计算白皮书：云计算包括互联网上各种服务

形式的应用以及这些服务所依托数据中心的软硬件设施，这些应用服务一直被称

作软件即服务（SaaS），而数据中心的软硬件设施就是所谓的云，云计算就是 SaaS

和效用计算。以即用即付的方式提供给公众的云成为公共云，如 AmazonS3、

Google APPEngine 和 Microsoft Azure 等，而不对公众开放的组织内部数据中心

的资源成为私有云。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云是一种由互联网的虚拟计算机集合组成的并行和分

布式系统，它根据服务提供商与用户间协商确定的服务等级协议 SLA 动态提供

若干统一的计算资源。 

中国科技大学：云计算是指基于当前已相对成熟稳定的互联网的新型计算模

式，即把原本存储与个人电脑、移动设备等个人设备上的大量信息集中在一起，

在强大的服务器端协同工作。它是一种新兴的共享计算资源的方法，能够将巨大

的系统连接在一起以提供各种计算服务。 

中国云计算发展状况白皮书：云计算不是一种产品，也不是一个技术，而是

一种产生和获取计算能力方式的统称。云计算既指一种可以根据需要动态的提供、

配置以及取消供应的计算和存储平台，又指一种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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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类型。它至少包括提供应用服务的云应用、支撑应用服务的云平台、提供 IT

基础架构的云中心三个层次的内容。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

研究院)的 Peter Mell 和 Tim Grance 在 2009 年 10 月第 15.0 版本中提出的云计

算定义，也得到广泛认同和支持：云计算是一种能够通过网络以便利的、按需付

费的方式获取计算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和服务等)并提高其可用

性的模式，这些资源来自一个共享的、可配置的资源池，并能够以最省力和无人

干预的方式获取和释放。 

根据国家标准“GB∕T 32400-2015”的定义：云计算是一种通过网络将可伸

缩，弹性的共享物理和虚拟资源池以按需自服务的方式供应和管理的模式。资源

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网络、软件、应用程序等[4]。 

云计算具有 5 个关键特征、3 种服务模式和 3 种部署交付方式。 

4.1.1 云计算的关键特征 

云计算模式在不断演变之中。本节给出云计算关键特征的描述。本节无意于

限制任何具体的部署方法，服务交付方法或业务运营方法。 

资源池化：将云服务提供者的物理或虚拟资源集成起来服务于一个或多个云

服务客户的特性，虚拟资源具有快速、弹性、自动化供应特点，以满足用户快速

增减资源的需求。云服务提供者既能支持多租户，又通过抽象对客户屏蔽了处理

复杂性。资源池化将原本属于客户的部分工作，例如维护工作，移交给了提供者。 

按需使用：云服务客户能够按需自动地或通过与云服务提供者的最少交互，

配置计算能力的特性。资源是按需自动部署，用户无需额外的人工交互，降低时

间成本和操作成本。 

按量计费：通过对云服务的可计量的交付实现对使用量的监控、控制、汇报

和计费的特性，客户只需对使用的资源付费，可优化并验证已交付的云服务。 

泛在接入：可通过网络，采用标准机制访问物理和虚拟资源的特性。标准机

制有助于通过异构用户平台使用资源，使用户更方便地访问物理和虚拟资源，用

户可从任何网络覆盖的地方，使用各种客户端设备，包括移动电话、平板、笔记

本和工作站访问资源。 

远程交付：用户可通过公网、VPN、专线等线上开通、使用、操作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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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云提供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软件即服务等多种类型的交付

服务，满足各类规模企业的不同业务场景的交付需求。 

4.1.2 云计算的服务模式 

按照云计算服务提供的资源所在层次，可以分为 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

PaaS（平台即服务）和 SaaS（软件即服务）等。 

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提供给用户的是部署

计算、存储、网络和其它基本的计算资源的能力，用户能够部署和运行任意软件，

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用户不管理或控制底层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但能控制

操作系统、储存、部署的应用，也有可能对一些网络组件（如防火墙）进行有限

的控制。 

IaaS 是云服务的最底层，核心是交付基础设施和自动化运维能力。 

PaaS（Platform-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服务商提供开发语言、库、服

务、工具创建及获取的应用程序部署到云计算基础设施上的能力，用户不需要管

理或控制底层的云基础设施，但控制部署的应用程序和应用的托管环境配置。 

PaaS 提供软件部署平台，抽象去掉硬件和操作系统细节，可以无缝地扩展。

开发者只需要关注自己的业务逻辑，不需要关注底层。 

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提供给用户的是服务商运行在

云计算基础设施上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可以在各种客户端设备上通过界面（浏

览器、email 或应用程序接口）访问使用。 

SaaS 是软件的开发、管理、部署都交给第三方，向最终用户交付应用能力，

是云计算建设的价值体现。 

4.1.3 云计算的交付方式 

云计算可分为面向机构内部提供服务的私有云，面向公众使用的公共云，以

及二者相结合的混合云等。 

私有云：为一个客户单独使用而构建的云平台，因而提供对数据、安全性和

服务质量的最有效控制。私有云可部署在企业数据中心的防火墙内，也可以部署

在一个安全的主机托管场所。 

公有云：云服务可被任意客户使用，且资源被云服务提供者控制的一种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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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模型。公有云可由企业、研究机构、政府组织，或几者联合拥有，管理和运营。

公有云可通过互联网直接使用和管理。 

混合云：在用户企业已经建成的私有云基础上，使用公有云的部分能力替代

或补充私有云能力的混合云平台。业务系统基于私有云实现核心生产业务的资源

保障及安全合规要求基础上，又能享受公有云带来的资源和服务的灵活扩展，整

体上提高企业跨云的资源利用率，催生新业务和提升服务能力。 

4.2 行业云概念 

行业云是由行业内或某个区域内起主导作用或者掌握关键资源的组织建立

和维护，以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方式，以数据为驱动、共性能力为支撑，向行业内

部或相关组织提供云服务，实现行业资源配置优化、效率提升、生态化发展。行

业云侧重的是行业特色的业务，重点提供标准化的行业业务解决方案和服务。 

4.3 城轨云概念 

城轨云的概念于 2017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和学术委员会在编制城

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规范的工作时提出，在《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

络安全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中，明确了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应

采用云计算平台架构，按照各应用系统的总体需求和信息安全的要求，为各应用

系统提供相应等级的服务。基于上述，“城轨云”在本指南中理解为“智慧城市

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的云计算平台架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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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云计算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5.1 云计算发展现状及趋势 

云计算发展接近二十年，目前正处于快速应用阶段，技术产业创新不断涌现。

产业方面，企业上云成为趋势，多云管理、智能云、边缘云等新型服务开始兴起；

技术方面，云原生概念加速普及，云边、云网技术体系逐渐完善，容器、微服务、

DevOps 等技术在不断推动着云计算的变革；开源方面，开源社区发展迅猛，云

服务商借助开源打造全栈能力，新架构、新技术层出叠现；安全方面，云安全产

品生态形成，智能安全成为新方向；行业方面，云计算的应用已经深入到政府、

金融、工业、交通、物流、医疗健康等传统行业[6]。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

如图 5-1 所示，2018 年，以 IaaS、PaaS 和 SaaS 为代表的全球公有云市场规模达

到 1363 亿美元，增速 23.01%。未来几年市场平均增长率在 20%左右，预计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超过 2700 亿美元。 

 

图 5-1 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及增速（数据来源：Gartner，2019 年 1 月） 

IaaS 市场保持快速增长。2018 年全球 IaaS 市场规模达 325 亿美元，增速为

28.46%，预计未来几年市场平均增长率将超过 26%，到 2022 年市场份额将增长

到 815 亿美元。 

PaaS 市场增长稳定，数据库管理系统需求增长较快。2018 年全球 PaaS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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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达 167 亿美元，增速为 22.79%，预计未来几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保持在 20%

以上。其中，数据库管理系统虽然市场占比较低，但随着大数据应用的发展，用

户需求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高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26 亿美元。 

SaaS 市场增长减缓，各服务类型占比趋于稳定。2018 年全球 SaaS 市场规模

达 871 亿美元，增速为 21.14%，预计 2022 年增速将降低至 13%左右。其中，

CRM、ERP、办公套件仍是主要 SaaS 服务类型，占据了 3/4 的市场份额，商务

智能应用、项目组合管理等服务增速较快，但整体规模较小，预计未来几年 SaaS 

服务的市场格局变化不大。当前我国企业级 SaaS 服务发展迅速，但还存在格局

松散、不成规模体系的问题，企业级 SaaS 云是云服务模式的重要发展方向。不

同的供应商主宰着每个主要分支市场，与内部部署软件相比份额仍然很小，这意

味着 SaaS 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活跃。 

新冠病毒的疫情突如其来，举国上下打起了一场没有销烟的战争，这次疫情

的爆发，让无数行业遭受严重冲击，众多企事业单位、政府、医院、学校等纷纷

启动“在家远程办公”的应急机制，通过协同办公、视频会议、在线课堂、远程

医疗、数字营销等云应用软件，尽可能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全国上下联防联控，

各地政府紧急上线健康码，为防控疫情发挥重要作用。疫情期间的远程办公，视

频会议、远程教育、文档协作等云服务均迎来了需求激增，2 月初的一段时间，

国内移动办公类 SaaS 日均下载量超过百万，超过 C 端应用，持续占据各大应用

市场下载量的前几名，国内互联网科技巨头持续投入，扩容超过数十万台云主机

等云计算资源应对服务需求爆增，让更多用户体会和相信 SaaS 服务的价值。 

5.1.1 公有云趋势 

我国公有云市场保持高速增长。2018 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 962.8 亿

元，增速 39.2%。其中，公有云市场规模达到 437 亿元，相比 2017 年增长 65.2%，

预计 2019-2022 年仍将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731 亿

元；私有云市场规模达 525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23.1%，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

稳定增长，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172 亿元。 

IaaS 依然占据公有云市场的主要份额。2018 年，我国 IaaS 市场规模达到 270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了 81.8%；PaaS 市场规模为 22 亿元，同比上升 87.9%。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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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几年企业对大数据、游戏和微服务等 PaaS 产品的需求量将持续增长，PaaS 市

场规模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SaaS 市场规模达到 145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了

38.9%，增速较稳定。在未来几年，国内市场上将出现更多的 SaaS 服务商，并且

从过去的通用型 SaaS 转向行业型 SaaS。在此基础上，将会有一批 SaaS 独角兽

诞生，并引领企业的核心应用向云端迁移。 

5.1.2 私有云趋势 

四象限显示国产云计算企业持续攀升。2019 年 11 月，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权威 ICT 研究咨询机构计世资讯《2018-2019 年中国私有云市

场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清晰呈现了我国近两年私有云市场的

发展脉络。如图 5-2 所示，私有云产品市场在 2019 年渐入佳境，头部厂商蜂拥

而至，政府和企业掀起了一股新的私有云建设高潮[7]。近两年来，国产云计算企

业深化行业实践，加大新品研发和新技术收购投入，发布重量级新品，注重生态

打造，积极参与行业协会联盟工作和产业标准制定，已帮助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

业迈出了私有云转型的第一步。 

 

图 5-2 2018-2019 年中国私有云市场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数据来源计世资讯） 

近年来，国家要求科技企业要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

体系。国内本土云服务提供商更加理解中国政企客户需求，并且积极围绕开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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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打造国产云生态体系，推动中国自主创新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 

目前，从国产芯片到国产服务器、国产操作系统、国产数据库、国产中间件

以及各种国产应用软件全方位推进广泛兼容适配工作，完整的国产信息化解决方

案在加快形成，满足中国政企客户在私有云定制方面的需求。 

与此同时，本土云厂商在各行业协会中积极参与，推动着相关标准和白皮书

的制定工作，这些标准和白皮书的相继发布推动着中国云计算向标准化和规范化

迈进，也让中国私有云的发展不断开新花、结硕果。 

中国私有云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如图 5-3 所示，根据计世资讯的最新预测，

未来 5年中国私有云市场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23年预计市场规模将达 1100

亿元。同时，在国内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政策支持的大背景下，国内企业对于采用

自主、安全的云计算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高涨，国内私有云的部署将进入黄金期。 

 

图 5-3 2019-2023 年私有云市场规模预测（数据来源：计世资讯）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意识到私有云是很多企业上云的重要一环，开始相关

咨询和准备工作。私有云相关技术标准和信息技术创新领域的行业指导相继出台，

遵循标准有据可循，国内政府和企业用户可定制合适的私有云，通过云转型实现

新突破。 

5.1.3 混合云趋势 

混合云占比稳步增长。全球范围内，混合云已经成为企业用云的主要形式。

根据 RightScale 2019 年云状态报告，如图 5-4 所示，有 84%的受访企业采用了

多云战略[8]。其中，使用混合云的企业比例继续提高，由 2018 年的 51%增长到

2019 年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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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2019 年全球企业用云策略 

（数据来源：Flexera，RightScale 2019 state of the cloud report ） 

从国内市场来看，企业应用混合云的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调查统计，如图 5-5 所示，2018 年我国企业应用云计算的比例接近 6

成，其中采用混合云比例为 8%，比 2017 年同比增幅 16%。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是

企业采用混合云的首要原因，随着技术和解决方案不断成熟，混合云的优势会持

续被激发，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混合云的应用比例将大幅提升。 

 

图 5-5 2018 年云计算使用率调查（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灾难恢复、数据备份和负载扩容是混合云三个重要的应用场景。据调查，如

图 5-6 所示，2018 年 50.4%的企业将混合云应用于数据或业务的灾难恢复；占比

次之的场景是数据备份 48.2%，与 2017 年相比提高了 6.3%；还有 47.9%的企业

利用混合云实现应用负载扩容。在其他应用场景中，25.4%的企业根据需求将不

同的应用部署在不同云平台中以及 10.1%的企业利用公有云做开发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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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2017-2018 年企业混合云主要应用场景（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近几年，各大厂商也在混合云市场继续发力，在数据融合、云网协同和安全

方面提升能力，加速了混合云在各个行业的深入应用。混合云正逐步成为企业用

云的主流模式。 

云网深度结合：电信运营商不断提升网络等基础设施核心优势，实现云网深

度结合，做到网络资源的集中管控、灵活按需分配，具备面向企业快速提供灵活

按需的入云专线能力。通过打通电信网络与各主流云服务商的云网络，为企业客

户提供灵活的多云连接需求，实现一点入网，多云可达，构建多云连接生态。 

数据层面打通：不同资源池，只有在混合云数据层面实现帐户、网络、存储

三个打通，才能更好地发挥混合云的容灾和备份等优势。 

边缘云将成为未来混合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制造业有大量的工业制造

升级需求场景，催化了边缘计算产品的应用和工业级标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类新应用日益兴起，对于边缘计算的需求也比较高，比如高速公路场景中，摄像

头监测到的实时数据，通过边缘设备可以与公有云打通，在存储、整理、分析后，

反馈回私有云或边缘设备。将边缘云、公有云、私有云管理和数据层面打通是未

来混合云发展的趋势。 

5.1.4 云计算发展趋势 

我国云计算未来几年呈现的发展趋势如下： 

 云计算运维智能化：IT 运维进入敏捷时代，智能化运维尚处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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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 IT 运维从基础运维向开发运营一体化、应用运维转型升级，智能化运

维将成未来发展趋势。 

 边缘计算与云计算协同助力兴起：边缘计算与云计算互为补充、协同发

展，打造物联网新的未来。 

 积极参与开源技术：国内云计算厂商利用开源技术的形式多样化，开源

社区贡献增多，加入开源基金会并担任重要职位。 

 IaaS 和 PaaS 云服务的融合趋势：IaaS+PaaS 集成融合模式有利于提高生

产力，利用面向服务架构（SOA）的松耦合性质和微服务架构，体现出单纯的 IaaS

技术难以追赶的价值和规模。 

 国产化趋势 

2020 年是信创产业全面推广的起点，国产基础软硬件从“不可用”发展为“可

用”，并正在向“好用”演变。信创产业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将成为拉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家大力培育新动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

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科技

领域加快推进自主创新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技术体系，推动移动通信、

核心芯片、操作系统、服务器等科技制造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应用，加快 IT 产业

的自主创新布局、推动中国数字化经济快速发展。 

芯片方面：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是信创产业的根基，也是信创产业中技术

壁垒最高的环节，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经过前期的探索和积累，国产 CPU 产

业形成了整体推进的局面，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产品。 

鲲鹏处理器，基于 ARM 架构，用于满足数据中心的多样性计算和绿色计算

需求，具有高性能、高带宽、高集成度、高效能四大特点，其最新型号支持 64 个

内核，主频 2.6GHz，具备国际竞争力，作为信创产业落地的重要抓手，已开始

在电信、金融等行业大范围推广应用。 

龙芯多年坚持市场带技术的道路，基于 MIPS 架构，自主编写 CPU 源代码，

应用于服务器和 PC、工控和终端系列、定制化特定设备。在服务器和 PC 芯片领

域，龙芯 CPU 经历了多次产品迭代，龙芯第三代 CPU 开始进入“好用”阶段。 

飞腾以“保障国家信息产业安全”为己任，坚持自主创新。基于 ARM 架构，

最新 4核通用计算处理器芯片，在核心技术上实现了新突破，进一步缩小了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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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主流桌面 CPU 的性能差距，并在内置安全性方面拥有独到创新，为国家信息安

全和重要工业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操作系统软件方面：国内信创领域，ARM+Linux 逐渐成为主流适配的方案。

OpenEuler、UOS、麒麟系、中标系等国产操作系统正积极主动拥抱开源技术，强

化行业内部整合，消除版本差异和技术路线过杂等问题，借助关键应用项目为起

点和信创产业化的推进，向各领域全面拓展，逐步形成丰富和商用的生态体系，

保持健康持续的软件生态创新能力。 

5.2 城轨行业云计算应用现状及趋势 

5.2.1 城轨行业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协会的统计，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以下文中

涉及全国数据均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共有 40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线路 208 条，运营线路总长度 6736.2 公里。其中，地铁运营线路 5180.6

公里，占比 76.9%；其他制式城轨交通运营线路 1555.6 公里，占比 23.1%。当年

新增运营线路长度 974.8 公里。拥有 4 条及以上运营线路，且换乘站 3 座及以上

的城市 19 个，占已开通城轨交通运营城市总数的 47.5%。 

2019 年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 237.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5%，总进站量为

149.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2%，总客运周转量为 2003.1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13.8%，运营规模继续保持高增长势头。 

2019 年全年共完成建设投资 5958.9 亿元，同比增长 8.9%。在建项目的可研

批复投资额累计 46430.3 亿元，在建线路总长 6902.5 公里，在建线路规模稳步增

长，年度完成建设投资额创历史新高[9]。此外，截至 2019 年底，共有 65 个城市

的城轨交通线网规划获批（含地方政府批复的 21 个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线

路规模和投资额稳步增长，城轨交通持续保持快速发展趋势。 

从国际上看，中国大陆总运营里程排名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里程 23.92%，超

过第二至第四名总和。从城市层面来看，上海、北京运营里程位居世界前两名，

广州位列第五，成都、南京、武汉进入前十。客流规模上，中国北京超越日本东

京成为全球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量排行第一名的城市。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四

个城市在客流量排行中分列 3、5、7、8 位，从体量和增长态势上，我国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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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发展在全球独树一帜。 

在建设发展方面：由单线向网络发展和多制式协调发展。“十三五”期间，

城轨交通进入快速发展新时期，运营规模、客运量、在建线路长度、规划线路长

度均创历史新高，城轨交通发展日渐网络化、差异化、制式结构多元化，由线路

运营逐步实现网络化运营。 

在运营服务方面：北京、上海、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的客运量占城市公共交通

客运量的比重超过 50%，城市轨道交通的骨干作用日益凸显，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主要城市的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发车间隔、运营安全、绿色节能

等运营关键指标也都体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技术装备方面：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整车国产化率不断提升，以中国中车为

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企业，已经具备轨道交通产品的自主研发、设计和

制造能力，信号、自动售检票、车辆牵引传动、列车制动等核心系统，已经能够

与国际同行同台竞争[10]。 

在企业走出去方面：经过快速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几乎覆盖了所有上下

游产业链条，涌现出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企业，城市轨道交通产业“走

出去”正在由装备产品出口，向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管理一体化服务出口

转变。 

在多制式协同发展方面：大城市将加大向郊区、卫星城乃至周边城市延伸的

力度，单一的轨道交通模式将很难满足大城市的实际发展需求，从目前大约 100

座城市规划看，约 50 座城市规划了地铁，约 90 座城市规划了电车，约 30 座城

市规划了单轨，约 10 座城市规划了磁浮，而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发布《关于促

进市域（市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城市群和都市圈又开始了市域快轨的

规划工作。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将打破单一制的发展模式，未来将进入地铁、单轨、

市域快轨、有轨电车等相辅相成的多制式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智慧城轨成为新方向：2020 年 3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了《中国

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提及落实“交通强国”部署的重要性，促进

城轨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提出建设智慧城轨的战略目标。城轨云与大数据平台

作为智慧城轨纲要的重点建设之一，具体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实现对城轨业

务应用的统一部署承载，资源动态分配，统一开发运营部署运行环境，为城市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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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各类信息系统应用提供服务，助力城轨智能化、智慧化发展；二是在城轨

云上构建大数据共享平台，加大数据平台技术架构的自主化研究，突破数据共享

的壁垒，重点解决共享数据的采集、传输、加工、存储、安全、分析、管理和服

务等难题，为大数据应用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建设城轨云综合运维管理平台，统

一管理城轨信息系统的云服务、计算、网络、存储、安全等资源和 IT 服务；四

是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遵循“系统自保、平台统保、边界防护、等保达标、

安全确保”的策略，系统地采用可信安全与智能协同等技术，与城轨云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网络安全纵深防护体系，保障城轨云网及其承载应用持续稳定运行；五

是扩大智能创新应用建设，依托城轨云，助推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城轨交通的智

能优质服务、智能运营指挥和智能运维管理等领域的深化应用。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明确了“两步走”实现智慧城轨云

与大数据建设的战略目标。到 2025 年，完善城轨云与大数据平台的体系建设和

应用落地。新建城轨交通城市全部采用城轨云；已经建成城轨交通的城市在新建

线路采用城轨云及在既有线设备更新升级时移入城轨云；全面完成城轨交通信息

化顶层设计标准，形成中国特色城轨云标准体系。城轨云实现对城轨业务的全覆

盖，数据共享平台与城轨网络安全体系同步建立；建成城轨云的城市，大数据应

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 2035 年，城轨云成为全行业智慧城轨的支撑平台，网

络安全全面达标，中国标准的城轨云走向世界；以城轨云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应用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5.2.2 城轨行业云计算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5.2.2.1 现状调查分析 

2019 年 11 月，面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52 家会员单位进

行云计算应用问卷调查，重点针对 25 家城市轨道交通企业进行分析，整体反映

了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目前云计算的现状及城轨企业关注的焦点，具体分析如下： 

中城协《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

和发布，加速了城轨企业对于云技术的全面拥抱，如图 5-7 所示，超 8成企业将

云视为企业信息化的 IT 基础，一线城市均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云平台，广泛应用

到运营管理等各专业领域。二线城市和部分三线城市积极推进云平台扩建和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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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新线地铁城市，基于云平台架构成为标配。 

 

图 5-7 2019 年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云使用调查统计 

（数据来源：2019 年城轨协会信息化调查问卷-云计算） 

如图 5-8 所示，城轨企业目前以私有云为主，尝试公有云以及混合云的应用。

面向公众服务领域、体现城轨特色的公有云场景越来越重要，乘车码、AI 分析、

人+物联网及创新边界融合等业务逐步在公有云上呈现，同时随之而来的混合云

架构成为未来城轨企业客观的技术趋势，城轨企业将更加关注多云管理。 

 

图 5-8 2019 年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使用云类型调查统计 

（数据来源：2019 年城轨协会信息化调查问卷-云计算） 

如图 5-9 所示，在应用云化的业务广度上专业覆盖面较小，内部管理网和外

部服务网业务系统上云的共识较高，针对安全生产网的系统上云少有案例，过半

企业态度谨慎，暂时没有考虑将安全生产网的业务上云，未来需要行业和厂商共

同推进行车信号、综合监控、PIS、自动售检票、屏蔽门等网络和系统的上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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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引导面向通用和支持云化能力的应用软件产品迭代，行业应用上云仍有巨大

的潜力。 

 

图 5-9 2019 年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业务系统云化调查统计 

（数据来源：2019 年城轨协会信息化调查问卷-云计算） 

降本增效是城轨企业上云的最重要驱动力。行业中云成果的不断落地，成功

案例的不断涌现。如图 5-10 所示，云从技术上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大幅提升

已广泛被城轨企业认知，成为企业上云的最大动力。云平台的资源共享、按需服

务、集成复用、集中管理是降本增效的集中体现。 

 

图 5-10 2019 年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上云因素分析 

（数据来源：2019 年城轨信息化调查问卷-云计算） 

云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标准化是城轨企业上云最为关心的问题。具体来

看，如图 5-11 所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合规监管、可靠性最为关注也是行

业云计算技术的攻关课题，需要城轨企业和技术厂商共同在云安全方面进行技术

推进和实践积累。云计算技术的复杂性也是城轨企业关注的领域，从行业角度上

需要更为体系化、标准化、开放性的技术及 API 参考，建议城轨企业在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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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引入参考、要求厂商提供广泛、兼容和全面开放的基础能力。 

 
图 5-11 2019 年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上云关注问题分析 

（数据来源：2019 年城轨协会信息化调查问卷-云计算） 

如图 5-12 所示，目前超七成的城轨企业在容灾方面实现数据级备份。同城

或异地部署多数据中心容灾，主要集中在线网规模较大的城市。城市轨道交通客

流拥塞、公众出行受阻、系统故障等事件容易引发舆论热点，构建稳定性、可靠

性、经济便捷的容灾系统也是目前行业面临的挑战和痛点，需要全行业开拓进取，

攻坚克难。 

 

图 5-12 2019 年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容灾部署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2019 年城轨协会信息化调查问卷-云计算） 

5.2.2.2 未来发展趋势 

目前，新建地铁城市均以云作为基础，一线和二线城市普遍已建设私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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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城轨企业云化程度较高。 

2012 年，广州地铁就开始搭建私有云的环境，是行业内首个上线投产云计算

数据中心的城轨企业，实现了多个首次：首次将私有云在城轨生产业务系统中实

现 CPU 超配，首个利用基础架构和云强大运算资源能力打造弹性软件应用，首个

采用全私有云部署互联网生产应用，首个自主设计实施和运维乘车码三网融合

（互联网-管理网-生产网）方案，为行业如何引入云计算建设和应用方面提供了

非常有意义的尝试。2018 年，武汉和呼和浩特被协会批准成为云计算的重点试

点城市，南京、重庆、东莞、无锡、温州等一批城市也积极推进云平台建设和云

上应用深化。 

但总体上，轨道交通行业上云率低、系统覆盖率低、特别是核心生产系统上

云的只有少数城市，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另外，云计算应用的深度较浅，目前更

多仍聚焦 IaaS 层面，PaaS 业务系统的规模云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事实上，PaaS

平台通过微服务、容器、API 网关等技术升级重构，实现组件共享和应用解耦，

推动 IoT、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的应用落地，在其他行业的转型升级

中已发挥关键作用。 

混合云趋势：从城轨业务发展趋势角度看，系统信息正在由孤立、单一转向

多专业协同、多种信息融合的综合性平台型服务。互联网购票、城轨官网 APP 等

围绕乘客延展的公众业务，使用公有云的倾向越发明显，公有云前端结合私有云

后端的混合云架构，实践正趋于成熟，混合云是城轨企业云管理客观面对的新变

化。 

行业云趋势：《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建设纲要》提出城轨云未来 15 年

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云计算是将原本分散的资源聚集起来提供应用服务，而行业

云是对行业应用的进一步抽象和提炼，形成更为全面的集约化能力。城轨行业不

同企业之间在资源和信息方面严重不对称，通过行业云提供完善的生态体系，各

城轨企业不仅可以取长补短，降低 IT 投入成本，还可通过解决方案和服务输出

来赋能整个行业，提升全行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 

不同于私有云和公有云，行业云特色主要体现在 4个方面： 

经验产品化：目前 40 个城轨企业在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创新的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技术和业务经验，但仍以企业自身服务为主，很少能对行业直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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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业云通过提供平台，可将各城轨企业自身优势的信息化解决方案，转化

成产品对外输出服务，以不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技术复用化：行业云的定位具有成熟的技术和应用基础。从技术层面注重服

务组件化和松耦合，逐渐覆盖全部城轨业务场景，并细化具有公共通用属性的功

能单元，借助微服务容器等新技术架构，构建完整的行业应用组件图谱。行业用

户借助公共组件基础上进行个性化业务的增量开发，无需再重复遍历系统建设开

发的所有环节，实现快速交付投产。行业云通用 PaaS 和 SaaS 服务，甚至可以改

变传统 IT 建设项目大而全的预算及投资方式，转向按需迭代的租赁或购买服务，

实现降本增效。 

数据共享化：数据是核心竞争力，行业数据主要来自各城轨企业，绝大部分

是私有数据，如何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资源利用，特别是数据在行业内

部聚集和共享，是行业应用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行业云不仅要实现行业内

数据共享，还要帮助行业数据拥有者将数据转换为服务，提升数据价值。 

角色多样化：城轨企业可在行业云上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用户，使用行

业云服务；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云服务供应商，提供 SaaS 或 PaaS 行业领域的专有

解决方案，将行业经验转化为价值能力。 

5.2.3 城轨行业云计算建设相关国家政策要求 

2017 年 1 月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发展信息

安全产业。支持面向“云管端”环境下的基础类、网络与边界安全类、终端与数

字内容安全类、安全管理类等信息安全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支持安全咨询及集成、

安全运维管理、安全测评和认证、安全风险评估、安全培训及新型信息安全服务

发展。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发展若干专业能力强、特色鲜明的优势企业。推动电

子认证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生物识别等新技术的融合，加快可靠电

子签名应用推广，创新电子认证服务模式。加强个人数据保护、可信身份标识保

护、身份管理和验证系统等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2017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

划》的通知，提出“要促进交通产业智能化变革，实施“互联网+”便捷交通、高

效物流行动计划。将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贯穿于交通建设、运行、服务、监管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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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各环节，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与交

通运输深度融合，实现基础设施和载运工具数字化、网络化，运营运行智能化。

利用信息平台集聚要素，驱动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转变，全面提升运输效率和服

务品质”。 

2018 年 8 月 1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南（2018-

2020）》的通知，指出“云计算是信息技术发展和服务模式创新的集中体现，是

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必然趋势。支持企业上云，有利于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提高创新能力、业务实力和发展水平；有利于加快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并要求“到 2020 年，力争实

现企业上云环境进一步优化，行业企业上云意识和积极性明显提高，上云比例和

应用深度显著提升，云计算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广泛普及，全国新

增上云企业 100 万家，形成典型标杆应用案例 100 个以上，形成一批有影响力、

带动力的云平台和企业上云体验中心。”。 

2020 年 3 月 12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建设纲要》发布实施，是我

国城轨行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交通强

国建设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城轨行业首部交通强国建设的发展蓝图，是我国

城轨行业领导和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行业层面对智慧城轨建设的发展战略、

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体制机制和保障措施进行了统筹规划，是未来

（2020 年-2035 年）引领我国城轨行业智慧城轨建设的行动纲领和顶层设计，对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纲要提出了智慧城轨建设的指导思想，阐

述了智慧城轨的标志和内涵，描绘了智慧城轨建设的蓝图，明确了“两步走”战

略的具体目标，将云平台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充分体现了“交通强国 城轨担当”

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推进城轨信息化，发展智能系统，建设智

慧城轨”为建设主线，引领城轨交通行业发展，开创交通强国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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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城轨行业云计算应用价值 

6.1 城轨行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6.1.1 城轨行业信息化发展挑战与机遇 

（1）信息化发展挑战 

城轨企业信息化多是面向企业内部用户，其需求相对明确、稳定，具有很强

的行业系统特点，核心系统如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主要是企业内部员工使

用。外部服务网有些业务面向乘客，但目前应用功能和交互场景较少，在乘客认

知、认可、交互方面有所欠缺，未来开发价值尚有广阔空间。另外城轨企业延续

“竖井式”项目建设模式，造成体系架构陈旧、信息孤岛严重、基础设施分散、

网络资源浪费、安全管控薄弱、运维体系失衡，导致标准规范缺失、建管统筹乏

力、“乱云飞渡”无序发展[11]。 

体系架构陈旧，信息孤岛严重：生产系统按线网/线路/车站分级建设，架构

层次复杂，建设和运维成本高。各系统平台自成体系，功能开发依靠系统集成商

按前期需求进行定制开发，后期开发对既有厂商依赖性强，较难适应运营不同时

期的需求变化。随着城轨交通信息化建设逐步深入，传统“竖井式”的系统架构，

既无法快速有效扩展来满足大量业务应用的需求，也无法调和“信息共享”和“网

络安全”的矛盾，并存在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 

基础设施分散，网络资源浪费：传统系统架构下，每个车站均设置具有各业

务系统的车站级服务器、终端，对车站的机房空间、电力、环控、消防等资源占

用大；服务器及终端的分散设置方式存在运用风险、运维不便等问题；同时地下

车站的机房环境较差，受地铁运行震动影响存在致使设备故障率较高等弊端。 

安全管控薄弱，运维体系失衡：城轨存在多制式传感器、通讯终端、网络、

主机、中间件、数据库等多个维护环节，故障或安全事件出现时往往只能捕捉时

点日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遍历问题，无法快速定位和追溯历史。另外应用系

统垂直管理、各自监控、各自为政，多套运维人员配备也普遍存在。缺乏集中监

控、集中维护、统一管理和自动化运维体系，运维成本居高不下。同时随着大数

据、AI、边缘计算的大规模集群化部署，人均维护数量达到几百上千台设备，传

统运维方式无法支撑新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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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化发展机遇 

依据《“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云计算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17—2019 年）》、科学技术部和交通运输部《“十三五”交通领域科技

创新专项规划》提出的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广应用战略以及信息化、自动

化两化融合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发展趋势，基于云计算、多域感知、人工智能、产

业互联网、主动协同等技术的有效集成，可以实现大范围、全方位、实时性、高

效率的运行控制与管理，推进综合交通系统向网联化、协同化和智慧化方向演进，

为城轨企业可持续发展、吸引公众绿色出行、促进城市间互联互通、城乡交通网

络一体化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打造智慧城轨，服务交通强国。 

智慧城轨，提升可持续发展：在企业节流方面，通过人工智能、多域感知、

无感进站，探索无人站台、无人乘务、智能维修，降低每公里的运营人员配置，

节省运营人力成本。在提升自身造血功能方面，借鉴互联网思维，以乘客服务为

核心，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用户画像，精准提供丰富的出行及周边服务，助

力打造地铁商圈、物业开发、商业联动、金融服务等多元化经营，实现可持续发

展[12]。 

智能运营，推动绿色出行：在高效、安全运营基础上，延伸乘客服务，提供

全息感知、智能化、个性化、高品质的出行体验，吸引更多公众绿色出行；推动

全自动运行、智能客服、绿色节能及智慧安检等技术应用，最大限度节约自然资

源、降低能耗和物耗，实现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打造绿色、低碳轨

道交通；通过灵活化的线路设计、中心运行线路的智能编排，实现运力的精准投

放和弹性调度，提升新线运能标准和换乘效率。 

互联互通，缩短区域时空距离：城轨作为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点任务，

依托综合运输大通道以及港口群、经济带、城市群，加快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

发展，构建区域国铁、快轨、地铁等轨道交通网络的直通互联、票务共享机制，

在信息化层面做好票务清分、协同运输、数据共享等相关系统业务链及数据链技

术支撑，实现“换乘便捷、多城一网、一票通达”，推动轨道交通区域一体化发

展，拉进城市间城乡间的时间距离。 

6.1.2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分析 

（1）5G 网络通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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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时代，5G 移动通信技术具有超高宽带、超低时延、多连接等特性。

5G 最大传输速率超过 1.5Gbps，大带宽优势可广泛应用在城轨车地通信、车车通

信、DCS 工控物联网等领域，是承载智慧能力的大动脉。 

车地通信：可做到车、地之间通信设备的自动对准、自动连接、自动身份识

别和自动上传，全程安全可靠，无需人工干预。在车站轨行区两端和列车两端上

部署 5G 城轨车地通信设备，利用列车短暂的停站时间，完成车载 CCTV 视频与

车载监测数据回传和落地存储，不仅方便车厢视频的及时调看，而且也使得列车

受电弓、转向架等列车监测数据高效传输到地面，可实现设备健康管理和状态的

及时分析，进一步提升地铁运营的安全。车车通信，针对新一代智慧车辆，为达

到多数据、高实时性和高可靠性的信息传输要求，5G 通信技术中运用的超密集

异构网络，能够为列车提供不间断且安全的网络连接，通过 D2D 通信实现数据

在终端间的直接传输，连接车与车之间信息的交互，进一步扩张智慧列车的传输

动脉。 

（2）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是指通过物联网络将计算能力和服务部署在网络的边缘，向附近的

终端、感应器、用户提供通讯和计算服务，解决物联网系统在高分布式场景下的

海量异构联接、业务实时性、业务智能性、数据互操作性以及安全和隐私保护的

挑战。边缘数据迎来了爆发性增长，工业、农业、能源、运输、安防等传统行业

开始探索在靠近数据生产者的边缘提供数据处理功能来解决大量异构设备和网

络带来的复杂性问题，以及生产数据的实时性和可靠性问题。在未来的智能交通

应用环境中，“云计算”相当于智能设备的大脑，处理相对复杂的进程；“边缘计

算”相当于智能设备的神经末梢，进行一些“下意识”的反应。 

在城轨领域广泛应用边缘计算的场景包括以下： 

站台屏蔽门控制能力：城市轨道交通目前屏蔽门的开闭主要是靠列车司机人

眼识别，整列车所有车门关闭需等待最后乘客上车，屏蔽门系统只有一个中枢大

脑，而缺少“末梢神经”。如果在屏蔽门加装检测及控制设备，行使边缘计算的

能力，实现独立智能并安全的控制开合，可以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经济性，

门车智能协同和促进自动驾驶发展。 

车厢网络信号稳定性：通过边缘设备缓存数据，承担“神经末梢”的角色，



 

31 

 

使得网络信号环境不佳的区域也能保持平顺的访问网络。例如，地铁通过边缘网

关设备搭建地铁缓存云，在网络环境较好的车站缓存信息，在网络信号不太稳定

的站间行驶区域保持较好的乘客上网体验。 

自动化驾驶时延要求：边缘计算可为防碰撞、编队等自动/辅助驾驶业务提

供毫秒级的时延保证，同时在基站本地提供算力，支撑高精度地图的相关数据处

理和分析，覆盖视线盲区的预警。 

（3）人工智能 

随着大数据、新型高性能计算、深度学习的发展，在云平台基础上，推动人

工智能与轨道交通应用的深度融合，可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的新型智慧

城轨发展。人工智能平台为智慧进站、智慧客服、智能运行、智能维护、智慧安

防等应用提供图像、语音、视频识别、语义识别、文本识别、机器学习、模式识

别、人机交互等技术支撑。 

智慧进站：在高效控客模式上，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站内流量预估、高峰时段

闸机开放模式可变化的应用；在进站方式选择上，人工智能可提供人脸图像、生

物识别等非接触式支付途径及多元化处理，提高乘客对无感进站的智慧体验。 

智慧客服：智能计算不同车厢拥挤度、前后车厢温度，提前告知乘客“智能

列车”的运行位置以及乘车情况；车厢内通过感知摄像头实时采集车内乘客图像，

利用视频云中心“智慧大脑”分析，识别乘客面部体表温度、是否佩戴口罩、是

否招手呼救或者晕倒等异常行为检测告警，提升乘客数据化的服务体验。 

智能运行：利用感知设备、边缘设备、智能计算，可以分析司机面部特征推

断驾驶状态，进行疲劳、分心等状态的语音提示；利用车顶、轨旁等视线盲区的

边缘设备实时采集不同列车车内满载率、温度、湿度、空气等信息，为舒适度改

善、运营管理提供数字化依据；通过无线自组网实现“网联化”完成列车级信息

传输；基于人工智能的主动感知支持“千里眼”、“顺风耳”、“智能运维”，为实

时运行的设备维护、故障预测提供有力支撑。 

智能维护：运用智能感知设备对车辆状态、视频、图像、环境数据采集，基

于列车检修专家系统利用预置数据模型或人工智能识别算法实现列车的健康评

估、智能检修、智能巡检，形成自动演进功能的闭环智能检修平台。 

智慧安防：视频监控作为轨道交通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在现有基础上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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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图像技术，可构建集智能化安检、智能视频监视、城市轨道交通保护的—体化

安防体系，实现集约高效的、全域立体的安防信息集成和安全应急联动。 

（4）IoT 物联网 

物联网通过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

识别和管理。随着地铁线路网络化建设，传统人工巡检效率低下且难度大，远远

无法满足城市轨道交通高效管理运营的需求，亟待向轨、车、人的全面数字化和

智能化转变。 

IoT 网络可接入工务、供电、电务等物联设备，通过统一的大数据处理平台

和运用 GIS 技术及数据可视化技术，全面、准确、直观地呈现车地、轨旁基础设

施状态，实现人、车定位和轨迹跟踪。通过物联网平台，可以进行连接数据的可

视化管理、设备连接和安全管理，同时配合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挖掘分析，进行更

为准确的设备预测性维护，更合理及有前瞻性的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及

轨道、供电、机辆的综合高效运维，大大提高整个平台的运营和运维效率，减低

人员维护和系统维护成本检修过程可管可控，全面提升安全运营、主动预防和全

局协同能力。 

（5）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数字化映射，Digital Twin）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

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通过数

字化映射和“数字基因”植入，在数字世界中构建一个和实体一模一样的模型，

来实现对现实中物理实体的了解、分析和优化，解决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智能

化互联互通，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双向动态交互。 

互联网实现信息互联，物联网实现万物互联，而数字孪生可以实现万物和信

息世界的互联。Gartner 预测到 2021 年，有 50%的大型企业都会使用数字孪生。

2019 年工信部提出推进数字孪生技术应用，行业将有望迎来新的催化。 

城市轨道交通进入了数字化的新时代，数字化技术将为城轨项目设计、施工、

运营、运维、轨道保护、BIM 应用等带来全新体验，将物理资产和数字资产进行

同步成为数字化运营管理的重要环节，利用数字手段将数字孪生资产中的所有数

据元素链接到地铁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进而产生更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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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城轨行业云计算应用的价值体现 

6.2.1 对企业内部管理的价值 

通过云平台全面承载城轨企业生产运营、内部管理等各类业务，可以实现资

源的统一调度、集中管控、弹性管理，在硬件配置投资、机房使用及维护、后续

扩展方面体现了节能复用的价值，节约了大量成本，提高了企业运营能力。 

利用云计算集成大数据、AI 等各种先进技术和能力，为客流精准预测、行车

安全保障、全息感知服务、运营安全保障、绿色节能环保、智能诊断维修等新应

用领域提供开发、测试、发布、迭代、集成的创新平台，促使驱动轨道交通技术、

经验、知识的模型化、标准化、软件化、复用化，形成可快速迭代、高效、智能

化的运营服务，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优化。 

在云平台的技术架构下，通过数据中台、技术中台、业务中台的构建融合，

实现业务和组织的弹性伸缩，可持续推动信息化和工业自动化深度融合的、面向

服务的一体化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行系统，构筑城市轨道交通的智慧大脑。 

6.2.2 对乘客外部服务的价值 

城市轨道交通在提供线网级多样化服务中，将以乘客出行生活要素为驱动，

演变为全智慧型的出行增值服务链，构筑都市生活平台。通过把车站从城市交通

枢纽转变为都市生活枢纽，把线网从城市交通走廊转变为都市生活走廊，打造地

上地下整合联动的地铁商圈、生活圈。 

通过云计算提供的多层次协作共享和信息服务资源，可以带动更系统化的业

务创新，扩展城轨商业生态，逐步构建基于轨道交通的生活服务圈，为乘客提供

多元化的轨道交通定制化生活服务。具体包括为：适配各种商业场景，拉通线上

网络平台及线下经营活动，可实现广告业务的精准推送；通过引入周边商业，设

置无人商铺，构建“一站式”轨道交通核心商圈；通过引入同城快递、轨道交通

物流、缴费代扣、线下充值、线上到线下即取服务等生活服务，形成城轨生活驿

站；通过手机 APP 完成线上线路查询、景点门票购买、酒店预订等文化旅游拓

展服务，为乘客提供手机游戏、电影、电子书册等丰富的泛娱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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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对行业生态共享的价值 

随着微服务、容器、API 网关等云源生技术体系的发展和日趋成熟，特别是

公有云取得的巨大成功，为构建行业云生态、实现云服务共享，提供了成功借鉴

和落地参考。技术驱动行业价值共享，不只是体现在通用云服务的集约化，更深

刻的意义是推动行业创新。 

当前城轨行业和其他传统行业，普遍受限于固有的信息化建设模式和架构，

过于中心化和错综复杂的系统耦合，经过长期的累积，演变成“灰犀牛”，牵一

发动全身。接口不规范标准不统一，导致企业新业务创新开发过程中，大部分精

力除投入到与外部系统的功能对接，还要考虑自身系统和相关系统的性能负载，

造成应用系统的迭代成本和工期远高于公有云 SaaS。 

在城轨企业部分内部管理和公众互联网业务发展中，探索出适合使用行业云

服务的需求。通过面向城轨行业生态开放的行业云平台，不断汇聚和持续更新最

优秀的行业解决方案，打造城轨行业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服务供应链，成为更多创

新项目孵化和成长的肥沃土壤，通过凝聚智慧、形成合力，形成引领世界的城市

轨道交通信息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全球用户，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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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云计算应用模式 

7.1 私有云模式 

7.1.1 私有云特性 

私有云的资源，包括所有硬件、软件和其他支持性基础结构，私有化部署均

由企业完全控制，可按需独立提供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灾备、大数据、数

据库和 PaaS 等云服务能力。 

私有云的特征，体现如下： 

（1）独占性：企业独立拥有私有云所使用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并存放和运

行于本地机房，IT 资源完全由企业支配，不存在第三方共享或复用计算资源。 

（2）高可靠性：私有云基础架构具备高可靠性，对整个后台包括服务器、

网络和存储在内的系统，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数据中心管理提供负载均衡、环

境冗余、热迁移等功能，保障业务连续性，降低单点安全隐患，提升业务系统的

整体可靠性。 

（3）安全性：私有化部署管理边界物理设备的可控性更高，并通过制度规

范及技术防护有效配合，与其他环境安全隔离，同时私有化部署拥有绝对的控制

权，可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关闭设备或网络阻隔等极端措施处理风险。 

（4）可扩展性：可根据业务系统的负荷，按需调整硬件资源的弹性伸缩，

并且支持通用软件和高阶云服务的分布式横向扩展。 

城轨行业传统的 IT 数据中心大多建立以 IOE(IBM 小型机+Oracle 数据库

+EMC 存储设备)为代表的集中式数据处理架构，存在诸多瓶颈：第一，传统架构

强调单一系统的规模，通过强化单一系统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横向扩展能力有限

无法满足高并发和数据量业务增长的要求；第二，传统架构的软件和硬件设备被

IOE 三家公司所垄断，价格十分昂贵，在大数据环境下的系统规模日益庞大，需

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采购扩展支撑；第三，硬件平台兼容性差，比如惠普硬件无法

与 IBM 系统形成无缝的跨平台；第四，从管理上，传统数据中心的建设归口不

同部门，造成软硬件呈现七国八制，每套应用的架构都需要独立的维护团队，造

成维护成本高居不下。总之，竖井的形成，阻断数据共享，导致 IT 系统建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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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着眼于统一架构，严重制约软件交付和业务创新的效率。 

相比传统的 IOE 架构，私有云部署模式具备低成本、弹性、易用、高可靠性、

按需服务等优点，在 IT 系统方面可实现“拎包入住”。城轨 IT 传统架构向云模

式转变，主要体现在：第一，使用普通服务器替换昂贵小型机，突破小型机强绑

定操作系统软件的限制和小型机只能纵向扩容的约束，通过普通服务器组建大规

模集群规模，同时在云平台管理系统中可兼容不同型号的 PC 服务器，来降低扩

容和采购成本；第二，采用软件定义存储技术构建分布式的存储框架，实现更灵

活、集中式、兼容多种存储介质的管理，更低成本实现大规模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存储，成为支撑大数据和 AI 平台的基石；第三，云平台以虚拟化技术打破

了服务器及物理边界，可灵活便捷的实现高可用性、负载均衡和弹性缩扩容；第

四，逐渐通过国产分布式的中间件和数据库替换掉集中式的 Oracle 数据库，为云

进一步深化到 PaaS 阶段，全面解绑传统架构软硬件束缚提供了技术支撑。 

7.1.2 城轨私有云应用 

7.1.2.1 城轨私有云参考架构 

私有云是城轨企业主要的云平台建设模式。近几年大型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在

云架构上不断深化和突破，从 IaaS 在向 PaaS 过渡，在《智慧城轨信息技术架构

及网络安全规范》总体技术架构基础上，借鉴先进城轨企业中台框架设计进一步

丰富和延展平台层。如图 7-1 所示，总体架构由感知层、网络层、基础层、平台

层、应用层构成，同时拥有制度标准和网络信息安全“两大体系”保障流程执行

和规范制度合规，实现对生产指挥中心、乘客服务中心、企业管理中心的全业务

应用支撑，构建围绕企业、乘客、外部单位、区域发展、智慧城市的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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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城轨企业私有云总体架构 

感知层：具备源数据采集功能，源数据在各系统的运行过程中直接产生。感

知层通过传感器、摄像头等前端感知设备和构建通信、工业互联网关对信号、综

合监控、视频监控、乘客信息、门禁等各生产系统采集源数据。 

网络层：具有信息系统层级间的信息传输功能，涵盖物联网、互联网、泛在

互联等技术，实现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各系统各单元之间的无缝传递，促进数

据的充分流动和集成。网络层通过通信传输网、数据网、移动通信网等各种类型

的承载网，将物理上分散的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等实现系统设备连

接互通。其中有线传输网络可采用基千频分的光传输(OTN)、工业以太网等先进

通信技术；无线接入网可采用 WLAN、LTE、蓝牙、iBecon 等技术；特别是敏感

网络（TSN Time Sensitive Networking）、5G 等新技术在未来可组建成“无线+光

纤”综合承载网，通过升级传统网络架构和重塑连接，为边缘计算、云边协同、

智能感知提供更高带宽、更低延迟、安全可靠的网络服务能力。 

基础层：由逻辑化/池化后的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软硬件资源及封装

后的多种 IaaS 服务组成，可直接被云用户使用，也可组合支撑更复杂的业务场

景，用户可在 IaaS 服务基础上部署和运行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 

平台层：为用户提供部署、管理和运行应用程序的环境和业务组件平台化服

务，提供应用框架、中间件及相应的部署服务以及大数据的计算存储等服务。平

台层由技术中台、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组成。 



 

38 

 

技术中台提供容器、通用软件、微服务开发框架以及工具化的调度管理、开

发维护一体化等运行环境和服务。业务中台提供各种封装业务组件应用，实现业

务应用重用和按需组合，支撑专业场景积木式敏捷性构建平台应用。数据中台提

供融合计算引擎，基于分布式的数据仓库，具备从数据清洗加工、数据标准化、

特征构建到模型训练、画像生成等端到端数据服务；借助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管

控，全景量化全域数据资产和数据价值，通过微观权限控制、脱敏重要数据来规

避数据风险和浓缩数据表示，满足轻量化与业务中台和 SaaS 层的数据调用。 

应用层：支持从业务中台组件池中查找相关业务组件，通过服务集成和服务

网关快速组合应用程序主框架的开发模式，结合智慧城轨业务场景提供具备云源

生能力的应用系统平台搭建服务。 

制度标准体系、网络信息安全体系，提供贯穿于信息化的建设、管理、维护、

服务等各阶段要执行的行业标准规范、网络信息安全以及运维管理的工作要求。 

7.1.2.2 城轨私有云应用场景 

城轨企业私有云依托资源独占性、安全性、弹性扩容的优势，拥有全域的资

源统一调配和管理能力，首要核心任务是承载和满足城轨生产运营核心业务的高

负载、高级别安全、高业务连续性的运行要求，为城轨企业信息化的持续建设以

及新建线路的延续服务提供良好的支撑。城轨核心的运营业务系统主要包括：信

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乘客信息服务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门禁系统、线网

指挥中心等。 

其次，私有云为内部管理各系统（协同办公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财务

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企业内部网站、档案管理系统、设备维护管理系统、

施工调度管理系统、物资管理系统、运营日报系统、综合车务管理系统、安全管

理系统等）提供云基础 IT 环境，通过按需申请各业务系统所需的计算、存储、

网络资源，进行动态部署和集中维护，灵活高效的来满足企业内部管理信息化的

基础服务需求。 

（1）信号系统应用 

信号系统是一个以安全设备为基础，集行车指挥、运行调整以及列车驾驶

自动化等功能为一体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其核心是列车自动控制（ATC）系

统，它由列车自动防护（ATP）子系统（包括计算机联锁）、列车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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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子系统和列车自动监控（ATS）子系统组成。ATS子系统的安全、可

靠、可扩展性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列车运行管理，作为城轨日常运输生产活

动的管理核心，ATS系统云平台化是来自行车调度指挥的发展需求。 

控制中心ATS子系统主要负责站场信息、列车信息和列车运行的监督控制功

能,主要设置了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通信前置机、运行图/时刻表编辑工

作站、调度工作站、ATS维护工作站等一系列设备。控制中心ATS子系统云平台

化部署时，应用服务器、通信前置机设备采用虚拟机部署,数据库服务器采用裸金

属部署，统一被云管平台管理；为保障中心ATS子系统资源隔离与通信安全，云

平台为ATS子系统设置独立VDC用于和其他业务系统隔离，不同线路ATS子系统

可设置为下级VDC共享上级VDC资源配额，并使用VPC进行隔离。业务管理员可

通过云平台分别管理各线路资源，生产单线路报表；也可以集中管理所有线路资

源，生成全线路报表。 

车站ATS子系统是ATS系统的基础，当控制中心故障处于降级模式时，需通过

车站ATS对列车进行运行监控。由于车站子系统与信号安全网（SIL4等级）存在

接口关系，为避免对信号安全网造成影响，同时保证列车运行监控的稳定可靠，

目前阶段车站ATS维持传统独立物理机部署。未来城轨企业在标准化和通用化方

向将引导ATS厂商支持中心级和车站级的云虚拟化同时应用，整体提升ATS的云

平台接入能力，改变纯物理占用和低效资源的旧模式。 

（2）综合监控系统应用 

综合监控系统对地铁屏蔽门系统、自动售票系统、自动扶梯系统、通风系统、

照明系统等实现有效监控。同时能够有效监测地铁工程运行的实际情况，为后期

维护及调整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从而更好地保证地铁运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传统模式下，综合监控系统分线路中心级、车站级和现场设备级三级控制，

在中心和车站均设有物理服务器和工作站，且车站通常为本地冗余部署，给运营、

维护以及成本控制带来很大难度。云平台架构下综合监控系统（ISCS）采用线网

/线路中心级综合监控系统、车站级综合监控系统两级系统架构。通过云方式虚拟

化由中心云平台统一管理和集中监控计算、网络、存储、安全资源服务，车站云

节点与其他系统交叉互备复用本地服务器资源，从而降低现场管理和维护工作，

提升车站设备利用率。当出现断网与数据中心失去联系时，进行车站降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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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将统一登录以及云平台的相关功能集成到综合监控系统中，减少跨系统

的登录重复操作，更加简洁直观地对云平台功能进行操作及展示。 

（3）乘客信息服务系统应用 

乘客信息服务系统通过文字、图像为进出车站的旅客提供列车到发等有关信

息，引导旅客快捷方便的乘车，而且可为候车旅客提供新闻节目、播放广告等服

务。传统乘客信息系统采用线路中心、车站、终端设备的两级三层架构，线路中

心设置中心服务器、接口服务器、存储、中心交换机、工作站等多台设备，各车

站设置车站服务器、工作站以及终端播放设备。传统架构中线路中心、车站均部

署大量的服务器、存储资源，设备分散设置、数量多。一方面，系统中设备物理

资源、计算资源利用率低，大量的计算机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分散设

置设备，导致故障点多，管理维护成本高，相应的机房资源、供电资源等浪费严

重。将传统的三层架构向云架构进行转变，中心侧可将数据库服务器、接口等服

务器运化至中心云，车站级应用服务器与综合监控、AFC 等虚拟机交叉互备复用

车站本地服务器资源。 

（4）自动售检票系统应用 

自动售检票系统是基于计算机、通信、网络和自动控制等技术，通过对计算

机、统计、财务等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实现城市轨道交通售票、检票、计费、

收费、统计、清分和管理等全过程的自动化系统。AFC 系统由综合中央计算机系

统（ICCS)、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LCC)、车站计算机系统(SC)、车站终端设备(SLE)

及车票五层架构组成，一条线路的 AFC 系统，分线路级、车站级和现场终端设

备级共三级。基于云技术的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可将票务清分系统、线路中央计

算机系统构建到中心云，车站计算机系统与 PIS、综合监控等车站级服务器集群

混编复用，通过快照或镜像等方式保持数据备份和同步，在紧急情况下满足系统

降级恢复和业务处理。车站服务器和终端设备直接接入云的模式，可以极大节约

SC 和 LCC 的建设和运行成本，提高系统响应速度，降低 AFC 系统部署难度。 

（5）门禁系统应用 

城轨地铁门禁系统由中央级门禁管理系统、车站级门禁管理系统、现场级门

禁设备。现场级门禁设备有门禁控制器、读卡器、门锁、紧急开门按钮等。在新

线路建设中，大部分车站级门禁系统安装于单节点 PC，可通过车站云节点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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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式部署，利用车站云节点集群，实现冗余和高可用，出现降级情况下可通过

在线访问虚机的门禁系统接管控制，减少车物理 PC 的占用和硬件成本。 

（6）线网指挥中心系统应用 

线网指挥中心系统对全线网列车运行、客流变化、电力供应、车站设备运

行、防灾报警、环境监控、票务管理及乘客服务等地铁运营全程进行调度指挥

和监控，结合大数据对客流及应急事件进行预警和预判，实现更高效的跨线路

协调指挥、应急处理、信息汇聚共享和优化运营。线网指挥中心为中心一级架

构，通常由数据库、数据接口、前端应用三种子系统构成，可统一部署到中心

云平台，借助云平台弹性扩容和高密度的资源聚合能力，可持续满足线网规模

增长和应用新功能扩展的需求。 

（7）企业内部管理系统应用 

城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信息化组织与管理体系，通过持续的

业务平台建设，实现了工程建设、运营、资产管理、衍生资源开发等主要业务的

信息化、流程化、标准化，同时也形成了多达数十个企业信息化内部管理系统，

此类应用具有内部使用、集中部署、日忙夜闲等相同特点，而且不涉及车站、段、

场的多层物理架构，从适配、效能上最适合云方式部署，也是目前城轨企业云计

算应用最为广泛和深入的领域，很多城轨企业积累了丰富成果和经验，实现了消

除竖井、动态调配资源、统一监控、自动化运维，凸显了云平台的优势。 

7.2 公有云模式 

7.2.1 公有云特性 

公有云的资源，包括所有硬件、软件和其他支持性基础结构，均由第三方云

服务提供商拥有和运营，通过互联网提供 IaaS、PaaS、SaaS 等资源服务。在公有

云中，用户、组织或云租户共享相同的硬件、存储和网络设备，通过使用 Web 浏

览器访问服务和管理帐户。公有云的特征，体现如下： 

（1）快速见效：用户无需购买硬件或软件，仅对使用的服务付费。项目建

设无需考虑硬件的到货、上架、部署及运维，将关注点集中在业务开发、建设和

项目管理中，能够更快完成业务系统的上线运行。 

（2）低维护成本：公有云提供了全面的硬件基础设施、服务目录、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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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工具以及告警监控，部署过程简单便捷，同时屏蔽大部分硬件层的常见故障，

极大节省硬件维护人员的投入，用户在使用公有云环境中，聚焦更多精力投放在

应用业务系统的架构优化、开发创新和应急管理，提升项目人效的投入产出比，

降低运维成本。 

（3）灵活的缩放性：公有云按需提供各类资源，可满足业务需求及业务扩

展要求。系统下线或临时任务关闭后可只保留快照备份，释放服务器资源，减少

租赁或服务成本。 

（4）高可靠性：通过分布式架构将众多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对外发布

为云服务，用户可根据自身对可靠性的要求选择使用单一区域云服务或通过多区

域云服务部署应用，提高应用可靠性。 

7.2.2 城轨公有云应用 

7.2.2.1 城轨公有云参考架构 

公有云完整的形态及基于互联网、分布式、按需随时就近接入可用等特点，

如图 7-2 所示，为用户提供相关服务，包括 IaaS、PaaS、SaaS 等方面。城轨企业

使用公有云主要面向互联网的业务，公有云具备公网资源广泛覆盖的优势，可以

共享多台服务器的流量和带宽。 

 

图 7-2 公有云应用示意图 

7.2.2.2 城轨公有云应用场景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轨企业使用即时通讯、移动办公、企

业用车等公有云 SaaS 方式直接应用到企业内部管理；与此同时，以互联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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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为契机，各地的城轨企业选择自建 APP，或选择利用外部 APP，提供用

户实名认证管理、二维码扫码乘车、移动支付等城轨企业特色服务，极大的提升

地铁出行便利和乘客进出站体验。 

公有云部署的城轨企业官方 APP 和互联网票务平台，借助公有云公网带宽

资源、抗攻击等优势，为公众用户提供稳定的移动服务，随着以人为本、服务延

伸、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手机 APP 的功能将不断丰富，如 O2O、出行及

周边资讯、VR/AR 多媒体互动、金融服务、便捷物流等城轨+互联网的创新场景

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行业内的不断创新，涌现出如城市轨道交通行

业电子商务平台-城轨采购网，成为首个行业内部署到公有云 B2B 平台，该平台

以服务行业用户、集中采购、规模采购为导向，协调行业产品技术标准和规范，

打通从建设到运营的一体化信息通道，实现上下游企业的联动与协同，促进产业

集群发展。采购网 SaaS 模式也引发了对行业云的思考，未来更多共享开放的行

业创新平台将不断提供服务，带动行业云的构建和发展，实现“两步走”战略。 

7.3 混合云模式 

7.3.1 混合云特性 

混合云的资源，包括所有硬件、软件和其他支持性基础结构，兼顾私有云和

公有云的搭建及服务模式。混合云的特征，体现如下： 

（1）广泛兼顾：兼顾传统业务和互联网应用。通过私有云部署核心应用，

满足数据和系统安全，遵循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利用公有云众多服务帮助企业

缓解创新压力，无缝运行互联网业务。 

（2）弹性伸缩：按需扩容降低 IT 投资成本。面对峰值业务和激增流量，充

分发挥公有云服务可快速申请的灵活性和按需使用的性价比。不论是私有云环境

或是公有云环境，均可以按需进行弹性伸缩。 

（3）快速迭代：混合云可以随着云平台上的应用不断变化来调整和优化资

源配置，为开发人员提供标准、合规、高效的 DevOps 环境。利用混合云架构，

企业还可将公有云前端产生的流量数据在公有云进行清洗，提炼价值数据回传至

私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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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城轨混合云应用 

7.3.2.1 城轨混合云参考架构 

通过混合云可以帮助城轨企业选择适宜的资源来运行不同类型的负载，即利

用了公有云快速交付、服务多样化、广泛互联等优势，也兼顾保障了私有云本地

数据中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如图 7-3 所示，通过混合云可以进行资源管理和应

用管控，屏蔽云资源的差异，统一管理应用所依赖的外部服务，从而更加聚焦业

务开发。虚拟机和容器可跨混合云部署，实现云间自由迁徙，弹性扩容回收云资

源，灵活应对峰谷资源平衡，提高架构敏捷性和灵活性。 

 

图 7-3 城轨企业混合云总体架构 

城轨企业混合云应具备以下能力： 

统一账号认证：基于公有云和私有云统一架构的前提下，私有云和公有云可

结成联邦关系，私有云用户可以访问公有云的服务目录，使用公有云丰富的云服

务。 

统一服务发放：联邦认证后，打通了私有云和公有云账号权限，管理员可向

私有云租户关联公有云账号权限，一个账号下分配和使用云间资源。 

 

统一配额管理：支持指定项目的费用控制，管理员为企业内的各业务部门创

建 VDC 时，可以设置各业务部门购买云资源的费用上限，混合云支持将费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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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设置到 VDC 所对应的项目，整体控制 VDC 使用的云资源和预算。 

统一运维监控：运维中心接入公有云监控 API，查询租户发放的云主机、云

硬盘、弹性 IP、带宽的性能监控数据。运维中心视图支持全面展示公有云、私有

云的全域资源监控数据。 

混合云备份：支持将本地非敏感数据、视频历史数据等备份到公有云云存储，

优化本地数据中心存储和带宽成本。 

7.3.2.2 城轨混合云应用场景 

混合云融合了私有云、公有云的管理能力，采用按需租用，无需一次性大笔

投入，资金占用少，节省 IT 方面专业运维人员的配备，最大程度上减轻财力和

人力上的重负，集中资源支撑重心业务。 

信号、行车、指挥调度以及敏感数据库等系统适宜在私有云部署，企业运营

管理类及外部服务类业务可分配到公有云，或直接定制行业云提供的各专业SaaS

服务，节省重复开发和维护投入。如图 7-4 所示，混合云的构建，还可从以下方

面考虑应用： 

 

图 7-4 混合云应用场景 

（1）历史数据备份：CCTV 等视频的历史数据备份可实行分级存储管理，

根据公安等监管要求，约定期限内的在线数据本地保留，超过期限的离线历史冷

数据通过租用公有云的云存储空间进行备份，节省大量的本地磁盘和网络带宽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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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后端分离部署应用：面向公众的城轨企业应用，如乘车码、官网 APP、

信息发布、资讯服务、O2O、城轨商城等系统，可将前端部署到公有云，发挥公

有云 CDN 网络分布、流量高防、抗攻击等能力，回流数据至私有云保障数据安

全，实现流数分离。 

7.4 行业云模式 

7.4.1 行业云特性 

行业云是面向城轨行业生态开放的平台，通过提供完善的生态体系，提供

IaaS、PaaS、SaaS 等资源服务，降低全行业 IT 投入成本和提升信息化水平。行

业云的特征，体现如下： 

（1）公有云特征：行业云在本质上是属于公有云服务，行业云只为特定的

行业服务。 

（2）行业特征：行业云是根据特定行业的业务需求定制，满足技术性能、

安全监管要求，通过定制化的云计算服务构建行业发展环境，从而实现行业内企

业的批量、快速上云。 

（3）互联网特征：行业云通过互联网向城轨企业、上下游产品提供服务，

从广度上扩展到不同企业间，从深度上纵深到企业内部。 

（4）业务特征：行业云侧重的是行业特色的业务，重点提供标准化的行业

业务解决方案和服务。 

（5）迭代发展：行业云有利于促进行业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迭代聚合

行业内的企业和消费者行为数据，通过持续的更新不断优化行业应用，快速响应

业务需求，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6）连接与协同：通过行业云，打通行业内相关企业之间的业务流程，实

现同类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连接、协同发展。同时通过吸引上下游企业的参与，

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服务，促进行业生态的发展。 

（7）弹性共享：为企业提供弹性的 IT 资源扩展能力，促进行业内企业之间

基础资源的共享，降低 IT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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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城轨行业云应用 

目前，行业云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有一个成熟的行业云平台。行业云可以

采用迭代方式进行建设，逐步完善行业云上承载的业务应用。 

7.4.2.1 城轨行业云参考架构 

行业云是云赋能服务中心、云应用服务中心、云资源共享中心和行业大数据

中心，主要是为城轨企业发展赋能、提供随需所用的云基础能力、创新驱动产业

新业态、数据驱动行业洞察力，以数字化生产与经营管理新思路，赋能企业运营

技术与管理。各城轨企业的内部信息化体系，主要发挥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满足

企业战略发展需要，全面支撑企业业务生产与管理过程；二是为城轨行业数据共

享提供输入。 

 

图 7-5 城轨行业云示意图 

城轨行业云搭建“三个层面、两大体系”的架构，如图 7-6 所示，将城轨行

业管理的技术、经验、知识实现模型化、标准化、软件化和复用化，构建和实现

一体化的行业监管和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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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城轨行业云总体架构 

接入层：提供大范围、深层次的数据采集服务，以及异构数据的协议转换与

边缘处理，构建城轨行业应用的数据基础。 

基础层：基于虚拟化、分布式存储、并行计算、负载调度等技术，实现网络、

计算、存储等计算机资源的池化管理，根据需求进行弹性分配，并确保资源使用

的安全与隔离，为用户提供完善的云基础设施服务。 

平台层：在现有成熟的 IaaS 平台上构建业务中台、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

形成一个可扩展的有行业特性的操作系统，为 SaaS 层应用提供部署、管理和运

行应用程序的环境和服务，并封装为可重复使用和灵活调用的微服务，降低应用

程序开发门槛和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测试、部署效率。 

应用层：主要为城轨企业、行业协会、协作企业等提供各类应用服务。 

7.4.2.2 城轨行业云应用场景 

行业云作为公有云特殊形式，将为城轨企业提供特色专业服务，未来行业云

逐渐沉淀具有城轨行业特性、标准化、接口化的 PaaS 及 SaaS 系统服务能力，覆

盖越来越多的专业场景，能够迅速满足新开通和老系统升级的平台级交付，缩短

业务开发和部署周期，从而真正将私有云的定制化需求和公有云的共享及生态能

力有机融合。 

7.4.2.2.1 城轨行业云 SaaS 应用 

（1）造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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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行业多年的工程建设积累了大量的造价成果文件数据，通过对历史数据

中估算价、概算价、招标控制价、中标价、合同价、结算价、采购价、承包商分

包价等数据的收集、整理、归纳，已形成对工程的造价数据和指标分析模型，并

结合对城轨行业建设范围内的建造参数（不同地质、不同工法、不同区域、不同

建筑物参数）定义修改，可以得出相应参数下的造价数据。该业务模型能为城轨

行业的工程建设业务相关投资决策提供支撑。同时可将该平台改造为行业的造价

云服务，为行业提供造价指标、造价预警等行业级服务。 

城轨造价云服务通过“私有云+公有云”的混合云方式聚集全行业前瞻性技

术及数据资源，利用更多的数据模式驱动行业业务层面的应用，提供聚合数据的

分析洞察力，从而为行业输出更多优质、高效的服务，促进城轨行业健康、绿色、

创新、协同发展。 

造价云的第一阶段主要包含轨道交通行业基础材料、设备价格数据查询，市

场供应商、行业大数据培训等资源服务。后续两个阶段，从轨道交通工程造价数

据的标准化存储、数据自动分析工具和成果利用、市场信息查询及动态资源对接、

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及物资采购、行业标准研究等几大方面实现突破。一方面，

造价云可全面为轨道交通行业工程造价领域奠定标准统一的数据基础；另一方面，

利用造价云能够为全国城轨乃至一带一路境外项目输出科学的数据成果、专业数

据分析工具，为整个行业的投资决策及造价管理开创全新的大数据云时代。 

（2）培训云 

城轨培训云可以通过孵化学习云业务，打造以用户为中心的线上、线下融合

式培训产品，提供在线学习、实时远程培训、专家在线问答、人才发展解决方案、

行业指数支持等服务，最终实现平台开放互联、汇聚行业生态资源的目标。 

围绕城轨人才成长全价值链，已经着力打造丰富的人才培养系列产品，包括：

基于岗位胜任能力的核心岗位上岗培训产品（运营生产技能人员岗前培训、班组

长和土建项目经理认证培训等），基于核心业务及技术人才能力提升的岗位能力

提升培训产品（运营指挥官、危机公关与媒体应对等培训），围绕技术创新、管

理方法与理念等的行业研讨交流产品（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研讨等），针对城轨

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人才培养系列解决、咨询辅导产品（培训体系规划、运营技能

人才三标等咨询辅导），以及配套的方法论、教材、案例、题库等，为城轨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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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平台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内容基础。 

城轨云学习平台作为介质，可以连接更多群体，分享更多资源，产生更多互

动交流，加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城轨企业、城轨院校之间的合纵联合，

聚集人气、提升粘性，发挥彼此优势、互联互动、产需相接、长效合作，服务贯

穿于招生、教学、就业、招聘、培训、晋升等人才培养全价值链，打通人才培养

和职业发展通道，打造充满活力的城轨行业人才培养生态圈。 

目前，培训云平台在功能上主要聚焦“在线教育”、“以人才培养解决方案为

核心的软件服务”、“端到端的分享协作社区”和“数据洞察”四类服务。 

（3）采购云 

城轨采购云是面向行业的物资采购平台、电子招标平台和供应链服务平台，

构建了全面的供应商评价体系以及产品和价格体系。采购云平台以交易平台化、

数据资产化、服务定制化为价值核心，通过产品服务、数据服务、金融服务、物

流服务四大增值服务体系的构建，以集中采购、规模采购为导向，协调行业产品

技术标准和信息，打通了从建设到运营的一体化信息通道，实现上下游企业的联

动与协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采购下单一步到位的标准化采购服务，具

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工程建设安全云 

城轨工程建设安全云通过综合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将国家、行业

的相关标准及各地城轨企业在工程建设安全监管的先进经验沉淀下来，搭建符合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特点的工程建设安全管控应用云，为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

目提供快速、标准及较低成本的现场安全监管信息化服务，实现实时感知现场施

工人员、工序、作业器械、环境等信息，进行直观、动态、综合、统一的可视化

展现和分析并做出智能化的干预，减少工程安全事故的发生，满足各层级工程监

管人员的需要。为国家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提供支撑和服务，为工程项目建设安

全护航，促进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 

通过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行业）云，将国家有关监管部门对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的监管要求通过云服务方式，建成一体化行业监管和服务平台，

快速的实现各城轨企业所有在建工程的安全管理信息化服务，实现对工地人、机、

料、法、环的动态监控和工程建设安全统筹管控，提升轨道交通工程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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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风险管理水平。 

工程建设安全云平台，通过搜集、整理行业内各单位的设计、建造等应用数

据并进行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向国家各部门和行业协会以及行业各成员单位、产

业上下游提供数据服务，提供数据驱动的行业洞察能力。在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

和业务知识中，提炼出工程建设安全管理需求与业务规则，开发行业通用软件云

服务（SaaS），使得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可以迅速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信息化服务，

为企业发展赋能。 

（5）维修维护云 

城轨维修维护云，通过构建车辆、隧道、机电设备等专业的运营设备维修维

护知识平台，能够全面支撑地铁运营设备检修维护的需求，并且实现全面的智能

化管理。利用地铁实时监控信息与智能检修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逐步沉淀

维修的经验数据，不断优化和纠偏设备维修维护的数据模型来提升设备全生命周

期精准预测，并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良性循环互动机制搭建经验

数字化、监测模型化、工具平台化、维修维护知识图谱化平台，实现城轨行业智

能运维的知识共享，提升行业智能检测的专家诊断能力，以便指导提高工作人员

的维修技术水平，降低地铁各专业维修成本，实现地铁运营检修的有效科学管理。 

7.4.2.2.2 城轨行业云 PaaS 应用 

PaaS 是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云的核心。其本质是在现有成熟的 IaaS 平台上构

建业务中台、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形成一个可扩展的有行业特性的操作系统，

为 SaaS 应用软件开发提供一个基础平台。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云 PaaS 建设的总体

思路是通过对通用 PaaS 平台的深度改造，构造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实时、

可靠、安全需求的云平台，将大量城轨工程建设安全技术原理、行业知识、基础

模型规则化、软件化、模块化，并封装为可重复使用和灵活调用的微服务，降低

应用程序开发门槛和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测试、部署效率，为开发者汇聚、开

放社区建设提供支撑和保障。 

业务中台的本质是共享服务体系，通过提炼城轨业务工程建设安全业务通用

能力，驱动业务共享和业务服务化，把技术、知识、经验等资源固化为可移植、

可复用的城轨行业微服务组件库，供开发者调用。 

数据中台用来提供城轨行业云的数据管理能力，实现基于云计算架构的海量



 

52 

 

数据存储、管理和计算，提供数据清洗、数据治理、隐私安全管理等服务以及稳

定可靠的云计算能力，实现数据价值挖掘，并依托城轨经验知识谱构建城轨大数

据工作台。 

技术中台除了提供通用的应用安全控制组件外，还提供城轨行业特点的技术

组件。安全控制组件包括用户认证、权限认证和审计日志等功能，是开发体系的

重要构成部分，是形成应用体系化的重要手段。城轨行业技术组件是解决开发效

率和开发标准化的主要手段，各类技术组件通过组件仓库的方式进行统一管理及

资源调度，为不同的组件调用方和各应用场景进行组件的组织并完成实例化，实

现业务组件的可移植、可复用，帮助各专业快速构建定制化的城轨行业 APP。 

构建应用开发环境和基于微服务的开发方式，支持多种开发工具和编程语言,

并将城轨行业通用功能进行模块化封装和复用，简化了部署应用程序开发、部署

与运维的复杂性，大幅降低开发难度与创新成本，帮助用户快速构建定制化的城

轨行业应用，实现可迭代、可持续发展的应用开发体系。 

基于微服务、容器、新型网关、多租户、虚拟化、分布式技术构建的各种系

统资源管理的云管平台，对下接管 IaaS 的资源管理，以容器的方式替代传统操

作系统，实现应用的轻量化管理，以新型网关的方式将微服务快速组装为各种所

需应用；同时面向应用层提供高可用、弹性伸缩的运行环境，为上层 SaaS 屏蔽

计算资源调度的复杂性，向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基于通用 PaaS 叠

加大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微服务等创新功能，构建可扩展的开放式云操作系统。 

7.4.2.2.3 城轨行业云 IaaS 应用 

IaaS 基于虚拟化、分布式存储、并行计算、负载调度等技术，实现网络、

计算、存储等计算机资源的池化管理，根据需求进行弹性分配，并确保资源使

用的安全与隔离，为用户提供完善的云基础设施服务。IaaS 包括计算管理子系

统、存储管理子系统和网络管理子系统。 

计算管理子系统负责调度物理服务器，并依据运维人员设置的资源使用策

略创建虚拟机。 

存储管理子系统负责管理调度存储设备如 SAN、NAS，将这些存储设备组

成一个大的资源池，充分利用这些设备的存储空间。 

网络管理子系统提供了虚拟交换机功能，实现了灵活的网络调度与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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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自动实现不同用户间网络资源的隔离，即使同一用户的不同应用也可以

自动隔离。 

7.4.2.2.4 城轨行业云接入/边缘计算应用 

通过大范围、深层次的数据采集，以及异构数据的协议转换与边缘处理，构

建城轨行业应用的数据基础。一是通过各类通信手段接入不同设备、系统和产品，

采集海量数据；二是依托协议转换技术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归一化和边缘集成；

三是利用边缘计算设备实现底层数据的汇聚处理，并实现数据向云端平台的集成。 

7.5 云应用模式选用建议 

根据城轨企业的业务系统所属网域、业务场景及数据安全性因素考虑，结合

3 种不同类型的云模式特性能力，如表 7.1 所示，为城轨企业各业务系统选择不

同的云资源池形态提供参考。因城轨业务系统较多，表格所罗列的应用系统不一

定全部覆盖，因而主要针对城轨企业的核心业务系统列举和提供可选建议，不同

城轨企业可根据应用自身特点和服务对象进行归类，如具有公网访问和互联网特

点的可考虑多种模式，涉及安全生产的应用系统优先考虑使用私有云。 

表 7.1 云应用模式选用参考表 

业务应

用区域 
应用名称 私有云 公有云 混合云 行业云 

内部管

理域 

协同办公系统 ☑   ☑ 
业财一体化系统 ☑   ☑
人力资源系统 ☑   ☑
培训管理系统 ☑ ☑ ☑ ☑ 
供应链管理系统 ☑ ☑ ☑ ☑ 
安全一体化系统 ☑   ☑

档案管理系统 ☑   ☑

商务智能系统 ☑ ☑ ☑ ☑ 
建设管理一体化系统 ☑   ☑
设备维修维护管理系统 ☑ ☑ ☑ ☑ 

施工调度管理系统 ☑   ☑

乘务管理系统 ☑   ☑

站务管理系统 ☑   ☑

运营日报系统 ☑   ☑

资源经营一体化系统 ☑   ☑
安全生

产域 

信号 ATS 系统 ☑   

自动售检票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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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系统 ☑   

门禁系统 ☑   

乘客信息系统 ☑   

专用电话系统 ☑   

无线通信系统 ☑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 ☑ ☑ ☑ 
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   

外部服

务域 

乘客服务管理系统 ☑ ☑ ☑ ☑ 
线网智慧客流组织系统 ☑   ☑

视频监视系统 ☑ ☑ ☑ ☑ 
企业门户系统 ☑   ☑ 
公务电话系统 ☑   ☑
地铁官方 APP ☑ ☑ ☑ ☑ 

互联网售检票系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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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云计算关键技术分析 

城轨企业私有云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一体化的全栈平台，如图 8-1 所示，

通过 IaaS、PaaS、SaaS 各范畴的关键技术，达到物理资源池化、软件应用组件化

能力随需组合，成为一个可运营、可运维、兼容度高、易扩展、服务共享的云平

台。 

 

图 8-1 云平台关键技术示意图 

8.1 IaaS 关键技术分析 

8.1.1 IaaS 范畴 

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处于云计算服务形式中

的最底层，也是目前最为成熟的云计算服务形式，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包括 CPU、

内存、存储、网络、备份、安全等在内的基础设施资源服务，用户在获得这些基

础设施资源后即可部署自己所需要的应用程序，免去了繁琐的基础设施部署和管

理工作。 

IaaS 通过虚拟化技术将网络资源、存储资源、计算资源，消除了设备物理边

界的约束，实现资源的集中管理和灵活调度，相比传统 IT 架构，其优势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1）建设模式由“竖井式”往“池子式”方式转变 

IaaS 打破了传统数据中心资源孤岛的困境，在基础架构建设过程中无需考虑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 

56 
 

单个系统个体，而只需关注整体资源池的建设，在保证大资源池资源充裕的前提

下，各系统可以共享资源池中的基础资源，同时，系统所需资源可以从资源池中

快速获得，大幅度提升基础架构资源的交付效率。 

（2）系统扩容由“纵向扩容”往“横向水平扩容”转变 

IaaS 底层为分布式架构，可通过增加物理服务器数量的方式实现资源池的横

向水平扩展，以多台通用服务器的组合获得高端小型机设备的处理性能。应用系

统可结合负载均衡技术，在 IaaS 资源池上进行资源的弹性伸缩，实现应用系统

的快速扩容，应用系统的性能不再受制于单台服务器的处理能力。 

（3）运维管理由“分散管理”往“集中管理”转变 

自动化程度的提升，管理的标准化，资源的集中管控、统一调度，带来了运

维管理模式的转变，运维效率的提升，可以有效减少运维人力成本。 

依据《智慧城市轨道交通 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 第 2部分：技术架

构》定义，城轨云 IaaS 范畴如图 8-2 所示。 

 

图 8-2 IaaS 范畴示意图 

IaaS 的主流发展趋势是向软件定义数据中心（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简称 SDDC）转变。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是指数据中心的所有基础设施都是虚拟化

的，并且能够以一种所要即所得的服务方式来提供。SDDC 能够虚拟服务器、网

络和存储资源，使抽象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和软件进行访问，

数据中心的控制是完全由软件自动化来完成，同时所有的硬件配置维护都是通过

智能软件来完成。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主要包括分成四个部分，计算、存储、网

络、云服务,其核心是实现敏捷、灵活、弹性、高效和可靠的计算环境。 

8.1.2 软件定义计算技术 

软件定义计算是将计算能力以资源池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并根据应用需要灵

活地进行计算资源调配。计算资源池是通过虚拟化技术，将基础资源中的各种计

算硬件设施能力整合，形成的一个逻辑上的计算资源的集合。计算资源包括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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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资源、裸金属服务器资源和容器资源，把上述资源池化部署以后就形成计算资

源池；虚拟化技术、容器技术和资源管理技术是构建计算资源池的重要技术。 

服务器虚拟化是软件定义计算（SDC）的核心技术，其在一台物理主机上虚

拟出多个虚拟机，各个虚拟机之间相互隔离，并同时运行相互独立的操作系统。

但软件定义计算不仅仅实现了服务器虚拟化，还将这种能力扩展到物理服务器、

虚拟机、容器的集群化管理、网络功能虚拟化、存储虚拟化，通过相关管理、控

制软件实现物理服务器、虚拟机以及容器的统一管理、调度与能力提供。 

虚拟化技术的核心思想是使用虚拟化软件在一台物理机上虚拟出一台或多

台虚拟机。虚拟机是指使用系统虚拟化技术，运行在一个隔离环境中、具有完整

硬件功能的逻辑计算机系统，包括虚拟机操作系统和运行在操作系统之上的应用

程序。虚拟机具有抽象解耦、分区隔离、封装移动、弹性扩展等优势。 

8.1.3 软件定义存储技术 

软件定义存储（Software-Defined Storage，SDS）是一种数据存储方式，其原

理为存储控制平面与数据平面的分离，对异构存储资源进行抽象化处理，以支持

存储在逻辑上的池化、复制和按需分发，并以应用为中心进行调度和管理，并实

现基于策略的自动化。通过 SDS，可以动态满足虚拟机存储要求，而无需重新调

整 LUN 或卷。虚拟机工作负载会有忙闲时段所变化，而底层存储可以随时适应虚

拟机动态负载需求。 

如图 8-3 所示，软件定义存储的总体架构包括：物理存储设备、存储虚拟化

层、数据服务、策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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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软件定义存储总体架构 

（1）物理存储设备：SDS 的底层可以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物理存储设备，包

括 SAN 存储、NAS 等存储设备；磁盘包括 SSD、SAS、SATA 等类型，适配不

同读写要求的业务场景。 

（2）存储虚拟化层：在物理存储设备基础之上，通过虚拟化层形成不同类

型的虚拟存储资源池，如 IP-SAN 资源池、FC-SAN 资源池、Server-SAN 资源池、

NAS 资源池，满足云应用对存储的动态调配需求。 

（3）数据服务：主要提供各种类型的数据存储服务，包括块存储（Block）、

文件存储（File System）、对象存储（Object）以及 HDFS 分布式存储等。 

（4）策略管理：以虚拟机为中心，通过软件抽象存储设备的控制管理功能，

通过预定义策略实现对存储资源的自动化调配、保护及服务。 

如表 8.1 所示，城轨私有云主要使用的几种存储技术对比。 

表 8.1 主流存储技术对比分析 

存储类

型 

块存储 
文件/对象存储 

全闪存磁盘阵列 分布式块存储 

存储介

质 
SSD SSD、SAS、SATA SATA 

传输效

率 
FC 光纤/IP 万兆 IP 万兆 IP 

冗余机

制 
RIAD、双活 EC、多副本 EC、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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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

型 
块级 块、文件、对象、大数据 

文件(NAS)、对象、

大数据（HDFS） 

承载业

务 
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大数

据 

备份数据、视频文

件、数据文件 

应用场

景建议 

ISCS、AFC、PIS、

ACS 等数据接入 

大数据、CCTV、企业管理、运营

管理、办公 OA、桌面云等应用 

视频监控、大数据存

储、数据备份 

 

8.1.4 软件定义网络技术 

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Defined-Networking，SDN）SDN 通过分离网络设

备的控制平面与数据平面，将网络的能力抽象为 API 提供给应用层，在对底层各

种网络资源虚拟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网络的集中控制和管理。 

（1）SDN 网络结构 

如图 8-4 所示，SDN 网络包含三个架构层级：数据平面、控制平面以及顶层

的应用层。 

 

图 8-4 SDN 逻辑结构 

 数据层主要有网络设备即支持南向协议的 SDN 交换机组成，它们可以是

物理交换机或者是虚拟交换机，保留了网络设备数据转发的能力，负载基于流表

的数据处理、转发和状态收集。 

 控制层主要包含控制器及网络操作系统，负责处理数据层资源的编排、

维护网络拓扑、状态信息等；控制器是一个平台，该平台向下使用 OpenFlow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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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南向接口与数据层会话，向上为应用层软件提供开放接口，用于应用程序

检测网络状态、发放控制策略。 

 应用层由众多应用软件构成，这些软件能够根据控制器提供的网络信息

执行待定的控制算法，并将结果通过控制器转化为流量控制命令，下发至基础设

施层的实际设备。 

（2）云计算网络架构要求 

 虚拟机任意迁移：为更广泛的增强平台内业务可靠性、降低 IT 成本、提

升业务部署灵活性、弱化运维复杂度，需要虚拟机能够在整个云平台范围内进行

动态迁移，而不局限在一个直连交换机内迁移。 

 无阻塞、低延迟数据转发：行车、信号等业务场景要求稳定带宽和网络

低延迟，SDN 的技术进步，已达到同等物理服务器的延迟水平。 

 多租户：云平台被多个租户同时使用，目前传统二层组网情况下租户规

模受限于 VLAN 数量限制，最多只支持 4096 的规模，云网络架构突破了 VLAN 数

量的限制，可满足超大规模的扩展。 

 大规模扩展能力：大型城轨企业的网络规模能够达到几百台交换机，为

实现无阻塞转发，借助新型组网协议可有效避免环路，网络内部节点和链路故障

能够触发整网快速收敛，简化网络维护操作。 

8.2 PaaS 关键技术分析 

8.2.1 PaaS 范畴 

PaaS（Platform-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在应用云化之路中发挥承上启下

的关键性作用，位于 SaaS 和 IaaS 之间，向下管理和调度 IaaS 的基础架构资源，

实现多种基础资源的融合与服务化。如图 8-5 所示，向上为 SaaS 提供包含基础

资源、数据库、应用中间件、开发支持等在内的丰富云化服务，支撑云应用的敏

捷化开发、自动化部署、智能化运维、弹性化调度及行业化业务能力。 

 

图 8-5 云平台 PaaS 范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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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层/PaaS 定位为行业应用提供云计算的运行环境、开发平台和行业技术

组件库，通过技术中台、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构建一个具有行业特色的操作系

统，形成可持续发展、迭代优化的服务共享和技术组件共享中心，为各应用系统

提供服务集成能力。指南引入技术中台、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思路来构建 PaaS

平台，目前城轨行业中台技术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未来还需要城轨行业同心协力

攻坚课题，提炼出具有城轨行业特色的 PaaS 平台。 

8.2.2 技术中台 

技术中台是综合 PaaS 技术链对云计算引擎的升级，核心是综合运用分布式

计算技术提升应用程序自适应计算资源动态弹性扩展能力，满足支撑超大规模和

海量并发场景，在业务重构的过程中去中心化，解除传统集中式中间件数据库架

构的束缚，为实现端到端面向服务架构（SOA）的城轨信息化、数字化平台体系

提供强大的硬件和软件基础环境。成熟的分布式技术主要包括分布式数据库、分

布式中间件、容器集群、微服务软件开发框架等。 

8.2.3 运行环境 

容器化运行平台是基于微服务、容器、新型网关、多租户、虚拟化、分布式

技术构建的各种系统资源管理的云管平台，向下接管 IaaS 的资源管理，以容器

的方式替代传统操作系统，实现应用的轻量化管理，以新型网关的方式将微服务

快速组装为各种所需应用，同时能面向应用层提供高可用、弹性伸缩的运行环境。 

通过引入容器和无服务器计算等新型架构，实现平台和行业应用的灵活部署

和快速迭代，以适应行业场景中海量个性化开发需求。容器技术简化了硬件资源

配置的复杂性，一方面实现了平台中服务和应用的灵活部署，容器形式封装的应

用，可以实现快速的应用构建。另一方面，容器技术实现了平台自身的快速部署，

基于 Docker 的部署方式，支持平台在不同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等多种基础

设施上的快速构建和灵活迁移。 

8.2.3.1 运行平台 

运行平台提供应用运行资源及容器化部署环境和资源调度能力，包括应用架

构中除关系型数据库之外的 Web 层、中间层及其他应用层运行支持，提供容器

化部署管理、运行监控等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以开源技术为主，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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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Docker 构建城轨行业应用运行环境，提供弹性、高可用的应用运行

能力。Kubernetes 是一个开源的，用于管理云平台中多个主机上的容器化的应用，

Kubernetes 的目标是让部署容器化的应用简单并且高效，提供了应用部署、规划、

更新、维护的一种机制。Docker 作为一种容器技术，目前逐步成为市场的主流，

已经成为事实的标准。 

8.2.3.2 资源管理 

（1）资源控制台 

提供资源管理控制台，运维人员通过控制台进行平台管理和应用的部署与监

控。应用托管模块主要是基于 Docker 实现了对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资源管理

是基于 Kubernetes 实现了对计算资源虚拟化管理，通过资源调度提供了弹性计算

能力和针对应用的配额管理。系统管理主要是针对平台本身的管理，如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角色管理和工具管理等。 

（2）服务治理 

服务治理关注服务内部调用关系，以及更多的在线服务管控能力，服务治理

除了关注服务本身，注重对服务调用链的跟踪分析，同时提升了服务的线上管控

能力和服务调用的安全管控措施。服务治理的广度上沿服务的生命周期方向扩展，

即服务需求、服务开发、服务上线、服务运维向服务部署、开发和需求阶段扩展，

这也是软件生产流水线的核心诉求。服务治理深度上针对服务本身更细的管理，

如接口服务、组件服务、原始服务、服务调用关系等。服务治理深度要求正在从

接口服务的服务分层、分类向全量服务、服务关系等方面纵深发展[13]。 

8.2.3.3 云原生技术 

城轨云原生指基于 PaaS 平台所提供的云开发、云运维、技术中台和容器运

行环境，构建业务中台云原生组件的服务模式，用于帮助城轨企业快速，持续，

可靠，规模化地交付业务软件。过去两年，容器技术的应用持续深化，以容器及

其编排技术为核心的生态，逐渐扩展至涵盖微服务、DevOps、服务监测分析、应

用管理的完整闭环[14]。 

（1）云原生架构的典型技术特征 

采用轻量级的容器：云原生应用程序是打包为轻量级容器的独立自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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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与虚拟机相比容器可以实现更加快速的扩展，优化基础架构资源的利用率。 

设计为松散耦合的微服务：属于同一业务的服务通过微服务框架相互发现，

它们可作为独立的服务而存在，并利用弹性基础架构和应用架构进行高效扩展。 

通过 API 进行交互协作：云原生服务使用轻量级 API 进行交互，比如基于

RESTful、RPC 等协议。 

使用最佳语言和框架开发：云原生应用的每项服务可以使用最适合该功能的

语言和框架开发。云原生应用程序是多语言的;服务使用各种语言、运行时和框

架。开发微服务的细粒度方法使各个服务能够为特定功能选择最佳语言和框架。 

通过 DevOps 流程进行管理：云原生应用的每项服务都有一个独立的生命周

期，通过敏捷的 DevOps 流程进行管理。多个持续集成/持续部署流水线可以协

同工作以部署和管理云原生应用程序。 

（2）云原生应用的优势 

云原生应用可充分利用云平台服务优势：云原生应用可以快速构建并部署到

平台上，平台提供了简单快捷的扩展能力并与硬件解耦，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弹性和跨云环境的可移植性。云原生将云计算作为竞争优势，原生云意味着将云

目标从 IT 成本节约转向业务增长引擎。 

云原生应用使团队专注于弹性设计：在传统的旧基础设施故障时，服务是可

能会受到影响的。在一个云原生的世界中，团队特别关注于为弹性和高可用进行

架构设计。云原生焦点帮助开发人员和架构师设计不受环境中故障影响的在线系

统，快速弹性的重建和保持系统可用。 

云原生应用具备多云间扩展的灵活性：使用支持云原生技术的云平台，企业

可以将构建在任何公有或私有云上的应用快速迁移，兼具不同云服务商的优势服

务能力无需担心锁定。 

表 8.2 云原生应用与传统应用对比 

类别 
部署可预

测性 
抽象性 弹性能力 开发运维模式 服务架构 恢复能力 

云原

生应

用 

可预测 
操作系统

抽象 
弹性调度 DevOps 

 微服务解

耦架构 

自动化运维

快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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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应用 
不可预测 

依赖操作

系统 

资源冗余多缺

乏扩展能力 

瀑布式开发部

门孤立 
单体耦合架构 

手动运维恢复

缓慢 

8.2.4 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是将企业的共性需求进行抽象，并打造为平台化、组件化的系统能

力，以接口、组件等形式共享给各业务系统，使城轨企业可以针对特定问题，快

速灵活地调用数据资源构建解决方案，为业务的创新和迭代赋能。数据中台是数

局能力共享平台，基于统一的标准和流程规范，帮助企业实现业务互联互通、资

源协调和信息共享。 

数据中台通过 Hadoop、HDFS 分布式文件系统、MapReduce、Spark 等大数

据技术堆栈，对海量数据进行采集、计算、存储、加工，形成数据规范准确的数

据集，存储到数据仓库，向上提供数据进一步计算分析，横向可利用多种方式实

现数据共享和数据交换。基于高质量的数据集，创建主数据中心、算法模型、画

像及主体等多层次，多粒度的数据模型，实例化数据资产价值，通过数据服务网

关向上为各个业务平台提供服务，如图 8-6 所示。 

 

 

图 8-6 数据中台架构 

数据安全应贯穿数据治理全过程，保证管理和技术两条腿走路。从管理上，

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设定数据安全标准、培养起全员的数据安全意识。从技

术上，数据安全包括：用户认证数据权限、数据脱敏、数据加密、监控审计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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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8.2.5 业务中台 

业务中台是平台的平台，直接面对的是系统，不是某个用户或业务人员。业

务中台的实质是构建共享的业务服务体系，提炼业务通用能力，驱动数据共享、

功能复用和服务标准化。利用微服务和容器集群架构解耦和拆分高内聚、多复用

特点的功能，进行组件重构和标准化封装，提炼数据模型、总结典型流程、抽象

业务功能，持续丰富组件库，完善整体信息化平台的功能体系。 

8.2.5.1 业务中台架构 

业务中台主要抽象城市轨道交通各类业务中最核心通用的共性需求，并沉淀

为组件化的共享服务给前端各类业务使用。相关业务领域的服务遵循面向对象的

分析和设计方法，基于高内聚低耦合，数据完整性、业务可运营性、渐进性等原

则，最终形成不同的服务中心提供共享服务。如图 8-7 所示,业务中台的服务彼

此之间均伴随业务而发展变化，纵向可不断下钻挖掘专业细分能力，沉淀和各专

业共享组件，对其他业务平台全面支撑，横向可扩展引用其他各专业的，减少重

复开发，加快交付周期。 

 

图 8-7 业务中台架构 

8.2.5.2 基础技术组件库 

公共基础组件库抽象了企业最为广泛使用的技术功能包括，服务管理基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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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用安全技术组件、通用技术组件、AI 技术组件、专业技术组件等。 

8.2.5.3 专业技术组件库 

专业技术组件库来源于各专业的功能解耦和拆分，可对信号、综合监控、PIS

子系统依据AKF的模型微服务框架和容器部署方式向下拆分，内聚相同专业属性

的API模块，生成接口和数据的标准化服务组件。 

8.2.5.4 业务服务中心 

根据城轨行业的主要业务场景，可划分为公共基础组件库和专业技术组件

库，通过技术中台服务运行枢纽装配汇集成面向专业和业务的服务中心，提供

平台级服务调用和高度集成能力。如图 8-13 所示，可归纳为设备管理中心、乘

客服务中心、运输管理中心、仓储物流中心、成本管理中心、协同办公中心。

这六大服务中心，凝聚城轨业务和技术的经验沉淀，也是业务中台的价值和能

力体现。 

8.3 SaaS 关键技术分析 

8.3.1 SaaS 范畴 

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定义了一种新的交付方式，也使

得软件进一步回归服务本质。企业部署信息化软件的本质是为了自身的运营管理

服务，软件的表象是一种业务流程的信息化，本质还是第一种服务模式，SaaS 改

变了传统软件服务的提供方式，减少本地部署所需的大量前期投入，进一步突出

信息化软件的服务属性，成为未来信息化软件市场的主流交付模式。 

 

图 8-8 SaaS 范畴示意 

SaaS 与 PaaS 的关系：PaaS 平台不仅拥有强大的计算、存储、AI 分析能力，

而且其完备的 REST 接口为企业提供了快速、高效构建应用能力。对于轨道交通

企业来说，提供了一种灵活开发、快速部署、简单运维的数字化开发模式。当然

简单的 PaaS 平台还不能够完全支持轨道交通企业的需求，针对开发、测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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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运营等各环节的要求，需要一个细分的、稳定的 PaaS 平台来支撑。PaaS 层

提供全业务 API 供应链，开发人员组装出各种面向业务场景的 SaaS 服务，当

SaaS 足够多时，各种垂直场景就会有能力抽象沉淀出通用的基础 SaaS，让后续

出现的场景 SaaS 开发量更小。久而久之形成厚云薄端的结构，使得越往上层，

应用的差异性越大，越往下层的技术积累越厚重，通用性越强。 

每一个 SaaS，都可以画出向下的树状依赖关系，体现出复用路径。而 PaaS

层的每一个组件能力，都在同时服务于多个 SaaS，减少重复轮子出现的可能，同

时还可以推动人员组织架构的微服务化改造。当然，反过来讲每个组件被很多

SaaS 复用，一个 PaaS 组件服务出问题，也会影响成片的 SaaS 服务，因此，稳定

的 PaaS 体系需要时间来积淀。从行业用户的视角，最终的理想状态是只能看到

繁荣的 SaaS 生态，而感知不到 PaaS 的存在。 

8.3.2 轻量级应用 

为了更精细的权限控制，通过 SaaS 软件交付模式，可以通过一个流程模板

创建出一个轻量级应用，并授权给相关人员去执行，轻量级应用将自动出现在相

关人员的平台服务目录上，由于任务界面足够简约，所以即便这个人不懂技术也

可以执行任务。 

8.3.3 企业应用市场、服务目录管理 

（1）企业应用市场 

企业应用市场是结合了互联网和的云计算优势，连接企业客户和独立软件供

应商（ISV）的服务平台。公有云拥有的强大资源处理能力，借助互联网和广泛

连接公众的能力，实现传递企业信息和服务，具体而言，就像电商，只是提供的

产品是 SaaS 软件和服务、用户类型是企业用户，双方在线上完成交付。ISV 提

供的软件应用及服务的类型被分为：基础软件、服务、安全、企业应用、建站、

解决方案、API、IoT、AI、专家服务、运维服务等。ISV 提供的 SaaS 软件系统

与所在的公有云是强绑定关系，企业用户其软件系统必须在宿主公有云环境中部

署和使用，且要求上传者对上传应用拥有知识产权和运营推广的权利，所有上架

软件均需通过测评和审核，来保护企业利益和用户使用应用的安全性。 

（2）服务目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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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用市场主要提供 SaaS 产品的信息传递，交付和后台管理需通过控制

台中的服务目录管理来体现。从使用上看，服务目录，可以理解为一个大的控制

菜单管理，管理员可以通过菜单进入到每个服务模块进行服务的操作和管理。公

有云服务目录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端到端全服务管理：相比私有云，云平台服务目录只能管理 IaaS、PaaS 资源

的操作和控制，各应用软件后台管理，虽然部署在云平台，但其服务后台管理是

独立的。公有云控制台的服务目录可将云的 IaaS、PaaS、SaaS 软硬件资源开发、

部署、维护、管理全面的融合统一，一个后台能够管理实现云各层级端到端全局

监控、管理和运维。 

服务目录自主编排：公有云规范了 SaaS 应用入驻、开发、上线的框架，整合

了控台页面和服务模块的组件解耦和集成能力，SaaS 必须按照公有云框架开发

部署，继承和支持面向控制台页面编排能力。用户购买 SaaS 服务即可在控制台

看到该 SaaS 出现在服务目录中，管理人员还可以自定义控制台页面布局，可视

化编排，随时添加或屏蔽所需的服务模块，页面交互更为友好和个性化。 

（3）城轨行业 SaaS 生态构建需求 

公有云 SaaS 虽然提供丰富的 SaaS 生态，但更多面向的是中小企业，城市轨

道交通行业作为国家交通战略性基础产业，规模大、受众广、公益性特点，其涉

及轨道、车辆、工控、土建等跨多专业，系统依赖复杂，直接影响公众出行，安

全监管要求非常之高，公有云 SaaS 市场随已发展多年，但目前的 SaaS 能力很难

细致、全面覆盖城轨行业。城轨企业从客观上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来自建信息化系统，同构性信息化和 IT 系统建设模式在各城市一直在复制。从

城轨企业发展趋势来看，以建设为主将逐渐转向以运营为主甚至转向以乘客服务

为重心，探索新业务、优化成本、提质增效，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诉求。 

（4）构建城轨行业 SaaS 生态潜力 

1）伴随多年城市轨道线网建设发展，服务于城轨行业的软件服务商、高校、

科研院所多达几十家，具备了技术产品生态链的基础，通过构建标准化、规范化、

流程化、公平化的生态链平台，激发合作企业参与的热情，同时也有利于降低企

业招采建的管理和时间成本，满足线网建设的高速发展，加速全行业信息化数字

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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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城轨企业作为运营主体沉淀了多年的营运和建设经验，这种宝贵的软

资源对行业赋能的潜力未充分挖掘，优秀的设计规划、运营方案、建管方案、维

修方案等知识财富无法转化成价值。通过构建知识服务生态链，凝聚各专业的知

识体系，提供咨询、培训服务，实现价值转化，让行业知识触手可得，如图 8-9

所示。 

 

图 8-9 城轨行业 SaaS 生态链示意图 

3）构筑开放、透明、共享、共赢、共建的生态圈，吸引和培育广泛的合作

企业来适配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品；通过混合云、行业云的方式打通优质企业的

技术接口，在第一时间导入 AI、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最新技术和研发成

果，不断提升竞争力；发挥各领域企业，高校院所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优势，打

造行业命运共同体，提升轨道交通行业在国家交通、城市运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借助 5G、云计算、大数据、AI、物联网的新技术，抓住历史机遇，整合国内优

势技术资源和行业经验，打造引领国际，乃至服务全球的一体化端到端的城市轨

道交通云解决方案和能力输出。 

8.3.4 租户与多级管理 

基于平台的用户权限边界管理，为每个用户都提供了专属的“工作台”，在

个人桌面上，用户可自定义编辑桌面主题，下载和添加所需权限 SaaS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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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云平台部署 

城轨协会发布的《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中明确

指出，城轨企业信息化要以云平台为核心技术架构，以网络安全法为指导的城轨

信息安全纵深防御体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实现全面的资源整合和数据共享，集中统一来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数据中心，

适应城轨云信息技术架构的综合运行维护体系。中城协“1 3 5 3 1”信息化总

体架构是概括城轨企业云平台落地实践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如图 9-1 所示，

具体内涵包括： 

 

图 9-1 城轨信息化总体架构 

1 个门户：城轨对外展示窗口，集生活资讯、行业新闻、运营信息、乘客服

务等多样化、智慧化展示。 

3 个中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生产应急指挥中心、企业管理中心和乘客服务

管理中心。运营生产应急指挥中心应满足日常运营生产及突发事件下应急指挥的

需要；企业管理中心应满足轨道交通企业办公、建设、运营和管理的需要；乘客

服务管理中心应满足乘客便捷出行、优质服务的需要。 

5 类业务范畴：城轨云平台业务规划包括运营生产、运营管理、企业管理、

建设管理、资源管理等五大类业务系统。 

3 个安全域：根据城轨协会《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

范 第 3 部分》系统安全架构章节中明确的对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外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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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的业务系统提出了网络安全域划分的详细划分内容和要求，“安全生产网、

内部管理网、外部服务网建立各自的安全域，在同一网络安全域中，根据不同业

务特点划分为不同的安全子域，且每个子域可采用不同的安全机制和安全策略，

同层次的安全防护处于相同的强度”。域的内容不仅体现业务属性和安全共性，

也是参考政府、电信、金融等行业通行的划分措施，在领会衔接《规范》域和网

匹配中，指南对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外部服务网对等理解为：安全生产域、

内部管理域、外部服务域。 

（1）安全生产域：用于承载安全生产与管控、运输指挥、应急指挥调度等

相关生产业务系统。典型的应用包括信号 ATS 系统、综合监控系统、AFC 自动

售检票系统、门禁系统、乘客信息系统、专用电话系统、无线通信系统、车辆智

能运维系统以及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等具体业务应用。网络安全范围与协会规

范一致。 

（2）内部管理域：主要用于企业管理、运营管理、建设管理、物业管理、

资源管理等企业相关管理系统等应用。网络安全范围与协会规范一致。 

（3）外部服务域：主要用于公司面向外部、面向互联网应用的公众服务，

包括乘客服务管理系统、线网智慧客流组织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互联网售检票、

企业门户网站系统以及公务电话系统、供应商、政府监管部门、合作伙伴等的系

统等业务应用。网络安全范围与协会规范一致。 

1 个云管理平台：依托软件定义计算、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网络、软件

定义安全等虚拟化技术，借助广泛兼容云平台的接口开放标准，将分散的物理设

备整合池化为资源服务，在多云环境中，可通过多云管理技术来统筹纳管异构云，

实现资源集约化和服务归一化，全局统一管理、统一维护，为城轨企业信息化提

供基础支撑。 

9.1 私有云部署 

9.1.1 云平台物理架构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发布后，中城协高度概

括了城轨私有云“一云遮天”、“一网覆盖”、“三域划分”、“多个中心”物理架构

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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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 一云 

建设统一的基础云，由一个云管平台对所有私有基础架构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统一调度。城轨企业因历史发展和建设阶段不同，可能会出现多个独立自建的线

路或专业级云平台，并且相互隔离，管理方面有些企业生产网业务由建设部门管

理，管理网和外部服网业务由信息中心负责建设，导致出现了线路云、管理云、

清分云、调度云等多种异构的小云，维护管理各自为政、数据割裂、资源浪费，

因此需要在多云环境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统一管控的云管理平台（CMP）统一管理，

统一调度、统一监控、统一运维，如图 9-2 所示。 

 

图 9-2 一云示意图 

9.1.1.2 一网 

为承载行车、信号、广播、时钟、SCADA 等时间敏感型业务，城轨线网、

线路骨干网以 OTN、SDH 光纤物理链路环形拓扑组网，如图 9-3 所示，站段汇

聚层使用千兆以太网聚合链路形成全互连拓扑，线网、线路、站段在二层和三层

全面可达，呈现为统一承载和应用系统全覆盖的传输网络。在 NFV 的云环境中，

多业务融合与网络资源灵活按需分配的网络需求，对构建统一智慧网络提出更高

要求，因此新线建设需考虑 SDN、Overlay 等综合协同能力和 5G 业务带宽预留，

推荐选用 OTN 类网络技术。对于既有旧线路二三层设备更新替换时，建议选用

能够支持 VXLAN 和 BGP、OSPF、IS-IS 等协议的交换设备和路由设备，在 OTN

的组网中 VXLAN 使用三层路由实现大二层网络互通已成为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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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一网示意图 

9.1.1.3 三域 

基础一朵云下，为满足安全要求，可根据专业或线路进行分域管理，对于有

些城市线路运营主体不同，也可按照运营主体划分资源池区域，长期来看，按照

专业分域更有利于维护、容灾、安全管理。三域，根据功能、应用、管理的不同

定位，在一云、一网内划分安全生产域、内部管理域和外部服务域三大区域，各

业务系统根据其业务属性分别部署在相关区域内，通过带外管理网对三个域的资

源进行统一管理。如图 9-4 所示，三域间安全防御及防护策略应符合协会规范要

求，生产域和内部管理域通过安全服务进行逻辑隔离，内部管理域和外部服务域

通过网闸物理隔离。软件定义安全技术具有池化、弹性化、集群化、按需加载、

便捷部署的优势，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能够达到等保 3级要求。相对于

网闸，软件定义和安全服务化架构不仅能够进行二、三层阻断，还可提供基于大

数据的态势感知、主动防御等 2-7 层的全面综合防护，适应各类新应用和安全提

升的业务需求。 

 

图 9-4 三域示意图 

9.1.1.4 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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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私有云平台物理部署架构分为数据中心级云计算平台与站段云节点两

级架构，为确保业务高可靠，在数据中心级云计算平台可规划主用、灾备双中心

或两地三中心；通过云管平台的统一管理，实现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城轨分布

式云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级云计算平台，如图 9-5 所示，主要包含云管理平台、资源管理平

台、虚拟化资源池，支持智慧城轨服务保障和云服务编排，并实现主用中心、灾

备中心、车站、车辆段以及停车场资源统一管理。基于虚拟数据中心的模式，为

各部门、业务提供不同的资源服务，实现资源的建设与使用分离。 

站段云节点通过站段网络与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进行数据信息交换，站段云

节点规划虚拟化云主机服务，为车站生产运营业务、企业信息管理类业务以及乘

客信息服务类等业务提供服务。 

 

图 9-5 生产中心灾备中心示意图 

9.1.2 私有云部署方案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在建设模式上，一般以线路为单位独立进行建设，线路间

不共享，线路内各专业应用系统也是各自招标购买对应的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

相互之间通过接口共享必要的信息，但是在底层 IT 资源上是各自独立，具有较

大的改进空间。私有云能够依托资源弹性扩容，按需分配等优势，为城轨信息化

的持续建设以及新建线路的有效服务提供很好的支撑，通过采用统一的管理平台，

实现网络、安全、存储、服务器等硬件资源的可视化管控，降低运维管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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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轨企业私有云主要聚焦在 IaaS 的应用和部署，PaaS 尚在探索期，未有落

地的平台级案例和实践经验，因此本章节内容重点围绕 IaaS 讲述构建及部署私

有云。 

云平台分别由硬件基础层、虚拟资源层、平台服务层、服务运营层、统一云

管理平台层以及网络信息安全和开发运维管理两大体系构成，如图 9-6 所示。 

 

图 9-6 云平台部署架构 

硬件基础层：提供计算资源的物理服务器、存储服务器和磁盘、网络交换机、

安全防火墙和负载均衡、终端设备等各种物理资源的部署。 

虚拟资源层：计算虚拟化资源池、存储虚拟化资源池、网络虚拟化资源池、

桌面及灾备资源的部署，负责将底层硬件资源进行抽象，实现物理计算、存储、

网络资源的虚拟化，对底层硬件故障进行屏蔽，统一调度计算、存储、网络、安

全资源池。通过共享存储支持云主机的迁移和 HA 集群，以并将各种物理资源以

资源池的服务和能力为上层提供服务。 

平台服务层：向下有效的管理、调度基础的计算、网络、存储等物理、虚拟

化资源池，将其抽象化为云服务，提供虚拟机创建、存储管理、网络划分、迁移

和切换调度控制。基于弹性计算和分布式能力，提供公共管理接口、中间件、数

据库等通用软件服务，为面向使用者和管理者提供定制化部署，向上为服务运营

层提供资源的调度和管理接口。 

服务运营层：提供资源 VDC、VPC 级别的划分和部署，以及用户权限划分、

流程管理、服务目录管理等能力，提供服务申请、审批，配置、开通和交付的全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 

76 

流程，满足业务资源权限管控的要求。 

统一云管理平台：在多云环境下，可纳管其他异构云资源，满足多数据中心

以及多云管理的诉求。通过统一的管理界面实现对单数据中心、多数据中心和公

有云中资源的统一调度管理。 

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云安全防护为软硬件设备、操作系统、平台管理、

等各层提供全方位的安全防护，包括防 DDoS 攻击、漏洞扫描、主机防御、网站

防御、租户隔离、认证与审计、数据安全等模块，支撑业务系统满足等保和协会

规范的网络安全要求。 

开发运维管理体系：基于云平台和制度规范，定义开发和运维管理的组织结

构、职责分工、协作流程等流水线要素，覆盖从开发到运维，持续集成、持续交

付、持续部署的全生命周期，满足复杂多变的业务开发和运维需求，提升云平台

自动化、数据化以及智能化的综合运营能力。 

9.1.3 私有云部署建议 

城轨云平台由中心云、站段云节点构成，统一由中心云平台管理。 

作为生产数据中心，中心云基础设施完善、硬件资源充分保障，各业务系统

优先在中心云按需部署，应配套高可用、负载均衡，承载线网生产业务运行。 

站段云节点将车站级的硬件服务器和存储资源进行虚拟化，构建独立的小型

源池，为车站级综合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乘客信息系统、门禁系统等系

统提供降级的部署资源，如图 9-7 所示，站段云节点作为轻量资源池，优先由中

心云平台统一管理，同时具备本地管理能力，最小化备份必要的数据和镜像。在

线路正常运行时，为现场级设备提供网络传输通道，实现现场系统与中心系统之

间保持的数据同步和网络汇聚功能。在车站/场段与中心云平台失去联系时，通

过现场桌面终端接管本地云节点资源池的控制，为运营生产系统提供紧急处理所

必备的 IaaS 服务，承担车站级业务系统的降级应急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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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中心云与站段云节点部署示意图 

考虑到早期建设存在的如ATS、PSCADA、FAS等老旧架构的系统暂不支持

直接部署到云中，客观上还需保留传统纯物理机方式部署，目前IaaS技术已支

持分级管控方式部署，而且在呼和浩特已成功应用，未来各专业业务系统迭代

升级时都需要上云，减少物理资源浪费。 

9.1.3.1 计算资源池 

（1）中心计算资源池部署 

虚拟化：中心云平台虚拟机资源池通过采用虚拟化技术，实现对通用服务器

物理资源的抽象，将 CPU、内存、I/O 等服务器物理资源转化为一组可统一管理、

调度和分配的逻辑资源，并基于这些逻辑资源在单个物理服务器上构建多个可同

时运行、相互隔离的虚拟机执行环境，为全专业的业务系统提供业务运行的计算

资源池，包括物理机资源池和虚拟机资源池。其中虚拟机资源池提供高性能云主

机服务，灵活分配资源。物理机资源池主要为数据库提供高配置的单机物理服务

器，满足 I/O 独享资源和物理安全隔离。 

高可用：计算资源池还应配置高可用策略，当计算服务器宕机后，为避免大

量虚拟机迁移造成网络拥塞和目的服务器过载，系统会根据网络流量、负荷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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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将虚拟机迁移到不同的目的服务器。当计算资源管理系统与计算服务器的心

跳中断超过超时时间，触发虚拟机高可用切换；当一个虚拟机由运行状态突然异

常消失也会触发高可用在其他正常的计算节点上快速恢复业务，从而保证地铁业

务的平稳运行。 

数据备份：对虚拟机或者虚拟机磁盘进行数据保护，全量结合增量方式合理

制定备份策略，将虚拟机或虚拟机磁盘备份到专门的备份存储中。 

（2）车站计算资源池部署 

站段云节点整合车站物理服务器创建虚拟化资源池，同时配置降级的高可用、

镜像备份、弹性管理等策略，为车站级综合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乘客信

息系统、门禁系统等系统提供虚拟机资源。车站可复用现场的桌面终端，通过控

制台利用本地网络管理控制车站的物理服务器和虚拟机，正常情况下中心云平台

对站段节点的资源池进行监控和管理，与中心云失去联系时，使用本地方式进行

控制管理。 

9.1.3.2 存储资源池 

（1）中心存储源池部署 

中心云平台为计算资源创建独立的存储资源池，提供自由配置存储容量、弹

性扩容服务，为减少计算资源 I/O 争用，可不在计算节点上提供存储能力。中心

云平台可根据不同应用系统的特点，对存储进行不同的选型，对存储对象进行分

级管理，为保证跨数据中心的数据灾备功能，云平台存储资源池提供跨数据中心

的数据复制功能。存储资源池通过与上层云管平台的对接，实现在云管平台上对

存储资源池进行统一的资源管理和调配。 

（2）车站存储源池部署 

站段通常情况下，不单独部署存储设备，建议服务器配置大容量 SATA 磁盘，

以 RIAD5 方式创建磁盘卷组，通过软件定义存储模块，管理本地服务器存储资

源池。很多落地的案例中，通过单台设备满足降级灾备的应用接管。因站段不设

立共享存储，不容易实现热迁移，如果考虑需要本地实现高可靠，可采用交叉冷

备份策略，在车站至少 2 台服务器，虚拟机和业务系统进行交叉部署，提供降级

高可用服务及合理资源分配，即在 A 物理机上创建 2 个虚拟机和存储实例，部

署综合监控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在 B 物理机上创建 2个虚拟机和存储实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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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售检票系统、门禁系统。AB 物理机定期备份，当 A 物理机不可用时，在 B 物

理机上恢复上综合监控系统、乘客信息系统虚拟机，B 物理机反之亦然。城轨企

业选择单节点还是冷备冗余方式降级部署，需结合自身实际需求进行决策。 

9.1.3.3 网络资源池 

（1）中心网络资源池部署 

中心云平台提供网络资源池，通过将网络设备进行逻辑抽象，形成统一的资

源池，再进行灵活化、集中化、细粒度地控制调度，达到网络资源统一自动化发

放，为城轨各个业务系统的部署提供对应网络交互资源，确保各业务系统网络之

间的安全隔离与互通，实现车站业务应用与云平台部署的业务系统间的网络互联。 

（2）车站网络资源池部署 

站段云节点与为运营生产系统中的各业务系统的应用部署提供对应网络资

源，车站业务应用与中心云部署的业务系统间的网络互联，确保各业务系统网络

之间的安全隔离与互通。站段云节点为车站级综合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

乘客信息系统、门禁系统等系统等不同业务系统提供整网的业务隔离，同时采用

资源隔离技术，解决不同业务类型进行隧道资源抢占的问题。另外，车站物理服

务器与车站其他设备在同一物理局域网、虚拟机之间可通过 VLAN 或安全服务进

行本地业务网隔离。 

9.1.3.4 VDC/VPC 部署 

（1）中心云 VDC/VPC 部署 

中心云通过逻辑隔离技术按专业划分 VDC（虚拟数据中心）和按线路划分

VPC（虚拟私有云），各业务系统根据其业务属性分别部署在相关区域，实现生

产系统间的隔离。三域资源池进行统一管理，根据 VDC 和 VPC 对不同专业和线

路进行资源分配与隔离，并可根据业务需要，将不同 VDC 或 VPC 的内部维护权

限授予资源使用部门自行管理，基础云运维部门进行定期审核，站段云节点则由

属地管理。VDC 可以包含多个数据中心的资源来实现业务虚拟机容灾，具备条

件的企业推荐一级 VDC 和一级 VPC 部署架构。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 

80 

 

图 9-8 中心云 VDC/VPC 划分结构图 

（2）站段节点部署 

车站节点属于云资源池的轻量级部署，如图 9-9 所示，每台物理机可只安装

Hypervisor，在此基础上划分虚拟机部署站段级应用系统。目前车站级业务系统

均属于安全生产域，如有其他非安全生产域需要车站部署，遵循三域隔离的网络

要求，可创建不同二层或者三层域。两个物理服务器的 IP 网络设置在同一网段，

进行快照备份或数据同步，在与中心云失去联系，且本地降级主节点极端情况下

系统维护人员还可通过手动方式切换到另一台服务器上，最大程度上保障降级业

务的接管和运行。 

 

图 9-9 站段云节点部署结构图 

9.2 公有云部署 

由于公有云运行环境由云服务商提供并负责日常运维运营，因此仅需考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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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身业务特点，选择适当的云服务能力组合，如简单 Web 应用可使用虚拟机、

块存储、关系数据库服务组合完成业务部署，高可靠业务可使用虚拟机、块存储、

负载均衡、弹性伸缩、关系数据库等服务组合完成业务部署，对于需要数据容灾

的服务，可增加数据备份、块存储备份、虚拟机备份等云服务能力，保障业务数

据安全。安全方面，公有云提供丰富灵活的选项，企业可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进

行一键部署，可以选择 DDOS、Web 应用防火墙、堡垒机、威胁漏洞扫描、内容

安全、攻防测试等服务。 

目前，国内主要公有云服务均提供规格选择，以虚拟机服务为例，部署规格

有所参考如表 9.1 所示。 

表 9.1 公有云部署类型样例 

类型 实例规格 云硬盘 适用场景 

入门型 
1vCPUs|2GB 

s6.medium.2 
40GB高IO 

面向轻型负载提供基础的计算能力，

适用于入门级网站搭建应用。 

基本型 
2U4G 

s6.large.2 
40GB高IO 

面向小型负载提供适合的计算能力，

适用于小型网站、软件及应用。 

进阶型 
4U8G 

s6.xlarge.2 
40GB高IO 

面向中小型负载提供适合的计算能

力，适用于中小型网站、软件、应用

及系统。 

旗舰型 
8U16G 

s6.2xlarge.2 
60GB超高IO 

面向中型负载提供较强的计算能力，

适用于中型网站系统、软件、应用及

较大流量的场景。 

 

9.2.1 公有云部署方案 

有别于私有云部署，公有云无需建设机房、购置硬件设备、也无需铺设传

输链路和网络，就像私有云建设已完成平台交付状态，可以通过控制台直接配

置资源池和虚拟机环境安装运行。公有云以服务的方式直接来使用，提供的功

覆盖私有云的所功能，如：虚拟化资源池、弹性扩缩容、在线迁移、高可用、

容灾等核心的组件。公有云从开通服务、购买资源、操作部署过程具体如下： 

（1）开通服务 

注册公有云账号，录入相关注册信息，开通支付渠道，登记核对结算、合

同、发票凭证内容，满足城轨企业财务记账和审计要求。 

（2）确定需求配置和计费模式 

可根据业务系统资源初始要求选择虚拟机 VCPU、内存、存储、高可用、网

络带宽、数据库、监控、云安全等服务，公有云提供灵活的资源缩扩容和多种计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 

82 

费模式，不必一次性全部购置，按需调整。公有云提供根据不同计费模式的成本

估算功能，对于首次使用过公有云的城轨企业在概算上应规划充裕，根据实际使

用情况执行预算，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经验，可为下一年概算提供更合理的参考。

基础配置确定后，根据业务应用的使用时间选择计费模式，各服务商细节略有差

别，可到各服务商咨询指导，通常公有云的计费模式参考如表 9.2 所示。 

表 9.2 公有云计费模式 

实例计费

模式 
包年包月 按量计费 竞价实例 

付款方式 预付费 
购买时冻结费用，每小

时结算 
购买时冻结费用，每小时结算 

计费单位 元／月 元秒 元／秒 

单价 单价较低 单价较高 
浮动价格，大多数情况是同规

格按量计费模式的 10%-20% 

最少使用

时长 

至少使用一个

月 

按秒计费，按小时结

算，随时购买随时释 

按秒计费，按小时结算，随时

购买随时释，也可能会被系统

主动回收 

实例配置

调整 
随时升降配置 随时升降配置 

不允许调整配置，不允许转包

年包月 

使用场景 

适用于设备需

求量长期稳定

的成熟业务 

适用于短期设备需求量

大幅波动或技术测试等

场景 

适用于大数据计算、采用负载

均衡的在线服务和网站服务等

场景 

 

（3）安装部署 

 选定区域 

公有云服务器机房 IDC 全国或全球分布，选择与本市最近的一个 IDC区域，

地理位置越近网络延迟越低，创建资源池之前，需要先选定区域。 

 虚拟机配置 

编辑虚拟机命名、虚拟机 VCPU、内存等在购买时初始分配，如果需要扩容

可进行调整，之后选择操作系统镜像，创建安装虚拟机实例。 

 存储配置 

根据应用的需求，公有云提供 SATA、SSD、云存储硬盘等多种存储介质，

例如，对于数据库、缓存等高 I/O 要求可选择 SSD，对于大对象流媒体可使用云

存储硬盘。通常公有云虚拟机的本地盘不支持存储介质更换和冗余，一般用做为

操作系统盘使用。创建成功后的存储，可再次分配挂接到虚拟机。 

 网络配置 

VPC 划分，公有云不同 VPC 内网不互通，当需要跨 VPC 通信时，可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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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对等连。多套业务部署，且希望不同业务之间进行网络隔离时，则可为每个业

务在当前地域建立相应的 VPC；子网划分，可自动和手动划子网及 IP 段；确定

路由策略，设置路由表，用于控制私有网络（VPC）内子网的出流量走向；公网

IP 配置，在购买公网服务时分配公网 IP，需手工映射公网 IP 和内网对应关系。 

 网络安全配置 

防火墙：创建网络安全组，防火墙默认是关闭所有端口，需添加开放的协议

和端口；如果部署 Web，可选择 WAF 服务，录入 Web 应用服务器的 IP 和端口。 

 其他配置 

公有云还提供高可用、负载均衡、DDos 等众多服务，配置操作非常简便，各

云服务商的操作使用各有不同，具体可参考各服务商服务的文档说明和客服指导。 

9.2.2 公有云部署建议 

针对中小型企业，可侧重于 IaaS 能力，创建资源池、划分虚拟机、存储、虚

拟局域网，为应用程序提供开发、测试、运行和上线环境。 

针对大型企业，已经拥有完善的私有云，重点关注如何充分利用公有云大带

宽、网络资丰富的优势，优化面向公众和互联网的业务。如乘车码购票、地铁 APP

等业务，前后端分离，前端直接面向互联网高并发资源访问，一方面应对流量的

压力需要使用 CDN 服务进行流量分发，可将页面图片、音视频、超文本、大文

件缓存至 CDN 等，快速响应浏览类型的访问，提升用户体验；另一方面应对网

络安全威胁特别是 DDos 大规模流量攻击，可借助公有云强大的流量清洗和流量

过滤等抗攻击安全组件保障暴露公网的系统稳定运行。此外，公有云提供丰富的

SaaS 公共性应用服务，如协同办公、ERP、移动办公、企业微信、企业商旅、企

业用车，城轨企业在不涉及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可更为灵活的使用公有云 SaaS 服

务，节省自建基础设施成本开支，缩短项目开发周期。 

公有云部署需要注意的事项，虚拟化环境中存在多租户共享相同物理服务器、

存储介质在资源选配时尽量考虑整机物理服务器和存储，物理最大化原则，避免

其他单位共用计算和存储物理资源；另外公有云环境下应加强数据保护，公有云

线上数据应适用保留最小化原则，近线及离线数据数据需通过专线及加密方式回

传至私有云；应增量方式回传每天或每隔几小时的操作审计日志，公有云环境下

需要保持不信任意识，减少系统日志不被篡改的可能性，需做到故障及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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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 

9.3 混合云部署 

9.3.1 混合云部署方案 

广州、南宁、合肥等多家城轨企业将互联网票务支付、官网 APP 等业务部

署至公有云，通过专线或加密 VPN 方式连接网络，同时获得公有云服务多样性

和私有云的安全性，采用前后端分离模式，将内部重要数据保存在本地数据中心，

Web 前端访问部署到公有云，充分发挥公有云公网高防、高带宽优势和私有云数

据安全保障。此外，本地数据中心部署云应用，可借助公有云的 Web 应用、PaaS

服务、容器和微服务架构，来更新和扩展现有功能，在公有云和的本地环境中，

使用一致的 DevOps 开发运维流程，提升整体协同开发效率。 

混合云部署实质体现在多云管理和云网协同、数网安全三个层面： 

（1）多云管理平台构建 

城轨行业互联网类业务的需求以及 AI 识别、支付、小程序应用场景增多，

可能采用多个公有云，达到一定规模后，会造成基础设施资源池多样化，面临同

时管理物理机、虚拟化等异构资源环境管理难度。通过多云管理平台来消除不同

云环境差异，将物理上分散的资源构建成逻辑上统一的云资源池，进行计算、存

储及网络资源统一管理和监控；对所有数据中心的资源进行统一运维、集中告警、

日志分析等故障定位手段；统一门户提供资源管理和运维管理的统一界面，对云

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维护，包括虚拟资源和物理资源的统一管理。如图 9-10 所

示,各服务商结合自身产品定位凸显差异化功能，企业选择时还要考虑私有云现

有的异构云环境，广泛兼顾。针对多云管理平台的技术细节和具体部署可参考第

10 章节《云管理平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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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0 混合云多云架构图 

（2）云网协同组网 

混合云场景下的互联互通同时要实现高质量，高稳定性，安全可靠的数据传

输，并要保证网络质量稳定，避免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窃取。 

混合云对云网协同能力的要求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多点互联：云网协同需要保证本地计算环境和各公有云资源池的互联，包

括单一本地环境与多个VPC的连接和单个VPC与多个本地环境互联的连接。 

网络性能：服务商提供的网络在性能上需要满足应用的要求。根据不同情

形，带宽、时延以及丢包率等性能指标应满足相应要求。 

可靠性：网络应具备支持多条专线链路的容灾能力，当一条链路发生故障

时，可以及时将流量切换至等价冗余链路，避免单点故障影响业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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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混合云部署示意图 

（3）跨云安全保障 

业务托管于混合云之上，用户数据和业务需要跨网互通，本地基础设施和多

种公、私有云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对混合云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混合云安全

需要保障：考虑数据安全因素，建议将外部服务域业务中涉及核心数据或核心业

务逻辑处理的系统部署在私有云内，其他系统可部署在公有云上。此外，还可以

借助公有云的安全服务和缓存服务，在公有云上对访问流量进行过滤和清洗后再

回流至私有云，减轻私有云上的安全和带宽压力。跨云安全保障应符合《智慧城

轨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对系统等保级别要求的防护能力和强度。 

9.3.2 混合云部署建议 

（1）资源池建设 

对应用系统按照服务对象、数据安全等级进行分级，同时将业务系统组件进

行解耦；把面向公众服务、数据安全性低的、无状态服务的业务系统部署至公有

云资源池中；把面向内部服务、管理、流程、并且数据的安全保密性要求较高的

业务系统部署于私有云资源池中；用户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分别进行私有云建设和

公有云资源申请，利用云管理平台将公有云、私有云两种形态的云资源池通过统

一云门户实现私有云资源与公有云资源统一管理。 

（2）混合云网络部署 

通过运营商租用的互联网专线采用的是固定带宽模式，对外部服务类系统的

计划外需求难以及时响应，容易形成瓶颈。而公有云服务商的优势在于海量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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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带宽和灵活的按量计费模式，因此除在私有云外，建议同时通过租用公有云

资源，公有云与外部服务云间通过运营商专线进行连通。混合云由于需要打通公

有云与私有云环境，因此在网络选型方面需要进行专业的部署设计。混合云云间

网络主要有专线和 Internet 两种建设方式。 

（3）混合云网安全策略部署 

网络和传输安全：通过安全域划分、虚拟防火墙、VXLAN等软件定义网络进行

网络隔离，避免不同平面的网络间相互影响；通过HTTPS等安全通信协议、

SSL/TLS 等安全加密协议保证传输安全；通过IPsec-VPN，MPLS- VPN等安全连

接方式保证网络连接的可靠性；通过安全组、防火墙、IPD/IDS等保证边界安全，

同时对进出各类网络行为进行安全审计；通过对通信的网络流量进行实时监控，

针对DDoS、Web攻击进行防御，实现对流量型攻击和应用层攻击的全面防护。 

数据和应用安全：在存储、备份和传输过程中应该对数据进行加密，防止数

据被篡改、窃听或者伪造；通过数字签名、时间戳等密码技术保证数据完整性，

并在检测到完整性被破坏时采取必要的恢复措施；使用安全接口和权限控制等手

段对数据访问权限进行管理，从而避免敏感数据的泄露。 

访问和认证安全：通过密码策略、基于角色的分权分域等方式对访问进行控

制，防止非授权或越权访问；采用随机生成、加密分发、权限认证方式进行密钥

的生成、使用和管理，避免因密钥丢失导致的用户无法访问或数据丢失的风险。 

安全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保障主机等基础设施的安全以及通过监控和日志审

计等方式对混合云安全进行统一管理。 

9.4 容灾部署 

9.4.1 容灾概念 

容灾定义：容灾是为了在遭遇灾害时能保证信息系统能正常运行，帮助企业

实现业务连续性的目标。容灾侧重数据同步和系统持续可用，更加强调灾难性事

件对整个 IT 站点的影响，提供站点级别的系统恢复功能。 

备份定义：为应对病毒入侵、误删除等导致的数据丢失或损坏，将数据制作

一份或者多份拷贝，以增强数据的安全。备份侧重数据的备份和保存。 

容灾系统：在相隔较远的两地（同城或者异地）建立两套或多套功能相同的

IT 系统，互相之间可以进行健康状态监视和功能切换。当一处系统因意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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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人祸）停止工作时，整个应用系统可以切换到另一处，使得该系统功能可以

继续正常工作。 

容灾和备份的区别：容灾主要针对火灾、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因此生产中

心和灾备中心之间必须保证一定的安全距离；备份主要针对人为误操作、病毒感

染、逻辑错误等因素，用于业务系统的数据恢复，数据备份一般是在同一数据中

心进行。 

容灾系统不仅保护数据，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保证业务的连续性；而数据备份

系统只保护不同时间点版本数据的可恢复。评价系统容灾能力最重要的 2个指标

RPO 和 RTO。 

根据《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GB／T20988-2007 数据恢复点目标 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灾难发生后，系统和数据必须恢复到的时

间点要求；如丢失 1 小时数据称 RPO=1 小时。备份可设置一天最多 24 个不同时

间点的自动备份策略，后续可将数据恢复至不同的备份点。 

恢复时间目标 RTO（RECOVERY TIME OBJECTIE）：灾难发生后，系统或

业务功能从停顿到必须恢复的时间要求；如业务停止 1 小时称 RTO=1 小时。故

障情况下（例如地震、火灾），容灾系统的切换时间最低可至几十分钟；而备份

系统的恢复时间可能几小时到几十小时。 

9.4.2 容灾等级要求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国家标准（GB／T20988-2007）是

我国灾难备份与恢复行业的第一个国家标准。该标准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领导编制，并于 2007 年 11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信息系统灾难恢

复应遵循的基本要求，适用于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的规划、审批、实施和管理，并

参照国际标准 SHARE 78 的 7 个层级定义[15]，确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 6 个灾备

能力等级要求如表 9.3 所示。 

表 9.3 容灾等级要求 

国际标准SHARE78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GB／

T20988-2007 

Tier-0 无异地备份数据 

第 1级 
基本级，基本支持备份介质

并场外存放 Tier-1 
有备份数据，无异地备用系统，用

交通工具运送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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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r-2 
有备份数据，有异地热备份站点，

用交通工具运送备份数据 
第 2级 

备份场地支持，网络和业务

处理系统可在预定时间内调

配到备份中心 

Tier-3 
通过网络传输备份数据，提高灾难

恢复速度 
第 3级 

电子传输和部分设备支持。

灾备中心配备部分业务处理

和网络设备，具备部分通讯

链路，关键数据定时传送 

Tier-4 
定时备份数据，网络自动传输，根

据备份策略的不同，数据的丢失与

恢复时间达到天或小时级 

第 4级 

电子传输和完整设备支持。

数据定时批量传送，网络/

系统始终就绪，少量数据丢

失 

Tier-5 

数据在两个站点之间相互镜像，由

远程异步提交来同步，为关键应用

使用双重在线存储，所以在灾难发

生时，仅传输中的数据被丢失，恢

复的时间被降低到了分钟级。 

第 5级 

实时数据传输及完整设备支

持。采用远程复制技术，实

现数据实时复制，数据丢失

趋于 0，网络具备自动或集

中切换能力，业务处理系统

就绪或运行中 

Tier-6/7 

数据零丢失，数据同时被写入到两

个站点。在本地和远程的所有数据

被更新的同时，利用了双重在线存

储和完全的网络切换能力，不仅保

证数据的完全一致性，而且存储和

网络等环境具备了应用的自动切换

能力。一旦发生灾难，备份站点不

仅有全部的数据，而且应用可以自

动接管，实现零数据丢失的备份 

第 6级 

数据零丢失和远程集群支

持。数据实时备份、零丢

失，系统/应用远程集群，

可自动切换，用户同时接入

主备中心 

 

根据《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要求云平台总体架

构应按照 GB／T20988-2007 标准，满足各业务系统等保安全的需求，能够支持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达到 4 级以上的灾难恢复等级，具体 RTO/RPO

等级要求可参照表 9.4 所示。 

表 9.4 GB／T20988-2007《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RTO/RPO 与灾难恢复能力等级的关系 

等级 等级要求 RTO RPO 

第 1 级 基本级，基本支持备份介质并场外存放 2 天以上 1 天至 7天 

第 2 级 
备份场地支持，网络和业务处理系统可在预定

时间内调配到备份中心 
24 小时以后 1 天至 7天 

第 3 级 

电子传输和部分设备支持。灾备中心配备部分

业务处理和网络设备，具备部分通讯链路，关

键数据定时传送 

12 小时以上 
数小时至 1

天 

第 4 级 
电子传输和完整设备支持。数据定时批量传

送，网络/系统始终就绪，少量数据丢失 

数小时至 2

天 

数小时至 1

天 

第 5 级 

实时数据传输及完整设备支持。采用远程复制

技术，实现数据实时复制，数据丢失趋于 0，网

络具备自动或集中切换能力，业务处理系统就

绪或运行中 

数分钟至 2

天 
0 至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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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级 

数据零丢失和远程集群支持。数据实时备份、

零丢失，系统/应用远程集群，可自动切换，用

户同时接入主备中心 

数分钟 0 

 

9.4.3 容灾规划设计 

（1）容灾模式 

1) 按地域分类 

按照地域和机房数量，容灾模式可分为同城容灾、异地容灾、两地三中心

几种。根据《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要求数据中心

采用同城异地模式至少设立一个灾备数据中心。 

 同城容灾是在同城或相近区域内（≤100KM）建立两个数据中心，同城灾

难备份的数据中心与灾难备份中心的距离比较近，通信线路质量可达到 100 公里

网络延迟 RTT<2ms，比较容易实现数据的同步复制，保证高度的数据完整性和

数据零丢失。同城灾难备份一般用于防范火灾、建筑物破坏、供电故障、计算机

系统及人为破坏引起的灾难。由于城轨主要服务于本地城市，产生的数据流和信

息流只和本地相关，更适合采用同城模式。 

 异地容灾主备中心之间的距离较远（＞100KM)，因此一般采用异步镜像，

会有少量的数据丢失。异地灾难备份在同城的基础上可以防范地震、水灾等风险，

异地容灾。 

 两地三中心：以同城双中心加异地灾备中心，在同城或邻近城市建立两个

可独立承担关键系统运行的数据中心，双中心具备基本等同的业务处理能力并通

过高速链路实时同步数据，日常情况下可同时分担业务及管理系统的运行，并可

切换运行；在异地的城市建立一个备份的灾备中心，用于双中心的数据备份，当

双中心出现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发生故障时，异地灾备中心可以用备份数据进行业

务的恢复。混合云方式可作为异地灾备的重要选项，公有云资源弹性扩展灵活，

公网、VPN、专线多网方式可达，正常时备份系统做最小化配置，切换时随实际

需求在线扩容，故障恢复后在进行配置缩减，节省成本开支。 

2) 按系统可用性分类 

根据数据中心运行模式可分为主备容灾和双活容灾。 

 主备运行模式：即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云数据中心提供在线服务，备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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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空闲状态，负责在灾难发生后接管应用系统运行。 

 双活数据中心：即两个数据中心都处于运行当中，运行相同的应用，能够

提供跨中心业务负载均衡运行能力，充分利用资源，实现持续的应用可用性和灾

难备份能力，RTO 接近于 0。目前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行业应用双活或多活

容决方案。 

（3）容灾技术 

在构建容灾系统所涉及的诸多要素中，数据复制技术是基础，只有保证了数

据的安全可用，应用或是业务的恢复才有可能。正常情况下系统的各种应用在数

据中心运行，数据存放在生产数据中心和灾难备份中心两地保存。当灾难发生时，

使用备份数据对工作系统进行恢复或将应用切换到备份中心。数据复制技术的选

择决定灾备系统的 RPO 指标，灾难备份系统中数据备份技术的选择应符合数据

恢复时间或系统切换时间满足业务连续性的要求[16]。几种常见的数据复制技术包

括：应用中间件软件的实现方式、利用数据库厂家的软件产品完成远程备份、利

用系统软件的镜像功能完成远程备份、基于存储的灾难备份方式等。 

9.4.4 多数据中心容灾部署 

9.4.4.1 主备容灾模式部署 

目前已经上云的城轨企业主要基于 IaaS 两朵云方式，分别在主用中心和灾

备中心各部署一套云平台。灾备中心业务系统与主用中心业务系统的软件和操作

系统环境相同，主用中心系统业务软件调整后，灾备中心系统应能自动进行同步

保持一致；灾备中心可按主用中心相同配置或等比例减配计算和存储资源。云计

算中心作为主生产中心，负责日常所有业务系统的运行，灾难发生时，整个数据

中心进行切换，由容灾中心接管运行生产运营关键业务，保证各个业务系统的核

心数据不丢失。 

通常主备容灾的应用能够上达到 4 级灾难恢复能力，要达到 5 级的标准较

难，不仅需要平台层、存储层、所依赖的业务系统能够顺利切换，还需在应用软

件层进行优化改造，完善各场景应急预案，加强灾备演练，灾备发生后，系统恢

复的时间尽可能不超过容灾演练时间。 

（1）拓扑结构 

主备容灾模式架构如图 9-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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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主备容灾模式 

 存储设计 

对于云内关键数据的保护建议采用基于存储的容灾技术，利用存储设备数据

复制功能实现数据同步和冗余，提升数据保护，降低 RTO 时间。 

对于非关键数据如 CCTV、非敏感历史数据等可以通过 IP 网络备份至云盘

或公有云云存储，待生产中心回切全部恢复后，进行数据回补。 

 网络设计 

网络二层互联。也称为数据中心服务器数据网络互联。在不同的数据中心服

务器网络接入层，构建一个跨数据中心的大二层网络，以满足服务器集群或虚拟

机动态迁移等场景的需求。 

后端存储网络互联，借助传输技术（裸光纤、DWDM、FCIP 等）为主中心

和灾备中心间存储的数据复制提供专用光通道。 

 云平台层设计 

云服务商实现主备容灾的技术策略各不相同，但整体上按照两个数据中心各

部署一套云平台，云管控制台跨数据中心主备部署，某一数据中心故障时，另一

数据中心的控制台继续提供服务，主备两个数据中心可接入 CMP 统一管理。 

（2）故障切换 

如图 9-13 所示，灾备中心的容灾服务器处于关闭状态，不能提供业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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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数据中心发生故障之后，首先需手工切换重定向 DNS、HTTP 或健康路由导

入等方式进行网络切换；其次恢复云管控制节点；最后恢复虚拟机、应用程序和

数据库，期间业务有中断。切换过程中，可能遇到意料之外的情况，如坏块导致

无法启动数据库、应用程序内部写死 IP、配置文件存在共享存储而非本地云主机

导致系统运行报错，增加业务中断时长，因此容灾定期演练和充分测试是降低RTO

的重要前提。 

 

图 9-13 主备容灾故障切换示意图 

9.4.4.2 传统双活容灾模式部署 

传统双活多种架构中，使用 RAC 承载大规模核心业务的场景下，业界比较

成熟的双活方案是两朵云。为了保证业务连续性，防止一个数据中心云平台层面

的故障，可在两个数据中心部署相同的云环境和应用环境，CMP 对多个云统一

管理。由于 Oracle extend RAC 对时间敏感容易出现仲裁分裂，其官方推荐一侧

数据中心的数据库设为只读模式，尚无法实现端到端双活。 

（1）拓扑结构 

传统双活容灾模式架构如图 9-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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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4 传统双活容灾架构 

 存储层设计 

通过存储提供存储资源，映射给虚拟化集群的所有宿主机； 

通过存储的同步复制功能，实现两台存储间的数据复制； 

通过存储实现存储双活和存储故障切换； 

通过部署仲裁节点，防止脑裂情况的发生，支持 IP 仲裁或存储仲裁； 

存储层对数据同步进行优化，满足双活应用如 Oracle RAC 等部署对存储的

需求。 

 云平台层设计 

两个数据中心各部署云平台，管理控制台跨数据中心主备部署。独立运行并

挂接外部存储的数据库服务器使用裸金属部署，其他 Web、接口等应用服务器虚

拟化部署，非结构化数据需要在应用服务器通过脚本或工具方式实现数据同步。 

 网络层设计 

IP 网络：构建支持跨数据中心的大二层网络； 

后端存储网络互联。使用裸光纤、DWDM、FCIP 等光传输网络连通主备数

据中心的存储。 

 数据库层 

数据库层面考虑城轨行业目前以 RAC 架构为主，需两侧物理机方式部署单

独 RAC 和独立集中式存储。典型的数据库双活为 Oracle RAC+ADG，本地 RAC，

远端 ADG，常规情况下，远端做只读。应用服务层例如 Web 服务需要在业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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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支持 session、消息等事务级别数据复制和同步，如果使用备份库，应用程序需

要支持读写分离。 

（2）故障切换 

 将同一个重要应用部署在两个可用域中，组成应用集群，应用集群二层

互通，基于数据中心专线能够实现低延迟的数据同步，且主备数据中心的应用

虚机与负载均衡设备路由可达。 

 在负载均衡上设置负载均衡策略，将应用 A 集群节点 1 和 B 集群节点

1 组成一个负载均衡池。 

 两个节点都是处于 active 状态，流量根据负载均衡策略设置。 

 当主中心瘫痪，负载均衡修改引流策略，将流量引到 B 集群节点上，

核心业务不中断。 

 当主中心恢复后，负载均衡策略恢复原状。 

 数据库如果使用 Oracle RAC，如图 9-15，当主中心宕机后，备份数据

库需要手动修改 TNS，在一侧数据中心故障情况下，应用可能会出现短暂报

错，切换后应用请求将转发到备中心数据库。因灾备中心数据库为 ADG 非

RAC 模式，业务量较大时，可能会导致负载较高资源不足，可用性降低。 

 

图 9-15 传统双活数据库切换示意图 

在此参考架构中，云服务商只能保障交付自身平台能力，不提供 Oracle 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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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需要借助第三方专业软件和应用开发团队协同部署，对于架构陈旧不支持

负载均衡的应用还需要改造升级。由于 Oracle 数据库的制约，传统无法实现端到

端双活，数据双向同步需要应用程序的大量改造，双向一致性事务同步在国内大

型企业案例较少，互联网等技术先进的公司已升级为分布式云数据库。 

9.4.4.3 一朵云双活模式部署 

一朵云双活是指企业在一个地区（50KM 以内）建立双活数据中心，部署一

套云平台，对双活数据中心的资源进行统一纳管、调度。随着技术进步，可利用

微服务集群技术及容器化部署模式，实现云管理平台的负载均衡及集群故障恢复，

以保障可靠性，即控制节点关键服务微服务化，这种架构源生具备的负载均衡和

集群自愈能力，具备跨数据中心控制节点服务负载集群内飘移的天然优势。 

另外，存储技术也不断突破，屏蔽了跨数据中心部署 Oracle RAC 的难点，

能够支持实现业务系统端到端的负载均衡双活。在一朵云双活模式下，两个数据

中心不存在主备的关系，而是平起平坐，同时承担业务运行的重任，若其中一个

数据中心出现故障，业务会快速自动切换到另一个数据中心，故障对于前端访问

透明无感。 

（1）拓扑结构 

一朵云双活容灾架构，如图 9-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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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6 一朵云双活容灾架构 

 存储层设计 

通过存储提供存储资源，映射给虚拟化集群的所有宿主机； 

通过存储的同步复制功能，实现两台存储间的数据复制； 

通过存储实现存储双活和存储故障切换； 

通过部署仲裁节点，防止脑裂情况的发生，支持 IP 仲裁或存储仲裁； 

存储层对数据同步进行优化，满足双活应用如 Oracle RAC 等部署对存储的

需求。 

 云平台层设计 

主备中心各部署一套控制节点，两个数据中心由一套云平台管理。 

云平台支持对多个数据中心的资源进行分类管理，支撑业务指定数据中心部

署。云平台自身具备数据同步/集群部署能力，支持双活/多活，在某一数据中心

故障时，不影响另外的数据中心运行。 

提供虚拟机跨数据中心热迁移。 

 网络层设计 

网络层部署 SDN 与云管理平台进行联合部署，实现双活数据中心 DCI(Data 

Center Interconnection)网络自动化打通，如果不能支持 SDN，可手动配置 vlan 互

通；网络层通过 BGP-EVPN 进行大二层打通，并进行数据中心间的广播域隔离；

网络层需提供双活网关能力，实现南北向流量的优化。 

（2）故障切换 

 将同一个重要应用部署在一朵云的两个可用域中（主备中心）上，组成

应用集群，应用集群二层互通，基于数据中心专线能够实现低延迟的数据同

步，且主备数据中心的应用虚机与负载均衡设备路由可达。 

 在负载均衡上设置负载均衡策略，将应用集群节点 1和节点 3组成一个

负载均衡池。 

 两个节点都是处于 active 状态，流量根据负载均衡策略设置。 

 当主中心瘫痪，负载均衡修改引流策略，将流量引到灾备中心集群上，

核心业务不中断。 

 当主中心恢复后，负载均衡策略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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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如果使用 Oracle RAC，如图 9-17 所示，基于统一逻辑存储共享

每个 RAC 实例，在一侧数据中心故障情况下，VIP 漂移到另一侧正常的数据中

心，切换影响相当于本地 RAC 故障，应用可能会出现短暂报错，切换后应用请

求将转发到正常的数据库实例。 

 

图 9-17 双活数据中心数据库故障示意图 

9.4.4.4 容灾部署架构分析 

结合上述几种容灾方案，具体分析比对。如表 9.5 所示，容灾架构选择建议

如下。 

表 9.5 容灾架构对比表 

指标项 主备模式 传统双活 双活一朵云 

RTO&RPO 4 级 5-6 级 5-6 级 

运行稳定

性 
较高 高 高 

资源集中

度 
较高 

非常高。资源通过一套云平台

统一管理，可以在线切换、弹

性伸缩、在线迁移、跨地域迁

移； 

非常高。资源通过一套云

平台统一管理，可以在线

切换、弹性伸缩、在线迁

移、跨地域迁移； 

是否需要

应用改造 

较多，脚本

级，不影响

软件版本 

较少，代码级，需要重新上线  
较少，代码级，需要重新

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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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自动

切换 

否，需要手

工切换 

是。通过计算高可用，在 DC/节

点故障时自动将业务虚机疏散

到可用节点上 

是。通过计算高可用，在

DC/节点故障时自动将业

务虚机疏散到可用节点上 

容灾切换 人工切换 自动化切换 自动化切换 

资源浪费 

较高，备用

中心资源处

于空闲状态 

较少资源浪费 双中心同时提供在线服务 

地域 
可同城、可

异地 
同城 同城 

云类型 私有云 私有云 私有云 

关键技术

实现方式 

基于文件及

复制、存储

LUN 级复

制、数据库

日志复制 

基于存储设备复制技术，数据

库日志复制 
基于存储设备复制技术 

成本投入 适中 较高 较高 

实现可落

地性 

技术成熟，

可快速交付 

技术成熟，需要少量修改应用

程序。支持有限双活 
技术较新，案例较少  

适用场景 预算较少 预算充裕 预算充裕 

 

预算有限的企业，可以考虑使用混合云作为灾备中心，部署便捷、周期短、

成本低，随着线路增加和规模扩大，在过渡到私有云双活容灾部署，获得更完备

的资源，满足更高的等级的灾难恢复需求。 

预算充盈的企业，建议采用同城双活数据中心容灾方案。对于技术实力较强、

经验丰富企业，可探索一朵云双活中心模式，为城轨行业云计算和信息化架构演

进开拓引领，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在基础架构技术应用迈向新台阶。 

业务级容灾除了云平台自身要具备灾备恢复能力，还需统筹和依赖各业务系

统自身的软件程序的高可用支持和切换，在容灾建设前应结合各专业部署环境进

行充分 POC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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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云管理平台构建 

随着城轨服务逐步发展为面向社会的综合服务,云平台架构将出现向混合云

发展的趋势,混合云是在云计算演进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一种云计算形态，它

不是简单的将几种云，比如公有云、私有云叠加堆砌，而是以一种创新的方式，

利用各种云部署模型的技术特点，提高用户跨云的资源利用率，催生出新的业务，

更好的为业务服务。 

根据云平台的服务范围和规模，云平台管理体系既有可能出现一个云平台服

务所有部门的管控一体的单云模式，也可能出现根据云平台服务对象的业务特性

不同，建设多个不同的云平台，再通过多云管理平台实现分级管理、统一服务的

多云模式。 

10.1 多云管理的需求 

10.1.1 多云管理需求 

在城轨企业上云过程中，为满足成本、隐私、合规、避免供应商锁定等目的，

或是因为不同建设阶段等原因，通常会出现多个云平台，这不但造成了基础设施

资源池多样化，还要面临同时管理物理机、虚拟化等异构资源环境。用户的应用

分布在多个异构、同构资源池中，并存在多种需求。比如，有些应用需要在异构

环境中迁移，有些应用需要在多个异构的资源池云环境中部署发布，有些应用甚

至需要跨云跨网络运行和扩展等等。由于缺乏合适的管理工具，给平台的管理上

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和工作量。 

要对多个不同种类、不同管理机制、不同功能特性的云平台统一管理，多云

管理平台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整体资源集中展示的能力：将城轨企业云的全部资源集中统一监控，使得城

轨企业用户能够全面掌握资源使用情况，优化资源分配策略，合理的进行资源调

度，从而提高整体投入产出比，更好的管控成本，提高效益。 

异构云平台统一纳管及混合云接入的能力：在城轨企业云中，具有多个异构

的云平台并不罕见，多云管理平台就是要能够统一管理多种异构云平台，多云管

理平台需要有很好的扩展能力，能够快速覆盖业务发展需要引入的多种异构云平

台，同时要能将多个公有云接入到私有云，从而实现统一的混合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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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质量管理和评估能力：通常城轨企业按照不同的技术体制建设的单一

云平台，是由不同的管理部门负责的，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云服务质量可能会

有较大的差异，较低的云服务质量对于业务是风险，对于云资源投入是浪费，因

此，需要统一的云服务运营管理体系来保障云服务质量的稳定，多云管理平台需

要具有全局的服务管理和质量评估的能力 

分区分域的灵活权限管理需求：多个异构云平台的情况下，要保障云平台管

理体系的正常运行，需要对原本分散的管理权限进行梳理和整合，再根据实际的

需求进行统一的管理区域划分及权限的分配，这一需求是云管理平台统一管理的

前提。 

开放的 API 标准需求：要管理异构云平台，需要多云管理平台具有更大的开

放性，具备丰富的接口类型、无论是对于业内主流的私有云平台，还是占据主要

市场的公有云平台，都能够提供广泛的对接接口。 

10.1.2 多云管理内容 

多云管理是对城轨企业云的统一管理，无论城轨企业是否使用了多个公有云、

是否部署了多个私有云、混合云以及各种异构资源的平台。 

从广义上讲，多云管理是包括单云管理在内的更加完整的、系统化的管理，

而单一云的管理是相对狭义的云管理。多云管理需要具备多云平台的整合能力，

跨平台的编排能力，以服务目录为最主要载体的服务管理能力，多租户和多层次

的资源访问管理能力，提供开放接口整合其它外围系统的能力。 

多云管理主要提供以下能力来实现整体云管理的要求： 

资源抽象和交付：多云管理平台具备强大的资源抽象和提供能力，能够将不

同云平台的资源以云服务的方式向用户呈现，同时可以将不同云平台的不同类型

的服务统一向用户发布，提供自服务门户及服务运营门户，实现 IT 资源从创建

到释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统一资源管理和成本分析：多云管理平台支持自动获取资源信息以进行容量

和趋势分析，自动获取监控信息以进行各种维度的分析，支持价格设置按业务和

部门以进行成本分析。全方位的帮助客户把控业务资源，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

率。 

与被管理的云平台业务无关性：适配层将多云管理平台与被管理的云平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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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分离，在适配层进行业务封装。如此云服务商平台不再需要搭建复杂的业务流

程，做到云服务商平台的业务无关性，便于未来云服务商的切换和扩展。 

支持异构和多重版本并存：多云管理平台的实施方向是引入多个云服务商平

台，因此支持异构和不同版本的云服务商共存非常重要，可以给用户带来巨大的

灵活性。 

支持集群化部署：适配层可扩展为集群部署，以增加处理能力，提高系统稳

定性和可靠性。 

一般多云管理的应用有三大场景： 

 混合云：私有云和公有云的混合云管理。 

 多云纳管：对接多套云平台的多数据中心统一管理。 

 云监管：对接实现对不同云平台服务质量的统一监管。 

10.2 云平台接口标准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是一组预先定

义的功能函数，用户通过调用 API 即可使用相应的应用程序功能而无需理解其内

部的工作细节。各云服务提供商在 OpenStack API 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 REST 风

格 API。统一监管平台可通过调用 API 将各个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各项功能与既

有系统或平台进行整合。 

指南提供了基于 OpenStack 平台简要功能的 API 参考示例《附录 2 云平台

API 接口示例》，仅供城轨企业开发人员和技术人员参考，建议城轨企业可根据

需求在选型中，结合所选平台技术社区或官网的接口详细文档，要求厂商支持所

需关注的 API 具备开放能力。 

多云管理平台与其它云平台对接标准如下： 

（1）接口范围 

为了保证多云管理平台对其它云平台的服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拉通云平台各

自之间的优势互补性，最大化资源共享，这需要多云管理平台与其它云平台按需

要从以下方便实现对接： 

 IaaS 层接口 

 PaaS 层接口 

 SaaS 层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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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及容器管理接口 

 运维管理及数据接口 

 安全运维及数据接口 

 监控数据接口 

 审计数据接口 

（2）接口标准的要求 

接口可持续性要求：在提供以上接口后，需要保证云平台后期升级后，不影

响这些接口的正常使用。即保证接口持续可用性。 

接口标准的一致性要求：为了简化多云管理平台与其它云平台对接难度，对

以上接口类型都制定出一套标准的接口要求，多云管理平台和所有其它平台都必

须遵循此接口标准，提供相应的南向接口（多云管理平台）、北向接口（其它云

平台）。 

开放的 API 接口，兼容 OpenStack 的 API，为多云管理平台更快速的对接各

个基于 OpenStack 的底层云平台提供便利。其它异构云平台可以通过实现多云管

理平台提供的南向 API，以插件的模式对接异构云平台。 

丰富的 API 接口类型：提供丰富的 RESTful API 接口供第三方在多云管理平

台上进行业务应用开发部署，致力于最终实现一个开放的云操作系统，基础的

API 应包含内容具体如表 10.1 所示。 

表 10.1 多云管理平台 API 示例 

API 类别 说明 

租户管理 

提供令牌生成、验证，单点登录，组织查询、创建、修改，用户

查询、创建、修改，角色查询，块存储资源配额查询、修改，计

算资源配额查询、修改，网络资源配额查询、修改，网络资源配

额查询、修改，租户配额查询、修改等接口 

主机管理 
主机创建、修改、删除、查询；进行主机启动、关闭；挂接硬盘、

卸载硬盘等接口 

硬盘管理 硬盘创建、硬盘信息查询、硬盘更新和硬盘删除等 

镜像管理 镜像创建、查询、修改、删除和停用等 

密钥对管理 创建、删除、查询密钥对信息等 

快照管理 快照创建、查询、修改和查询、修改快照元数据等 

网络与安全 
私有网络创建、查询、修改，路由器管理，虚拟网卡管理，公网

IP 管理，安全组管理，负载均衡器管理，防火墙管理，防火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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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接口约定示例 

 接口 URI：云监管平台调用云服务商接口时的访问地址。 

 接口遵循 RESTful 风格，并兼容国产主流云平台接口。 

 使用 HTTPS，数据传输采用 SSL 保护。 

 一阶段先使用链接进入云服务商平台进行操作，API 先只提供创建，查询，

删除接口。 

 原生接口能满足需求的尽量使用原生接口。如虚拟机、虚拟硬盘、虚拟网

络等。 

 云服务商暴露统一的入口地址和端口（上层不关心 token 和 endpoint）。 

 接口参数约定： 

GET 和 DELETE 类 型 接 口 ， 参 数 跟 在 URL 后 边 ， 如

HTTP://127.0.0.1:8080/v2.1/{tenant_id}/servers/{server_id} 

PUT 和 POST 类型接口，参数都放在 HTTPs 的 request-body 中。 

调用底层接口时，需要在 HEAD 中加入 user_id、password、region 等参数。 

10.3 云管理平台架构 

10.3.1 云管理平台定义 

云管理平台，其定义为多个公有云、多个私有云、混合云以及各种异构资源

的统一管理平台，聚焦于数据中心虚拟化资源管理、自动化运维发放、并对 IT 管

理提供开放的管理接口。从云计算在城轨行业的实践来看，云管理平台应当具备

多云管理能力，不具有多云管理能力的云管理平台难以满足城轨云整体管理的需

求。多云管理平台（Muti-Clouds Management Platform）可以独立也可以与某个单

云管理平台整合，但无论是哪种形态，从功能上讲，多云管理平台应至少具备以

下能力： 

（1）提供多基础设施的整合能力 

由于异构基础设施的广泛存在，未来一段时间企业内部会同时存在公有云、

则管理、防火墙策略管理等 

操作日志 查询所有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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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云、虚拟化环境以及传统物理机器。所以云管理平台需要能够以可扩展的方

式整合好这些基础设施。 

（2）提供跨平台的编排能力 

可以让用户灵活、高效地在不同云平台使用云资源。这种编排能力既可以来

自对于云平台自身编排能力的延伸，也可以来自云管理平台自身的编排能力。提

供以服务目录为最主要载体的服务管理能力。服务目录是在传统 ITSM 中就普遍

存在的产品形态，但是 CMP 对服务目录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一个多云管理中

的服务目录必须需要具有“跨多资源池”、“集群级别自动创建”、“内置的应用视

角计量计费”等能力。 

（3）提供多租户、多层次的资源访问管理能力 

目前的云平台管理界面普遍采用“扁平化”设计模式，即一个用户能够管理

和查看当前帐号下的所有类型与所有应用的资源，这和大型企业需要多层次、多

应用资源隔离管理的需求不匹配。例如，很多公司的网段划分、防火墙端口设置

都由专门的职能团队管理，普通业务团队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所以，多云管理

平台需要在资源访问管理上能够适配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提供开放

的接口来整合其他外围系统。用户针对云上业务的监控、部署、配置管理系统，

针对基础设施的用户、权限管理系统都需要能够和云管理平台对接，实现信息共

享和交互。 

除此之外，还包括如费用管理、账单分析、操作审计等多个方面的能力要求，

是用户进行云平台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 

10.3.2 多云管理方案 

10.3.2.1 多云管理架构 

如图 10-1 所示，多云管理平台整体采用微服务框架，并融合专有管理架构，

通过灵活可扩展的多云纳管解决方案，提供功能完备的多云管理业务服务台，并

通过统一门户便于用户通过各种方式接入访问；多云管理平台提供从 IaaS到SaaS

全方面的产品服务并实现对资源提供云平台的统一管理与运维，通过完备的资源

管理和数据分析能力，实现业务在多云平台的无缝链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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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多云管理架构 

10.3.2.2 多云管理功能 

多云管理平台实现了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多云运维管理能力，对云资

源多维度的监控、告警、统计分析及丰富的图表展示；资源池管理；自服务功能；

自动化及自助运维能力；流程管理；云应用的编排及自动化部署能力；用户及组

织机构管理等。这些功能保障了云平台不同的管理人员能够快速便捷的监控和管

理云计算平台的各种相关资源。 

（1）混合云管理 

多云管理平台兼容多样化的云平台，支持对接面向主流技术架构的私有云平

台或其它公有云平台。云管理平台通过插件或者 API 的方式实现不同云平台的

对接开发；通过提供整合标准化的 API，提供包含用户管理接口，资源管理接口，

数据应用接口等关于云平台资源的管理接口。对接不同云平台的开发人员可基于

不同开发语言实现底层云平台的快速对接，实现多云管理平台能力的平滑升级。 

（2）资源池管理 

平台提供了对不同云平台的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的管理能力，通过定义

资源池将混合云资源提供给最终用户使用。平台可以为不同云平台定义多个资源

池，指定哪些计算、存储、网络是可用的，帮助企业规划资源的使用。 

（3）服务目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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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作为管理计算、存储、网络等物理资源的基础平台，本质上是一个资源

提供者。云平台的核心功能就是提供满足用户需要的各种资源和服务。资源服务

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提供方式，不同的应用方式，需要将这些服务进行归类梳

理，通过目录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用户从目录里选择自身需要的服务资源进行应

用，此即为云平台的服务目录管理。多云管理平台将通用资源能力包装为多种云

服务，用户可根据需要按需申请和使用。 

服务目录管理不仅需要提供最基本的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服务，还需要

能够管理服务目录，如注册新的服务或注销废弃的服务。管理员还可以集中管理

用户可浏览并启动的服务组合，并对这些服务产品的配置方式进行控制。管理员

可通过用户、部门、集群、机架采用访问控制，以提供细粒度控制。 

服务目录管理分为服务目录定义、服务目录管理、服务流程管理。 

（4）监控及告警管理 

平台必须对云平台涉及到的所有资源具备监控功能，达到实时监控资源健康

状态、主动发现故障、及时运维的目的。监控管理包括监控指标管理和告警管理

两大部分。平台可以多维度的展现监控对象的数据，通过丰富的图表形象的展示

各种数据。平台也可以按需对监控对象定义阈值，并通过多种方式告警：站内消

息、邮件通知、短信等。支持告警发生后的异常自动化处理。 

平台需提供门户服务的概览页，支持展现普通用户当前账户下的资源概览，

并支持展现组织管理员当前账户下所属组织的资源概览。用户可以查看所拥有的

资源详情，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资源名称、操作系统、CPU、内存、硬盘大小、IP

地址、所有者、状态等。 

（5）组织机构及用户管理 

平台需提供统一的图形化管理界面，支持普通用户的登陆、账号日常管理。

支持系统管理员进行用户账号管理，功能包括创建用户、删除用户、停用账号、

启用账号、修改用户信息、修改密码、批量管理账号等。企业可通过平台定义可

视化的组织机构数状图，直观的管理内部组织架构。平台通过角色管理实现对用

户组的权限管理，设定用户对平台不同功能模块的可见操作。支持按照部门或项

目等组织形式对用户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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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云安全平台构建 

云计算安全是涵盖云计算环境各个环节安全的纵深防御安全体系，包括云平

台侧的物理基础设施安全、系统安全、分布式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

数据安全、安全审计、云平台账号安全、运维安全、安全运营服务等安全架构保

障；以及云用户（租户）侧的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租户

安全运营服务等层面的安全架构保障。 

11.1 云安全整体架构 

（1）自适应防御体系 

Gartner 首次在 2014 年提出自适应安全的面向未来的下一代安全架构。集预

防、防御、检测和响应于一体的自适应安全架构应以智能、集成和联动的方式应

对各类攻击，而非各自为战、毫无互动。尤其对于高级威胁，自适应系统需要持

续完善保护功能。 

云计算的安全管理平台可运用自适应防护架构的设计思路，如图 11-1 所示，

主要实现四个方面的能力提升： 

 

图 11-1 自适应防御体系 

预防能力：安全系统可从外部监控下的黑客行动中学习，主动锁定对现有系

统和信息具有威胁的新型攻击，划定漏洞的优先级和定位。将该情报反馈到防御

和检测系统，从而构成完整的处理流程闭环。 

防御能力：指一系列可以用于防御攻击的策略集、产品和服务。关键目标是

通过减少被攻击面来提升攻击门槛，并在受影响前拦截攻击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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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能力：用于发现那些逃过防御网络的攻击，关键目标是缩短威胁造成的

“宕机”时间，减少其他潜在的数据泄露等风险。 

回溯能力：高效调查和补救由检测分析功能或外部服务查出的安全事件，提

供入侵取证和攻击来源分析，并产生新的预防手段来避免未来安全事件的发生。 

（2）信息化安全体系框架 

网络安全体系的深度防御战略模型，如图 11-2 所示，将安全体系分为组织、

技术和运作三个要素，网络安全管理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策略、制度和机制来协调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技术实施和安全操作中相关人员的安全职责，从而达到

对安全风险的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提高安全问题发生时的反应速度和恢复能力，

增强网络的整体安全保障能力。 

 

图 11-2 信息化安全体系框架 

（3）云安全整体架构 

云安全的现状分析、整体规划、方案设计、系统建设及应用推广满足“系统

自保、平台统保、边界保护、等保安全”的要求，通过构建云安全管理平台、安

全态势感知等平台保障云内安全，在不同安全域做好边界防护，保障业务的安全

性、可用性及连贯性。云计算下的整体安全架构，如图 11-3 所示，主要是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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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防护、溯源”的智能联动安全策略下，以“风险处置体系”、“技术支撑体系”

和“运营管理体系”三大体系作为支撑的“安全”全生命周期运作框架。构筑了

云安全管理平台重点覆盖的云平台安全，物理设备重点覆盖的边界安全，与物联

网/生产网安全有机结合的共生、智慧、立体安全防护平台。 

 

图 11-3 云安全整体架构 

城轨安全云平台采用弹性扩展架构，通过建立安全资源池，对安全资源进行

“按需分配”。安全资源池组件满足等保二、三级要求，对云内安全进行全面防

护；各安全组件联动管理，保证安全能力的协同工作，有效整合安全资源，通过

智能判及动态应对有效地提高安全事件的检测精度和处理效率。通过引入租户安

全监控满足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等各类安全域的精细化管理。 

11.2 云安全风险分析 

11.2.1 云安全特征分析 

云计算系统因资源使用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与传统 IT 系统安全风险和

威胁相比具有如下新特征： 

（1）虚拟管理层成为新的高危区域 

云计算系统通过虚拟化技术为大量用户提供计算资源，相对于传统数据中心，

虚拟管理层成为新增的高危区域。 

（2）恶意用户难以被追踪和隔离 

资源按需自助分配使得恶意用户更易于在云计算系统中发起恶意攻击，并且

难以对恶意用户进行追踪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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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计算的开放性使云计算系统更容易受到外部攻击 

用户通过网络接入云计算系统，开放的接口使得云计算系统更易于受到来自

外部网络的攻击。 

（4）资源多租户共享带来的数据泄漏与攻击风险 

多租户共享计算资源，会带来的风险包括：由于隔离措施不当造成用户数据

泄漏的风险；遭受处在相同物理环境下的恶意用户攻击的风险。 

（5）网络接口开放性的安全风险 

网络接入带来的风险：云计算环境下，用户通过网络操作和管理计算资源，

鉴于网络接口的开放性，带来的风险也随之提高。 

11.2.2 从威胁来源维度分析 

（1）外部威胁 

外部威胁主要指来自互联网的安全威胁，城轨云包括内网和外网，部分内网

资源可以通过云跳转至互联网，实现对互联网的访问。因此，来自外部的威胁又

分为两种可能：外网的直接入侵；内网 PC 访问感染木马或病毒，诱发风险。 

（2）内部威胁 

内部威胁指来自安全生产网、内部服务网等内网的各种安全威胁，主要分为

以下三类：内部网络 PC 访问城轨云资源时，存在 PC 本身的安全问题造成的威

胁；安全生产网内有意无意的入侵、非法访问行为，如内部间谍、U 盘病毒等；

云租户之间的攻击风险，不同使用方之间一旦有某个组合被攻击，则有可能会被

攻击者作为跳板，入侵至其他用户。 

11.2.3 从威胁类型维度分析 

（1）安全域机制被打破 

在传统模式下，安全防护基于边界的安全隔离和访问控制策略，强调针对不

同的安全区域设置有差异化的安全防护策略，很高程度上依赖各区域之间明显清

晰的区域边界，以根据应用的特性和安全等级进行安全域划分，将城轨云网络划

分成不同安全级别。在云建设里面，虚拟机的自动切换，可能打破安全域限制。 

（2）虚拟化中的通信流量不可见 

在传统模式下，不同服务器的数据会通过防火墙进行控制，也可以通过 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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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安全设备进行检测。但是在虚拟化情况下，同一个物理机内的 VM 之间，通信

是不经过防火墙和 IDS 的，所以传统的防火墙和 IDS 设备就会失去原本的安全

效果，形同虚设。 

（3）虚拟化本身带来的风险 

虚拟化是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云和私有云中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越来越

多地被应用在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提供商的后台中。虚拟化技

术在广泛使用过程中也带来了一系列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包括：共享剪切板、

宿主机对虚拟机的监控、虚拟机后门、Hypervisor 安全、虚拟机间攻击、性能资

源占用、虚拟机蔓延、防护间隙、数据混杂、虚拟机镜像篡改、虚拟机迁移等。 

（4）数据共享的安全风险 

在城轨云环境中划分了专门的数据交换区，用于给各个资源池进行数据交换

的云服务。现阶段主要进行单纯的数据交换，但长期规划来说，数据交换区还将

配备大数据分析平台，对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并开放数据服务接口，这意味着数据

交换区内会存放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又能够被大部分用户访问，一旦访问者

有意或者无意的一些行为，如未经授权能够访问本不该访问的数据，造成数据的

丢失或泄漏，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5）云计算安全的合规建设 

在传统模式下，企业网络安全能够较清晰的按照等级保护、ISO 27001 等国

内外先进的安全合规要求进行合规检查。但企业在搭建云后，传统业务系统都移

植到云上，业务架构和形态发生变化，传统安全防护措施也发生改变，因此在业

务安全合规检查层面存在因相应的变化和合规标准的改变所带来的风险。 

11.3 云安全相关标准规范 

11.3.1 等级保护标准 

2017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

正式施行。网络安全法是网络安全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第 21 条明确规定

“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制度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第 31 条明确规定“对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网络安全法在法律层面确

立了“等级保护制度”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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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以下简称“等保 2.0”）正式发布，替代了《GB/T 2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以下简称“等保 1.0”）。等保 2.0 修订了等级

保护的通用要求，并增加了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扩

展要求。 

11.3.1.1 等保通用要求 

等保 2.0 中，如表 11.1 所示，安全控制类扩展到了 10 项，其中，网络安全

拆分为安全通信网络和安全区域边界两个部分，主机安全、应用安全和数据及备

份合并到安全计算环境中，新增安全管理中心控制项，而且各控制大项名称全部

变化，与之前的也不同，技术部分减少，管理部分要求增加。 

表 11.1 等保 2.0 与等保 1.0 的要求变化对比表 

《基本要求》等保 1.0（三级通用要求） 《基本要求》等保 2.0（三级通用要求） 

序号 安全控制类 
安全控

制点 

安全要

求项 
序号 安全控制类 

安全控

制点 

安全要求

项 

1 物理安全 10 32 1 安全物理环境 10 22 

2 网络安全 7 33 2 安全通信网络 3 8 

3 主机安全 8 32 3 安全区域边界 6 20 

4 应用安全 8 31 4 安全计算环境 11 34 

5 数据安全 3 8 5 安全管理中心 4 12 

6 安全管理制度 3 11 6 安全管理制度 4 7 

7 安全管理机构 5 20 7 安全管理机构 5 14 

8 人员安全管理 5 16 8 安全管理人员 4 12 

9 系统建设管理 11 45 9 安全建设管理 10 34 

10 系统运维管理 13 62 10 安全运维管理 14 48 

合计 73 290 合计 71 211 

11.3.1.2 云计算扩展要求 

云计算扩展要求是专门针对云计算环境下的网络安全要求，云环境要同时满

足等保通用要求及云计算扩展要求[17]。云计算扩展要求须关注的关键点： 

（1）定级对象一分为二，其一：私有云环境下，云平台为定级对象，公有

云环境下云服务商为定级对象；其二：应用及业务系统，二者均需独立定级备案、

通过等保测评。 

（2）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云计算平台）的安全保护等级应不低于

第三级。 

（3）云平台其承载或将要承载的等级保护对象的重要程度确定其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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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原则上应不低于其承载的等级保护对象的安全保护等级。 

（4）对于大型云计算平台，应将云计算基础设施和有关辅助服务系统划分

为不同的定级对象，详细参考见表 11.2。 

表 11.2 云计算扩展要求的安全要求及定级对象 

层面 安全要求 定级对象 

安全物理环境 物理位置选择 云平台 

安全通信网络 网络架构 
云平台 

应用及业务系统 

安全区域边界 访问控制、入侵防范、安全审计 
云平台 

应用及业务系统 

安全计算环境 

身份鉴别、访问控制、入侵防范、镜像和快照

保护、数据完整性和保密性、数据备份恢复、

剩余信息保护 

云平台 

应用及业务系统 

安全管理中心 集中管控 
云平台 

应用及业务系统 

安全建设管理 云服务商选择、供应链管理 
云平台 

应用及业务系统 

安全运维管理 云计算环境管理 云平台 

11.3.2 轨道交通行业规范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已经正式发布，云平台

安全应遵循协会“系统自保，平台统保，边界防护，等保达标，安全确保”的建

设和管理原则，城轨企业云平台安全保护等级能力评估应基于“GB/T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国家标准和规范进行实施[18]。 

城轨行业的主要应用系统安全要求也在《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

网络安全规范 第 3 部分：网络安全》中首次提出了等级建议，具体可参照《规

范》第 9 章，“主要应用系统安全”内容，另外 2020 年上半年中城协还将发布

城轨行业针对各应用系统的网络安全细则，届时会出台更具体化的指导。 

11.4 云安全管理平台构建 

11.4.1 云安全体系总框架 

云平台安全保障体系，主要 SaaS 化服务形式融合大数据能力，通过体系化

的建设思路实现云安全落地的总体框架，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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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云安全管理平台总体框架 

云安全管理平台向云内租户提供安全服务和安全运维等功能，保障租户业务

的安全。 

（1）云安全管理平台主要功能 

安全组件管理：云安全管理平台应具备对安全资源池内的安全组件的全生命

周期管理，包括设备创建、激活、配置。 

安全策略配置：云安全提供方应支持对安全组件的安全防护，对安全策略进

行统一管理，支持租户根据需求进行安全策略管理，可以由平台生成安全策略下

发到安全组件或者由租户配置安全策略，在租户资源空间范围内生效。 

云端资源管理：租户可以通过云安全管理平台提供的订单系统管理门户提交

安全组件使用申请，管理员审批完订单后的用户申请的资源即会出现在用户的资

源列表内，云安全管理平台可以实现从用户资源的申请、审批到分配部署的流程

化。 

统一集中认证：安全组件支持单点登录，实现云安全管理平台用户登录，支

持与云平台认证系统集成、鉴权，实现用户的统一认证和单点登录。 

云安全资源池：云安全资源池支持多区域部署，在需要安全服务的数据中心

内部署云安全资源池，可以为该数据中心内的业务提供的完整的安全服务。租户

申请的安全服务以虚拟化 NFV 设备的形式运行在安全资源池内，不同的租户之间

的安全设备通过虚拟网络实现逻辑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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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安全管理平台自身安全 

权限及访问设计：云安全管理平台应实行分权管理，运维管理员账号、密码

由认证服务器统一维护，密码应实期进行更新，且符合相关准则要求。应采用

HTTPS 方式访问云安全管理平台，支持设置 IP 白名单方式访问策略。 

高可靠性设计：云安全管理平台应采用主备模式部署，应支持主备心跳检测，

主管理平台故障后，可以在秒级切换到备份平台。 

（3）云安全管理平台与云管理平台部署关系 

云安全管理平台：支持通过云管理平台流量调度模块、SDN 控制器实现南

北与东西向流量牵引。 

云安全管理平台：支持将安全组件的计量信息按天上报给云管理平台，支持

通过云管理平台实现对云计算服务和云安全服务的统一管理。 

云安全管理平台：支持获取云租户在云平台内的虚拟机信息，由云平台提供

云租户信息读取接口、云租户网络信息读取接口和虚拟机信息读取接口。 

11.4.2 安全资源池基本组件 

（1）虚拟防火墙 

虚拟防火墙提供在复杂环境组网下，租户应用系统的访问规则控制、防病毒、

入侵检测等能力，并持续融合基于大数据的态势感知、智能协同、安全可视化等

新一代技术，实现安全防护体系。 

（2）主机安全 

支持通过无代理或者轻代理方式提供主机安全服务能力，应该提供主机防恶

意软件、主机防火墙、主机入侵防御等模块保障用户业务系统主机安全。 

（3）虚拟堡垒机 

堡垒机组件提供运维过程事前规划、事中控制和事后审计功能。 

（4）虚拟数据库审计 

基于云平台的数据库审计技术，实现数据库操作行为审计、事件追踪、威胁

分析、实时告警等多种功能，保障云环境下核心数据的安全，以高性能的产品，

为云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云数据库审计服务。 

（5）虚拟日志审计 

虚拟化日志审计系统通过对安全组件的安全事件和系统日志进行集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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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处理，及时发现各种安全威胁、异常行为事件，为管理人员提供全局的视

角，确保业务运营安全；支持对事件进行追溯，为客户提供真正可信赖的事件追

责依据和安全分析数据源。 

（6）虚拟 Web 应用防火墙（WAF） 

虚拟 Web 应用防火墙提供 Web 应用攻击防护能力，通过多种机制的分析检

测，能够有效的阻断 SQL 注入攻击、网页挂马等攻击行为，保证 Web 应用合法

流量的正常传输。 

（7）虚拟漏洞扫描系统 

漏洞扫描系统应包括资产管理、系统漏扫、网站漏扫、数据库漏扫、基线配

置核查、木马病毒扫描、弱口令扫描、网站恶意代码扫描、实时在线的网站监控

预警 （含可用性、安全漏洞、篡改、敏感内容、网马、暗链、钓鱼等）、等级保

护检查评估等功能，提供等保合规化与扫描结果的综合分析与可视化展示功能。 

（8）云内安全态势感知 

云内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可提供云内安全态势感知视图，运营商和租户可以查

看整体威胁态势、威胁类型、受攻击的主机和域名、攻击记录等数据，各种威胁

的数据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在大屏上。 

（9）网页防篡改 

网页防篡改组件，实现对发布网站的实时监控，一旦发现网站内容被非法更

改，可立即恢复。 

（10）云主机网络流量检测 

云主机网络流量检测系统提供云内全流量采集分析、东西向网络攻击检测、

未知威胁检测、安全痕迹留存取样等安全检测功能。 

11.4.3 安全态势感知系统 

云内的安全态势感知系统能够满足运营商和租户查看整体威胁态势、威胁类

型、受攻击的主机和域名、攻击记录等数据的需求。在边界防护以及多网联合态

势感知上可通过部署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对城轨云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以

及外部服务网进行安全大数据采集及安全分析，及时发现网络及信息系统中存在

的安全威胁和攻击。通过态势感知展示视图，安全管理员感知城轨云网络安全态

势，针对告警进行及时处置。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应至少包括流量探针、日志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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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规则引擎和集中分析平台等功能模块。 

11.4.4 多云安全资源池 

（1）多云环境安全资源池部署 

安全资源池应支持多云环境下跨区域快速部署，支持多区域网络自动化引流，

支持多云环境下的安全资源统一管理，如图 11-5 所示。 

图 11-5 多安全资源池部署图 

（2）多云环境用户管理和资产管理 

云安全管理平台的用户管理和资产管理体系应与业界主流的云管平台多租

户系统相匹配，并实现从云业务到安全的无缝过渡，若同步云平台，则云安全管

理平台与云管平台均使用同一套用户体系；若未同步，则由云安全管理平台独立

的用户系统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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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城轨企业应用上云迁移指引 

12.1 上云迁移规划设计 

12.1.1 业务上云迁移原则 

云平台对基础架构虚拟化资源池，实现聚合、弹性扩展、部署简易,且云平

台提供全面监控、高可靠、和备份管理等服务，为上云的业务开发部署屏蔽了复

杂物理环境和运维管理，极大缩短上线周期，提升运维效率，系统全面上云是城

轨企业信息化升级发展的最佳路径。业务系统上云是从调研、分析、测试、上云

迁移、效果评估的一整套技术和流程体系，针对规模庞大，业务复杂，运维要求

高的特点，建议采用统一规划，分批建设，分步实施，配套推进的原则。 

12.1.2 应用上云评估 

PaaS 层面应用上云不是迁移，而是业务系统重构，至少需要在容器分布式架

构下重新开发，考虑到城轨企业云微服务架构尚未广泛应用，上云的重点仍是

IaaS。业务迁移之前，需要对业务系统软硬件整体进行充分的评估和分析，以确

认最合适的部署方式。 

城轨业务和应用系统分类为基础，定义每一类系统上云迁移的量化指标，评

估系统迁移的难易程度，量化风险，细化迁移工作等，评估模型可参考下表： 

表 12.1 系统迁移难度定级表 

单位名称  系统名称  

迁移年度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业务规模（OS数） 
≤5 6-20 21-40 41-120 ≥121 

     

业务数据总容量（TB） 
≤1 1-10 10-30 30-100 ≥101 

     

系统接口数量（个） 
≤20 21-50 51-100 101-200 ≥201 

     

业务中断时间（小时） 
≤48 ≤8 ≤4 ≤1 ≤0 

     

特殊设备 
不含 不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灾备等级 1、2级 3 级 4 级 5 级 6 级 

数据改变 
数据库

平迁 

数据库

平迁 
数据库平迁 

同构数据库

改造 
异构数据库改造 

难度顶级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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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业务上云迁移流程 

为顺利的实现应用系统的云化建设，对当前运行在传统架构下的应用系统及

IT基础架构现状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并提供云化IT基础架构的规划与设计，

实现业务快速平滑迁移，将业务系统从传统架构转移至云架构提供有效的技术支

撑。如图 12-1 所示，业务迁移流程分工为如下几步：规划评估、方案设计、迁

移实施、后续管理等环节，充分考虑上云成本、风险、兼容、过渡等关键因素。 

 

图 12-1 上云业务迁移流程 

12.1.4 上云业务梳理 

（1）上云业务系统统计 

根据《智慧城轨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要求智慧城轨信息平台支撑

运营生产、运营管理、企业管理、建设管理、乘客服务等五大类系统，结合安全

域划分，纳入上云范围各类业务系统统计包括但不限于此： 

表 12.2 业务系统明细 

上云规划域 业务应用名称 

内部管理域 

协同办公系统 

业财一体化系统 

人力资源系统 

培训管理系统 

供应链管理系统 

安全一体化系统 

档案管理系统 

商务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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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一体化系统 

设备维修维护管理系统 

施工调度管理系统 

乘务管理系统 

站务管理系统 

运营日报系统 

资源经营一体化系统 

安全生产域 

信号 ATS 系统 

自动售检票系统 

综合监控系统 

门禁系统 

乘客信息系统 

专用电话系统 

无线通信系统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外部服务域 

乘客服务管理系统 

线网智慧客流组织系统 

视频监视系统 

企业门户系统 

公务电话系统 

地铁官方 APP 

互联网售检票系统 

 

（2）云业务优先级分类 

根据业务系统迁移至云环境的难易程度和 SLA 服务要求针对五大类业务划

可分为三个级别，高优先级、次优先级、低优先级： 

高优先级：轻量独立、访问频次低、用户量少、边缘性业务相对容易云化迁

移，多数内部管理域业务系统为单体应用独立性强，宜优先上云。 

次优先级：提供企业对外提供服务的应用，与非生产系统存在一定的业务关

联，不影响行车和乘客出行，并发访问通常在万级以下或离线批处理类型的应用，

典型的包括外部服务域的业务系统。 

低优先级：关键业务应用，要求高性能、高稳定性、独占资源、高可用配置，

主要包括 ATS、综合监控、AFC 等安全生产域业务系统。 

迁移顺序，应先普通业务系统后核心业务系统；先从简单后复杂方式分阶段

迁移；尽量避免异构平台迁移、尽量不改变现有业务网络，选择周末或节假日进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 

122 

行迁移，避免对日常业务工作造成影响。 

12.2 上云迁移技术方案 

云迁移需要根据系统类型和重要性选择合适的迁移方式，中小型业务系统两

层结构，应用业务程序和数据库单机部署，大型系统中，数据库往往高可用集群

方式部署，应用程序或单机数据库宜采用虚拟化迁移技术，Oracle RAC 侧需要使

用数据库迁移技术。 

12.2.1 虚拟化迁移 

虚拟化迁移将源主机上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通过离线或在线的方式移动

到目标虚拟化主机上正常运行。能够支持 V2V、P2P、P2V 等迁移方式，支持如

VMware、Hyper-V、Xen、KVM 等主流虚拟化技术。 

12.2.2 数据迁移 

数据迁移主要是指对应用系统中的核心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在线或离线迁移。

在整个应用系统的迁移过程中，数据的迁移是至关重要的步骤，迁移后数据的完

整性和一致性将直接影响应用系统的可用性；迁移过程中稍有差错，可能将会带

来重大的损失。为了确保数据迁移过程的可靠性，建议在进行数据迁移之前，进

行充分的需求分析和方案设计，并制定严格的数据迁移规范和流程。 

12.2.3 方案实施 

（1）迁云模拟 

迁移模拟演练通过模拟一个批次业务迁移场景，对业务迁移的有效性进行

一次全面的检查和验证。通过业务迁移模拟演练验证业务迁移组织协调能力和

和人员的协同操作能力，验证业务迁移工作手册的实际执行能力和验证迁移流

程的有效性；验证业务迁移的及时有效和正确率；针对演练过程发现各类问题

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改进业务迁移的流程和工作手册，以适应项目的实际需

要。 

（2）测试验证 

应用系统应该做好充分的测试与验证，为业务切换做好准备工作。 

1）测试验证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 

123 

首先测试在云平台主机上的应用系统是否具有与物理服务器相同的功能， 

然后对应用系统进行功能性测试、性能测试、稳定性测试，并对有问题的地

方进行初步优化，最后进行应用系统验证，保证应用系统顺利切换。 

2）应用系统性能测试 

对被迁移的应用系统通过创建测试用例或测试脚本，选择合适的测试数据和

测试样例，确认迁移数据在应用系统迁移到云平台环境后的有效性，进行有计划

的测试，并在测试结果基础上生成报告。 

功能性测试对云平台的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功能性测试，并与物理服务器进行

对比，确保应用系统在平台迁移后所有功能工作正常，可采用手工测试或者自动

化测试工具。对于迁移后应用系统，重点测试云环境下对应用业务的影响，对于

新的业务系统，需要进行完整的业务逻辑性测试。 

在性能测试中，主要采用压力测试软件对应用系统进行压力测试，或者采用

人工脚本进行压力性测试，从而衡量应用系统对虚拟机系统的资源消耗及由此产

生的对物理机的资源消耗，从而更好的掌握应用系统的性能需求，验证云平台是

否能满足业务系统的性能需求。 

3）系统优化 

对测试过程中发现的系统问题，进行系统优化，达到比较优化的运行状态。 

系统调优中，建议考虑如下因素： 

确认应用对 CPU 要求高还是内存、硬盘性能的要求较高，选择合适实例类型，

有利于应用性能最大发挥。 

充分利用性能测试结果，找出系统性能的短板，从物理基础架构和云主机基

础架构两个层次进行调优 

4）应用系统验证 

应用系统验证是指在验证环境中，利用接近生产云平台的真实环境，对业务

应用系统进行验证，从而更加准确的衡量云平台环境中的业务应用系统是否满足

真实环境的需求，为应用系统切换做好准备。 

（3）云应用系统切换 

1）切换准备 

在进行系统切换前，首先对系统进行切换评估，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下内容： 

应用系统在云平台中的测试是否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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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对用户感知的影响是否很大； 

对现有业务产生的影响是否很大； 

应用系统的切换是否会影响具体业务运行； 

是否具备切换的具体条件。 

2）切换步骤 

在应用系统切换中，切换操作应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几个步骤： 

 原系统停用 

将原系统中止外部服务，停止数据访问，保持数据的完整性。中止服务时，

请不要关闭原有系统，而是简单地将网络断开，这样，如果迁移后的虚拟机不能

正常使用，可在最短时间内启用原系统。 

 最终的数据同步 

将原生产系统内的数据与生产云平台内的新系统进行最终的数据同步，以便

平滑迁移。 

 新系统上线 

寄宿于云平台的应用系统上线，开始对外提供服务。 

（4）应急预案 

由于应用系统切换后，地点和配置都可能发生变化，一些因素有可能导致切

换失败。应用系统切换应在规定的时间窗口内完成，如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或

者切换后运行不稳定，则需考虑回退应用系统，拨回配置信息，启用原系统。 

（5）应用系统云上试运行 

当云平台上的应用系统上线后，应成立专门的监护小组对切换后的系统进行

试运行观察。在切换后观察期中，遇到不稳定运行的系统，要考虑是否回退。如

可以解决，在进行问题解决及优化，如需要回退，则启动回退流程。 

观察期周期设置取决于具体的应用系统特点，建议观察时间在1个月以上，

且期间需要做好业务系统和数据库的备份工作。 

确保试运行期间业务系统运行稳定可靠，且未出现事故，之后可考虑将原系

统删除，释放物理资源，将整个应用系统运行在云平台上，完成应用系统的迁移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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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城轨企业云迭代、运维、管理 

13.1 城轨企业云迭代 

各私有云平台服务商应提供完备的云平台漏洞、缺陷补丁升级管理能力，保

障系统稳定运行。目前国内私有云市场多以支持 OpenStack 技术架构为主，国内

其他技术线路的云计算产品针对具体补丁升级和漏洞管理具体需咨询各云服务

商。从城轨应用的实践来看，云平台出现大版本升级的情况较少，升级的原因主

要是功能叠加和漏洞补丁修复。 

（1）迭代升级内容 

功能升级：云平台技术迭代很快，近几年的趋势，主流云计算厂商加快推出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NFV 和边缘计算等新功能，并支持各种硬件架构，包括裸

机管理等服务，大版本升级属于功能升级，为平台提供更多的新功能或性能重大

提升。 

被动升级：另外一种升级属于缺陷升级，云平台组件众多，开源框架很容出

现组件 BUG，对于系统稳定性、安全性出现严重缺陷，社区会及时更新发布补

丁。这会导致生态中使用的用户需要被动升级。 

城轨行业视安全性为首要，对于功能升级应持谨慎态度。出现被动升级应从

影响范围和升级技术方案进行全面评估，核心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平滑过渡、

最小化停机时间，不影响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 

（2）迭代升级流程 

企业云平台的升级一般分为：风险评估-前期准备-系统备份-操作步骤-回退

方案等几个步骤。 

升级的风险评估：在升级前需要经过充分测试，对升级影响、风险描述、风

险慨率、影响程度、应对措施进行调研分析和全面预估。 

升级的前期准备：新版本云平台安装包 ISO、部署手册、用户手册；新版本

云平台容器中新增的 RPM 包及 PIP 包；配置环境变量，升级环境运行情况检查，

是否存在故障节点，所有云平台的服务是否运行正常（创建虚拟机验证基本功能）；

检查云平台网络代理是否正常运行；检查云平台对接的存储后端是否正常运行；

检查云平台平台云主机是否正常运行，云主机数量，运行状态需做好记录；检查

现有环境部署节点运行状态，磁盘空间情况，网络连通性；检查升级前 SDS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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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 

升级的系统备份：升级前需检查云平台数据库备份情况，是否有定期备份数

据，若有定期备份，需检查定期备份是否执行成功。升级前再次执行数据库备份、

备份环境定制化参数。 

升级的操作步骤：私库管理、部署工具、据升级后变动、监控升级、HA 升级、

执行升级。 

升级的回退方案：通过回退时间、决策人、出发条件等进行升级失败定义；

回退总体说明、回退步骤、回退后版本验证。 

（3）迭代升级方案 

云产品提供商应提供详尽的升级方案，保障平滑升级也是云服务商的责任和

义务，以下升级方式对城轨企业的决策提供建设性参考。 

平行部署：部署一个独立的云平台并从升级前的云迁移所有资源到升级后的

云上，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硬件资源并可能导致很长的停机时间。 

滚动升级：可以利用 HA、集群等高可靠模式，部署一个已升级控制组件，并

从旧控制器上转移所有的数据到新控制器上，再用新控制器无缝替代旧控制器。

旧控制器原封不动，回滚也较为容易完成，相对平行部署节省机时间。但对于升

级中模块间有强依赖性，跨模块交互，则需要一起更相关模块，依然可能需要重

启关闭有节点。 

平滑升级：利用 HA、集群、容器等不同的特性，对每个组件实现“原子化”

的升级，一个完整的平滑升级方案，应该有一套完整的升级工具和升级流程支持，

可以提供升级过程中的管理组件、业务资源的自动均衡调度，按照特定的升级顺

序完成各个组件的升级工作，通过高可靠方式，确保在升级时间窗内部影响业务

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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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城轨企业云运维 

13.2.1 企业云运维模式变化 

传统业务平台的维护形式，是垂直、分散的维护模式（系统独立建设，独立

维护），如图 13-1 所示，系统分散在多个维护单位（或维护部门），平台集中维

护和分散维护方式共存；硬件（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等）和软件（操作

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的维护岗位分设和合设共存。 

 

图 13-1 传统业务平台的维护模式 

业务系统部署在云平台后，因资源池属于统一规划部署，各业务系统共享使

用，如图 13-2 所示，从原来的垂直、分散运维模式演变为横向、集中的维护模

式（资源共享，团队维护）。资源池集中建设后，云平台硬件层面（包括服务器、

共享存储、网络设备等）和虚拟化层面（包括虚拟化软件、虚拟化管理软件、云

管理平台等）的维护可以做到集中维护；而云平台上所承载的虚拟机（即业务系

统，即虚拟机操作系统及其上安装的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等），则可参考

原有业务系统维护机制落实相应的维护职责。 

 

图 13-2 业务系统云化后的维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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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企业云运维管理内容 

组成运维管理内容（要素）的实体包括运维活动角色、运维责任团队、运维

管理流程、IT 运维服务、服务绩效评估和运维管理控制台六个要素，如图 13-3

所示。 

 

图 13-3 业务系统云化后的维护模式 

13.2.3 企业云运维管理体系 

城轨云运维管理体系由从事 IT 运维活动的所有单位、部门以及具体工作人

员构成，单位、部门和人员的结构良好、组织形式有力是提供 IT 运维服务的重

要保障。对应 IT 运维活动角色，主要涉及 3 类角色：职能管理单位、维护责任

单位以及技术支撑单位。主要责任是制定运维管理流程，监督、管理及协助运维

责任团队的执行。 

职能管理单位：指各云平台信息化管理部门。职能管理单位作为 IT 运维管

理者负责对运维责任单位的选择、使用和评估，负责城轨企业所属范围的 IT 运

维管理工作。 

维护责任单位：作为 IT 运维服务提供者，遵照其与购买服务的职能管理单

位签订的服务级别协议提供 IT 运维服务。维护责任单位负责所承担的 IT 运维服

务的设计、实施、评估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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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责任单位同时需要承担与技术支撑单位的运维服务衔接，必要时配合技

术支撑单位共同保障轨道交通云基础平台的 IT 运维工作。 

技术支撑单位：指各产品原厂或其他技术支撑单位，技术支撑单位作为轨道

交通云基础云平台各部分的提供商，须提供原厂的售后维护服务，包括其提供的

硬件、软件、系统平台等。 

13.2.4 企业云运维组织架构 

城轨企业云平台的运维组织架构，根据责任维护单位的划分对应到运维责任

团队，主要根据云平台自身的特点，如图 13-5 所示，划分为硬件设备层、虚拟化

层、虚拟机层等三个层面的维护内容，分别对应不同的维护责任团队，主要包括

云硬件维护团队，云平台维护团队，云平台上所承载的业务系统维护团队，维护

团队的成员包括信息化管理部门、运营生产部门、或者第三方维护单位等。 

 

图 13-5 云运维组织架构 

业务系统维护团队：维护范围包括虚拟机操作系统（客户操作系统）及其上

安装的中间件、数据库、应用系统等。 

云平台维护团队：维护范围包括服务器、网络、存储等资源池管理（虚拟化

层面），以及云管理平台等。在虚拟化层面，主要包括云资源管理、云服务管理、

云统计分析、云安全管理、云平台监控等。 

云硬件维护团队：维护范围包括物理服务器（包括安装虚拟化软件的服务器、

安装虚拟机管理软件及相关辅助软件的物理服务器、云管理平台使用的服务器

等）、网络安全设备（含防火墙、负载均衡器）、共享存储、机房以及弱电等硬件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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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企业云运维岗位设置 

基于云化后的运维组织架构图，引入云平台后，与传统的维护主要差别在于

多了云平台层的维护，而在云硬件和云平台上承载的业务平台的维护与传统意义

上的业务系统维护基本一致，在此只分析云平台层面的岗位设置及其职责分工。 

在云平台层运营与维护的工作，如图 13-6 所示，主要内容包括：云资源管

理、云服务管理、云统计分析、云安全管理等。根据云平台运维管理功能需求，

可以把工作归纳成如下几种维护岗位：云平台工程师、网络工程师、安全工程师、

监控工程师和巡检工程师。参考城轨企业云架构，即分为中心云和站段云，运维

组织架构可按如下图设置。 

 

图 13-6 城轨云运维组织架构 

云平台技术组（二线工程师）：通过各具体角色工程师（网络、云平台、安

全工程师）负责城轨企业云平台的平台级运维技术工作。 

中心监控巡检组（一线工程师）：负责各线段城轨企业云（含主备中心）相

关的基础软硬件监控和中心巡检工作。 

线路车站巡检组（一线工程师）：负责承载对应线路业务的城轨企业云设备

和系统的相关巡检工作，含车辆段、备中心、停车场等。 

各角色人员配置数量，根据线路业务部署负载等具体情况而定，在实际业务

运行中，根据工作量及人员能力情况进行适当的复用或扩充，运维岗位职责具体

如表 1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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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云运维组织架构对应的工作职责 

组别 岗位 工作职责 
人员人数

（以 2 条线

为例参考） 

/ 
运维

经理 

运维经理是云平台运维团队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负责运维

团队日常管理，包括业务管理、人员绩效管理等。 
岗位职责： 
1）负责运维团队人员的管理协调与沟通； 
2）负责运维团队人员的工作安排及考勤管理； 
3）负责核实事件管理活动中各项流程的执行情况； 
4）承担变更管理员角色，负责变更申请的审核及分派、负

责协调准备、审核变更方案以及监督变更实施操作； 
5）负责例外情况的处理，应急管理和重大问题的处置、上

报和总结。 

1 人 

云
平
台
技
术
组 

技术

组长 

技术组长是云平台技术组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技术组日常

管理，包括业务管理、人员绩效管理等。 
岗位职责： 
1）负责技术组人员的管理协调与沟通； 
2）负责技术组人员的工作安排及考勤管理； 
3）负责核实事件管理活动中各项流程的执行情况； 
4）承担变更审核的角色，负责变更申请的审核及分派、负

责协调准备、审核变更方案以及监督变更实施操作； 
5）负责例外情况的处理，应急管理和重大问题的处置、上

报和总结。 

1 人 

网络

工程

师 

涉及使用工具：EAM 工单流程，网络管理工具，设备管理

和维护工具等 
岗位职责： 
1）负责网络设备硬件、配置的紧急故障响应、分析、处理； 
2）网络设备的日常巡检、周期巡检规则制定； 
3）网络设备（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的安装、配置、

管理，提供网络设备定期维护方案更新优化； 
4）负责总结运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运维方法，形成运维

手册和知识库； 
5）负责网络产品软硬件相关的变更审核； 
6）配合其他产品工程师完成跨产品的问题定位。 

4 人 

云平

台系

统工

程师 

涉及使用工具：EAM 工单流程、云平台管理平台、设备管

理和维护工具 
岗位职责： 
1）负责云平台的典型问题分析和故障处理，包括虚拟机、

网络、存储等标准化云计算产品和服务； 
2）负责云平台基础软硬件相关的变更评审，云平台巡检规

范制定； 
3）云平台产品（服务器、光交换、储存等）的安装、配置、

管理，提供云平台设备维护方案更新优化； 
4）负责总结运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运维方法，形成运维

手册和知识库； 
5）配合其他产品工程师完成跨产品的问题定位。 

4 人 

云平

台安

全工

涉及使用工具：EAM 工单流程、云平台管理平台、设备管

理和维护工具 
岗位职责：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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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 1）负责制定网络安全标准规范和流程，参与建立网络安全

管理体系； 
2）针对部门的网络安全现状，设计改进方案及措施，并推

动落地实施； 
3）负责分析处置突发网络安全事件，并制定有效策略进行

防范； 
4）负责进行安全设备安全防护系统的策略调整。 
5）负责防火墙（NGFW、WAF）、VPN、IPS/IDS、、堡垒机、

安全审计等设备日常管理工作； 
6）当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快速进行事件的分析、定位及

处置，确保事件得到有效处置； 
7）负责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重大保障支撑。 

中
心
监
控
巡
检
组 

组长 

涉及使用工具：EAM 工单流程、云平台管理平台 
岗位职责： 
1）负责中心的监控和巡检工作的总体安排； 
2）负责人员的日常工作分配和考核； 
3）负责协调技术组及各线路对监控工作处理上的配合； 
4）负责出现问题及时上报技术组和上级部门； 
5）负责监督监控和巡检工作完成情况、完成质量、和文档

记录规范性检查； 
6）跟踪故障解决情况，直到故障彻底解决； 

1 人 

监控

工程

师 

涉及工具：EAM 工单流程、云平台管理平台 
岗位职责： 
1）针对网管上报的告警、性能等分析解决； 
2）负责协助现场同事处理故障； 
3）负责将无法处理的故障上报云平台技术组； 
4）跟踪故障解决情况，直到故障彻底解决； 
5）负责在网管上对云平台的定期监控巡检； 
6）负责协调现场同事协助处理故障； 14 人（监

控 8+2
人，巡检 4

人） 

巡检

工程

师 

涉及工具：EAM 工单流程、云平台管理平台 
岗位职责： 
1）针对网管上报的告警、性能等分析解决； 
2）负责中心机房设备巡检； 
3）负责中心机房设备备件更换； 
4）负责协助监控中心、技术组处理故障； 
5）负责将发现的故障上报监控组合技术组，并做记录； 
6）跟踪故障解决情况，直到故障彻底解决； 
7）负责中心机房设备备件更换； 
8）负责协调现场同事协助处理故障； 

线
路
车
站
巡
检
组 

组长 

涉及工具：EAM 工单流程、云平台管理平台 
岗位职责： 
1）负责本号线的巡检工作的总体安排； 
2）负责人员的日常工作分配和考核； 
3）负责协调技术组、监控中心工作处理上的配合； 
4）负责出现问题及时上报技术组和上级部门； 
5）负责监督监控和巡检工作完成情况、完成质量、和文档

记录规范性检查； 
6）跟踪故障解决情况，直到故障彻底解决；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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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

工程

师 

岗位职责： 
1）负责对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等机房环境、微模块设备，

网络，防火墙，服务器，存储等硬件设备，以及机房环境的

日常巡检工作； 
2） 严格按照日常巡检操作手册进行巡检； 
3） 在巡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监控中心和对应的

技术工程师； 
4） 配合云平台监控、技术工程师对设备的故障进行判

断； 
5） 配合厂商工程师、技术工程师、监控工程师对设备故

障进行处理或修复； 
6） 针对故障板卡、模块进行更换。 

4 人*班组

数 

云运维人员岗位技能具体可参考表 13.2： 

表 13.2 云运维人员岗位技能模型 

岗位 技能模型 

运维

经理 

1） 具有IT项目运维经验，较强的服务器、存储、云计算综合技术能力； 
2） 优秀的关系管理、谈判管理、冲突管理和分析能力； 
3） 优秀的书面、口头沟通和文档能力以及在各级组织之间的人际交往能力； 
4） 熟悉基于ITIL/ITSS的服务管理流程，及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 

技术

组长 

1） 具有IT项目运维管理经验1年以上，较强的服务器、存储、云计算综合技术能

力； 
2） 熟悉基于ITIL/ITSS的服务管理流程，熟悉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

以及等保相关经验； 
3） 从事数通及网络安全交付及运维工作2年以上；熟悉数通协议原理，对TCP/IP，

路由协议、SSL/IP Sec VPN、组播、QOS等常规协议有较深入的的理解； 
4） 熟悉网络安全体系架构，熟悉网络安全，主机安全、数据安全等技术，了解互

联网安全相关知识； 
5） 了解私有云的基础架构，核心功能组件的工作原理、部署实施、故障处理； 
6） 熟悉主流虚拟化软件（如：Xen、KVM）；熟悉主流备份管理软件； 
7） 对云安全、系统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安全等领域有一定的理解或实施经验。 

网络

工程

师 

1） 从事数通及网络安全交付及运维工作2年以上；熟悉数通协议原理，对TCP/IP，
路由协议、SSL/IP Sec VPN、组播、QOS等常规协议有较深入的的理解； 

2） 熟悉主流终端、网络安全产品和技术的配置、调试和维护操作，包括：防火

墙、LDAP、堡垒机、安全审计、企业防病毒等； 
3） 熟悉网络安全体系架构，熟悉网络安全，主机安全、数据安全等技术，了解

互联网安全相关知识； 
4） 了解云计算、虚拟化安全技术； 
5） 具备良好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思路清晰，有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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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

台系

统工

程师 

1） 从事虚拟化软件交付及维护工作2年以上经验； 
2） 了解私有云的基础架构，核心功能组件的工作原理、部署实施、故障处理；

具有日志分析能力，可以根据日志信息定位问题； 
3） 熟悉主流虚拟化软件（如：Xen、KVM）；熟悉主流备份管理软件

（VERITAS/LEGATO/TSM）； 
4） 熟悉TCP/IP、HTTP等协议，有良好的网络、数据传输、安全、计算机体系结

构方面知识； 
5） 具备良好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思路清晰，有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6） 具有主流操作系统（Windows、Linux、Unix）2年以上维护经验； 
7） 了解计算机主机、网络基本知识； 
8） 熟悉Shell/Python/Ruby任意一种编程语言。 

云平

台安

全工

程师 

1） 网络工程、计算机通信或信息类专业； 
2） 熟悉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技术； 
3） 熟悉PKI、加解密原理、防火墙、VPN、入侵检测系统、终端安全系统、安全

审计系统、身份认证、负载均衡、网闸等网络安全产品基础原理和应用部署

方案； 
4） 具备一定的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加固能力和安全攻防能力； 
5） 具备安全工作领域2年以上工作经验，精通安全协议、熟悉网络、安全架构； 
6） 熟悉IT系统安全体系架构，有规划、实施、维护经验； 
7） 熟悉Windows、Linux操作系统，熟悉网络设备及安全防护技术并具有较强的

实际操作能力； 
8） 具备良好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思路清晰，有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云平

台巡

检监

控工

程师 

1） 通信、计算机、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等相关专业； 
2） 熟悉开源监控软件，比如：Zabbix、Nagios等； 
3） 熟悉Shell、Python中至少一种语音，能够完成脚本编写； 
4） TCP/IP协议有一定了解； 
5） 对服务器、网络、存储、UPS、空调等机房设备有一定认识； 
6） 有机械设备质量安全管理、施工管理、现场工程管理等经验； 
7） 有机械设备安全巡检、施工管理、现场工程管理等相关经验； 
8） 熟悉统一运维平台、主流厂家监控软件、网管等的各种功能和使用方法； 
9） 能够对云平台软硬件告警进行分析识别，根据影响程度创建对应的事件工单。 

车

站、

车辆

段巡

检工

程师 

1）通信、计算机、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等相关专业； 
2）对TCP/IP协议有一定了解； 
3）对服务器、网络、存储、UPS、空调等机房设备有一定了解和认识； 
4）具有机械设备质量安全管理、施工管理、现场工程管理等相关经验； 
5）有机械设备安全巡检、施工管理、现场工程管理等相关经验； 
6）熟悉故障或事件的处理流程； 

13.2.6 企业云运维管理流程 

如图 13-4 所示，基于数据中心的视角，云运维服务管理流程涉及服务台、

事件管理、问题管理、配置管理、变更管理、发布管理、服务级别管理、服务目

录管理、财务管理、能力管理、可用性管理、服务持续性管理、知识管理及供应

商管理等，随着运维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持续改进，其他流程可能会逐步独立并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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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管
理

事件管理

问题管理

工单管理

变更管理

配置管理

服务台

各种来源的服
务请求

维护工程师
（一线、二
线）

第三方IT监控
系统

专门人员维护

专门处理人员

重要的IT资源新
增、变更、升级

维护额人员\计划任务

服务台使用知识库
进行事件处理

IT服务请求/请求答复或处理结果

审核、派发/重派

创建、浏览、处理

服务台自处理事件

派发工单
（现场，二线支持）

创建工单

人工/自然派发

产生事件
监督/跟踪事件相关工作状态

并根据工单状态，
填报事件状态或进度

使用配置库

升级事件为问题

使用配置库

使用配置库 使用配置库

提交变更申请

获批变更实施

调查、诊断，形成方案

 

图 13-4 运维服务工作流 

服务台：支持 IT 运维服务的核心功能，与各个流程联系密切。所有管理流

程都要通过服务台为用户提供单点联系，解答用户的相关问题和需求，或为用户

寻求相应的支持人员。 

事件管理：主要目标是尽快恢复 IT 服务提供并减少其对业务的不利影响，

尽可能保证最好的 IT 服务质量和可用性等级。事件管理流程通常涉及事件的侦

测和记录、事件的分类和支持、事件的调查和诊断、事件的解决和恢复以及事件

的关闭等。 

问题管理：主要目标是预防问题和事故的再次发生，并将未能解决的事件影

响降低到最小。问题管理流程包括诊断事件根本原因和确定问题解决方案所需要

的活动，通过合适的控制过程，尤其是变更管理和发布管理，负责确保解决方案

的实施。问题管理还将维护有关问题、应急方案和解决方案的信息。 

配置管理：负责核实 IT 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中实施的变更以及配置项之间

的关系是否已经被正确记录下来；确保配置管理数据库能够准确地反映现存配置

项的实际版本状态。 

变更管理：实现所有 IT 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的变更，变更管理应记录并对

所有要求的变更进行分类，应评估变更请求的风险、影响和业务收益。其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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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以对服务最小的干扰实现有益的变更。 

发布管理：负责对硬件、软件、文档、流程等进行规划、设计、构建、配置

和测试，以便为实际运行环境提供一系列的发布组件，并负责将新的或变更的组

件迁移到运行环境中。其主要目标是保证运行环境的完整性被保护以及正确的组

件被发布。 

服务级别管理：负责协商并记录所提供的服务、相应的服务级别目标以及工

作量特性，协商并记录服务级别协议、支撑服务约定、供方合同以及相应的程序。

服务级别管理还监视并报告服务级别，支持查看和定期的评审，以确保服务级别

协议的更新和持续有效。 

服务目录管理：服务目录管理指负责城轨企业云平台的服务发布、维护等。 

能力管理：通过优化服务成本、安排采购时间和部署 IT 资源，从而履行与

客户签定的协议。能力管理主要涉及资源管理、性能管理、需求管理、模拟测试、

能力规划、负载管理以及应用选型。能力管理主要通过重点关注需求的规划和整

合，从而确保约定的服务级别可以实现。 

可用性管理：负责定义、分析、计划、测量和改进服务的所有可用性方面，

从而保证 IT 基础设施、流程、工具、角色等与协议达成的服务级别中的可用性

目标相适应。 

服务持续性管理：目标是确保向客户承诺的、协商一致的服务持续性在任何

风险下都能得到满足。该流程负责管理可能严重影响服务的风险，制定服务持续

性计划并定期评审。 

知识管理：负责搜集、分析、存储和共享知识和信息，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确

保提供可靠和安全的知识和信息以提高管理决策的质量。 

供应商管理：管理供应商及其所提供的服务。该流程负责供应商信息维护，

以及对供应商的归类和评估。 

13.2.7 企业云智能运维平台 

城轨企业云自动化智能运维平台是城轨企业日常开展运维管理业务的核心

支撑平台，其以云平台技术为基础并借助 DevOps 方法来实现应用的全生命周期

的自动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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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1 平台设计原则 

（1）统一的管理平台 

智能运维平台对组成 IT 系统的所有部分进行综合管理与全面监控，对各种

资源包括网络，存储，主机，数据库，中间件和应用等在统一平台管理；提供面

向业务的端到端响应时间管理，不断改善用户体验；建立业务服务管理，实现运

维流程在统一平台流转；设备监控和流程管理实现统一平台触发；通过有效的报

表分析、大数据分析，使运维人员、领导能够动态可视的了解 IT 基础架构与业

务服务之间的变化关系，最终实现 IT 系统的持续优化。 

（2）平台的开放性 

要提供管理接口以实现对各种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与其它管理软件的集成；支

持与开源监控软件、第三方监控平台进行数据集成，为系统管理的选型提供更高

的灵活性；开放的 Portal API 支持应用软件的界面集成，为系统管理的模块扩充

提供发展余地。 

（3）平台的安全性 

平台自身的安全性是保证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设计、开发

统一运维自动化平台时，充分考虑了平台自身的安全性。 

（4）模块化结构和扩展性 

运维管理规模会随着应用的不断扩展而扩展，统一运维自动化平台的扩展性

对保护投资有重要意义。扩展性主要体现在：管理功能的扩展，以后可在统一平

台上扩展网络设备、主机、应用、数据库、业务服务等管理。管理范围的扩展，

可实现多分支的加入扩展，支持分布式管理。系统具备优秀的功能扩展性，可以

在需要时增加管理模块，扩展管理节点，保护现有资产。 

13.2.7.2 平台构建方案 

（1）平台整体体系 

Operation As Service，运营即服务，是以 PaaS 层能力为基础，实现了运维的

IT 能力和业务能力的对接，如图 1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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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智能运维平台能力 

平台功能覆盖企业云数据中心的各种运维业务场景，常用功能参考列表，如

图 13-6 所示。城轨企业在构建智能运维平台的过程中需结合实际需求和成本投

入，阶段建设，逐步叠加和扩展功能。 

 

图 13-6 智能运维平台内容 

（2）CMDB 配置管理 

CMDB（配置管理），在应用管理思想中，如图 13-7 所示，CMDB 存储着应

用相关联的 IT 资源，所以也称为 IT 资源管理，构建资源过程就是构建 CMDB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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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CMDB 流程 

智能运维平台是 IT 运营(运维)的核心，为应用管理的动作和状态提供来源

支持，如图 13-8 所示，CMDB 一方面作为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存在，提供

完备的资源管理能力；另外一方面作为基础元数据平台存在，从而为周边系统提

供数据支撑和集成能力。 

 

图 13-8 CMDB 详细功能架构 

CMDB 核心参考功能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自动采集模块：负责面向对各个 IT 资源对象的数据获取、采集、入库能力。 

模型管理：提供全 IT 资源的模型自定义和管理能力。 

基础设施对象管理：面向 IaaS 基础设施，提供资源的管理能力。 

PaaS 对象管理：面向 PaaS 平台资源部分，提供资源的管理能力。 

应用管理：面向应用，提供应用资源的全画像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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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管理：基础设施、应用与应用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丰富的拓扑管理，提

供未来的根因分析和故障分析以及各种场景分析的数据基础。 

（3）智能运维及流程控制 

在应用交付和日常的 IT 运维工作中，如图 13-9 所示，通过作业平台、定时

任务和调度平台为部署的版本原子操作提供了强大的分支判断流程和多应用发

布编排的能力，也能协助运维能力和经验的工具化，基于数据采集自动化、日常

巡检自动化、流程处理自动化轻松应对各种复杂的 IT 场景编排。 

图 13-9 

智能运维工具化管理示意图 

（4）日志集中监控和管理 

日志集中监控和管理分为日志收集、运维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指标梳理

三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日志收集，完成所有业务交易、应用、数据库、中间件、服务器、

存储和网络日志的统一收集和分析，日志采集的主要数据源及接入方式如表13.1

所示。 

表 13.1 采集内容及方式 

编号 类型 接入内容与方式 

1 网络设备 Syslog，交换机路由器的接口链路状态日志和操作审计日志等 

2 安全设备 
Syslog，防火墙防护日志和操作审记日志，WAF 的防护日志，

ADS 的防护日志等 

3 服务器 Syslog，计划任务日志、邮件记录日志、登录操作日志等 

4 数据库 Agent，Oracle 数据库审计日志和监听连接日志等 

5 中间件 Agent，WebLogic 访问记录日志等 

6 交易业务系统 Agent，交易系统日志和系统报文等 

日志采集 Agent 具有数据缓存、限流、断点续传的功能，可保证日志数据采

集时的完备性，如图 13-10 所示，通过集群式部署实现当其中一个节点宕机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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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将日志日志处理和存储业务自动 Failover 到另一节点，保证系统 99.99%可用

性。磁盘日志缓存功能当日志量出现激增远超系统处理能力时，可以将日志先存

放到本地磁盘中，等到闲时再进行这部分日志的处理和索引，保证数据无丢失无

断点。 

 

图 13-10 日志监控管理平台架构 

第二阶段：运维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梳理现有设备，系统，故障，交易，

业务，由易到难，运维建设就是标准化的过程。完成现有系统监控指标标准化和

配置系统规范化，从系统开发阶段开始充分考虑运维需求，如图 13-11 所示。 

 

图 13-11 运维标准化内容 

第三阶段：指标梳理，监控指标应具备多视角，贯穿从需求到业务具体功能、

软件架构、物理架构部署配置、运行的全过程，细化监控粒度，进程和线程的核

心事务节点进行埋点覆盖，形成自顶向下的指标体系，如图 1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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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2 运维指标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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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云计算的出现和逐步成熟，为智慧城轨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基于云

计算的智慧城轨服务在数据融合基础上，能够发挥集中管理、按需使用、分布式

部署、统一发布和自动化维护优势，满足乘客、城轨企业多样化服务需求，助推

城轨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分析了国内外云计算技术的发展趋势，列举

云的不同形式，贴合城市轨道行业应用的现阶段需求，提供了从规划设计、构建

迁移、安全容灾、运维管理等全环节的指导和参考，并成体系的阐述中台架构，

探寻出未来城轨云PaaS深化路经，投射出城轨行业SaaS生态轮廓，全景呈现城轨

行业云计算技术演进方向，给出城轨企业上云清晰的适配选项。 

城轨行业云计算应用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引发新思考、摸索、逐渐完善的过程，

相关方面的研究还需不断深入，PaaS、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的实际应用案例还相

对较少，设计和思考上还有很多不足，仍需全行业群策群力，产学研一体协同，

不断突破进取，共同探索城轨云成功之路，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实现交通

强国。 

指南的内容源于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创新、行业应用与优秀案例、试验进展等

方面的归纳，梳理了行业云技术应用的创新优势和技术需求，是对当前轨道交通

云计算发展成果的总结。指南的编写受到行业内各界专家、企业及科研单位的大

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在此特别感谢呼和浩特地铁、深圳地铁、武汉地铁、温州地

铁、东莞地铁等业主单位贡献优秀的经验分享和实践案例；感谢华为、浪潮、擎

云、新华三、奇安信、腾讯、阿里云、电信云等云计算领军企业参与云计算指南

编写做出的宝贵贡献，感谢专家组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编写组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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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云计算应用案例介绍 

A.1 站段云降级管理案例-温州地铁 

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铁投集团”）成立于 2011

年 4 月，是承担温州市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前期、工程建设、投融资、运营管理及

沿线资源开发“五位一体”建设的市级国资企业。温州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由

3条通勤快线、3条轨道交通线组成，线网总规模 235.29 千米，其中市域快线总

长度 155.26 千米，轨道交通线总长度 80.03 千米。远景线网在 2020 年线网的基

础上延伸形成，由 3 条市域快线、4 条轨道交通线组成，线网总规模 381.51 千

米。其中，市域快线总长度 257.48 千米，轨道交通线总长度 124.03 千米。 

市域铁路 S1 线、S2 线最先投入建设，2019 年 1 月 23 日-2 月 28 日，温州

轨道交通 S1线投入 14列上线车，单向运力 5412 人次/小时，运营总里程 22.2448

万列千米。温州轨道交通 S1 线的开通将有效改善市民出行需求，全面打造中心

城区 1 小时交通圈；带动沿线开发建设，推动城市各组团互动融合发展；同时，

助力温州拉开城市框架，推动城市向东发展，加速温州大都市区由“瓯江时代”

向“东海时代”迈进。 

2017 年，铁投集团启动了资源管控平台、指挥决策平台、工程建设一体化与

列车调度与运营综合指挥控制云平台等信息化项目的建设。 

（1）技术方案 

温州 S1 线综合监控系统硬件平台采用基于虚拟化为核心的云平台技术构建，

其架构与传统综合监控系统不同，简单来说，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实时服务

器迁移至中央，并通过虚拟化技术来进行搭建。如图 1所示，即由位于中央的服

务器群组虚拟出中央级和车站级服务器，综合监控系统通过全线的主干网络将各

车站监控网的监控信息直接汇集到控制中心的服务器群组从而实现本线内多系

统的综合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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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云计算的综合监控系统架构 

在云平台架构中，中央级综合监控系统（CISCS）中的云平台主备服务器群

组，通过虚拟化软件对控制中心及车站级服务器进行虚拟化。采用云计算方案，

ISCS 系统中云监控服务器的冗余设计是保障高可靠性的重要措施。 

结合温州S1线的项目实际，考虑到整体结构最优，并最大程度保持传统 ISCS

架构中稳定的特性，建议采用方案上下冗余+主备中心（如图 2所示），主服务器

群组上的车站服务器虚拟机，与车站控制站（服务器或工作站）双机冗余，同时

备服务器群组上留有备份。这样除了有云平台的高可靠性保障之外，当车站和中

央通信中断时，车站控制机还可以作为冗余备份管理和处理数据。利用 ISCS 应

用级冗余，可迅速实现切换（秒级）。在采用云平台这种新技术的基础上，又充

分发挥了 ISCS 的特点，解决了 ISCS 本身的需求，兼顾了创新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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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下冗余+主备中心方案 

（2）实施效果 

温州 S1 线综合监控系统硬件平台采用基于虚拟化为核心的云平台技术构建，

其架构与传统综合监控系统不同，简单来说，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实时服务

器迁移至中央，并通过虚拟化技术来进行搭建。由位于中央的服务器群组虚拟出

中央级和车站级服务器，综合监控系统通过全线的主干网络将各车站监控网的监

控信息直接汇集到控制中心的服务器群组从而实现本线内多系统的综合监控管

理。通过云综合监控的建设，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提升： 

从系统角度讲，云综合监控系统将各分散孤立的自动化系统联结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实现轨道交通各专业系统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提高各系统的协调

配合能力，实现系统间的高效联动，提高轨道交通线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并为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提供了信息集成的平台，避免大量冗余数据和信息被重复使用、

保存；同时整合线路信息为接入到更高一级网络打下基础，以实现将单一轨道交

通线运营纳入到轨道交通网运营管理体系中。 

从运营角度讲，云综合监控系统提供切实可靠、高效的技术手段，增强轨道

交通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提高反应速度，增强对各种灾害的抵御能力，

促进提高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水平，改进轨道交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地

为广大乘客服务，为建设数字化轨道交通打好基础，有利于改进轨道交通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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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从投资角度讲，云综合监控平台采用最新的云架构技术，通过动态资源调整，

针对业务量大的车站，可以在典型资源配置基础上动态增加 CPU、内存、磁盘空

间以及网络等资源，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传统需要十几个甚至几十

个机柜才能部署的设备，采用高度融合的云平台后，只需要 3-5 个机柜就能满足

业务服务要求，机房空间大幅减少，有效降低建设成本。 

从实施角度讲，云综合监控平台简化了各子系统间的接口和工作协作程序，

有效降低项目建设复杂性，最终减少项目投资和人力投入；云架构方案可以实现

业务快速部署，以典型车站作为模板，通过克隆复制技术，30 分钟内可完成 20

个车站实时服务器业务部署，极大简便了项目实施中的设备管理难度。 

从运维角度讲，将综合监控系统以云的方式部署在线路指挥中心，减少了各

车站的设备数量，必然降低运维难度，提高故障处置速度，降低维护人员工作负

荷强度，通过报警故障统计归类分析，运营维护从计划检修向策略检修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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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内部管理网上云案例-东莞地铁 

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是 2009 年 7 月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按“小

业主、大社会”以及“一体化”的原则进行经营，主要负责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

建设、维护、经营、开发和综合利用。东莞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以组团式空间为布

局依托，现有运营线路一条（2号线），运营里程 37.8 千米。 

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有 1、2、3、4、5 号线 5 条骨干线路，以及 1

号线支线、3 号线支线、4 号线支线、5 号线支线和深圳 10 号线东延线（东莞段），

共计 10 条线路构成，途经 26 个镇区。其中 1 号线对外与广州、深圳城市轨道线

网衔接，促进东莞与广、深两地的区域合作；对内连接西北组团、中心组团和东

南组团，加强各组团与中心城区以及沿线各镇（园区）之间的交通联系。2 号线

对外与珠三角区域轨道交通枢纽衔接，支持东莞与广州、深圳和香港的区域合作；

对内串联西部城镇密集带，加强城区与厚街、虎门、长安之间的联系，为沿线城

镇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3 号线对外通过区域轨道交通枢纽常平火车站、东莞东

站沟通与外界的联系；连接西南组团、中心组团和东北组团，加强各组团与中心

城区、松山湖以及沿线各镇（园区）之间的交通联系。4 号线促进塘厦片区与其

他片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增加城市凝聚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5 号线对外通

过与深圳 13 号线对接，支持东莞与深圳、香港的区域合作；对内改善松山湖、

大朗镇的交通可达性，提升松山湖的整体地位。 

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启动信息化建设，并完成公司第一个五

年 IT 规划，着手从零开始建设自己的一体化信息平台。公司于 2012 年完成组织

架构调整，正式进入第一个五年 IT 规划项目实施阶段，陆续开发了 OA、HR、

外网、档案系统、邮件系统等。2013~2014 年进入信息化全面发展阶段，也是第

一个五年 IT 规划应用深化阶段，在此期间，针对工程建设管理开发了安全监控

系统、工程项目管理系统，针对统一基础架构平台陆续推出 UUV、ESB、云平台

等。公司于 2015 年进入信息化大发展阶段，也是公司第二个 5年 IT 规划，规划

推出运营管理类系统、移动办公系统、实现基础架构的全面云化、应用平台部分

云化，提升和发挥支撑管理类 IT 系统价值、引入数据仓库、业务分析决策等高

阶应用，全面提升 IT 对业务覆盖面，同时为业务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 

150 

目前，东莞轨道交通公司基于品高云部署完成一整套健全的私有云系统，为

公司管理、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营管理提供可靠的资源，是国内轨道交通行业全面

利用云计算的首个案例。 

（1）技术方案 

云计算平台是东莞市轨道公司的信息化基础平台，目前公司企业管理类系统、

技术管理类系统、关系管理类系统、工程建设类系统、运营管理类系统、经营管

理类系统均有部署到云中，包括：门户系统、工程项目管理系统、企业服务总线、

工程档案管理系统、安全监控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OA 办公系统、企

业微信、资产一体化、施工调度、培训系统、财务系统、车务管理系统、票务系

统、维修系统等。云平台建设以建立一个初步的统一资源管理池为目标，建立云

平台的最基础部分。它可以依据资源使用策略，自动化管理和调度云平台资源池

中的物理服务器、虚拟机、存储设备以及网络设备，从而为上层自助云服务，如

虚拟机与快照服务、块存储与快照服务、虚拟防火墙服务等提供支撑。 

针对东莞地铁云平台的需求以及功能的设计原则，如图 1所示，云平台的整

体功能架构包括：统一资源管理、自助云服务、运维管理、门户、系统管理、外

部接口等六个大模块。在运维管理模块中还包括统计分析、联邦云资源管理、系

统管理模块中还包括监控管理与服务流程管理等四类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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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平台功能架构图 

在云平台建设之前，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仅有 OA 办公系统、即时通讯

和电子邮件系统，待开发的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包含了工程建设管理类、运营管理

类、数据平台、基础架构、协同办公等内容。考虑到使用者的平稳过渡、系统的

平滑切换、应急退回处理，最终选择了在云上新建 OA 系统，并在一定时间内新

旧 OA 系统并存，待旧 OA 数据全部迁移到新 OA 上，且新 OA 系统运行稳定

后，再逐步退役旧 OA 系统。对于不同情况的旧系统，应采用不同的迁移方式，

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有原开发商在维护的系统和没有原开发商在维护的系统。

这两类系统在做迁移时需要差别对待： 

对于有原开发商在维护的旧系统，采用自动化部署方式，上线时只需要在线

提交应用需要的网络环境、中间件、数据库，并将应用的运行程序提交后，云平

台将自动完成虚拟机创建、中间件和数据库创建以及应用部署工作。一旦出现服

务器宕机，复杂增大需要额外部署一套应用的情况时可以“一键搞定”。如图 2

所示，使用自动化部署好后，原开发商可以准备测试用例，进行迁移后的测试，

做到回滚处理，降低风险。如果部署特别，补丁多，虚拟机模板难复盖等，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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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服务器常规部署方式，进入虚拟机，在虚拟机上打补丁，操作相应的服务，最

后确保迁移成功。使用自动化部署受限于云平台自动部署服务中可提供的环境模

板（如数据库、中间件等），对于不支持的模板无法进行快速部署。 

 

图 2 云自动化部署流程对比 

对于没有原开发商维护的系统，采用 P2V 的迁移方式。这种方式是指迁移

负责人将原有物理服务器通过 P2V 工具，转换为云平台识别的虚拟机格式，从

而快速实现系统迁移的方式。这种方式一般需要在原有服务器中安装工具，可能

会对原有系统造成影响，具有一定的风险，另一方由于虚拟机需要模拟物理机的

硬件架构，因此如果物理机拥有如加密狗、新型显卡等特殊硬件，则会降低 p2v

的成功率。 

完成云平台部署及旧系统迁移之后，旧服务器并没有被完全废弃，而是加入

云平台，为测试系统、非重要应用系统提供资源，达到循环使用设备、节约成本

的目的，同时也提现了云计算的弹性优势。 

东莞地铁自 2013 年部署上线后，先后进行数次了云平台版本升级、计算机

机房搬迁、云计算平台扩容、新增车辆段集群等工作，目前，云计算平台已升级

到 BingoCloud V7.0，平台包含中高端节点服务器 25 台，CEPH 分布式存储系统

3 套，SAN 存储设备 3 套，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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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莞地铁私有云总体部署架构 

（2）实施效果 

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 号线工程项目管理云计算平台从 2013 年 11 月

起，仅耗时 1 个月，就完成云计算平台的部署，并对既有系统进行了迁移。云平

台建成之后，带来的应用效果十分显著。 

提高 IT 资源使用率：采用云平台后的 IT 资源使用率可以从目前的不足 20%

达到超过 70%，所有的硬件资源通过智能调度，充分可以利用起来，并能根据使

用情况进行动态调整，避免出现 IT 资源不平衡情况，如图 4所示。 

 

图 4 云化前后 IT 资源使用率对比 

动态调整网络拓扑和服务器性能，提升服务可用性：通过云计算动态调配计

算资源的特性，在用户访问量突增，服务器运行缓慢时，云计算平台可自动感应，

并从空闲资源中调拨出一部分进行“支援”。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实现了

服务器的动态扩容，最大程度上提升用户感知。在访问量下降后，此部分资源又

可自动被释放，利用于其他信息化系统，或者自动关机节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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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云平台，所有应用都在容错的环境下，无论是物理硬件、操作系统、数

据库中间件、应用系统等环节出现问题，都可以快速恢复，这样采用最小的成本

获得较高的可用性，使得系统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可以超过 99%。 

缩短应用部署周期：采用云进行应用部署，将原本动辄几周甚至几个月的部

署过程缩短为几小时完成。同时，采用云架构，当业务量增大时，可以快速增加

节点服务器、在线增加应用资源等方式在最短时间完成业务扩容。 

提升机房空间利用率：东莞地铁的机房面积和运维人员数量都比较有限，如

采购大量的低性能服务器，从空间占用和运维两方面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而

采用少量的高性能服务器，加上云计算虚拟化的模式，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服务

器数量，降低空间占用和运维压力。 

降低运维成本，提高业务创新能力：采用高性能服务器+云计算模式，物理

服务器数量将大大降低，故障的发生和排查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在故障发生

时，云计算也可以实现生产环境的无缝迁移，大大缓解了运维的压力。采用云架

构后，一体化的运维平台，将大大降低运维成本，使得 IT 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放

在业务创新上。其中如图 5 所示，硬件投资减少 40 到 60%；操作管理投资减少

65 到 90%。 

 

图 5 上云后成本降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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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整体一朵云建设案例-呼和地铁 

呼和浩特地铁是服务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属于新建地铁城市，当前在建线路 2 条，线网规划线路 5 条，全里程 150 公里，

总车站 123 个。2015 年 4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

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5-2020 年）》。 

呼和浩特城轨云解决方案是基于“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城市轨道交通提

供地铁运营生产、企业管理、建设管理、运营管理以及资源管理等服务”理念，

为轨道交通从设计、建设、运营全环节搭建智慧云平台，实现信息化业务全覆盖

及统一运维管理、安全管控。从 2016 年 4 月提出理念至今，按照“大胆设想、

小心求证、测试先行、确保可靠”的原则，将科技创新“保安全、要效益、提效

率”的理念贯穿地铁 1、2 号线一期工程建设始终，用了近三年半的时间，在呼

和浩特地铁控制中心完成呼和浩特城轨云平台部署，包括生产中心云平台、灾备

中心云平台、站段云平台三部分在工程建设中已初步成型，意味着即将进入试运

营阶段的呼和浩特首条地铁具有了“云智慧”、“新能量”。 

呼和浩特地铁从规划到建设坚定执行云战略，成为国内首个全线路业务系统

云化的成功案例，被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选定为示范工程，在新技术的创新、

云平台实施落地为整个城轨交通行业迈向智慧城轨提供了最佳实践。 

（1）技术方案 

呼和浩特城轨云平台，如图 1 所示，通过资源统一管理、云平台软件开放、

物理资源高扩展性等特性，使得云平台为安全生产网各系统（包括列车自动监控

系统、综合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门禁系统、乘客信息系统、通信集中告

警系统、数据挖掘系统等）、内部管理网各系统（包括：资产管理一体化平台、

运营一体化平台、协同办公一体化平台等）、外部服务网各系统（包括：公务电

话、邮件系统、外部网站、互联网购票子系统手机 APP 平台等）提供云基础资

源服务，同时在满足 1、2号线运营、维护的同时，预留 3、4、5号线接入能力。

成为国内首例多专业、多线路生产级城轨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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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朵云”技术方案 

呼和浩特城轨云平台主要由生产中心云平台、灾备中心云平台、站段云平台

三部分构成。 

1）生产中心云平台 

生产中心云平台主要为安全生产网各系统（包括列车自动监控系统、综合监

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门禁系统、乘客信息系统、通信集中告警系统、数据

挖掘系统等）、内部管理网各系统（包括：协同办公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财务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企业内部网站、档案管理系统、设备维护管理系

统、施工调度管理系统、物资管理系统、运营日报系统、综合车务管理系统、安

全管理系统等）、外部服务网各系统（包括：企业外部网站、邮件系统、互联网

购票子系统、手机 APP 平台、公务电话、视频监控系统等）提供云基础资源服

务，统一部署各业务系统所需的计算、存储、网络资源，并将车站、场段传统应

用服务所需的资源上移至虚拟资源中。另外，云平台同时为安全生产网、内部管

理网提供云桌面服务，满足线网中心调度员、车站调度员、站长与值班员、运维

人员、企业员工的云桌面服务需求。 

生产中心云平台将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外部服务网的业务系统上云所

需的中心级、车站级资源进行云化统一部署，系统层级扁平化，简化数据业务处

理流程，实现资源有效利用、运维集中化管理。同时，利用服务器虚拟化、存储

虚拟化、网络虚拟化、桌面虚拟化和云计算管理等技术构建易于管理、动态高效、

灵活扩展、稳定可靠、按需使用的云计算模式的数据中心，统一提供计算、存储、

网络资源。满足业界通用虚拟化、弹性计算、高等级安全、跨地理位置分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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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性、一致性等要求，并为后续智慧地铁系统各业务子系统智能联动、数据共

享、大数据分析等智能应用提供基础平台支撑。 

2）灾备中心云平台 

灾备中心云平台主要为灾备模式下安全生产网的列车自动监控系统提供应

用级灾备所需的计算、存储、网络资源，为综合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乘

客信息系统、门禁系统以及内部管理网、外部服务网的系统业务提供数据级灾备

所需的存储资源。 

对于云平台承载的安全生产网各业务系统，灾备中心云平台资源满足列车自

动监控系统应用级容灾的能力，为综合监控系统、自动给售检票系统、乘客信息

系统、门禁系统提供数据级容灾的存储资源。对于内部管理网和外部服务网各系

统提供数据级容灾的存储资源。 

3）站段云平台 

在 1、2 号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设置站段云平台，作为呼市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级云平台的站段服务节点，为部分业务系统的降级应急处理提供计算、存

储、网络资源。线路正常运行时，站段云平台为安全生产网业务系统在站段的现

场级设备提供网络传输通道，实现车站业务与中心云平台计算、存储资源的数据

交互，承担网络汇聚功能。在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与生产中心云平台、灾备中

心云平台失去联系时，为安全生产网业务提供降级模式下所需的计算、存储、网

络等资源，为业务系统降级应急处理提供基础条件功能，为业务系统降级应急处

理提供基础条件。在基于云平台架构模式下，对综合监控系统（ISCS）、自动售

检票系统（AFC）、乘客信息系统（PIS）、门禁系统（ACS）、信号系统（ATS）

等核心业务系统架构也进行了架构优化探索。 

综合监控系统：如图 2 所示，线网/线路中心级综合监控系统具备对全线被

集成系统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对互联系统的监控和联动控制管理功能，当主控中

心级综合监控系统故障后，系统可通过灾备中心实现线网、线路中心级系统的监

控功能。车站级综合监控系统具备本车站被集成系统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对互联

系统的监控和联动控制管理功能，当线网/线路中心级综合监控系统故障后，系

统可通过车站级系统实现系统降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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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轨云平台架构下综合监控系统构成图 

自动售检票系统：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架构下自动售检票系统由清分中心系

统、多线路中心系统、车站级系统组成，并设置维修系统、培训系统作为辅助。

如图 3所示，多线路中心系统（MLC）负责收集线路（区域内）所有车站的各类

数据，向所管理线路的车站主动发起或转发系统上层发来的控制命令及控制参数，

负责为线路工作人员提供所管理线路内所有车站、终端设备运行状态，对线路内

运营情况、收益、票卡的使用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车站中心系统（SC）负责监

控和管理车站终端设备，为车站工作人员提供车站终端设备运行状态及收益的统

计报表，当多线路中心系统故障后，系统可通过车站级系统实现系统降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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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轨云平台架构下自动售检票系统构成图 

乘客信息系统：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架构下城市轨道交通乘客信息系统由线

网中心级系统、车站/列车两层结构构成，如图 4 所示。运营控制中心系统设备

（视频处理的专业设备除外）纳入信息系统云平台，车站的服务器和工作站纳入

车站级云平台，车站其他设备独立物理部署，列车级设备独立部署。 

 

图 4 城轨云平台架构下 PIS 系统构成图 

门禁系统技术架构：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架构下门禁系统由中心级和终端级

两个层级组成，如图 5 所示，系统支持常规运行模式、降级运行模式（含离线模

式）、紧急运行模式，并含有测试模式、维护维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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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轨云平台架构下门禁系统构成图 

信号系统：如图 6 所示，传统 ATS 系统由中心级 ATS 设备、车站级 ATS 设

备及现地控制设备和 ATS 承载网络组成。正常情况下，中心 ATS 系统按时刻表

自动控制全线列车运行，中心设备或通道故障时可转为车站自动控制或车站人工

控制（现地控制）。 

 

图 6 传统 ATS 系统构成图 

由于 ATS 系统是控制列车运行的核心信息系统，对安全等级要求高于其他

业务系统，因此在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架构下，ATS 系统不改变传统架构，只是

将线网/线路控制中心 ATS 设备云化部署。 

（2）实施效果 

建成后的呼和浩特城轨云将为呼和浩特地铁未来几年的业务快速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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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坚实的信息化底座，同时也为呼和浩特地铁公司带来如下方面的巨大价值： 

 呼和浩特城轨云项目的效益可观，经测算可提升资源利用率 50%以上，节

省前期投资 40%左右，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30%以上，利用基于“网间隔离、网内

防护”的安全体系，提升整个平台安全性 80%以上，通过主用中心、灾备中心以

及站段云节点三重保障机制，提升业务服务可靠性 50%以上。 

 呼和浩特城轨云使用统一运维管理平台，提供业务自动化部署、设备状态

智能分析，实现敏捷运营，可以帮助地铁公司简化运维难度，节省人力成本 30%

以上。 

 呼和城轨云平台方案严格参照三级等保要求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云安全防

护，帮助企业实现“平台统保，业务自保，边界防护，等保达标”的目标。为安

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外部服务网以及运维管理网提供明确的网间隔离措施以

及网内防护策略，整个平台安全性提升 80%。 

 呼和浩特城轨云方案提供主用中心、灾备中心以及站段云节点三重可靠性

保障，确保业务服务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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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云数据中心双活案例-武汉地铁 

武汉轨道交通前期研究从 1984 年开始，2000 年 10 月，武汉市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成立，武汉轨道交通建设正式开启。2007 年，在原武汉市轨道交通有限公

司的基础上，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经政府授权负责武汉轨道交通的工程

建设、运营管理、土地储备、物业开发、资源经营和融资，武汉轨道交通大规模

建设序幕正式拉开。截至目前，武汉地铁运营线路共有 9条，在建线路共有 9条

（段），规划将全面实现“主城连网、新城通线”。 

经中国轨道交通协会批复由武汉地铁集团建设“武汉城轨交通网络信息化建

设示范工程”。将在信息基础设施层面上实现城轨交通云平台的一体化建设，在

数据层面上实现信息共享，保障网络安全，为践行“智慧地铁”理念、打造“世

界级地铁城市”、“互联网＋城轨交通”创造条件。武汉轨道交通形成一个网络

控制中心，作为生产指挥中心，实现运营集中指挥、协调管理，便于开展网络化

运营、现代化管理和精准化经营。网络控制中心不仅能满足我国城轨交通现代化、

智能化发展和智慧城市、智慧城轨建设的总体要求，还可为乘客便捷出行、运输

管理高效、服务质量优质、安全稳定可控、企业管理现代化提供强有力信息技术

支撑。 

基于以上技术趋势及指导思想，并结合武汉城轨交通近远期建设情况进行了

统筹设计，将原线网指挥管理中心、线路控制中心“1+5”（1 个线网管理中心，

5 区域控制中心）方案，建设成为以云计算平台为基础设施的“1×2”（逻辑上是

1 个线网指挥管理中心，物理上部署为双活 2 个中心“生产指挥中心、企业管理

中心”）方案，对城轨交通的信息化架构和信息安全进行“网络化建设”。 

（1）技术方案 

武汉地铁网络信息化云平台总体架构设计采用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

出的“13531”架构，如图 1 所示，即“一个门户、三个中心、五大领域、三张

网络、一个平台”的理念。在云平台上承载着运营生产、管理信息、乘客服务等

范围内各种业务系统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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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地铁网络信息化云平台总体架构设计 

线网信息化云平台采用异地灾备的架构，提高系统整体的安全性。灾备中心

之间实现数据同步，实现业务灾备切换，确保网络控制中心的可靠运行。 

生产中心运营生产系统正式云平台设置在线网运营指挥中心，作为轨道交通

运营生产系统的主服务中心。主测试平台式设置在主测试中心，对各业务系统的

业务数据进行集中收集、处理与存储，同时部署业务云桌面系统，为线网中心调

度员提供云桌面服务。 

灾备中心运营生产系统正式云平台设置在企业管理中心，作为轨道交通运营

生产系统的备用服务中心。灾备测试中心设置在测试中心，在主生产中心故障情

况下，通过业务接管对各业务系统的业务数据进行集中收集、处理与存储，灾备

中心也需部署业务云桌面系统，为线网中心调度员提供云桌面服务。 

在两个数据中心进行云计算平台的规划建设，每个数据中心中共计分为两大

资源池：虚拟资源池和物理资源池。其中虚拟化资源池用于运行虚拟机承载业务

系统；物理资源池用于提供高性能数据库资源以承载核心业务系统。计算资源划

分为不同的区域，业务资源池、容灾资源池、开发测试资源池、外网互联资源池

等功能区域集群。 

为保障重要业务层面的双活，不仅仅提供数据双活，同时保证业务系统计算

资源的双活物理环境。在生产指挥中心和企业管理中心按照每个关键应用分别部

署一台业务系统和存储系统，在业务系统层面通过负载均衡方式实现各个站点访

问生产指挥数据中心业务还是企业管理数据中心业务，当其中一个业务主机或业

务系统或网络故障，负载均衡设备将业务切换至另外一站点，保障业务的高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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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保障两个数据中心数据一致性，两数据中心的存储系统之间采用双活机制，

实现数据的实时同步，保障数据的一致性。 

建立异地灾备中心，如图 2所示，逻辑上是 1个数据中心，物理上部署为异

地灾备双中心。灾备中心之间实现数据同步，实现业务灾备切换，确保网络控制

中心的可靠运行。 

 
图 2 双活数据中心方案 

线网信息化系统按照接入 32 条线路的规模进行建设，后续新建线路及既有

线路均接入线网信息化系统。后期可根据新建线路接入时序及既有线路大修改造

时序，将既有控制中心建议作为武汉地铁运营培训中心及档案中心。 

在既有控制中心搭建测试中心，用于检验新技术、新架构在轨道交通领域应

用的实际效果。 

1）测试平台按照正式云平台架构和功能进行搭建，软件、硬件平台与正式

云平台保持一致。模拟搭建运营生产网（满足两条线资源池）、内部服务网（满

足运营管理信息化管理系统、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BIM 应用的建设管

理系统资源池）、外部服务网（预留业务资源池）。应保证运营生产线路各系统数

据连续性。 

2）测试中心按照灾备中心方案模拟搭建运营生产网（满足 60km、50 座车站

规模资源池）、内部服务网（满足运营管理信息化管理系统、干部人事档案数字

化管理系统、BIM 应用的建设管理系统资源池）、外部服务网（预留业务资源池）。

应保证运营生产线路各系统数据连续性。 

既有控制中心搭建测试平台实施方案，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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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平台第一步：测试平台建设初期应先搭建物理资源环境，其包括计算资

源池、存储资源池、网络资源池和部署不同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中间件等内容。

在实现物理资源环境内完成资源的实时动态调配、进行虚拟化部署，进而在云平

台系统进行云平台软件、虚拟化软件和云管平台软件的性能兼容性、扩展性测试，

通过性能对比确定测试中心云平台方案。 

测试平台第二步：各系统的应用软件部署在云平台进行平滑测试，获取各软

件在测试平台上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兼容性等方面特性，各系统的应用

软件根据云平台架构以及实验结果进行改进，从而能够在云平台上正常运行。运

营生产各系统应用软件包括：ISCS、PIS、CCTV、PSCADA、ACS、ATS、AFC、

OA、ACC、TCC 等。测试平台实施第一步，各专业厂家完成虚拟化软件测试，

能够在云测试平台上实现软件对各自平台的中央级控制功能。将 11、21 号两条

线路上的实际运行数据在各系统上进行运行调试。完成测试后，各厂家上云系统

应继续开发及数据库扩容，实现多线路使用同一软件并能够在云平台上实现各系

统的中央级功能。达到云平台系统数简化的目的。进一步，各软件需进行异构兼

容性开发，进行业务区域扩展，实现专业内系统间数据调用、管控等功能。最终，

开发一套通用性软件，使测试平台下的多条线路上不同厂家搭建的同一专业系统

仅通过一套软件就能实现各系统的中央级功能。 

测试平台第三步：测试平台需要对上层传输网和线路通信骨干网进行抗压测

试。具体包含视频云存储并行传输对网络带宽的需求测试，以及线路传输网络测

试。 

测试平台第四步：测试平台需要对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相关功能（施工调度管

理、设备维保管理、干部人事管理、基于 BIM 应用开发等）进行部署。优先部

署上线功能模块涉及建设管理、运营管理以及资源管理等。企业新建系统软件将

直接部署在测试云平台上运行，与既有企业信息化中心进行互联互通。 

（2）实施效果 

构建物理双活高可用数据中心，可实现生产网和企业信息系统容灾，在资源

架构上利用业务主用、业务备用、测试中心的交叉部署，实现对生产系统应用业

务、数据备份的高可用容灾，同时在流量和资源上达到负载分流，充分发挥系统

资源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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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统一测试平台，利用云平台虚拟化镜像快速部署和调度，可随时搭

建出与生产一致模拟环境，平抑和系统硬件和软件的性能兼容性，支撑新老系统

测试和迁移。同时云平台具备灵活扩展性，即插即用环境下，可对即将上线的系

统进行集中性能测试，提升交付质量，降低升级风险，节省测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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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一云“双域”应用案例-深圳地铁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深圳市地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2009 年更名为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深圳市属大型国有独资企

业，地铁集团承担着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建设、运营和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的任务。目前，地铁集团承担着深圳地铁一、二、三期工程 1、2、3、5、7、

9、11 号线 307.75 公里线路的运营任务。 

随着深圳市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轨道交通作为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也获

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18 年，深圳地铁运营线网创出了 449 万的日均客流新

高；深圳地铁当前运营的 7 条线合计 265 公里，规划 14 条新线 273 公里、同时

有 385 个地铁在建工地；从 2019 年开始，在未来五年里，深圳地铁线路将以每

年在建线路超过 300 公里、平均每年新开通不少于 2条线的速度增长，地铁网将

覆盖更大的范围，具备更高的密度；未来将逐步规划建设 14 个“站城一体化”

枢纽，更多的区域将进入轨道交通的时代。 

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地铁作为我国具有优势的重

要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

遇。深圳地铁城轨云当前以支持深圳地铁数字化转型为目标，为打造深圳智慧地

铁、科技地铁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撑，力图成为深圳地铁的 IT 能力共享平台，业

务创新的孵化、开发、验证平台及发布、推广平台、业务运行的承载平台、行业

能力的输出平台。随着深圳地铁集团应用云的场景越来越多，云的服务范围也将

不断扩大，服务对象也从线路、线网、分子公司逐步扩展到全集团；满足全集团

各类业务应用对 IT 资源、能力的需要，是深圳地铁城轨云当前的主要目标。 

（1）技术方案 

深圳地铁集团结合自身业务情况和管理体系制定了一云双域、统一监管的战

略，启动了深圳地铁集团云顶层设计，结合目前在建的 6 号线、10 号线线路云

平台、及 AFC 线网级云平台的经验，规划建设了深圳地铁集团城轨云。城轨云

包含了面向生产业务的工控云、面向全集团企业管理和外部服务的管理云和多云

管理平台，以统一的技术标准、安全体系、和运营运维体系，形成深圳地铁统一

的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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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圳地铁 6 号线、10 号线的线路云以及 AFC 线网云的初步实践，结合

集团业务现状及业务需求的梳理，提出了深圳地铁集团城轨云平台建设内容： 

 统一的云平台技术标准 

 统一的云平台运营体系 

 统一的云平台运维体系 

 统一的云平台安全体系 

 兼容异构及混合云的多云管理平台 

 基于云平台的大数据服务平台 

 基于云和大数据平台的地铁大脑 

深圳地铁城轨云建设后实现资源调配更弹性灵活，数据利用更集中智能，服

务集成更统一高效，应用开发更快速便捷，实现云基础设施、数据、服务、应用

等 IT 资源的一体化管理，支撑深圳地铁生产、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各项业务。进

一步提升信息储存、传输、集成、共享等服务水平，促进业务集成融合，缩短应

用上线周期，快速响应业务变化，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系统运行可靠性。 

为满足深圳地铁生产、管理、公共服务业务发展的需求，深圳地铁云整体规

划设计如图 1所示。 

 

图 1 深圳地铁云平台整体规划 

两朵云：深圳地铁基于本企业自身业务管理的实际情况，规划两朵云，分别

是工控云和管理云。工控云支持深圳地铁 CLC、ACSDA、ACS、PIS、无线通信

系统、CCTV、NCC、综合监控和通信生产业务系统；管理云支撑管理类和公共服

务类业务系统。其中管理云以独立的集群承载公共服务类系统，同时对接公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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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覆盖 IaaS、PaaS 平台：管理云 IaaS 层资源有 4 种类型，虚拟化资源

池、Kubernetes、物理服务器和各线路边缘云节点构成，支撑深圳地铁生产业务

系统，管理层面先由工控云平台管控，对接深圳地铁统一云管平台。管理云 IaaS

层无边缘计算，对接公有云。PaaS 层资源为深圳地铁提供应用、数据库、中间

件、大数据等服务，工控云和管理云功能基本一致，外部服务业务可以直接使用

公有云 PaaS 服务。 

统一管控：统一云管控平台纳管工控云、管理云和公有云实现多云及混合云

的统一云服务，统一云运营，统一云运维，统一云认证。具备多云平台的整合能

力，能够对多种异构基础设施中的资源、环境、应用进行集中统一高效地管理。

具备跨平台的编排能力，以服务目录为最主要载体的云服务管理能力，多云资源

监控告警能力，多租户和多层次的资源访问控制能力；具备运营产品管理和计量

计费能力，流程审批和报表功能，云服务商评价（云分析）功能，可视化的大屏

展示功能；具备安全管理和跨云容灾备份能力。同时提供开放接口整合其它外围

系统的能力。 

数据服务：大数据平台承载了地铁数据的管理，如图 2所示，包括数据服务、

视频服务等，通过数据服务为上层应用提供数据支撑。大数据平台统一管理、集

中存储了地铁的各种数据，保证数据质量。同时提供多种数据计算引擎供应用选

用，以更好挖掘数据价值，主要包括包含如下大数据处理：数据采集汇聚、主题

库、专题库、数据治理、标签画像及数据共享交换等数据处理服务。 

 

图 2 深圳地铁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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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体系：基于深圳地铁城轨云的实际情况，结合网络安全能力体系建设方

法论及最佳实践，如图 3 所示，建议深圳地铁城轨云安全能力体系框架设计采

用：“三+六+一”模型进行规划建设。 

 

图 3 深圳地铁信息安全体系架构 

三：深圳地铁城轨云网络安全能力建议分为三部分：网络安全技术支撑体系；

安全运维服务体系、网络安全管理体系； 

六：深圳地铁城轨云 IT 信息系统技术支撑体系建议分为六个层级/工作域：

系统资源自身安全管理工作域、网络安全域划分工作域、基础网络安全支撑资源

池层、专题安全能力资源池层、统一安全大数据存储平台层、统一网络安全智能

管理及展示中心层； 

一：深圳地铁城轨云网络安全能力体系从一体化安管需求考虑，应将安全威

胁统一管理平台也统一纳入自身安管能力体系中进行建设与监控。 

（2）实施效果 

深圳地铁集团城轨云平台承载着深圳地铁集团的整体云战略，按照逐步推进，

有序建设的思路进行实施。深圳地铁 6 号线、10 号线基于云计算技术的线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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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承载平台，承载信号、综合监控、安防、乘客信息等线路生产业务系统的线路

云建成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降本增效：线路云的实施，将分散在车站的服务器类设备归集到控制中心，

也就是将宝贵的地下建筑空间节约下来，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面空间。站在地铁

建设的角度，综合考虑土建、配电、通风空调及综合监控、安防、乘客信息等业

务系统，一条线采用云计算方案相关投资的成本比传统建设模式节省 10%左右。

当基于云计算方案建设的线路云后续新增线路时，一方面部分资源可复用，减少

新线投资，同时扩展线路资源池的方式比传统扩展线路控制中心的方式要更加快

速，成本也更低。 

业务创新：业务模式的创新需要创新的 IT 能力，深圳地铁 AFC 云结合了腾

讯公有云服务，该项目的实施使得深圳地铁为用户提供的支付渠道更加多样，过

闸时间缩短一半，车站票务运作趋向去现金化，运营效率明显提高。 

催化大数据能力：基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数据服务平台在深圳地铁企业

运营、管理、决策、公众服务等各个方面带来了新的变化。 

 实现企业数据整合：整合 SCADA、FAS、BAS、ATC、AFC、ACC 等专

业数据，实现客流、行车、设备数据的集中统一，形成企业级数据统一视图，实

现企业数据标准化。 

 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全面的数据提升了运营效益，实现客流、设备、行车、

票务、维保等信息的实时统计分析，帮助运管人员及时了解路网客流、行车运营、

设备资产、票卡收入、维修保养等情况，不断提升运能、降低成本。  

 辅助规划科学决策：结合客流数据、商圈居住数据、市政规划数据等，提

供新线路规划的数据支持，同时可预测新增线路对路网的影响。  

 突发应急事件辅助：收集突发事件预案，形成应急预案知识库，增强全员

安全培训和预演，在发生紧急事件情况下提供决策支持。  

 提升公众信息服务：结合客流、行车等数据为乘客提供实时路网信息，方

便乘客进行出行选择。结合地铁线站周边商业、医疗、教育、旅游等资源信息为

乘客提供所需信息查询服务。 

技术创新：深圳地铁城轨云是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城轨云

具有以下创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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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纳管异构云，面对不同的业务域及前期建设的各类异构资源池和异构

云平台，同时还有在公有云资源的统一管理需求，统一规划的深圳地铁城轨云，

规划了多云管理的体系，设计了支持异构云、混合云管理的多云管理平台，多云

管理的实施效果主要实现了私有云和阿里云、腾讯云等公有云的混合云管理；对

接线路云、AFC 云、管理云等多套异构云平台的多云统一管理；无论是公有云还

是私有云，云的扩展都需要付出成本，而通过多云管理平台对各个云平台的使用

情况、服务质量、运行效率等各方面数据的统计分析，帮助业主进行云平台相关

投资决策。 

 可持续发展的运营体系，深圳地铁云平台运营过程中，建立的云服务产品

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过云服务的产品设计、开发、测试、发布、交付等过程

保障云平台的持续发展。 

 支持云边协同的架构，地铁行业业务系统中心、车站两级部署的架构并不

适合完全的大集中的云平台，考虑到地铁车站侧业务的使用方式和系统降级的需

求，通过车站部署边缘云节点，云边协同的架构来提供更加符合地铁业务特征的

平台特色。 

 实现城轨组播网络的定向优化，当 CCTV 等业务通过 SDN 网络转发组播

流量时，通过支持 VXLAN 内的组播转发，实现视频流量跨 VXLAN 网络的自由

发送。 

 稳定可靠的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平台具有的全组件 HA 能力，能够为大数据

平台提供更高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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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混合云多云管理案例-广州地铁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是广州市政府全资大型国有企业，负责广州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的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和附属资源开发经营。截至目前，广州地铁运营

线路共有 14 条，在建线路共有 13 条（段），正着力构建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

世界级轨道交通网络，努力构建“一张网、一张票、一串城”的大湾区轨道交通

格局。 

集团正构建“1+4”引领型智慧轨道交通，即迭代更新的轨道交通智能平台

以及全息感知精准服务、设备智能诊断等 4项关键科技创新技术，以实现“三提

升一保障”即提升服务质量、提升运维效率、提升运营效益、保障运营安全。 

集团在国内率先制定并发布了“智慧地铁功能等级”体系，作为智能化演进

过程中功能等级进阶对照检查的依据。今年底，广州将建立“智慧地铁示范站”，

以数据驱动实现智能化的服务、网络化的协同、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化的延伸。

2025 年，10 条地铁新线达到智慧地铁第 3 等级，并启动已开通线路的智慧地铁

升级；到 2035 年，广州地铁全线网将逐步提升为“智能感知、智能联动”的智

慧地铁最高级别。 

从 2012 年开始，逐步建成了支撑集团信息系统运作的分布式云计算环境，

完成大部分应用系统的云迁移，对资源利用、资源分配、管理效率方面等都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在 2016 年，广州地铁全面推进第二大云数据中心建设，将逐步

实现广州地铁现有信息系统的全面云化。除支撑广州地铁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外，

该中心将具备一定的云服务输出能力，正在开展 SaaS、PaaS 等云架构体系的建

设。 

利用云计算计算帮助广州地铁搭建了敏捷、高效的 IT 体系，实现了安全、

快速的响应，支撑广州地铁成为业界标杆愿景的实现，目前进一步对现有的数据

中心云平台软件、硬件进行扩容升级，以达成满足未来几年随着广州地铁新线线

网建设的加快，为完成未来几年广州新一轮地铁线网建设任务，加强新线线网工

程建设过程的费用控制、核算、设备采购到货物流管理等；加强建设过程的精细

化管理，确保各类设备（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需要对广州地铁新线计算机

综合信息系统提供相应的硬件资源的需求，对广州地铁新线计算机综合信息系统

基础架构环境进行升级，对新线业务系统的基础架构软硬件设备进行升级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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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并对现有数据中心进行双活架构改造，通过 1套云管理平台对广州地铁整

个云数据中心进行统一的管控。 

同时，广州地铁顺应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在大力推进云服务产业发展，响应国

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国发[2015]5 号

文）号召，积极推动城轨“行业云”及云应用示范推广，正努力通过城轨行业云

来构建行业的资源共享中心、行业大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创新中心。 

（1）技术方案 

广州地铁目前内部管理域有 3 个私有云数据中心及少量公有云资源租用构

成的混合架构云数据中心，即万胜围数据中心、公园前数据中心、鱼珠数据中心

及互联港湾公有云资源（主要运行 Glink 应用系统），如图 1所示。 

 

图 1 广州地铁数据中心物理架构 

1）混合云架构 

通过引入云计算技术，在广州地铁搭建基于云的技术架构、基础架构体系，

采用“先开发测试环境，后生产环境”的阶段式演进的云化路径对现有信息系统

进行云化改造，如图 2所示，将现有三大跨地域核心数据中心云化为一个城域大

数据中心，并采用“公有云+私有云”的混合云方式对现有信息系统提供云计算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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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混合云逻辑架构 

外部和公众服务采用“私有云+公有云”的网络接入模式；采用生产业务与

内部管理网互联的网络架构，将外部服务网与生产、内部管理网采用逻辑上的隔

离，实现业务的数据交互，实现集团对外公众互联网服务（官方 APP 乘车码、

智慧车站与智慧出行），以及移动办公、分支机构或投资企业网络互联业务。 

外部服务云部署公司面向外部、面向互联网应用的公众服务系统，包括乘客、

供应商、政府监管部门、合作伙伴等。目前集团的互联网出口主要集中在管理云

的三大云数据中心内，建议依托管理云现有的三大云数据中心，与管理云共用数

据中心的模式新建外部服务云，支撑外部服务业务，方案设计主要有以下考虑： 

三中心设计：外部服务业务是生产业务通过互联网的对外延伸，具有与生产

业务一样的安全与可靠性要求，同时，互联网应用存在大量的测试开发需求，因

此建议采用与管理云一样的三中心设计，即在万胜围和公园前云数据中心搭建双

活的正式环境，在鱼珠搭建测试、开发环境并与正式环境进行定期数据同步。 

混合云设计：通过运营商租用的互联网专线采用的是固定带宽模式，对外部

服务类系统的计划外需求难以及时响应，容易形成瓶颈。而公有云服务商的优势

在于海量的互联网带宽和灵活的按量计费模式，因此除在集团内建设私有云外，

建议同时通过租用公有云资源，如图 3所示，公有云与外部服务云间通过运营商

专线进行连通，形成混合云架构。 

考虑数据安全因素，建议将外部服务业务中涉及核心数据或核心业务逻辑处

理的系统部署在私有云内，其他系统可部署在公有云上。此外，还可以借助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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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的安全服务和缓存服务，在公有云上对访问流量进行过滤和清洗后再回流至私

有云，减轻私有云上的安全和带宽压力。 

 

图 3 外部服务云方案 

2）云安全保障 

采用软件定义安全（SDS）架构，其原理是通过将安全数据与控制平面的分

离，对物理及虚拟的网络安全设备与其接入模式、部署方式、实现功能进行解耦，

底层抽象为安全资源池里的资源，顶层统一通过软件编程的方式进行智能化、自

动化的业务编排和管理，以完成相应的安全功能，从而实现一种灵活的安全防护。 

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服务：可根据广州地铁的安全需求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安全

服务，从东西向、南北向、主机层、应用层等全方位进，形成全面安全防护能力。 

东西向流量的微隔离：以虚拟主机安全防护为核心，采用软件定义的安全资

源池，实现东西向流量之间的微隔离，构建主机安全防护基础环境，重点解决虚

拟网络层面的边界防护、虚拟网络可视化的流量监控等问题的同时实现虚拟机迁

移全过程的安全策略跟随，实现含宿主机操作系统、Hypervisor、虚拟机等主机

的安全保障技术支撑。 

立体联动防御体系：遵循“发现”-“阻断”-“取证”-“研判”-“溯源”

的防护体系，通过云安全威胁感知系统将原本碎片化的威胁告警、防护状态、云

内资产等信息数据结构化并统一整合，并结合威胁情报库进行安全预判溯源，通

过实时交互可视化技术，将原来未知安全威胁变得可视可管，使安全态势一目了

然，最终实现“事前、事中、事后”融合安全风险闭环管理体系，形成“云端、

边界、端点”+“安全可视与感知”的立体联动防护体系架构，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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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云安全部署方案 

3）多云统一管控 

云管理平台为数据中心资源的统一管理平台，可以管理多个异构的云计算产

品，并且可以同时管理私有云和公有云，是目前企业多云环境下统一管理的成熟

解决方案。其能管理的深度需要依赖于被管云产品的 API 开放程度，目前一般能

做到以下两种模式。 

只监不控：对被纳管的云产品的资源、运行状况等信息进行监控； 

既监又控：除监控外，可对被纳管的云产品进行资源的管控，包括资源的分

配、资源的调整、资源的回收等。 

建议采取第二种模式，如图 5所示，生产云和管理云按照云管平台的标准接

入，实现最大限度的统一管控，除资源外，云管平台还提供统一的服务门户、权

限管理、流程管理、运营分析、运维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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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云统一管控 

虽然云管平台可以对各不同品牌的异构云平台进行统一管理，但是对于跨平

台间的资源调度，平台高级功能特性等依然无法纳管，因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资源孤岛的问题。 

 

图 6 云监控的界面截图 

4）云平台可靠性设计 

广州地铁云计算平台在万胜围和公园前区域部署云管控中心，如图 7 所示，

平台间通过大二层网络区域互联两个平台，底层使用混合存储，前端根据需求部

署负载均衡器，最大程度保障应用的可靠性，两朵云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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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双活数据中心容灾部署图 

当某个区域的云平台出现故障时，双方互不影响。另外对于业务实时性要求

高的系统，可在两云区域部署同一后端服务器，前端使用负载均衡器将外部请求

均匀分配到后端服务器上，基于此提高业务并发性能、保证业务的高可用。 

 规避大二层区域故障 

万胜围与公园前的二层网络互通，不同区域的网关在对应区域的核心交换机

上，大二层区域中某个核心交换机出现故障，如图 8所示，当万胜围区域，此时

两台核心交换机之间的心跳连接出现问题，公园前的核心交换机成为 MASTER，

接管万胜围区域的网关（GW），万胜围区域的虚拟机则通过公园前的核心交换机

转发到外网，从而保证业务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访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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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双活数据中心网络故障切换示意图 

 规避云区域故障 

两个区域都有各自独立的云控，如图 9所示，即便是单个数据中心出现故障

时（如万胜围），此时公园前的业务不受影响，原来运行在万胜围节点上的虚拟

机（前期做了高可用部署），已无法使用，但由于做了负载均衡，从而保证业务

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访问性。 

 

图 9 双活数据中心区域故障切换示意图 

 规避单个云节点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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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0 所示，原来运行在万胜围混合集群故障节点上的虚拟机，会自动飘

到万胜围可用节点上，从而保证业务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访问性。 

 

图 10 双活数据中心单点故障切换示意图 

 规避数据丢失故障 

利用分布式存储+集中式存储共同构建混合的存储架构，如图 11 所示，在共

享存储的架构下，万胜围和公园前区域分别有各自的主 LUN，用于读写数据，

每个主 LUN 下又有一个镜像 LUN，分别部署在不同的区域，用于同步主 LUN

的数据，当某个主 LUN down 机后，镜像 LUN 会成为主 LUN，从而保证业务运

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访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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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双活数据中心存储故障切换示意图 

在共享存储架构下，如图 12 所示，各个区域的主 LUN 与镜像 LUN 之间通

过“心跳、数据同步线”同步数据。当该数据线出现故障后，数据无法同步，镜

像 LUN 无法使用，但主 LUN 还可正常提供服务，从而保证业务运行的稳定性和

可持续访问性。 

 
图 12 双活数据中心存储镜像故障切换示意图 

（2）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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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利用率提升：广州地铁管理云几年来的实践显示，云平台在迭代优

化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支撑管理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作需求。在数据中心

运维运营过程中，发现云计算为广州地铁信息化建设带来实质性效益，例如；设

备资源利用率提升了 2.5 倍、资源分配效率提升了 7 倍、管理效率提升了 5 倍、

资源利用效率达 200%、帮助广州地铁成为行业内云数据中心的典范，利用云计

算的规模性效益实现营造、运营、维护维修，以及资产运营效益的最大化。 

多域、多数据中心统一管控：为实现资源的最大限度融合，未来集团的云平

台将最终实现一云模式，在一个云平台下设置安全生产区、内部管理区和外部服

务区三个区域，由一个统一的基础云管平台全面支撑广州地铁安全生产、内部管

理和外部服务业务，同时根据云数据中心的分布进行统一管理，如图 13 所示。 

 

图 13 云管理平台可视化展示 

标准化、流程化：在引入云计算的模式后，广州地铁正在运行的云平台实现

了自定义审批流程、多级审批功能、自定义配置流程、自定义配置流程处理的角

色、操作等。并可以将流程与自动化系统的整合，通过自动化运维流程加速运维

效率。目前每一张维修工单都是由系统进行生成，通过扫描设备上的与后台绑定

的码，员工便可知道需要进行哪方面的检查或是维护。同时还能够了解这个设备

的相关信息，从而准确的抓住问题所在。从下单到执行再到最后的反馈，员工完



    《城市轨道交通云计算应用指南》 

184 

全都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设备进行完成。移动化的办公方式让信息更加具有穿透力，

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精简，对成本提升起到了决定性因素，也让整个系统生产

价值得以提升。 

监控告警、能力开放：广州地铁云平台可以对运行的系统环境整体不同资源

对象进行性能监控，并提供相对应的告警，包含：数据 VDC、主机、虚拟机、

CPU、内存、存储、网络等，提供多维度告警/事件展现包括监控对象分类、物

理位置、虚拟逻辑、来源系统、客户维度。 

广州地铁使用的云计算平台及云管平台为国产化自主可控的软件，源代码与

相关的服务功能可以完全的开放标准的 API，快速的的集成与被集成于其它业务

系统，目前实现了与外部监控系统的对接实现统一查看管理告警，云平台通过邮

件、短信及第三方应用等方式进行集中告警通知。 

简化运维、效率提升：广州地铁线路一直是在不断的建设增长的过程中，各

种业务系统一直在追随关线网建设而升级改造，目前支持的业务系统有：设备资

产管理系统、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协同办公平台系统、车务管理信息平台系统、

预算管理系统、新线施工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资源一体化系统、合作伙伴

关系管理系统、项目投资管理系统、土地整理及开发系统、业务流程支撑管理平

台系统、党务系统、业务活动监控系统、IAMFK 系统等，信息化管理部门需要

做大量的系统上线支持工作，运维人员长期处于网络搭建、系统安装、应用部署

配置等重复性的工作状态，较原来传统架构下业务系统上线需要 1－2 周时间，

而在云计算模式下可以快到在 10 几分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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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云平台 API 接口示例 

作为云平台 API 示例参考，本节列举了虚拟机、镜像管理、存储卷管理、虚

拟机安全等较为基础服务的接口描述，权威规范还期待行业凝聚智慧，协同推进

智慧城轨云平台接口标准体系的构建。 

B.1 接口通用要求 

云平台接口通用要求规定了弹性计算服务所使用的数据类型、接口协议。 

（1）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表示 

年 yyyy 

月 mm 

日 dd 

日期/时间 表示 

时 hh(24 小时制) 

分 nn 

秒 SS 

日期分隔符 — 

时间分隔符 ： 

日期与时间分隔符 一个半角空格 

Int 十进制整数型 

String 字符串 

List<> 包含一个或多个参数 

（2）HTTP 接口协议 

云平台向用户提供的应用接口可采用 HTTP 的 GET 方法传输。通信双方采用

一问一答的通讯机制,即一次应答对应于一次请求。GET 方法是 HTTP 协议中规定

的获取信息的命令。用户身份鉴别和消息完整性验证，至少应选用 HTTP 协议的

以用户身份鉴别机制,保证使用云平台的用户身份的合法性和消息完整性验证,

保证用户和弹性计算平台之间传输的 HTTP 消息的完整性。 

参数名 
数据 

类型 
说明 

Action String 动作名称,如创建虚拟机为 CreatVM 

Version String 接口版本 

Timestamp String 请求发起时间,格式为 yyyy-mm-dd hh:mm:ss 

AccessKeyId String 
用户访问密钥 ID,用户注册后平台分配给用户的安全

访问密钥对应的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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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Method  String 
签名算法名称,关于签名算法的使用应参考国家相关规

定和标准 

Signature String 根据签名算法生成的签名 

Faultstring String 操作失败后的出错信息 

B.2 虚拟机接口 

虚拟机接口包括对虚拟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虚拟机的全生命周期从虚拟机

创建动作发起开始,到完成该虚拟机的删除命令结束，在虚拟机的全生命周期内

均可查询状态。 

（1）创建虚拟机(CreateVM) 

消息 

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CreateVM

Req 

VMTemplateI

D 
String 虞拟机模板唯一标识 

CoreCount Int 

CPU 核数,单位为核(与

VMTemplateID 不能同时出现在创建

重拟机的请求中,否用返回出错信息) 

MernorySize Int 

内存大小,单位为 MB(与 

VMTemplateID 不能同时出现在创速

重拟机的请求中,否则返回出错信息) 

DisSize Int 

磁盘大小,单位为 MB(与

VMTemplatelD 不胆同时出现在创建

遵拟机的请求中,否则返回出错信息) 

ImageID String 虚拟机镜像唯一编码 

Count Int 创建虚拟机的个数 

VMPasswords 
List(VMPassw

ord) 

虚拟机管理员的随机口令,由用户指

定。长度为 1 或者 Count 

BSIDs List(BSID) 块存储编码。长度为 1 或者 Count 

UserParas List(UserPara) 
用户自定义数据,长度为 1 或者 

Count 

VLanIDs List(VLanID> 
虚拟网络唯一标识。长度为 1 或

Count 

VMNames List(VMName) 虚拟机名称,长度为 1 或者 Count 

PrivateIPs List(PrivateIP) 虚拟机私网 IP 列表,长度为 Count 

KeyNames List(KeyName) 密钥名称,长度为 1 或者 Count 

SGIDs List(SGID) 
安全组唯一标识,长度为 1 或者

Count 

消息应答: 

CreateVM

Resp 

VMlnfoSet List(VMlnfo)  重拟机信息集合 

VMID string 虚拟机一标识,由云计算平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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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动虚拟机(StartVM)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StartVMReq 
VMIDs List（VMID） 虚拟机唯一标识列表 

应答消息：

StartVMResp 
VMStates List(VMStateChange) 虚拟机当前状态 

（3）停止虚拟机(StopVM)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StopVMReq 
VMIDs List（VMID） 虚拟机唯一标识列表 

应答消息：

StopVMResp 
VMStates List(VMStateChange) 虚拟机当前状态 

（4）虚拟机挂起(SuspendVM)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SuspendVMReq 
VMIDs List（VMID） 虚拟机唯一标识列表 

应答消息：

SuspendVMResp 
VMStates List(VMStateChange) 虚拟机当前状态列表 

（5）删除虚拟机(DeleteVM)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DelteVMReq 
VMIDs List（VMID） 虚拟机唯一标识列表 

（6）查询虚拟机(QueryVMStateReq)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QueryVMStateReq 
VMIDs List（VMID） 虚拟机唯一标识列表 

应答消息：

QueryVMStateResp 

VMStates List(VMStateChange) 虚拟机当前状态 

VMID String 虚拟机唯一标识 

VMName String 虚拟机名称 

VMTemplateI

D 
String 虚拟机模板唯一标识 

ImageID String 虚拟机镜像唯一标识 

VLanID String 虚拟网络唯一标识 

PrivateIP String 虚拟机私网 IP 

KeyName String 密钥名称 

AcceptTime String 
虚拟机受理时间:yyyy-

mm-dd hh:nn:sS 

BSID String 
虚拟机挂载的块存储唯

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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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镜像管理接口 

该接口以用户指定的虚拟机为源,生成一个新的镜像。在创建镜像的过程中,

源虚拟机应停止运行,镜像创建完成后,用户可以继续启动并使用虚拟机,镜像创

建完毕后,可供后续创建虚拟机使用。 

（1）创建虚拟机镜像（CreatelmageReq）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CreatelmageReq 

VMID String 
用于创建镜像的虚拟机唯一标

识 

ImageName String 镜像文件的名称 

ImageFormat String 镜像类型  

ImageDescriptio

n 
String 镜像插述 

应答消息 
ImageID String 操作成功后的镜像唯一标识 

CreatelmageResp 

（2）导入虚拟机镜像(ImportImage)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ImportImageReq 

ImportImagePath String 镜像路径 

ImageName String 新镜银名称 

ImageFormat String 课镜像类型 

应答消息： 

ImportImageReq 
ImageID String 操作成功后的新镜像唯一标识 

（3）导出虚拟机镜像(EmportImage)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ExportImageReq 

无应答消息 

ImagelD String 待导出镜像唯一标识 

ExportImagePath String 导出镜像的存储路径 

（4）查询虚拟机镜像(Querylmage)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QueyImageReq 
ImagelD String 待导出镜像唯一标识 

应答消息: 

QueyImageResp 

ImageList List(Imagelnfo) 镜像描述列表 

ImagelD String 镜像唯一标识 

ImageName String 镜像名称 

ImageFormat String 镜像类型 

ImagePath String 镜像存储路径 

ImageOSType String 源镜像操作系统描述 

ImageDescriptio

n 
String 镜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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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ue Steing 镜像大小 

ImageState String 镜像状态 

B.4 卷管理接口 

该接口用于创建指定大小的卷，并且卷可被虚拟机加载、卸载和状态查询。 

（1）创建卷（CreateVolume）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CreateVolumeReq 

Volimesise String 卷的大小 

VoluteName String 巷的名称 

应答消息: 

CreateVolumeResp 

VolumeName String 卷名称 

VolumeSime String 块存储大小,单位兆字节(MB) 

VolumeUisedSi

ne 
String 卷已用大小,单位兆字节(MB) 

VolumeState String 
卷的状态:1:创建中;2.已挂

装;3:(未挂载) 

AttachTime String 卷的加载时间 

CresteTime String 卷的创建时间 

VMID String 卷关联的虚拟机唯一标识 

（2）加载卷（AttachVolume）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AttachVolumeReq 

VolimeID String 编码 

VMID Siring 要挂载卷的虚拟机唯一标识 

应答消息:Attach 

VolumeResp 
AttachTime String 加载卷操作时间  

（3）卸载卷(DetachVolume)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DetachVolumeReq 

VolimelD String 卷的唯一标识 

VMID Siring 
卸载卷所关联的虚拟机唯一标

识 

应答消息:Detach 

VolumncResp 
Detach Time String 卸载卷的操作时间 

（4）卸查询(QueryVolume)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QueryVolumeReq 
VolumelD String 卷唯一标识 

应答消息: 

QueryVolumeResp 

VolumeName String 卷名称 

VolumeSime String 块存储大小,单位兆字节(MB) 

VolumeUisedSin

e 
String 卷已用大小,单位兆字节(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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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State String 
卷的状态:1.创建中:2.已挂装:3.

可用(未挂载) 

Attach Time String 卷的加载时间 

Creste Time String 卷的创建时间 

VMID String 卷关联的虚拟机唯一标识 

B.5 安全组接口 

云平台通过安全组配置防火墙规则,实现对进出虚拟机的网络流量的控制,

任何一个虚拟机都应属于一个或多个安全组,一个安全组可包含多个虚拟机,用

户可以创建自有安全组,如果用户在创建虚拟机时没有指定自有安全组,将为该

虚拟机自动生成并分配一个默认安全组。 

（1）创建安全组(CreateSG)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CreateSGReq 

SGName String 安全组名称 

SGDescription String 安全组描述 

应答消息: 

CreateSGResp 

SGID String 安全组唯一标识 

SGName String 安全组名称 

（2）查询安全组信息(QuerySG)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QuerySGReq 

SGName String 安全组名称 

SGDescription String 安全组描述 

应答消息: 

QucrySGResp 

SGID String 安全组唯一标识 

SGName String 安全组名称 

SGDeacription String 安全组描述 

SGPermiasions 
List(Permissio

n) 
安全组访问规则列表 

Protoeol String 访间协议 

FromPort  Int 被访问的起始端口号 

ToPort Int 被访问的结束端口号 

Groups List(SGID) 组间规则集合 

IPRange String IP 来源范围 

（3）添加安全规则(AddSGRules)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AddSGRulesReq 

SGID String 安全组唯一标识 

IPRanges List(IPRange) 

IP 源范围列表,可为 eidr 格

式或 IP 段,Groups IPRanges

选一 

Groups List(SGID) 
组间规则集合,Groupa 和

IPRanges 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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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Port Int 被访问的起始端口号 

ToPart Int 被访同的结束端口号 

Protocal String 协议类型 

应答消息: 

AddSGRulesResp 

SGID String 安全组唯一标识 

SGRuleaID Int 
安全组内的安全规则编码,取

值,1~99 999 

（4）删除安全规则(DeleteSGRules)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DeleteSGRulesReq

无应答消息 

SGID String 安全组唯一标识 

SGRulesID  Int 
安全组内的安全规则编码,欢

值:1~99 999 

B.6 密钥管理接口 

采用支持 SSH2.0 或 OpenSSH 等主机公钥格式访问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的

虚拟机时,密钥管理为用户提供通过密钥认证登录虚拟机的方式。密钥对类型支

持 SM2、DSA、ECDSA 等加密算法。 

（1）创建密钥对(CreateKeyPair)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CreateKeyPairReq 
KegName String 密销名称 

应答消息: 

CreateKeyPairResp 

KeyName String 密销名称 

keyFingerprint String 私钥的密钥指纹 

PrivateKey String 未加密私钥 

（2）删除密钥(DeleteKeyPairPair)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DeleteKeyPairResp 

无应答消息 

KegName String 密销名称 

（3）查询密钥对(QueryKeyPair) 

消息类型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请求消息: 

QueryKeyPairReq 
KegName String 密销名称 

请求消息: 

QueryKeyPairResp 

keySet List(KeyInfo) 密销信息列表 

keyName String 密销名称 

keyFingerprint String 密钥指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