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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应用交付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目录 / Contents

01 公司介绍 02 基本功能

03 特色方案 04 成功案例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01
公司介绍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安全与云计算解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让用

户的IT更简单，更安全，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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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公司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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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第一品牌

市场占有率NO.2
国产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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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5年入围Gartner

唯一入围Gartner ADC魔力象限的国产厂家，连续5年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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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数据

F&S 2014年市场分析报告 IDC 2015年市场分析报告 IDC 2016年市场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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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家中高端客户的一致选择

政府

金融

企业

其他

服务于超过17家部委级单位的核心业务系统：如外交部、财政部、公安部、国
土资源部、工信部、国税总局、民航总局、气象总局等

打破国外品牌垄断格局，全面突破金融生产网，成功应用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和各省农信社、城商行

央企、民营大企业的共同选择：华润集团、比亚迪、招商局、中石油、万科集团、
雅戈尔集团、中青旅、红蜻蜓集团等世界500强客户选择

入围中国电信集团、国家电网的产品采购目录，并大规模长时间稳定运行于用户
的生产业务环境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02
基本功能
深信服应用交付（AD）解决方案是对应用数据进行端到端的分析、调度、

保护、加密和优化，集服务器负载、链路负载、全局负载和SSL卸载等

于一体，能够探测应用交付过程中的故障，并毫秒级切换，保障应用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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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应用交付：链路负载均衡、服务器负载、全局负载均衡All In One

基础：
多链路负载均衡
服务器负载均衡
多数据中心负载均衡
SSL卸载

延伸：
服务器性能优化（如SSL卸载、
HTTP压缩、TCP链接复用）
单边加速、图片转码
虚拟化（VAD+AD软件版)

链路负载均衡、服务器负载、全局负载均衡All In One，三种功能同时处于激活可使用状态，无需额外购买
相应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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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应用交付：应用场景

服务器组

电
信

网
通

AB

 业务多服务器负载
 系统健康监控
 卸载服务器压力
 业务加速
 系统安全防护

 多条链路流量分
担

 链路健康监控
 智能DNS代理

 内置智能DNS服务器
 根据地域，运营商，

数据中心资源利用率
分配流量

 数据中心健康监控

双活数据中心，灾备中心负载均衡

互联网出口-多链路出入站智能选路数据中心-保障应用系统可靠性和高性能

安全/应用设备负载

 异构设备实现集群
 提高扩展能力
 解放安全设备自身

开启集群的性能占
用，提高处理能力

场景一 场景二

场景三 场景四

四大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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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网用户
应用系统高可用性
• 深度健康检查
• L4-L7内容处理分发
• 会话保持机制

服务器性能优化
• TCP复用
• SSL卸载
• 动态压缩
• HTTP缓存
• QoS管理

业务安全性
• DoS/DDoS防护
• 用户CA认证
• ACL访问控制
• 浪涌保护
• 智能告警

数据中心终端

TCP单边加速

• 克服丢包和延迟问题

• 提升速度30%以上

广域网

多站点高可用性
• 全局负载
• 业务永续

互联网应用

内网用户

内部应用

多链路高可用性
• 链路负载
• 动态监控

图片转码技术

• 优化web图片格式

• 减少50%加载时间

技术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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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负载均衡：链路健康监测、智能路由、链路繁忙控制

、

• 入站负载：智能DNS选路

• 出站负载：DNS透明代理

• 链路健康检测：所有的用户引导到仍然可以对外提供服务的链路上

• 静态、动态负载算法：链路使用率最大化

提供最快访问链路，保障用户快速、稳定的接入

入站选路

静、动态负载算
法

ISP 1

ISP 2

出站选路

动态链路探测

关键技术：

• 智能路由：基于时间、协议等元素精细化通过IP、
域名等方式定义链路地址库

• 链路选择策略：包括轮询、带宽比例、加权最小流
量、动态就进性等分发策略

• 链路繁忙保护：链路繁忙时的保护机制

• TCP探测方法：链路健康状态的探测方法

使用场景：

• 多链路接入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多运营商多链路负
载冗余

• 多链路接入办公网：办公区多运营多链路负载冗余

• 分时段链路选择：分时间链路链路负载

• 分用户链路选择：分用户链路链路负载

• 分协议链路选择：分协议链路链路负载

价值：

• 通过智能选路，较少网络传输时间及性能消耗，确
保用户最优访问体验

• 通过多链路冗余及编排，保障业务持续交付的高可
用性

• 通过智能链路编排，根据链路利用率、质量进行动
态调整，最大化带宽利用，提升投入产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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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负载均衡：四、七层调度、应用健康检查、会话保持

业务稳定
性保障

高性能多
核硬件平

台

动态负载
均衡策略

Session级
会话保持

应用级健
康检查

• 负载算法：多种静态、动态的L4-L7负载算法，基于
选择最佳计算资源进行分配

• 应用级深度健康检查：基于应用协议和应用内容的
健康检测

• Session级会话保持：IP、Cookie、HTTP-Header
、Radius

减少宕机时间并规模应用

四层调度策略

• 负载均衡接收到用户的访问流量后，分析目的IP和端口，
通过预先设定负载策略将用户访问流量分配到不同的服务
器节点之上。

• 静态算法：IP、轮询、加权轮询、优先级、首个可用

• 动态就近性：动态反馈、最快响应

• 其他负载算法：Hash算法、UDP强行负载

七层调度策略

• 分析HTTP请求，基于URI、Cookies、HOST、HTTP-
Head进行调度

• 将不同的HTTP请求交给不同的或多个服务器来响应以分担
负载

• 支持HTTP请求改写和应答改写，以及页面跳转和丢弃

• 实现业务架构灵活配置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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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

在周期内，根据策略监测服
务器状态，回复即可用

如果节点在制定时间内没有响
应，负载将其标记为异常

如果负载均衡发现服务器状
态异常，将流量发送给其他

服务器

当节点响应是负载将其状态标
记为可用

你可以正常
工作吗?

Yes Yes Yes

链路健康检查机制

• 通过多个Internet站点的可达性，来共
同判断一条链路的状况

• 内置多种协议TCP、UDP、ICMP、
HTTP等

• 支持用户自定义，基于内容的链路健康
检测机制

• 一旦链路出现问题，立即切换。

应用级服务器检查机制

• 基于硬件运行状况的主动检查：通过
PING、SNMP等方式监控服务器的运行
状况

• 基于应用类型的主动检查：TCP、UDP、
HTTP、DNS、Radius等都可以通过相
应的检测机制监控应用的运行状况

• 基于观测方式的被动检查：根据观测到
的服务器连接数，上下行数据报文等参
数，判定服务器节点是否有效

• 自定义内容检查机制：是通过预设自定
义字符串，来判断服务器应用是否运行
正常

◼ 健康检查 用来判断后台服务器存活状态
•特定的应用程序,一个续期的回复, 在一定时间内

◼ 失败后的处理动作
•标记节点为异常，从现有资源池中剔除
•继续进行探测
•没有新连接到这个成员member，但现有连接被维
持
•达到了超时时间前有一个成功的检查结果新连接发
送到节点

◼ 可以使用复合健康监测, 所以可使用多重健康检查
•可以使用全部或者部分的健康检查结果来标记成员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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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保持

在负载均衡模式下，每个客户端请求
会被分发到不同的后台服务器中

启用会话保持后，负载均衡将客户
端发起的连续请求发往同一台服务

器

会话保持技术会使负载均衡创建会
话保持表来记录客户端端的请求走

向

城域
网

◼ 会话保持用以识别客户与服务器之间交互过程的关联性，在作负载均衡的同时，还保证一系列相关联的访问请求会保持分配到一
台服务器上，以确保应用不会出错

◼ 主要的会话保持方式：基于源IP保持、Cookie（插入、被动、改写）、HTTP-Header、Radius、SSL Sessio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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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可编程，实现基于特殊字段进行会话保持，比如微信银行

2013年招行升级微信平台，推出

全新概念“微信银行”，不仅实

现借记卡账户查询、转账汇款、

信用卡账单查询、还款、积分查

询等卡类业务，更可以实现网点

查询，贷款申请、手机充值、生

活缴费、预约办理专业版和跨行

资金归集等多种便捷服务。

业务介绍：

业务场景：

2 IP地址唯一

微信公众平台 银行端

1 不支持Cookie

关键技术：

• 基于iPro/irule的会话保持

其中FromUserName可作为负载均衡依据，所有的微信报文

消息都包含ToUserName以及FromUserName两个字段，用

以鉴别微信开发者以及微信公众号的使用者。

价值：

• 解决业务系统单点故障的问题，提升业务系统整体高可用

性，为后期业务系统扩容提供基础

• 解决负载分担的架构需求，将流量均衡负载到每台服务器，

解决资产闲置的问题，提升硬件资产利用率

• 基于业务特征码的流量编排，实现最小颗粒度的流量调度，

保障每笔交易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参数 描述

ToUserName 开发者微信号

FromUserName 发送方帐号（一个OpenID）

CreateTime 消息创建时间 （整型）

MsgType text

Content 文本消息内容

MsgId 消息id，64位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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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重定向：适用于征信、WEB对外提供服务类业务

10.1.1.100:80

10.1.1.100:80

10.1.1.100:9080

10.1.1.100:9081

10.1.1.100:9082

10.1.1.101:80

10.1.1.101:9080

10.1.1.101:9081

10.1.1.101:9082

10.1.1.102:80

10.1.1.102:9080

10.1.1.102:9081

10.1.1.102:9082

• 客户场景：

• WAS在开发过程中为完成业务逻辑经常会采用多个端口（如：

9080、9081、9082等）并存的方式，但实际客户端访问的

端口只有80。

• 当客户端向服务器80端口发起请求后，服务器在响应时经常

会让其访问其他端口，但实际上网络设备并没有开启相关策略，

最终导致访问失败。

• 通常在Websphere环境中需要把重定向信息中的9080端口改

成80端口。这个可以使得开发环境依然使用原来的模式，生

产环境使用负载均衡的模式。通过负载可以灵活的将端口进行

转化，避免业务失败等情况的发生

使用场景：

• 适用银行绝大部分WAS中间件的业务，如征信等

关键技术：

• 服务：配置业务端口，提前定义出可能的所有端口。

• 前置策略 – HTTP改写：通过定义response中location字段进

行策略匹配，命中后修改对应字段。（不需要写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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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分发：基于请求路径不同内容、域名的的流量及路径编排

10.2.2.100:80

18.200.150.10

/default

/img

Img

Video

doc

/video /doc

关键技术：

• 前置策略-高级条件匹配：通过配置header头中请求行和请求头部

进行http协议层面负载均衡

使用场景：

• B/S结构业务：目前大部分开发构件都有Web和中间件，比如

WAS/ IIS/ Weblogic/ JBOSS等，出于优化方面的考虑，可以针

对请求路径中的不同内容进行捕捉和分发，根据访问不同的URL

来做逻辑判断，进而将流量引导到最合适的服务器。也可以基于

域名做不同服务器资源群的路径编排，将流量引导到正确的应用

系统服务器。如征信系统，分为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根据URI，

将公私用户引导对应系统，类型系统包括网银、大小额等。

价值：

• 对客户端的请求和服务器的响应进行任意修改，极大的提升应用

系统在网络层的灵活性

• 对请求内容进行灵活编排，有效的利用服务器资源优势，提升用

户资产利用的合理性，达到资产利用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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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改写：针对跨区访问的业务，以及可能的后续互联网接入区建设

SSL VPN

外网DMZ(91.X.X.X) 内网(31.X.X.X)

用户环境：

• 用户网络分为内网和外网（内网是生产网，外面是能够

连接internet、vpn拨入的网络），分别为不同的IP地址

段，同时采用内墙、外墙进行隔离；外墙负责互联网接

入，内墙负责内外网隔离；内外网间IP地址不可以直接

互相访问，必须通过内墙进行地址映射、转换，内外网

互相隐藏源、目的IP地址；为保护内网IP地址不暴露在

外网，所有的应用服务器均采用内墙进行双向地址转换；

访问过程：

• 首先访问门户的映射地址（91.x.x.45），打开门户网站页

面，经过身份认证后，在门户界面上直接点击各应用系统

的链接，页面自动跳转到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认证通过

页面会自动弹出相关应用系统界面(SSO)。

• 由于门户仅提供其他各应用服务器的链接，门户页面上的

链接是采用的绝对路径，类似http://31.x.x.x/aaa/bbb这

样的URL。导致外网用户点击时弹出的浏览器地址也是基

于内网IP的URL，这样肯定是无法访问的(91网段与31网段

路由不可达)，同时也不符合相关的安全条例。

使用场景：

• 跨区访问业务

• 由于业务需求，需要针对header进行改写的业务

价值：

• 打破网络和应用间的隔阂，实现两端脱合，便于应用的快

速部署、上线

• 通过灵活的事件控制，有效降低研发二次开发的可能性，

提高业务上线速度，降低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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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突发、大流量、性能不足的保障机制：连接限制 or 过载保护

关键技术：

• 连接数限制：限制每台服务器接受连接数量的最大值

• 强制调度：不受连接数限制的策略

使用场景：

• 大并发场景： 存在流量突发的场景（如大促），为保证大部分用

户的使用，进而进行业务层数量限制。常见应用如：个人银行、

企业网银、互联网金融平台、手机银行等。

• 服务器性能不足：单独立旧服务器性能不足，单独进行连接数限

制。但此类场景并不多见，一般立旧设备常应用与测试网，但却

是存在类似情况。常见应用为管理或办公应用，

价值：

• 在大并发、突发流量的情况下，保证业务系统的高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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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业务上线的保障机制：温暖上线

健康监测：ok

App

Installing

关键技术：

• 温暖时间：首先通过监视器监判断后台服务状态，一旦发现

服务器状态转为正常，先会计算恢复时间，结束后系统再次

进入倒计时阶段，即配置的温暖时间，在本次倒计时阶段内

负载均衡根据公式缓慢向后台服务器分配连接，超时后开始

正常向该服务器分配连接

使用场景：

• 新增服务器：生产环境下，由于业务访问量较大，现有资

源不足，需要添加服务

• 服务器替换：服务器故障导致需要更换服务器，或修复的

服务器重新上线

价值：

• 服务器请求保护，避免出现新服务器上线由于连接数过高

导致的故障问题，保证业务系统的稳定运营

关键技术：

• 恢复时间：首先通过监视器监判断后台服

务状态，一旦发现服务器状态转为正常后

系统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即配置的恢复

时间，在倒计时阶段内负载均衡不会主动

向后台服务器分配连接，超时后开始正常

向该服务器分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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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迭代、灰度发布

区域1 区域2 区域3

DMZ

新版本 老版本

Internet

• 识别用户地点或身份信息 • 
• 通过AD将部分用户切换至新版本 • 
• 版本稳定后， 将所有服务器升级

根据用户IP地址区分

根据用户手机号码区分

灰度发布（AB test）：同时运行两个版本（例如网站、APP应用），部分用户访问老版本，部分
用户访问新版本，用以测试新版本问题、客户喜好度等。同时不需要中断业务来做调整。

根据版本权重区分

根据cookie设置区分

AB test是最典型常见灰度发
布方式，当业务迭代有新的版
本时候。让一部分用户继续用
A版本，一部分用户开始用B版
本，如果用户对B的版本满意，
那么逐步扩大范围，最终把所
有用户都迁移到B版本上面来。
灰度发布可以保证这个变化过
程整体系统的稳定，在初始灰
度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调整问
题，以保证其影响度。

针对这个场景的需求，可以
通过4-7层的调度算法，能够
精确细区分用户IP地址、手机
号码、Cookie，通过灵活的调
度算法，实现IP、手机号码、
权值、cookie的不同，调度到
不同的版本，实现应用的灰度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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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保护机制：升级、故障的应急机制

关键技术：

• 前置策略-页面重定向：通过配置将各种网络请求重新定个方向转

到其它位置

• 自定义内容：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或上传重定向页面，

705支持页面上传，简化配置过程

使用场景：

• 性能不足：配合连接数限制，当客户服务器性能不足时重定向提

醒页面（如稍后再试），或将流量引导到别的地方

• 错误提示：通过配置提前定义错误代码，当客户正常访问是出现

错误信息，重定向错误提醒页面

• 公告提示：当客户访问服务恰巧赶上服务器升级，可返回公告提

示页面，告诉用户可以访问的时间段

• 页面引导：遇到特殊情况是，将流量引导到别的链接

价值：

• 动态感知应用使用情况，提升最终客户体验效果

• 降低应用迭代频率，减少业务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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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址透传：内网审计、流量特殊引导

2 真实客户端源IP:1.1.1.1

1 CDN/云等修改后源IP:2.1.1.1

3 网络设备修改后源IP:3.1.1.1

业务场景： 关键技术：

• X-Forwarded-For：标准解决方案（非标准RFC请求信息，但逐渐被公认），

表示客户端IP，也就是HTTP的请求端真实的IP

• 插入Header：工作原理类似XFF，可定义更多信息，如设备名称，特殊字段

等

• 插入Cookie：工作原理类似XFF

• TCP-Option：将客户端IP放入TCP的option字段中，适应C/S架构，但需要

设备支持TCP Option字段

• TCP-payload：类似TCP-Option

使用场景：
• 外网流量分发： CDN/云环境等，无法辨识客户端IP，导致流量分发策略不

准确

• 内网审计：方便后台业务系统完成客户端审计等工作

• 特殊场景：流量特殊引导

价值：

• 打破网络和应用间的隔阂，实现两端脱合，便于应用的快速部署、上线

• 满足业务实际需求，实现客户端审计、信息校验等业务需求，为后期排错提

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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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负载均衡&双活数据中心

风险/挑战

 数据中心级故障引起业务中断
 备数据中心巨额资产闲置

方案
 全局流量调度，用户就近访问
 同时提供服务，盘活闲置资产
 关注链路/业务状态，避免访问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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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卸载需求

⚫保障数据传输安全；

⚫简化加密改造难度，减少服务器性能消耗

目 的 功 能

⚫支持RSA国际标准1024/2048/4096位加密；

⚫支持LDAP、FTP、和HTTP的CRL证书吊销列表；

⚫支持单向和双向认证，支持多种标准格式的证书；

⚫证书信息透传，将证书里的信息透传给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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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快速的访问：TCP单边加速、HTTP压缩、图片转码、内存缓存

TCP 单边
加速

• 跨国、跨运营商、移动互联网访问存在丢包、延迟

• 在存在丢包延迟网络，传统TCP协议效率低下，影响用户访问速度

• TCP单边加速改进拥塞控制算法和丢包重传机制，提升TCP协议效率

• 服务器端单边部署，客户端零安装，对用户透明

网络传输效率提升至少30%以上

A
D

服务器

1. 请求html页面 1.bmp
2. 转发请求 1.bmp

3. 响应图片 1.bmp

4. 将图片 1.bmp
转码为1.jpg

5. 响应图片 1.jpg

Internet

无需更改原有业务结构，自动对jpg、bmp、png等类型的图片进行
转码;根据客户端浏览器的信息，返回转码效果最好的图片;通过优化
图片格式来降低文件大小，提升Web访问速度

最多可减少50%页面加载时间

Respons
e:20KB

压缩数据：
×&×…&%…&
Ygh’gThkjdf*
&

明文数据：
<acc>2234234234
234234234234Ja
mes23423423423
423565679</acc>

• 通过标准的HTTP压缩规范自动识别客户端对Gzip或Deflate
压缩算法的支持情况，并能够实现对数据动态压缩。

• 能在最大程度上节省组织的互联网带宽，缩短用户下载内容的
等待时间，更减轻了Web服务器的压力，节省硬件投资成本
，提升用户的访问体验。

Response:
100KB

• 基于内存的反向代理Cache功能，在内存中以数据包的形式缓
存网站等相关资源的页面内容；

• 相同访问内容的重复请求，可直接从缓存中回应回复内容

• 降低用户访问对后台服务器的负载压力，提升请求处理的响应
速度

Get /images/a.gif

HTTP 200 a.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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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服务器虚拟化环境

• 实现常规的负载均衡机制

• 多台虚拟机组成业务集群

• 针对具体应用的健康检查

• 性能优化技术减少性能消耗

高可用性与压力卸载

• 旨在发挥虚拟机的灵活性

• 应用系统配置自动同步

• 根据业务量动态开关虚拟机

• 发生业务故障时自我修复

与vCenter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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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虚拟机自动化配置与迁移

vCenter Server

VMware ESXi & ESX

SANGFOR AD

调整VM
修改配置

获取VM配置信息

VM Configure

自动添加
简化操作

◼ 管理员在vCenter上对虚拟机进行添加或者关闭，AD设备自动获取配置

◼ 通过获取的配置，AD自动在设备节点池内对相应虚拟机进行添加或者删除

◼ 针对服务器虚拟化环境引入配置自动化功能，简化管理员的运维配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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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虚拟机资源动态调度

Off-lineOn-line

vCenter Server

VMware ESXi & ESX

SANGFOR AD

业务高峰期
系统压力增大

监控VM负载状态

增补VM节点
扩充系统性能

VM Workload

◼ 业务量增加，AD通过vCenter开启更多虚拟机，并在节点池中添加相应虚拟机

◼ 业务量减少，AD通过vCenter关闭一些虚拟机，并在节点池中删除相应虚拟机

◼ 在不影响业务访问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提升虚拟机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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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虚拟机故障感知与应急处理

vCenter Server

VMware ESXi & ESX

SANGFOR AD

VM Health Monitor

业务故障
VM离线

定时获取VM健康状态

自动重启
VM上线

◼ 虚拟机本身运行正常，而应用出现故障，Vcenter不会对VM进行处理

◼ AD监测到应用故障，实时通知vCenter对所属虚拟机进行重启，自我修复故障

◼ 在业务出现问题后能够即时解决故障，有效减少来自来人工维护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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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负载首页：一眼看到关键业务运行状态和故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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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负载首页：双机/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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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即所得的业务故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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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看问题业务的运行趋势并对问题详细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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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某一台服务器的运行趋势和故障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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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查看业务优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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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看清所有业务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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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卡片模式和列表模式一键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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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看清所有服务器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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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负载大屏展示-首页（双机/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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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负载大屏展示-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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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负载大屏展示-ISP资源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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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负载大屏展示-应用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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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负载大屏展示-链路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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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色方案
针对云平台的OpenAD方案，解决各个行业IPv6改造问题以及IPv6改造

过程中遇到的天窗问题，支持国密算法以及稳定性提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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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功能介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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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Gluster Management

AD
LBaaS
Plugin

AD Driver

云管平台

A
D
应
用
交
付

Dashboard

AD Driver

租户A

租户BLB LB

LB LB

LB LB

LB LB

我们的负载虚拟出来的LB可
以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负载
策略，一个LB对应客户的一
个业务系统。

例如：用户平台上有2个租户，
每个租户有3个VLAN，每个
VLAN又有2个业务系统，那
么一共就有2*3*2=12个业务

系统，那就需要12个LB，记
住LB选型是和业务系统
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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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产品原理-网络隔离

网络（
Network）

VLAN/VxLAN

ETH0

虚拟
网口

虚拟
网口

NET-NS NET-NS

Openstack有租户、网络和

子网的概念，网络和子网都需

要隔离：

•在网络层面我们通过VLAN

或VXLAN来进行隔离，

•在子网层面我们通过网络命

名空间来进行隔离。

子网

网络（
Network）

VLAN/VxLAN

虚拟
网口

虚拟
网口

NET-NS NET-NS

子网

网络（
Network）

VLAN/VxLAN

虚拟
网口

虚拟
网口

NET-NS NET-NS

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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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产 品原理—管理高可靠

插件可靠性保障
在OpenStack架构中深信服sangfor 
lbaas插件分为两部分：service_plugin
与driver端，深信服与F5的架构都是支
持多driver主备、主主部署。

多个driver可部署在openstack云平台的
不同物理节点上。当service_plugin发现
某一driver状态故障或异常时，则由其他
driver承接原有故障driver的，并进行数
据校正和检验。

无论是Driver发生软件异常（进程崩溃/
卡死），还是云平台的任何物理节点发
生宕机/断电/硬件损坏，都不会影响系
统可靠性，不会影响云管平台的LB操作。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Gluster Management

AD
LBaaS Plugin

AD Driver AD Driver AD Driver
云管
平台

A
D
应
用
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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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产品原理-业务高可靠

LB可靠性保障
LB的可靠性是最为关键的，Driver的可靠
性影响的是控制流，发生故障可能会导致
运管平台无法进行LB维护。但是LB本身
的可靠性更为关键，影响的是业务流，如
果发生故障可能会导致业务中断、业务无
法访问。

深信服AD通过集群方式部署(N+M)实现
业务的高可用，设备之间通过租户应用组
进行业务划分，设备A故障后，通过集群
选举机制选举设备B接替A的业务工作，
从而能够保障业务无中断运行。

深信服AD切换时LB的丢包率小于1个
ping包，客户业务访问基本无感知。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Gluster Management

AD
LBaaS Plugin

AD Driver AD Driver AD Driver
云管
平台

A
D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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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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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产品原理-高性能与扩展性

1.LB支持数量
深信服目前OpenAD设备有三款型号，
最大支持500个LB，考虑到数据中心必
须处理单点故障，那么我们建议保证1倍
的冗余，按照所需要的LB数量的2倍配置
进行部署。

2.LB数量扩容
OpenStack AD一般部署为集群模式，
如果随着客户业务系统越来越多，或者
租户数量越来越多LB数量不足，那么只
需要购买LB授权来达到数量扩展或者通
过购买新设备加入集群来做到横向扩容

3.LB性能指标
吞吐：

单个LB > 10Gbps
单个AD > 100Gbps

强大的性能能够有效的支撑来做网络的
南北向数据访问，和内部业务系统之间
交互的东西向数据访问。

4.LB响应速度
创建LB的速度小于1S，用户操作非常平
滑，没有虚拟机创建启动的滞后性。配
置LB的常规操作都小于1S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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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安装步骤

第二步： 修改neutron_lbaas.conf配置文件

第三步： 重启neutron-server与sangfor-olbaasV2插件进程

第一步：拷贝插件代码到neutron_lbaas目录，执行安装命令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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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安装步骤

安装成功，通过agent-list查看插件进程状态！！！

版本支持情况

⚫当前支持M版本 lbaasV2，其他OpenStack版本可以联系蔺国炜快速定制。

⚫政务云暂时没有遇到OpenStack多租户的SSL卸载需求，如果有可以联系蔺国炜，

我们可以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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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在数字广东-金融华为云等租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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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在数字广东-客户自访问等LB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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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解决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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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技术过渡

1、IPv4/IPv6 双栈是最为彻底的一种网站支持IPv6 升级改造技术，概念清晰，易于理解，升级工作一步到

位，永久解决问题。是 互联网向 IPv6 演进升级的最终目标。

2、同时运行 IPv4 和 IPv6 两个协议栈，可实 现IPv4对IPv4、IPv6对IPv6的单协议栈通信，访问效果较好。

3、国家要求从2018年起，新建政府网站和应用系统必须支持IPv6，新建网站和应用系统应直接采用双栈。

4、网站改造，新建不久的网站、结构不太复杂 的网站，适用于从IPv4改造为双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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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型方案

用户可针对业务改造做灰度发布；

对外同时发布 IPv4 + IPv6 双通道业务；

内网服务器可逐步进行IPv4 -> IPv4+IPv6共存 -> IPv6

阶段改造，做到用户端透明；

业务内网改动小，用户可保持原有服务器架构不变；

并同时兼容IPv6服务器上线；

帮助用户无缝进行IPv6业务切换改造。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两步走时间建议表

阶段 技术策略建议

第一阶段: 2018-2019 年
（2018年11月30日之前）

网站采取“IPv4 网站加挂转换设备”的技术策略，可以快 速实现网站支持 IPv6，按时完

成两办文件的要求。 在此期间，一方面等待国内的 IPv6 网络安全相关技术和产 品经过实

战检验，软件升级版本走向稳定成熟;另一方面获得 充裕的时间，进行整体统筹规划，申请

较为充足的预算，妥善 制定网站升级 IPv4/IPv6 双栈的技术方案。

第二阶段: 2019-2020 年

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IPv6 版)已经发布，各 类网络安全系统和设备经过 1 年多

的实战验证和改进已经比较完善。 网站采取“系统整体升级 IPv4/ IPv6 双栈”的技术策略，

对整个网站的系统、软硬件设备、网络安全策略进行整体全面 升级，并淘汰各种老旧软硬

件设备。

现状：各行业的网站IPv6改造涉及底层代码、逻辑实现，难度较大，时间紧迫，建议采取分两步走的策略，

完成 IPv6 升级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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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改造-1:仅改造出口边界

方案说明：

• 在网络出口部署NAT设备，实现IPv6到IPv4转换，只需出口设备和NAT设备

支持双栈协议即可。

方案特点：

• NAT设备以下网络、安全设备以及业务系统无需调整

• 无法溯源、流量审计存在较大隐患，防护层次被打破，

运行监控体系无法发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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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改造-2:深入至业务边界

方案说明：

• 通过负载均衡设备的NAT-PT功能，将IPv6访问请求转换为IPv4访问请求，

• 负载均衡设备以上网络、安全设备需支持双栈协议

方案特点：

• 改造难度适中，业务系统无法调整

• 安全防护层次未发生改变，满足端到端的安全性

• 需要评估现有网络环境设备对于IPv6的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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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改造-3:深入至业务边界且新建DMZ专区

方案说明：

• 安全设备以下原有网络不进行改造，新建一套核心交换机、汇聚交换机、

业务负载，迁移运行双栈的业务系统到DMZ区

方案特点：

• 安全防护未发生变化，满足端到端安全防护

• 避免运行双栈业务系统影响只运行IPv4的业务系统

• 改造难度大，新建DMZ区以及业务迁移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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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改造3-全外网区域改造

方案说明：

• 从运营商引入IPv6出口，增加IPv6域名解析，全外网开展IPv6改造，业务

系统启动IPv6网关，启用OSPFv3协议，在NAT设备上进行IPv6虚地址与IPv6

实地址一对一映射

方案特点：

• 全面改造，符合最终网络架构，满足端到端安全性。

• 改造难度最大，时间周期长，需评估业务系统是否支

持IPv6地址族转发能力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天窗问题简介

当网页包含其它网站内容的链

接（外链），即使采取双栈技

术路线，全面升级网络和修改

程序，但被引用的其它网站未

升级，IPv6用户访问该网站时

会出现响应缓慢，部分内容无

法显示，部分功能无法使用等

情况。该问题被称为“天窗”

问题。 大型网站往往互相引

用，或者存在多个栏目，单方

面的升级改造不可避免地存在

“天窗”问题，但又不可能所

有网站或栏目短时间内全部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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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天窗问题解决方案

在主网站做了IPv6改造，外链或者
子网站没有做IPv6改造的情况，客
户端在发起向外链和子网站的请求
时是直接访问，这就出现了IPv6客
户端访问IPv4服务的情况，此时会
无法访问，从而出现天窗问题。

深信服AD通过特殊的改写策略保
证客户端的请求会再次到AD，由
AD发起请求，再将得到的结果返
回给客户端，这样就能够保证客户
端正常访问外链和子网站，从而顺
利解决天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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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密产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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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安全网关国密产品

部署SSL安全网关承担网银SSL加解密过程，释放服务器性能压力, 拥有专业硬件加速卡；

支持国密SM（SM2\SM3\SM4)算法，有效规避公共算法的漏洞隐患，保障网银安全通讯；

支持多种CA和证书应用，可同时支持RSA和国密证书，保障业务向国密的平滑扩展。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SSL安全网关国密产品细化功能支持

国密算法支持

认证全面性

更强适用性

针对国密SM算法支持，有效规避公共安全
漏洞；
同一个站点（虚拟服务）同时支持国密和
RSA证书，保障业务向国密算法平滑扩展。

支持单向/双向SSL证书认证；
支持RSA1024bit/2048bit秘钥长度；
支持国密SM2的256bit证书秘钥长度。

支持不同的证书信息透传编码格式；
支持向后台服务器传递证书和证书指定参数；
允许客户端证书最小秘钥长度的设置。

全面服务器
负载策略

全面四、七层负载均衡算法；
多种会话保持方式；
针对服务器和业务主动+被动监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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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可靠性保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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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层面的可靠性保障

全线AD产品升级Intel DC

系列企业级SSD

我们的AD将升级Intel数据

中心企业级SSD（Intel DC

S4600），整体寿命、可靠

性将远远超过企业级机械盘。

有了SSD，整个系统在IO方

面的更加流畅。

RAID 1

高端型号支持RAID1双硬盘

确保整个系统都稳定可靠，即

使是非常小概率的SSD损坏，

依然能保持业务连续。

高端型号支持IPMI带外管理

满足高端客户对异常故障的担

忧。即使设备发生故障，整个

系统卡死，一样可以通过IPMI

登录第二小系统，对整个设备

进行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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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能力表现

⚫个别业务进程故障：AD会实时保存运行时信

息，任何进程崩溃都可以快速重启，并且业务

不中断、ping不丢包。

⚫所有业务进程故障： AD会实时保存运行时信

息，哪怕所有业务进程同时崩溃，我们也能在

1S内恢复，客户业务不中断、ping不丢包。

虚拟服务

可靠性表现一：业务进程故障
业务不中断、ping不丢包

业务进程

程序

业务进程

程序

业务进程

程序

⚫业务不中断升级机制：升级新版本过程业

务不中断，设备不重启，ping不丢包

虚拟服务

可靠性表现二：热升级版本
设备不重启、业务不中断、ping不丢包

软件版本热升级

AD7.0.5→7.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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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能力表现

⚫不中断业务的配置导出、修改、导入：可以将AD

的配置导出，批量修改后再导入，非常方便客户

的在大规模、频繁上线新业务的场景进行配置变

更。导入/导出过程中：设备不重启、业务不中断、

ping不丢包。

⚫模块导入配置时支持选择覆盖还是追加。导入配

置时系统会显示差异信息进行对比，帮助客户进

行二次确认。导入出错时能够明确给出错误原因

和错误位置

⚫不中断业务的配置备份和恢复：支持定时备份配

置和手动备份配置，可以选择本地存储，也可以

选择远程存储(FTP/SCP)。支持设置备份时间（每

天/每周 + 时间）。备份/恢复配置过程中：设备

不重启、业务不中断、ping不丢包。

配置

导出配置

导入配置

修改配置

虚拟服务

可靠性表现三：导入导出配置
设备不重启、业务不中断、ping不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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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能力表现

⚫集群/双机故障切换业务不中断：无论是断电、

断网、还是客户手动进行切换，ping不丢包！

⚫跨三层网络同时支持组播和单播，网络更加稳

定：在两地三中心，跨三层网络环境下组建集

群更加稳定，切换更顺畅。

可靠性表现四：集群/双机故障切换
业务不中断、ping不丢包

⚫不同版本组建集群：支持同一个集群中的AD

设备版本不一致，最大化提供服务能力。

⚫支持轮替升级，升级过程中不中断业务：支持

一台设备、一台设备依次升级，集群设备升级

过程中自动切换，不影响业务、ping不丢包。

AD 2
版本7.0.5

AD 4
版本7.0.6

AD 1
版本8.0.1

AD 3
版本9.0.7

可靠性表现五：集群支持异构、升级不中断业务
业务不中断、ping不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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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能力表现

数据中心A

AD 2

AD 3

AD 4

数据中心B

internet

AD 1

⚫ AD集群支持分组：方便客户理解和配置：4台AD组

建了一个大集群，支持故障切换。除了定义优先级，

还可以定义分组。典型配置是同一个数据中心内的

AD为一个组，发生故障优先在本组内切换，如果整

个数据中心都故障，或者是2台AD都故障，才需要切

换到数据中心B

⚫抢占功能：一旦数据中心发生了容灾切换，有两种模

式一种是继续在数据中心B中，AD3和AD4之间故障

切换，另外一种是开启抢占，数据中心A恢复，AD1

优先接管业务

⚫根据虚拟机服务设置OSPF代价值：不同VS在同一个

数据中心中可以配置不同的代价值，实现多个数据中

心之间业务精细化双活

⚫创建过程更加容易：去掉集群创建时双向添加的过程，

优化为：设备加入集群时提交集群设备超级管理员密

码的方式，简化创建过程，是技服兄弟的福音。以后

集群将取代双机成为主推方案。

可靠性表现六：
简单易用，功能强大的集群部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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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能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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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ADC类产品，对业务进行负

载均衡是基于流量分发，保障的是

流量分发均衡。但是均匀分发的连

接数，服务器本身的负载压力并不

是均匀的。因为有的客户连接进来

只是浏览了一下页面，而有的用户

进来进行的操作非常负载，导致服

务器压力非常大。这个时候再用流

量进行分发就不合理了。应交交付

的应该以业务为核心，承载业务的

主机压力均匀。

深信服应用负载为您的业务而负载

！

可靠性表现七： 基于负载进行调度 VS  基于流量进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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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层面的可靠性保障

基于应用层架构：F5、深信服

⚫内核架构的优势：内核已经提供了Netfilter框架，基于已有的网络框架进行开发，工作量小

，第一代产品开发速度快。

⚫内核架构的劣势：程序发生异常就会导致宕机，宕机后所有运行时信息会全部丢失，连接中

断、会话保持表丢失、SSL卸载场景的Session也会丢失，而且重启时间长达好几分钟以上。

会话保持表丢失、SSL Session丢失都会导致终端用户全部要重新分配服务器、重新认证，严

重影响终端用户体验和客户口碑。总之内核架构的可靠性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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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层面的可靠性保障

DPDK

AD业务进程
CPU-0

L2协议栈

L4协议栈

L7协议栈

SSL/国密卸载

DPDK DPDK

AD业务进程
CPU-N

L2协议栈

L4协议栈

L7协议栈

SSL/国密卸载

AD控制进程组（双进程互相监控）

AD保活进程

保活内存块

会话保持

SSL Session

连接跟踪
保活备份
持续运行

保活加载
临时生效

AD业务进程
CPU-0

L2协议栈

L4协议栈

L7协议栈

SSL/国密卸载

AD业务进程
CPU-N新进程

L2协议栈

L4协议栈

L7协议栈

SSL/国密卸载

会话保持

SSL Session

连接跟踪

1.如果一个业务进程发生异常，那么控制进程组会在MS时间重新启动一个新的业务进程接替老进程
即使发生极端异常，所有业务进程全部崩溃，控制进程组也会在1S以内，为每个CPU拉起一个业务进程，并立
刻响应外部请求。当故障前的连接来数据包时，就会该连接将原来的信息（连接跟踪、会话保持、SSL Session）
从保活进程加载到业务进程中，从而保证业务不中断

AD业务进程0
CPU-0

L2协议栈

L4协议栈

L7协议栈

SSL/国密卸载

AD业务进程N
CPU-N

L2协议栈

L4协议栈

L7协议栈

SSL/国密卸载

AD业务进程1
CPU-0

L2协议栈

L4协议栈

L7协议栈

SSL/国密卸载

会话保持

SSL Session

连接跟踪

深
信
服
A
D
架
构

3.AD保活进程本身也会被AD控制进程组监控，如果发生任何异常将自动重启，并从AD业务进程重新获取运行
时信息。
4.AD控制进程本身会进行双进程相互监控，而且控制进程并没有需要持久化的信息，所以重启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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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家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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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形态

一虚多

AD1 AD2 AD2
KVM Vmware

Openstack/SDN

纯硬件版 虚拟化版

软
硬
共
存

产品
形态

不同性能场景下的灵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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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形态-AD
P
ri
c
e

Performance

AD-1000-A800

吞吐量：2G
并发连接数：300万

AD-1000-D620

吞吐量：5G
并发连接数：350万

AD-1000-E640

吞吐量：6.5G
并发连接数：350万

AD-1000-F680

吞吐量：11G
并发连接数：940万

AD-1000-H642

吞吐量：33G
并发连接数：2000万

AD-1000-I482

吞吐量：37G
并发连接数：2000万

AD-1000-K482

吞吐量：65G
并发连接数：4300万

AD-1000-M82

吞吐量：100G
并发连接数：6600万

AD-1000-N8082

吞吐量：130G
并发连接数：6600万

AD（一次购买，功能全开）
▪ 吞吐量：2G-130G
▪ 全系列支持固态硬盘
▪ 2U产品默认支持双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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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形态-SJJ
P
ri
c
e

Performance

SJJ 1824

吞吐量：1G
并发连接数：20万

SJJ 1819

吞吐量：1.5G
并发连接数：42万

SJJ 1823

吞吐量：3G
并发连接数：105万

SJJ 1820

吞吐量：6G
并发连接数：160万

SJJ（支持国密算法）
▪ 吞吐量：1G-6G
▪ 全系列支持固态硬盘
▪ 默认支持双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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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形态-vAD

vAD（一次购买，永久有效）
▪ 吞吐量：500M-5G
▪ 支持多种Hypervisor：VMware、

KVM、Hyper-V、Xen
▪ 方便管理：动态部署、快速迁移

P
ri
c
e

Performance

入门级版本

吞吐量：500M
并发连接数：100万

vAD-100

入门级版本

吞吐量：1G
并发连接数：100万

vAD-200

入门级版本

吞吐量：3G
并发连接数：200万

vAD-400

入门级版本

吞吐量：5G
并发连接数：350万

vAD-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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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成功案例
深信服应用交付成功案例覆盖全行业，金融、政府、企业、教育、运营

商以及医疗等行业均有大规模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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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客户案例---数字广东

数字广东是由广东省政府发起的一个基于省级政务云建设的项目，目前的

规划是1（省级政务云平台）+N（行业云平台）+M（地市级政务云平台）。

目前由腾讯和三大运营商发起成立了数字广东公司，专门承接所有政府委办局

的日常运维以及设备采购。从技术架构上来说，目前IaaS层面主要是华为来做，

PaaS以上都腾讯来做，目前机房就是以3大运营商为主，其中联通是主机房，

电信是同城机房，移动是异地灾备机房！

基于技术实力和国产化的要求，广东省信息中心选择了我们深信服的负载

AD。目前就电信和联通2个机房共部署了12台深信服的应用交付产品，每个机

房4台OpenAD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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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助力集团门户网站IPv6改造 建设需求

◆ 国资委要求集团完成官网对IPv6改造，同时解决天窗问题；

◆ 实现出口电信和联通链路的负载均衡，提高链路利用率。

解决方案

◆ 深信服AD串接部署在集团的网络总出口；

◆ 实现基于运营商的选路，解决跨运营商访问延迟的问题，同时

会实时检测所有链路的状态，避免某条链路故障影响上网；

◆ 通过NATPT技术帮助客户实现网站IPv6单栈可直接访问并解决

天窗问题。

客户价值

◆ 出口的链路负载均衡功能帮助用户提高链路利用率，避免链路

故障影响员工上网；

◆ 实现官网IPv6改造，顺利通过主管部门检查。

应用稳定、安全、高效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现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大型中央企业。 作

为中央企业主要承担两大任务：一是做强做大，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是承担全国食盐专营的生产经营任务，确保全国合格碘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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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助力集团门户网站IPv6改造 建设需求

◆ 国资委要求集团完成官网对IPv6改造，同时解决天窗问题；

◆ 实现出口电信和联通链路的负载均衡，提高链路利用率。

解决方案

◆ 深信服AD串接部署在集团的网络总出口；

◆ 实现基于运营商的选路，解决跨运营商访问延迟的问题，同时

会实时检测所有链路的状态，避免某条链路故障影响上网；

◆ 通过NATPT技术帮助客户实现网站IPv6单栈可直接访问并解决

天窗问题。

客户价值

◆ 出口的链路负载均衡功能帮助用户提高链路利用率，避免链路

故障影响员工上网；

◆ 实现官网IPv6改造，顺利通过主管部门检查。

应用稳定、安全、高效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5月5日，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

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中央企业中唯一的投资控股公司，是首批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改革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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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电器
——构建稳定高效的应用环境 建设需求

◆ 业务的飞速发展，给国美电器的OA服务器构成了很大的压力；

◆ 传统服务器健康检查方式比较单一，容易误判，影响正常办公。

解决方案

◆ 深信服AD串接部署在OA服务器前端；

◆ 通过节点监视器实现服务器健康检查和压力均衡调度。

客户价值

◆ 负载均衡接收到各门店用户的请求，通过预先设定好的负载均

衡算法，然后将用户请求发送到相应的服务器之上；

◆ 对于所有应用服务器，同时采用可持续检查服务器的健康状态，

一旦发现故障服务器，则将其从负载均衡组中移除。服务器健

康检查采用7层应用检测，确保了提供服务器处于工作状态。

应用稳定、安全、高效

国美电器（英语：GOME）是中国的一家连锁型家电销售企业，目前已成

为中国驰名商标，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位居全

球商业连锁2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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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法院
——打造安全可靠的法院专网

建设需求

◆ 实现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专线链路负载均衡。

解决方案

◆ 深信服AD串接部署在每个法院的专线出口；

◆ 通过算法及策略实现链路的选择及智能的切换。

客户价值

◆ 专线负载、应用引流；

◆ 链路智能切换。

应用稳定、安全、高效

兵团法院单位已经部署多条专线链路以保证网络服务的质量，消除单点故

障，减少停机时间。目前，兵团法院采用路由器OSPF动态路由实现单条

专线链路故障后业务自动切换。然而，这样会导致花大量经费投资的链路

仅仅能够作为备份链路，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链路利用率很低。

设备数量：29台 AD-1600、13台 AD-1800、1台AD-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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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
——链路智能调度 建设需求

◆ 解决多个运营商的互联网链路存在跨运营商访问延迟问题；

◆ 链路调度不均衡，经常出现某条链路跑满，某条链路空闲的情

况。

解决方案

◆ 深信服AD串接部署在网络出口，用户规模大约7000人；

◆ 实现基于运营商的选路，解决跨运营商访问延迟的问题，同时

会实时检测所有链路的状态，避免某条链路故障影响上网。

客户价值

◆ 实现链路的高可用及链路的智能切换；

◆ 基于运营商的智能选路；

◆ 业务访问优化及安全代理上网 。

应用稳定、安全、高效

中央戏剧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校，是教育部直属院校，是

中国戏剧影视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是国家确定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设备数量：2台 AD-6000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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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
——绿色、流畅的网络视频服务 建设需求

◆ 为适应互联网业务的快速增长，保障银行各业务安全稳定不间

断运行，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符合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建

设灾备、双活甚至多活数据中心正在成为商业银行的共同选择。

解决方案

◆ 在长沙部署2台AD-2200全局负载均衡设备，广州部署1台AD-

2000全局负载均衡设备，均采用出口交换机旁挂方式接入网络，

无需改动客户原有网络结构；

◆ 通过灵活多样的调度算法和准确的应用级健康检查机制配合多

种网络优化加速技术为客户的业务发布提供GSLB和SLB的服务。

客户价值

◆ 多层流量调度处理逻辑，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

◆ 设备异构也能实现上层链路、本区域服务器和下层负载的健康

状态联动；

◆ 跨数据中心健康检查数据库，充分考虑客户业务真实情况。

应用稳定、安全、高效

长沙银行成立于1997年5月，是湖南省首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湖南

最大的法人金融企业。

设备数量：长沙部署2台AD-2200全局负载均衡设备，广州部署1台AD-

2000全局负载均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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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成功案例表

政府 金融 运营商 能源电力 大企业 教育科研

最高人民法院 四川银联 陕西移动 国家电网 国美电器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海关总署
北京黄金交易中

心
西藏移动 海南电网 招商局集团 邮电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环境保护部 河北邮储银行 温州移动 郑煤集团 联想移动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国土资源部 广西农信社 宁波移动 霍州煤电集团 中航国际 军事医学科学院

国税总局 郑州银行 益阳移动 华能水电
中国铝业公

司
长春理工大学

国家气象局 长沙银行 湖北联通 华润电力 长虹集团 重庆邮电大学

国家统计局 爱建证券 甘肃联通 五陵电力 红豆集团 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民用航空局 华林证券 黑龙江省联通 华润燃气 雅戈尔集团 广东白云学院

共青团中央 西部证券 河北广电 西部矿业
中青旅遨游

网
云南艺术学院

北京市公安局 安诚财产保险 江阴广电 普天海油 宏图三胞 北大附中

山西省财政厅 中融国际信托 陕西电信 大唐先一科技 万科集团 贵阳市电化教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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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Thanks for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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