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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互联云战略
•    国际品质的一站式公有云服务     
•    高价值企业私有云平台



中国最大的第三方电信中立互联网基础设施服
务提供商

• 成立于1999年 

• 目前员工1500余人 

• 经营业务包括数据中心托管服务、内容分发网络服务、管理网络服务

及云计算服务

• 2011年4月21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VNET）

• 在中国40余个城市运营管理超过80个分布式数据中心

• 在中国运营并提供Office 365 和 Windows Azure 的公有云服务

• 企业级高价值私有云平台CMS（原SCE+) 服务提供商

• 2014年，世纪互联通过我国首批可信云服务认证



ISP/IDC/VPN

经营许可证及资质齐全

美国RAB ISO9002 认证 UKAS 认证 ISO20000/27001 认证系统服务一级资质

世纪互联
全国增值电信许可证

世纪互联
国际标准认证



云间网络服务平台

世纪互联数据中心世纪互联云间网络

作为中国最成熟的IDC企业，我们基于数据中心服务，着眼云计算服务

我们的优势

• 中国最大的电信中立第三
方IDC

• 提供宽带、计算、存储及
内容分发的交钥匙解决方
案

• 基于现有的及不断扩大的
基础设施平台提供云服务



作为基于微软技术的云服务在中国的唯一一站式运营商，世纪互联
为中国用户提供国际品质的Windows Azure和Office 365服务，包
含IaaS、PaaS、SaaS直至客户服务在内的端到端的公有云服务。微
软将Windows Azure和Office 365的产品技术交付给世纪互联，由
世纪互联完成所有的产品运营和服务工作，包括数据中心的管理、
软件平台运维、客户技术和商务支持、合规咨询以及客户BOSS系统
开发，为用户提供本地化全方位国际水准的云服务体验。

微软云事业部

世纪互联云集成与合作服务从企业IT需求出发，提供面向企业客
户、具备高价值服务能力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包括企业级云平台、
IT服务管理、企业级云应用等，并提供迁移、咨询、管理等服务。
世纪互联提供可以承载企业核心生产负载的、满足企业级最高安
全级别需求的云服务，针对企业的关键生产应用提供了多重的管
理服务，使得用户在享用云计算业务模式的同时，继续保持企业
关键应用的高可用性和可管理性。

云集成与合作事业部

高价值企业私有云平台

首家落地中国的国际公有云

世纪互联：打造国际品质的企业级云服务



•    世纪互联云战略
•    国际品质的一站式公有云服务     
•    高价值企业私有云平台



3月26日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Windows Azure正式商用

4月15日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
Office 365正式落地中国

2014：世纪互联运营的国际品质公有云率先商用

2014



国际品质公有云服务保障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Windows Azure提
供公有云计算平台服务，包括计算、存
储、数据库、整合及网络化服务。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Office 365提供Office
应用、电子邮件（Exchange Online）、
联机协作（SharePoint Online）、联机
会议（Lync Online）等服务。



通过我国首批可信云服务认证

虚拟机虚拟机 存储存储 SQL数据库SQL数据库

100%透明的月度SLA保障
提供有财务保障、高达99.95%的服务等级协议SLA；按服务功能组建的仪表盘是目前云计算市场唯一一家
实时显示整个公有云平台的运行状态，供用户随时验证SLA承诺的云服务提供商

国际标准的流程和信息安全管理
经过ISO27001、ISO20000等国际认证的用户服务流程和运维流程，严格的安全合规审计，符合ITIL标准

强大的数据安全保障
相隔1000公里以上北京和上海的两个T4数据中心，共6份备份，快速、强大的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
严格的安全管理机制，为用户数据安全提供全面保障



全面的公有云解决方案

异地冗
余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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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举例：
银行的结算系统
项目的开发测试阶段
科研项目的批量计算处理

典型业务场景

场景举例：
网络游戏行业
新兴网站快速成长期
（如SNS或者垂直电商）

场景举例：
体育和文娱售票网站
视频SNS网站

场景举例：
旅游类网站
春晚网络直播
电商双十一促销等



Windows Azure 的平台设计
完全消除单点故障可能，并
提供企业级的服务等级协议
（SLA）。它可以轻松实现异
地多点备份，带来万无一失
的防灾备份能力，让用户专
心开发和运行应用，而不是
担心基础设施。2014 年 3 月
26日在中国正式商用以来，
Windows Azure 已经成为众
多行业用户的的选择。

Windows Azure 提供了业界
顶尖的云计算技术，它的云
存储技术性能、扩展性和稳
定性这三项关键指标均在 
Nasuni 的权威测试中拔得头
筹。Windows Azure 能够与
企业现有本地 IT 设施混合使
用，为存储、管理、虚拟化、
身份识别、开发提供了从本
地到云端的整合式体验。 

Windows Azure能帮助用户
快速开发、部署、缩放和管
理应用程序。基于基础架构
服务，它还能帮助企业轻松
把工作负载迁移到云中。通
过预付和企业采购协议等灵
活的支付方式，以及与业务
需求相匹配的定价模型，
Windows Azure能够让企业
在提升竞争力的同时，控制
成本。

可靠 价值 灵活



Windows 
Azure 数据
备份的自动
侦测和修复
功能

相隔1000公里以上的北京/上
海两个数据中心，共6份备份
，最大限度保障数据安全

可靠的异地数据备灾：北京和上海T4数据中心



高性能的数据服务解决方案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Windows Azure提供满足数据服务需求的最优
解决方案，从 SQL 数据库到 BLOB 存储再到表格（Table）。一
应俱全，并且提供各种低成本选择，配合Azure业界第一的存储
性能，为客户提供最大价值。

– 利用 SQL 数据库，您可以使用熟悉的工具和功能强大的 SQL Server 技术快

速创建、扩展应用程序并将其延伸到云中。通过提供可预测的效能、可扩展

性、业务连续性、数据保护和接近零管理。全新的服务等级 ”基本”, “标

准” 和 “高级”给您带来可预测效能和费用方面最好的平衡。

– 表格（Table）表格为需要存储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应用程序以较低成本为

数据访问需求提供 NoSQL 功能。

– BLOB 为视频、音频和图像等数据提供低成本存储解决方案。



高画质流畅播放
千万量级点击

助力2014春晚网络直播

混合云方案
高扩展性

项目实施从3个
月减到2天

核心数据放在
CNTV数据中心

按需付费，花费
节省了90%

支持开放系统平
台，如Linux

“使用由世纪互联运营的Windows Azure云服务，从以往需要3个月的时间降到
现在只需2天，世纪互联以专业的运维能力确保了CNTV马年春晚网络直播流畅。”

——中国网络电视台总工程师 宋维君



众多行业用户的企业级公有云之选



•    世纪互联云战略
•    国际品质的一站式公有云服务     
•    高价值企业私有云平台



为客户提供企业级解决方案，从企业IT需求出发，提供面向企业客户、具备高价值服务
能力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包括企业级云平台、IT服务管理、企业级云应用等，并提供
迁移、咨询、管理等服务。致力提供可以承载企业核心生 产负载的、满足企业级最高
安全级别需求的云服务，针对企业的关键生产应用提供了多重的管理服务，使得用户
在享用云计算业务模式的同时，继续保持企业关键应用的高可用性和可管理性。

世纪互联高价值
企业级私有云平台



我们的定位：云计算时代整合服务平台提供者

搭建一个集合硬件设施、软件开发维护、商务服务及合规性为一体的云技术服务资源池，为商业客户及云服务提供商提供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选择

硬件设施/软件服务 合规与风险控制
 

Operation Support Commerce & CS RM & Compliance Marketing & Sales

 市场与销售商务服务

商业客户
－服务标准化、产品化、模块化与高效率
定制化
－云计算服务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一站式托管的运维服务

国际云服务提供商
OE模式复制，横向扩展－

服务标准化、产品化、模块化与高效率定制
化－

拓展托管产品(EDC)与客户市场(MNC&OE)
疆界－

＋ 基于模式创新的云平
台服务能力

• 基础设施运维

• 资产及变更管理

• 网络环境监控管

• 网络攻击防御

• 软件平台运维管理

• 代码排查

• 设立专门的运营实体

• 提供客户管理＼信息安

全\财务报表\客服平台

等商务支持

•  客户服务与支持

• 运营资质

• 提供ICP备案、登记服

务

• 合规及审计建议

• 业务可持续性计划等服

务

•  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 市场调研与产品开发

•  产品与品牌推广

•  销售与渠道拓展

•  应用生态系统建设

•  平台与商业模式优化

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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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纪互联运营的CMS：领先的企业级高价值托管私有云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云计算基础架构服务CMS ，成为国内合规运营的唯一托管私有云产品。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CMS承载企业核心生产应用的、满足企业级最高安全级别需求的云服务，
CMS提供“端到端”的整体虚机高达99.95%的可用性， 也是中国唯一能够提供操作系统级
别SLA达到99.95%的企业级云服务，同时享有灵活扩展和高经济效益的云计算业务模式。

CMS是全球的企业级云服务，目前已经在北美／欧洲／亚洲部署了超过10个CMS节点，位于
不同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已经有很多全球用户将生产系统迁移到了CMS上；并针对所有的虚
拟主机提供7x24的管理服务。

云计算市场中可支持最多数据库（包括Oracle，MySQL和DB2等）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CMS提供满足企业核心生产应用的
高级别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控制能力

安全性。CMS 包含增强的物理安全性、入侵防御系统和脆弱性扫描。

可靠性。CMS 基于 IBM Tivoli® 管理平台，不间断地监控和管理基础架
构，以使我们能够在您的云服务器环境中实现弹性。

可控性。基于 Web 的 CMS 服务管理平台支持授权用户随时随地进行登录
，以监控、管理和控制虚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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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旨在支持企业级工作负载，是高价值的云服务

• 由世纪互联运营的，有服务水平SLA承诺的IaaS服务；
• 共享的管理环境；
• 采用标准的软件镜像，包括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
• 提供外部连接选项，包括VPN、专线联接；
• 云环境基于ITIL流程理念对诸如影像image生命周期、资产、许可证、配置等进行管理

世纪互联运营的CMS

管理、支持和部署 安全性
和隔离

可用性
和性能

技术
平台

付款
与记帐

托管的专用云

企业

共享云服务

企业

B BA

企业数据中心
（托管的专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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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MS的世纪互联云计算产品架构

世纪互联集成运营的SaaS服务（SYNDICATION）

安全  ITSM SAP Oracle 规划 设计 迁移 部署

定制化服务

CMS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

操作系统监控 补丁管理

服务目录 服务请求

事件管理 配置管理

软件资产管理 SQL

DB2 WebSphere

Apache Tomcat

CMS基础服务

服务器、存储 服务类别 软件映像

白金服务

金牌服务

银牌服务

铜牌服务

Linux

AIX

Windows

虚拟CPU
(X86/Power）

虚拟内存
(X86/Power）

实例存储器
(X86/Power）



软件包
虚拟机(VM)可

用性
服务等级协议

基础架构服务

青铜 99.5

• 32位和64位IBM System x® - Microsoft 
Windows和Linux

• 64位IBM Power SystemsTM - IBM AIX®
• 预定义的可选虚拟机大小（CPU，内存和存储器）
• 24小时服务请求实现

白银 99.7
• 虚拟集群内的虚拟机移动性
• 24小时服务请求实现

黄金 99.9
• VM故障时自动重新启动
• 48小时总体服务请求实现

白金 99.95
• 涉及各种不同物理存储设备的存储器复制
• 72小时总体服务请求实现

CMS基础服务-服务等级协议 SLA



CMS基础服务-网络连接

提供BGP接入和VPN接入两种方式

BGP

多线接入

快速连通
跨运营商出口

自动路由优化

VPN

数据加密

安全管理 虚拟专线接入

完全控制



CMS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

灾备管理：热备（本地）、冷
备（异地+私有化的形式解决） 01

02应用预警

03

数据库管理: DB2, SQL 
Server, Sybase, Oracle

04

中间件管理

08

虚拟防火墙

07

负载均衡
05

集群和高可
用性服务

06

活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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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解决方案

SaaS

关键任务集成
SAP/Oracle服务

迁移

在世纪互联专家的帮助
下，实现自建系统与云
的迁移和集成

咨询

设计、规划、部署、开
发，一站式企业云战略
咨询服务

管理服务

通过降低 IT 复杂性和
推动创新，实现业务转
型

PaaS
通过基于云的自动化协
作式平台，快速开发云
应用程序

IaaS
使用轻松定制的企业级
虚拟资源，调整新业务
模式的规模



定位于政企的世纪互联
CMS企业级云计算解
决方案

在企业对于高价值云计算的需求尤为
强烈的行业，世纪互联提供针对性的
行业解决方案，以帮助大中型企业加
速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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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