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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金牌运维专项评估工作背景 

 

运维管理系统审查表 

运维管理系统审查是可信云服务认证
审查项中的必查项之一，主要是从公司
管理制度以及运维管理系统两方面进行
审查，运维管理系统由多个子系统组成，
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如何协调、发挥运
维系统的功能尤其重要，而运维管理系
统体现的其实也是管理理念，相关制度
的落实是整个运维工作做的好坏的关键，
也是运维管理系统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保障云服务的可用性、安全性
和业务持续性，尤其是保障企业关键业
务系统的持续稳定可靠的运行，提高其
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审查方式：现场审查文档材料+查看
运维管理系统 

云服务金牌运维专项评估 

云服务金牌运维管理专项评估是在可
信云服务认证的基础上开展的评估工作，
也是数据中心联盟通过多数企业的提议
开展的针对运维管理系统的专项评估工
作，主要包括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的流
程指导、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功能的完
备性以及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的自动化
管理三方面内容，综合考核云服务提供
商的整体运维管理水平。目前已完成了
《可信云服务认证专项评估 第1部分 面
向云服务提供商的运维管理指南》(试行
版)的定稿工作，评估工作将于2015年8
月后正式启动。 
目的：此项评估工作旨在引导云服务
商建立完善、健全的运维管理体系，为
企业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提供有效
指导，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审查方式：现场审查文档材料+查看运
维管理系统 



运维管理系统审查 

 
 
 
 
 
 
 
 
 
 
 
 
 
 
 
 
 
 

 

 

 范围：所有申请参评的云服务均需审查运维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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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系统审查准备工作 

 
 我方准备工作 
 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审

查表 
 现场审查并如实记录审

核情况 

 申请单位准备工作 
 按照运维管理系统审查

表的要求准备文档材料 
 按照运维管理系统审查

表的要求实际操作运维
管理系统相关功能 

 



运维管理系统审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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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系统审查结论判定 

•     推荐审查通过：     
 满足所有的审核要求 
 在初审后不合格项，在整改期采取纠正措施后满足全

部审查要求的 

•     推迟或不推荐审查通过： 
 没有满足某个规定的要求 
 偏离审查要求或缺少某个审查项 
 对所有不合格项，在整改期仍不能满足审查要求的 

 



运维管理系统审查-文档材料审查 

 举例 

运维管理总体方针 

安全管理方针 

安全管理目标和方向 
安全管理者职责分配 
安全管理的周期性评审机制 

服务管理方针 

服务管理目标和方向 
服务管理者职责分配 
服务管理的连续性和可用性管理机制 

组织机制 

运维人员管理 

人员背景管理 
人员职责分配 
人员访问权限管理 
人员安全培训 

事件管理 

安全事件管理 
服务事件管理 

用户管理 

用户权益保障 
用户数据隐私保护 
用户满意度 



运维管理系统审查-查看系统 

 举例 物理层性能状态监控 资源状态监控 
故障告警 
故障处理 
故障分析 

业务层性能状态监控 资源状态监控 
故障告警 
故障处理 
故障分析 

资源库存和财产管理 资源库存管理 
资产管理者管理 
统计报表 

拓扑管理 业务相关的资源拓扑图 

工单系统 故障处理的流程 

运维人员操作监控和管
理 

运维人员账号管理 
运维人员操作管理 

计量系统 计费 
计量 

用户管理 用户信息管理 

安全管理 系统防护 
防DDOS攻击 
入侵检测/防御 

其他运维管理功能 在线帮助 
软件管理机制 



运维管理系统审查中常见问题 

运维管理体系文档审查不满足审查要求 
 没有明确的职责和范围 
 运维流程不规范 
 制度落实不到位 

运维管理系统功能未达到审查要求 
 监控方面： 

• 业务层监控问题 
• 故障处理问题 

 拓扑管理： 
• 不支持拓扑功能 

 安全管理： 
• 系统防护能力弱 
• 不支持防DDOS攻击 

 



运维管理系统审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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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金牌运维专项评估 

 

云服务金牌运维专项评估 

云服务 
运维管理系统功能的完备性 

云服务 
运维管理系统的流程指导 

云服务 
运维管理系统的自动化管理 

通过规范服务流程和技术服
务工作，建立一套标准的运
维服务流程，围绕服务台、
事件管理、问题管理、变更
管理、配置管理、发布管理
等内容，进行运维服务的流
程化、规范化管理，从而提
高信息服务效率，提高用户
的满意度。 

 

通过对资产管理、监控管
理、告警管理、拓扑管
理、日志管理、安全管理
等等系统功能模块中相应
的考核指标进行审查，验
证运维系统的功能完备
性，从而提高运维能力和
服务水平，有效地确保业
务的稳定运行。 

 

运维管理自动化，通常依托于
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实现运
维管理各维度功能。运维管理
自动化不仅能将运维管理系统
中大量的重复性工作自动化，
把过去的手工执行转为自动化
操作，避免在管理和运维中因
为人工操作带来的不确定性问
题，而且能引导企业建立高效
的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提升
云服务提供商整体的运维管理
能力。 



云服务运维管理流程指导（1） 

 
服务台 运维人员岗位职责说明 

服务台与客户的联络方式 
服务台职责 
服务台管理制度 

事件管理 事件的记录和分类 
事件处理 
事件关闭 
录入日志管理 

问题管理 问题确定和记录 
问题分析和转交 
监控问题 
问题处理 
问题录入日志管理 

变更管理 变更分类和记录 
变更控制 
变更分析 
改进措施 

配置管理 配置项管理 
工作程序管理 
关键成功因素 

发布管理 版本测试 
版本控制 
版本部署及发布 



云服务运维管理流程指导（2） 

 

知识库管理 是否有本公司的知识库 

报表管理 报表分类统计 
事件管理报表 
问题管理报表 
配置管理报表 



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功能完备性（1） 

 监控管理 物理设备层 
系统层 
网络层 
应用服务层 
云平台层 
存储层 
业务层 

权限管理 账号管理 
角色管理 
分域管理 
密码管理 

告警管理 系统故障预防设计 
报警系统容灾 
报警内容管理 
故障检测和处理 

拓扑管理 拓扑展示 
自定义拓扑 
网络拓扑 

日志管理 用户访问日志 
运维人员操作日志 
系统运行日志 

软件管理 软件预安装和预置 
软件自动化批量安装 
升级、打补丁及回退自动化 



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功能完备性（2） 

 

统计报表管理 资源统计报表 
TopN报表 
故障分析报表 
事件统计报表 

资产管理 资产信息收集 
资产变更管理 
资产统计报表 

工单管理 工单申请 
工单处理 
工单取消/关闭 

计费管理 计费规则 
计费配置 

安全管理 堡垒机 
防火墙 
云网络流量监测 
入侵检测 
防DDOS攻击 
主机安全防御 
漏洞扫描系统 
防病毒管理 
敏感数据加密 
数据冗余备份 



云服务运维管理系统的自动化管理 

 

网络管理自动化 安全与权限管理自动化 
监控与告警自动化 
网络数据管理自动化 
网络容量管理自动化 
网络容灾自动管理 

机器全生命周期管理自
动化 

物理机器日常操作自动化 
安全与权限管理自动化 
监控与告警自动化 
机器数据管理自动化 

操作系统环境管理自动
化 

操作系统日常操作自动化 
安全与权限管理自动化 
监控与告警自动化 
操作系统数据管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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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金牌运维专项评估的优势 

更权威 更全面 更安全 



 

 
 参评资格 
      参与可信云服务认证年检同

时审查两项以上基础服务的企
业，可免费申请可信云金牌运维
服务专项评估，基础服务类包
括：云主机（必选）、对象存
储、云数据库、应用托管容器、
在线应用。 

 
 评分规则 
       采用分数线机制，所有达标

的企业将获得云服务金牌运维专
项评估证书和网站标识。 

云服务金牌运维专项评估申请 



联系我们 

 
 
 
 
 

    云服务金牌运维相关申请事宜   联系人：牛晓玲   
                                                    邮箱：niuxiaoling@ritt.cn 
                                                    联系电话：010-62300559 

mailto:niuxiaoling@ritt.c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