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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 1 章

云计算架构设计及业务系统高可用

近些年云计算少有的降温，恰从事实上证明云计算已经脱离争论不休和布道宣扬的
早期雏形，并真正落地行走，步入每个人的生活。当前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云计
算大潮中，不管是公有云建设还是私有云建设，都掀起了一股云计算建设热潮。但在云计
算部署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不再是是否上云，而是如何上云，如何部署实施，如何
在云上满足企业自己的业务高可用需求。本章将从云计算架构设计讲起，介绍云计算建设
的架构模型以及云计算建设的进阶路线，同时还会介绍企业业务系统的高可用以及如何设
计云上业务系统的高可用架构，从而为企业建设云计算提供架构设计和业务可用性设计的
参考。

1.1

企业为何要进行云计算建设

1.1.1

政策导向与 IT 发展的必然

时至今日，云计算早已成了 IT 领域的“常态”。从 2006 年 Google 公司开始提出“云
计算”这一 IT 概念以来，云计算的发展不仅得到了各商业机构和科研院校的大力支持，也
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在云计算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极大推动。以我国为例，2010 年 10 月国
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将云计算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同
月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上海、杭
州、深圳以及无锡五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2011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将云计算列入重点推进的高技术服务业；2012
年财政部国库司发布《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试用）》，增加了 C0207“运营服务”，包括：
软件运营服务、平台运营服务、基础设施运营服务三类，分别对应云服务中的 SaaS、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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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aaS 服务，国家关于云计算的政策逐渐从战略方向的把握走向推进实质性应用，政府及
公共管理部门采购云计算服务的重要制度障碍开始被逐步打破；同年 7 月，《“十二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出台，将云计算工程作为中国“十二五”发展的二十项重点
工程之一；2013 年 3 月工信部发布了《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顶层设计指南》，用
于指导全国电子政务公共平台的建设 。近年来，中国政府将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
度，以“去 IOE ”为代表的国产软硬件对进口软硬件的替代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替代的
路径必然是由最容易实现的服务器等硬件设备到云计算和云存储等软件与服务，最终到操
作系统和数据库等核心基础软件平台上，因此，云计算在我国信息安全的建设过程中将担
任重要角色。1
在欧美国家中，云计算的起步相对较早。作为云计算的起源地，美国政府在 2009 年便
将云计算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同年，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项长期性的云计算政策，随后
联邦政府启动了一个称为 Apps.gov 的网站，通过这个网站展示和提供得到联邦政府认可的
云计算项目，以帮助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云计算的理念 。从 2010 年起，美
国联邦政府便在云计算研究上增加预算，同时美国政府推行的云计算计划也涉及了政府的
各个领域。欧洲国家虽然在云计算领域也属于跟随者，但是其在云计算使用方面已经相当
成熟，如最为熟悉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机构 CERN 以及 IBM 与荷兰政府合建的都柏林云计
算中心等。2
而在亚洲国家中，除了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云计算以外，日本政府也非常重视云计算的
研究和应用，日本的 OSS（Open Source Software）推进联盟还专门成立了云计算战略研究
小组，主要研究云计算发展，并领导开展相关云计算项目。同时，云计算在日本的汽车、
医 疗、 电 力 及 影 视 行 业 都 得 到 了 广 泛 使 用。 同 处 亚 洲 的 韩 国 则 在 2008 年 举 办 了“ The
Clouds 2008”大会，开始了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的举措，2009 年，韩国政府决定向云计算
领域投入巨资以提升本国云计算的全球占有比例 。34
任何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在其背后都有必然之因，云计算也不例外。尼古拉斯·卡尔在
其专著《 IT 不再重要：互联网大转换的制高点—云计算》一书中以历史类比的方式论证
了云计算的必然性：正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随后企业建设了自有电厂，而后出现了现
在的中心化电厂和电力传输网络，计算资源也一样，如果人类历史仍然还在向前发展，那
么云计算必然在 IT 领域出现。此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克利云计算白皮书》则从
具体的云计算实现和运作原理以及其自助服务等方面佐证了卡尔的云计算必然性论证 。因
此，拥抱云计算，着手建设和使用云计算，这是历史大势的必然，也是每一位 IT 从业人士
新的机遇。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电 信 研 究 院 . 云 计 算 白 皮 书 [J/OL]. 2014. http://www.docin.com/p-1290647881.html.
http://www.cena.com.cn/2015-05/18/content_276657.htm.
杨振东 . 基于云计算的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模式研究 [D]. 山东：中国海洋大学，2010.
邱群业 . 企业私有云计算基础架构研究与设计 [D]. 广东：华南理工大学，2012.
孙定 . 云计算必然性的经典论证 [J]. 石油工业计算机应用：2011, 1: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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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导向与 IT 弹性需求

在传统 IT 架构中，任何业务系统在上线前都需要进行所需 IT 资源的预估和架构设计，
并且这种预估通常是对未来几年内所需 IT 资源的估算，如果对于前期 IT 资源的投入预计
不足，则业务系统性能必然受到影响，最终将会影响到客户的体验和满意度，而如果预估
过高，则又会出现 IT 资源闲置和浪费，IT 成本过高的情况。此外，随着企业业务的发展和
组织的壮大，前期的 IT 规划势必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业务负载，IT 资源的扩展或者架构的
重构成为企业必然选择，而传统 IT 架构的扩容方式分为两种：Scale-out 和 Scale-up，也称
为水平扩展和垂直扩展。Scale-up 扩展不需要过多考虑应用系统是否具备分布式属性，其主
旨是使原有计算能力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新增独立的 IT 设备资源并把应用负载分散到其
上，因此其实现方式通常就是增加服务器 CPU、内存、硬盘驱动等设备，或者直接购买更
强大的服务器替换原设备。而不管是硬件升级还是新旧系统架构的替换，Scale-up 在阶段性
扩容时候都会是巨大的成本开支（图 1-1 中“巨额成本支出”），或者在大容量新 IT 架构实
施替换完成之前，由于 IT 资源不能及时跟进，企业业务拓展规划只能放弃（图 1-1 中“商
机已过”区域）。相比而言，Scale-out 扩展方式与 Scale-up 完全不同，在 Scale-out 中，通
常初始投入的 IT 基础设施成本较低，但是 IT 架构可以且易于水平扩展，很多商业 IT 架构
尤其是大规模的 Web 应用都遵循这一架构模式，即将应用负载分散到集群节点中，然后整
合数据集并采用面向服务的架构设计模式。Scale-out 在扩展时将采取小规模递增的水平扩
展形式，尽管这种扩展形式相比 Scale-up 要高效和经济很多，但是在扩展时候依然要对未
来一段时间的 IT 需求进行预测，而这种预测通常会导致容量过剩，即通常所说的“烧钱”，
而且，由于是小规模递增，还需保持持续的人工检测以免出现 IT 资源供不应求的紧急情
况。此外，Scale-up 和 Scale-out 两种形式的扩展都需要对 IT 基础设施进行一定的前期成本
投入，同时两种扩展方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 IT 资源不够情况下的被动扩展 。1
在云计算中，按需和弹性是其固有特性，也是最为突出的特性，通过计算能力的按需
弹性扩展，使得企业可以随时调节 IT 基础设施资源，以使其长期逼近不断扩展或收缩的企
业实际 IT 资源需求（图 1-1 中波形实线），当企业能够以业务为导向，不断根据实际业务系
统的 IT 需求来弹性动态地调节 IT 资源时，Scale-up 和 Scale-out 扩展方式下的 IT 资源预测
过高和预测不足所带来的成本浪费和 IT 不足等难题，都将得到非常理想的解决。

1.1.3

技术导向与 IT 自动化

对于任何单位和组织而言，业务和人员的发展壮大必然伴随着 IT 系统的庞大和复杂
化，最明显的变化便是数据中心的设备数量与能耗的增加。然而，从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
企业的决策者总是希望以不变的技术人员成本来支撑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所带来的 IT 扩
容，在传统过分依赖手工运维的 IT 架构中，这似乎是不可实现的悖论，而在云计算时代，
Eugene Gorelik. Cloud Computing Models [D].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3.
https://aws.amazon.com/cn/whitepapers/architecting-for-the-aws-cloud-best-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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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却是数据中心的常态。云计算的出现，将使你的数据中心变得更加自动化，业务系统将
会变得更加高可用，云计算所带来的技术优势体现如下 ：1

图 1-1

云计算自动扩展示意图

T 基础设施部署脚本自动化。在云计算时代，我们不用再考虑部署一套系统在设备的
搬运、上架、上电、布线和系统安装上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也不用再担心系统参数
配置问题。在云计算领域 devops 的倡导下，一切皆需自动化，如果你需要部署一
套系统，通过可编程的基础设施（通常是 API 驱动的）即可快速重复地创建和部署
满足你所需要的系统。整个过程中，复杂的底层基础设施完全被屏蔽，用户只需调
用云服务提供者的 API 接口编辑简单的脚本命令即可快速批量部署自己的系统。
T 紧急需求弹性伸缩。市场需求与商业灵感总是瞬息万变，商业上的任何预定计划
都难以与实际市场需求完全吻合，或者市场膨胀，需要 IT 应用随之扩展以满足业
务处理需求，或者商机已逝，要求 IT 应用随之消减以满足成本控制需求。在云上，
任何意外的 IT 需求都可以实现自动伸缩，整个应用伸缩的过程完全以市场的驱动
为向导，实现了 IT 需求随着市场供需的波动而自动伸缩，在一定误差范围内，既
满足企业 IT 需求，又不浪费企业 IT 成本。
T 预期需求主动伸缩。在企业全部的 IT 系统中，有很大一部分 IT 系统主要用于内部
办公与流程处理，对于内部使用系统，IT 资源的预期需求相对稳定，在做出合适的
IT 需求和预算之后，通过云计算，便可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快的速度来响应你的 IT
https://aws.amazon.com/cn/whitepapers/architecting-for-the-aws-cloud-best-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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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如果在后期需要对 IT 需求进行增加或者剥减，云计算仍然能够实时满足你
IT 需求的伸缩。
T 精简开发生命周期。在传统的 IT 产品开发和测试过程中，从测试环境到生产环境的
系统上线，通常需要按照配置需求重新部署一套系统，而上线的过程也总是伴随各
种莫名其妙的配置和运行环境问题。同时，开发测试到生产环境的变迁总是单向的，
很难从生产系统复制一份测试开发系统。在云计算里，可以轻松实现生产系统的克隆
并将其用于开发测试环境，而完成测试的应用系统也可以很轻易地变更为生产系统。
T 高效的业务系统测试。在云环境中，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充足的硬件资源满足你的测
试环境需求，在开发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动化部署
自己的测试环境进行功能测试。
T 容灾恢复与业务连续性。相比自建灾备中心实现容灾恢复，云供应商通常提供更低
成本的灾备实现方案，在云上，通过异地数据中心，企业可以将应用系统部署在跨
省份甚至跨国的数据中心云端，并且能够在多个异地数据中心之间实现快速的数据
同步与复制。

1.1.4

成本导向与 TCO

对于传统的企业自建数据中心而言，一个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网
络基础设施、监控和测试工具、安全产品以及空调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支持和大量运维人员
的投入，而这些都是企业资本开支（Capital Expenditure）的一部分。而在云计算时代，企
业 IT 设备及专业管理人员的长期大笔资本成本（CaPEx）被转化为以按需租赁为形式的运营
成本（OpEx），在云计算模式下评估信息系统的资源投资回报率 (ROI) 时，不能再采用传统
IT 模式下的评估方式，以 SaaS 服务为例，如果按照传统的购买软件许可方式来进行 ROI 的
评估，则云计算模式下的 SaaS 费用可能要比购买软件许可费用贵，因为企业很少会考虑定
期租用软件导致的企业运营成本变化。因而，在云计算环境下，对 IT 生命周期的全部可见
成本和隐形成本衡量应该采用更为科学的 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评价方式。TCO 是
由著名的 IT 领域 Gartner 公司提出的 IT 全生命周期成本评价方式，下面我们以云计算 SaaS
为主，通过 TCO 的方式来重点分析传统 IT 模式和云计算模式下企业 IT 成本的支出对比。
在传统模式下，企业一次性的 IT 投资成本包括硬件和软件，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还包括
后续服务的相关费用；而云计算模式下，企业是通过支付租赁费用形式来使用信息系统的，
企业拥有信息系统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在传统的软件许可证模式下，企业需要支付大
量的硬件、软件以及后续的专业服务费用，在计算 IT 投资的过程中，IT 预算一般包括硬件、
软件和软件服务费，但是电力和空间成本却很少被预算考虑进去，然而这种持续支出的成
本却占据了传统 IT 总成本的很大部分；而云计算模式下，主要成本和费用则是需要长期计
算能力的软硬件租赁费和服务费，以及自建信息中心的少量硬件和软件费用。两种模式下
IT 成本构成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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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式下 IT 成本构成

传统 IT 模式下，企业在计算 IT 成本时候，只是简单将初始的硬件和软件费用计算在
内，而忽略了占成本更多的后续更新、维护、服务等费用。而根据 Gartner 的调查报告，超
过 75% 的 IT 预算被用于后续运维服务上，而企业运维这些系统所支出的后续费用是购买系
统费用的四倍多，同样的结论也来自 IDC 的报告，在 IDC 的调查报告中，有超过 70% 的
IT 总体拥有成本（TCO）是隐形的服务费用 。1
图 1-3 为 IDC 提 供 的 不 同 模 式 下 TCO 构 成 图， 从 中 可 以 看 到， 传 统 IT 一 次 性 预 算
购买中，内部服务费用占到 70% 左右，其中包含了 7×24 小时的技术支持，厂商服务台
（Help Desk），硬件 / 软件获取与维护等费用。

图 1-3

总体拥有成本（TCO）构成

图 1-4 为 IDC 对传统的 IT 内部建设和云计算中应用层 SaaS 的成本差异所做的比较，
杨振东 . 基于云计算的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模式研究 [D]. 山东：中国海洋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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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云计算中 SaaS 应用的租赁费用基本不变，而传统模式的
内部 IT 建设成本的升级维护费用在逐渐增加，二者的成本差异也在不断增大，同时 SaaS
在初始生产阶段上所投入的时间要小于传统 IT 自建模式下的部署上线时间。

图 1-4

IDC 对传统软件与 SaaS 的 TCO 对比图

通过企业 IT 成本对比和 TCO 分析，可以发现，在传统 IT 自建运营模式下，隐形的 IT
后续维护与软件升级投入费用远远高于初期 IT 资源购买的投入，而云计算模式下 IT 资源
的投入费用通常保持每年的平滑稳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 IT 模式的成本投入与云
计算模式的 IT 成本差异不断扩大。因此，从企业 IT 资源的总体拥有成本来考虑，企业拥
抱云计算不失为明智之举。

1.2

企业如何决策公有云与私有云

1.2.1

云计算部署模式对比

传统 IT 架构下，企业应用系统彼此之间如同独立的烟囱呈现垂直孤岛布局现象，各个
系统之间以部门或者业务进行隔离划分，每套系统拥有自己独立的底层服务器、存储、网
络等硬件资源，同时在这些系统上部署独立的操作系统和中间件，最后再部署应用程序，
而对这些以业务系统来隔离的孤立 IT 基础设施的维护，又按照部门或者小组来划分，即不
仅 IT 资源呈现独立孤岛现象，IT 部门人力资源也呈现零散状态，同时还需分设相应的硬件
与软件岗位，这种孤岛现象最大的特点便是 IT 资源和人力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出现资源的
极大浪费。与传统 IT 不同，云计算采用 IT 资源池化的概念，将全部硬件基础设施进行虚
拟化之后，组成统一的大资源池，通过 Hypervisor 虚拟化层分配资源池中的资源供上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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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使用，同时云平台管理员通过软件定义硬件资源的形式管理配置各种硬件资源，实
现开发运维的自动化。图 1-5 呈现了传统 IT 架构向云计算数据中心 IT 架构的演化。

图 1-5

传统 IT 架构向云数据中心架构的演变

通常而言，云计算部署模式分为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传统的划分里面也包含社
区云，但是其极少被提及和部署。私有云主要构建于企业或者组织机构内部，企业可以选
择开源或者商业的云计算软件进行私有云的建设，例如开源的 OpenStack 和 CloudStack 等，
或者商业的 VMware Vcloud Director 等。公有云是由第三方提供的计算资源集合，公有云
的使用和访问通常需要基于 Internet，用户以租赁按需付费的形式购买第三方提供的计算、
存储、网络等服务。混合云是二者的集合，即企业自建私有云与公有云能够进行数据通信
和互访，从而实现私有云与公有云的数据共享与传递。图 1-6 为三种云计算模式在企业 IT
资源的成本、可扩充性、安全性、可靠性和效能几个维度的对比，其中的折线实点越接近
考评维度名称，则说明该云计算模式下，对应实点的当前维度越优。

图 1-6

三种云计算模式对比

假设我们设定最外层多边形为最优，次之为中，然后为差，则云计算三种模式下各个
不同维度对比的优劣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对比维度
云计算模式
公有云

云计算三种模式不同维度对比

可扩充性

安全性

可靠性

效能

成本

优

差

中

差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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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对比维度

可扩充性

安全性

可靠性

效能

成本

私有云

差

优

优

优

差

混合云

优

中

中

中

中

云计算模式

从图 1-6 和表 1-1 中能够看出，公有云和混合云在 IT 资源的扩充性上相对私有云要优
越，这种优越主要表现在当企业 IT 资源急需扩充的情况下，公有云和混合云将能够迅速响
应 IT 需求，而私有云会因为 IT 基础设施的采购和 IT 资源扩充的项目实施而需要用户承担
一定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对于企业数据安全性而言，私有云是最优的，而公有云在数据泄
露和丢失方面一直为人所诟病，尽管公有云服务商提出了各种级别的 SLA（Service Level
Agreement）来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可靠，但是公有云上各种数据泄露和丢失的案例仍然不
绝于耳。此外，从成本维护上来考虑，公有云由于具有 IT 资源的规模经济优势，因此使用
公有云无疑是成本最优的，而私有云和混合云均需要企业出资出力来自建，同时还需后期
的运维服务的费用，所以公有云在云计算投入的成本上要低于私有云和混合云，当然这也
是公有云对私有云的最大优势之一。

1.2.2

如何决策私有云与公有云

私有云是为某个特定客户的使用而单独构建的，因而客户可以对自身数据、安全性和
服务质量具有最有效的控制权。建设私有云的企业拥有对自己基础设施的全部控制，而并
非如公有云一样只有租赁后的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并且企业可以在此基础设施上按照自
己的需求进行各种定制开发，并在此基础设施上部署自己的应用程序。由于私有云是由单
一企业或机构组织自己搭建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并面向内部用户或一定授权访问的外部客
户提供服务的云计算，因而对于私有云而言，整个云平台都属于企业自身。正是这种能够
完全监督掌控自己云计算的想法，使得很多企业用户能够接受并推行私有云，同时，对于
很多已有大量 IT 基础设备的企业而言，私有云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 IT 资源的作用，
使其再次“燃烧自己”从而“照亮”企业的业务创新。私有云通常部署在企业内部数据中
心的防火墙内，当然也可以将它们托管部署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第三方主机托管数据中心内。
在内部 IT 人力资源充分的情况下，私有云可由公司自己内部的 IT 部门进行建设，当然如
果自身技术实力不足，也可跟云提供商合作并由第三方来进行私有云的建设。在很多类似
“专用式托管”的私有云建设模式中，很多云计算提供商可以对 IT 基础设施进行安装、配
置和运营维护，因而从基础设施层面上给予一个企业数据中心专用云的全面支持，在这种
模式下，公司对于云资源的使用具有与自己内部自建的私有云同等程度的控制能力，同时
将基础设施的运行维护转交由更为专业的第三方公司负责，因而企业 IT 部门能够更专注于
IT 资源的使用和业务系统的开发测试等工作。
公有云通常指第三方 IT 公共资源供应商为用户提供的 IT 资源服务，用户利用自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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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 IT 设施通过 Internet 接入云端的公有云来进行 IT 资源的按需付费使用。因为公有云是
由专门的云服务提供商来运营的，并通过运营商自己的基础架构直接向最终用户提供从应
用程序、软件运行环境，到物理基础设施等各种各样的 IT 资源，因此，从 IT 资源的使用
上来说，公有云的服务质量更高、资源利用率更高、成本更低、可选择性也更多。由于公
有云利用了 IT 资源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对于终端用户而言，使用相同 IT 资源的前提
下，不论是时间成本还是人力和资金预算成本，租用公有云的 IT 资源将比自建私有云实惠
很多，因而公有云能够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有吸引力的服务给最终用户，从而创造新的业
务价值，同时公有云作为中心汇聚和支撑平台，还能够整合上游的服务提供者和下游的最
终用户，从而打造新的商业价值链和生态系统。当然，因为公有云是面向公共开放并由第
三方运营商运营维护的，因而企业用户无法对公有云的基础设施进行控制和按需定制，企
业也无法确保自己的生产数据仅在自己的完全监控之下，同时公共网络故障和 DDoS 攻击
等不确定因素，也为公有云的使用埋下了数据安全和访问中断的隐患。
关于私有云与公有云的选取决策，因为每个企业自身发展状况的不同，并没有固定的
评判标准来指引企业选择私有云或者公有云。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私有云与公有云的
选择应该考虑多个方面，从而实现企业的最优 IT 发展规划。通常，企业在正式拥抱云计算
之前，总是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根据自身情况决定选择私有云还是公有云：
（1）成本预算
就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而言，选择私有云就意味着需要进行一次性的大量投资来采购
软、硬件设备，并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项目建设与后期的运营维护，同时由于
很多初创企业并无 IT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人才，建设私有云无疑会是一个成本
较高风险较大的选择。此外，很多初创企业急于业务系统上线，私有云的建设周期也是其
难以承受的时间成本。而如果采用公有云，由于初创企业并无老旧应用云化迁移的负担，
一切轻装上阵，加之公有云廉价弹性、自动部署等特性，企业对于业务系统上线的资金投
入和时间效率，都是私有云建设无法比拟的，而且企业不需要关心后续运营等事宜，可以
有效地节省成本。因此对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而言，如果仅从预算成本和时间成本上考
虑，公有云将是极佳选择。
对于大型企业或已有多年传统 IT 架构建设与发展运维的企业，它们通常已有复杂的 IT
系统架构，同时 IT 部门也具有一定深度的技术实力，并有丰富 IT 基础运营经验。如果这
类 IT 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的企业果断转向公有云，则无疑意味着对现有 IT 资产的巨大
浪费，并且要额外在公有云上重新购买计算资源，并将现有业务系统迁移至公有云上，这
不仅是对资金预算的巨大挥霍，同时，现有 IT 系统需要做调整或迁移以适应公有云，这无
疑也要承担巨大成本支出和应用迁移风险，而选择私有云则只需考虑一次部署成本。因此，
对于已有多年 IT 发展经历和大型企业而言，选择私有云建设无疑是明智的决策。
（2）数据安全
在企业自建的私有云环境中，企业对私有云基础架构到上层 API 接口及其访问控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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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绝对的控制权，企业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规章制度设置私有云的使用访问权限，而且私
有云内部的数据流动仅在公司内部防火墙内部，企业数据有着可控较高的安全。但是如果
企业采用公有云供应商提供的第三方云服务，就不得不考虑安全和法规等方面的问题。在
很多行业里，尤其是很多大型上市公司里，企业除了要遵守国家法律规定外，相应的行业
和上市企业所需要遵循的安全规定和标准也是企业所不能忽视的，然而，由于目前国内公
有云计算市场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成长探索阶段，并不是所有的云服务提供商都能够满足企
业所要遵循的法规要求，因此企业在转向公有云之前，一定要谨慎评估这些方面。另外，
对于使用公有云的企业客户，企业和公有云上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是建立在 Internet 连接上
的，这种传输方式对企业数据而言，增加了泄露和数据被盗风险。同时，由于公有云集中
了大量客户数据，公有云供应商的网络系统往往成为网络恶意攻击的首选，尤其是近些年
来流行的 DDoS 攻击往往造成用户访问的大面积中断，除了网络攻击，公有云运营商所遭
遇的意外事故，如各种“闪电事件”和“挖机事件”都会直接大面积中断用户访问。因此，
从数据安全可靠性来看，私有云将是最佳选择，而公有云在数据安全方面的问题一直是阻
碍企业转向公有云的主因。
（3）应用集成
目前多数公有云运营商都能提供 PaaS 服务，例如关系型数据库 RDS 或者对象存储服
务 OSS，尽管这些功能强大的 PaaS 服务也能很好地支撑企业的海量数据存储业务，但是
对于很多大型企业客户来说，转向公有云不得不花费巨大的财力和精力来更改自己已有的
应用架构，才能使用公有云上的 PaaS 平台服务，而且通常会存在一些更槽糕的情况，就
是很多特殊行业目前的应用与公有云服务完全无法对接。以阿里云为例，其关系数据库服
务 RDS 目前只支持 MySQL 或 SQLServer 数据库的迁移，而并不支持 Oracle 和 DB2 数据
库，这就意味着使用 Oracle 和 DB2 的用户必须在迁移之前改变自己的数据库底层设计，需
要先将数据迁移至 MySQL 或 SQLServer 数据库，然后再迁移至 RDS，否则无法使用阿里
云的 RDS 服务，而在某些行业里，除了传统的 Oracle 和 DB2 数据库，还保留有 Sysbase、
Informix 等数据库。因此，对于这些客户而言，迁移至公有云就意味着更改应用接口或者
直接架构重建，这样的改动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成本开支并要承担潜在风险。
相对于公有云集成现有应用系统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成本开支，私有云对于企业的现
有应用系统的兼容性要好很多，私有云在建设过程中便可根据企业应用系统的特点进行底
层服务的定制，以使其很好地满足企业应用系统的需求。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业务系统
迁移至自己的私有云并不需要任何应用层面的更改，对于应用系统的使用者而言，迁移是
透明不被感知的。因此，从现有应用系统的集成角度来看，公有云优势不再，私有云才是
最佳的选择。
（4）数据可靠
使用公有云，则意味着企业数据必将存放在公有云上。尽管很多公有云运营商声称可
以实现 5 个 9 的 SLA，即 99.999% 的数据可靠性，但是用户对于自己数据的控制仍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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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例如，企业用户无法掌握具体的数据备份和冗余策略，也完全不知备份和冗余数据
的存放方式和存储情况。而在私有云上，虽然用户并不一定拥有比公有云更为健壮的冗余
和备份策略，但是冗余和灾备策略对于私有云用户而言是公开的，企业可以掌控自己的业
务数据、备份数据以及具体的策略，并且可以根据自己业务系统的重要程度和数据量大小
来设置业务数据冗余和备份策略，而不是采用公有云供应商提供的统一标准策略。因此，
从数据的可靠和可控性来看，私有云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
（5）资源体验
公有云下的资源是运营商维护下的资源池，用户对这些资源并不具有绝对的监控和掌
控性，企业用户与公有云运营商之间的资源供应关系主要通过签订 SLA 来维护，正如企业
通常无法完全使用电信运营商承诺的网络带宽一样，公有云供应商承诺的网络带宽或者存
储 IOPS 并不能绝对实现 SLA 的标准，甚至会有比较大的资源折扣，因而带宽和计算能力
都无法得到绝对的保证。由于企业对私有云拥有完全控制能力，而且通常只向单一内部客
户提供 IT 资源服务，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资源大小的调整以适应自己的应用系
统，并且可以完全保证这些资源不被用于其他。因此，从资源的使用体验而言，私有云肯
定更能满足各种应用系统的需求。
（6）扩展能力
弹性扩展是云计算的固有特性，也是云计算真正的价值所在。弹性扩展的主要目的在
于使得 IT 资源随着业务系统的需求而弹性伸缩，从而实现既不浪费 IT 资源，又能迅速保
证和满足业务系统的 IT 需求。公有云通常拥有私有云无法达到的资源池，因此其资源向上
可扩展的空间也是私有云无法实现的，故而公有云在应对强烈变化的业务 IT 需求上要远优
于私有云，虽然私有云也具有弹性伸缩的特性，但是其在运行成本和响应迅速膨胀的业务
IT 需求上仍然不如公有云廉价和便捷快速。对于很多初创企业或者业务时好时坏的行业，
选择弹性公有云将具有很大优势，而如果采用私有云建设的模式，则可能出现 IT 资源浪费
或者跟不上业务的发展。因此，从资源的弹性角度来看，公有云比私有云更有优势，尤其
是业务发展较快的初创企业，公有云将是不错的选择。

1.3

云计算架构设计与进阶路线

1.3.1

云计算生态模型

在进行云计算架构设计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清楚云计算生态链由哪些角色和环节构
成，从而在我们的云计算架构设计过程中，才能清楚定位哪些模块对应生态链中的哪些角
色，最后在云计算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整合或借助云计算生态链中的诸多角
色资源才能最终建设自己的云计算平台。目前云计算生态链主要有六大角色：云设备供应
商、云系统构建商（云平台开发商、系统集成商）、云应用开发商、云服务运营商（云资源
服务提供商、云平台服务提供商、云应用服务提供商）、云服务部署 / 交付商、云服务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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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最终用户。其中，云服务销售商、云服务部署商、云系统构建商、云应用开发商、云
软硬设备供应商均是面向云服务运营商提供服务的，而云服务运营商主要面向最终用户提
供 IaaS、PaaS、SaaS 服务，云计算生态链各角色之间的关系如图 1-7 所示。

图 1-7

云计算生态链角色关系

云生态链上各个不同的角色分工明确，不同层次的角色需要依赖其他角色提供的服务
才能存在。商业伙伴合作机构（Business Partner Consulting，BPC）基于对云计算领域各类
企业业务结构的分析与归纳，根据企业面对客户群的不同，为云计算生态链定义了 6 种不
同的角色类型，在此基础上根据业务结构的差异细分出了 12 个业务渠道角色，这些不同类
型的渠道角色组成了一个标准的云生态系统模型 ，如图 1-8 所示。在 BPC 的云计算生态
模型中，渠道角色的层次由上到下递增，下层角色的实现需要依赖上层角色，例如云系统
构建商需要云设备提供商提供的软硬件设备，云应用开发商又需要云系统构建商的软硬件
集成服务，而云服务运营商在正式提供云服务之前，必须由云应用开发商进行各种行业或
通用软件的开发，同时云服务部署商需要使用云运营商的云服务来盈利和进行商业活动。1
当然，对于特定的企业而言，不可能全部覆盖云生态链中的每一个角色。根据企业对
于自己业务性质的定位，每个企业在进行云计算建设时参与其中的云生态链角色也不尽相
同。假如企业根据自身业务特性和 IT 需求决定建设私有云，则云生态链中的云服务运营
商和云服务最终用户将合为一体，而如果企业在已有的 IT 基础设施上建设私有云，而不是
重新采购新设备，则云设备提供商就不会参与私有云的建设，同时如果企业自身 IT 实力较
强，无须云系统集成与云应用开发商，那么企业私有云的建设最终将只有企业自身一个角
色存在（扮演几乎全部角色），当然这种情况对于企业 IT 部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企业
在建设私有云之前，一定要对自身 IT 人员云计算相关的技术水平进行切实估计，通常，在
http://www.chinacloud.cn/show.aspx?id=19249&c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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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IT 人员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引入专业的第三方云系统构建和云应用开发商，不失为明智
之策。而如果企业对于云计算的建设定位是使用公有云运营商提供的服务，那么对于企业
而言，需要考虑的云生态链角色可能就只剩下云服务运营商和云服务部署商了，企业根据
自身 IT 资源的需求，租赁云服务运营商的 IaaS、PaaS、SaaS 服务，如果企业对于公有云的
使用不是很熟悉，或者应用系统无法集成到公有云上，则可以引入云服务部署商，通过云
服务部署商将自己的应用集成到公有云上，同时对自己的 IT 人员进行云服务培训。

图 1-8

1.3.2

BPC 标准云生态模型

云计算架构基本模型

众所周知，虚拟化是支撑云计算的核心技术和基础，而云计算是面向服务架构（SOA）
的一种实现，单纯的虚拟化只是迈向云计算的开始。虚拟化技术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资源
使用率和能耗效率，并将底层硬件与上层软件进行隔离，使得上层软件及应用的计算需
求变得弹性可控，同时极大降低服务器的维护成本开销及风险，提供业务系统的快速容灾
恢复和高可用性，伴随虚拟化的出现，业务系统跨物理节点的实时迁移也成为可能。但是
虚拟化技术默认并不对外提供抽象的服务组件，一个没有被服务化的虚拟化环境只能称
为资源池，并且只有内部管理员才能操作，因此这样的虚拟化环境并没有被云化（CloudEnable）。对于任何一个云计算架构来说，建立在虚拟化环境上的抽象服务层都是必须的，因
为它隐藏了底层复杂的基础架构设施，并向用户提供功能丰富的云管理接口，只有这样，
底层基础设施才能被软件定义，从而实现 IT 资源可编程的灵活控制与访问，图 1-9 为一个
简化的云计算架构模型。
在具体的云计算架构实现过程中，每一个厂商或者用户对于抽象服务层的理解都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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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但是不管架构如何变化，底层物理基础设施层、中间的虚拟化层、上层抽象服务层
的云计算架构框架是不变的，1.3.3 节将会介绍主流通用云计算参考架构，通过分析这些云计
算架构，我们将会在部署和实施云计算之前，对如何设计云计算架构有一个宏观上的认识。

图 1-9

简化的云计算参考架构图

云平台架构的设计最终直接影响到云计算资源的使用，在进一步深化云计算参考架构
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在云计算环境下资源的使用和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图 1-10 显示了云
环境下企业对 IT 资源的使用管理流程，即简单的申请、审批和使用三部曲，使用者首先需
要申请使用云资源，然后云管理员需要视情况审批并创建云资源，最后通知申请者领用云
资源，同时企业的 IT 高层应该对本企业的全部 IT 资源使用运行情况进行全局掌控。这是
一个简单的云环境下 IT 资源的使用管理流程，也是多数云计算参考架构在设计实现时应该
具备的功能，因此，在真正准备和实施云计算之前，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按照此
参考架构功能模块来建设，未来的云环境是否可以实现图 1-10 中描述的基本功能。

1.3.3

通用云计算参考架构

在开始云计算的正式架构与部署实施前，有必要了解通用云计算参考架构的设计模式
与组件，然后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通用参考架构的组件进行取舍。参考架构为云计算提
供了一个蓝图，蓝图中包括了完整定义的功能模块范围，云计算所要满足的需求条件以及
实现云计算的架构决策。云计算参考架构以一种标准化的方法论指导了整个云计算项目从
前期规划到后期实施应该参考的每个方面。云计算参考架构也称为 CCRA（Cloud Comput-

第1章

云计算架构设计及业务系统高可用

17

ing Reference Architecture），CCRA 定义了构成云计算环境的基本元素，同时 CCRA 由高层
次抽象化的功能模块组成，每个抽象化的模块均可根据需要进行深化细分 。图 1-11 是
IBM 提供的云计算参考架构，也是被业界普遍接受的 CCRA，IBM 的 CCRA 由面向服务的
架构 SOA 发展而来，其在业务支撑模块和运营支撑模块的细化对于很多公有云和私有云建
设都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1

图 1-10

简化的云服务使用管理流程

当然，要理解图 1-11 中的 CCRA，需要事先掌握某些角色和术语。从 CCRA 的角色层
面来看，IBM 的 CCRA 主要定义了三种角色：云计算服务消费者、云计算服务运营者和云
计算服务开发者。这种角色定义只是对任何云计算场景中均会出现的角色所做出的角色集
合定义，在特定的云计算场景，这些角色均可再细分为更具体的角色。下面是对这三种抽
象云角色的概念解释：
T 云服务消费者。云服务消费者可以是一个机构组织，也可以是个人。云服务消费者
通过浏览云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目录来选购自己需要的服务，同时云服务提供者会对这
些呈现给消费者的服务进行计量计费。云消费者通过购买云端的资源服务来满足自己
的 IT 资源需求，同时这种服务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随时终止计费和重新启动计费。
T 云服务运营者。云服务运营者也称为云服务提供者，主要负责向云消费者提供云服
务。云提供者最核心的部分是通用云管理平台，只有通过云管理平台才能向消费者
提供各种云服务模式，如 IaaS、PaaS、SaaS 等服务。云管理平台通常分为运营支
Dr. Menchita, F. Dumlao. Cloud Computing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rom Different Vendor’s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Engineering: 2013，3(11): 52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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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系统和业务支撑系统，业务支撑系统主要负责计量计费和账单管理等功能，运营
支撑系统主要负责运营商 IT 资源的运行维护管理。

图 1-11

IBM 的云计算参考架 CCRA

T 云服务开发者。云服务开发者也是云服务的创建者，虽然其与云服务提供者从角色上
进行了独立划分，但是二者也可以同属一个企业组织。云服务创建者主要负责创建可
为云消费者使用的云服务，当然这些云服务也必须建立在云运营商提供的云资源上。
CCRA 中的三种角色在具体的云计算场景中将会被细分为多种角色，当然，这些角色
也并非存在整个云计算环境生命周期中，某些角色的存在可能只是为了特定需求的满足而
临时设置。图 1-12 是对三种云计算角色的细分场景之一，其中云服务提供者又可以细分为
很多角色，这些角色囊括了业务层面和运营层面的角色，而云服务消费者和云服务创建者
内部也有各种经理角色和管理员角色。
对于多数企业而言，完全按照图 1-11 中的 CCRA 理论模型来进行云计算建设，从技术
和成本预算上来看都是难以承受的。更为重要的是，图 1-11 中 CCRA 的很多功能模块对于
大多数企业而言都是不必要的。或许对于建设公有云而言，该参考架构更贴近于实际模型，
但是，如果企业计划自建私有云，则图 1-11 中云计算参考架构的很多功能模块都可以直接
剔除，并且对于私有云的建设而言，云服务消费者、云服务提供者和云服务创建者均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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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身（也有可能外包部分工作），而且很有可能一人身兼数种角色，所以，没有任何一家
计划云计算建设的企业可以完完全全复制 CCRA 或者其他企业的云计算架构。因此，在标
准 CCRA 的基础上，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已有的 IT 基础设施资源和业务需求进行 CCRA 的
定制设计，图 1-13 即是根据图 1-11 进行削减定制的 CCRA，其架构仍然还是仅具代表性的
定制架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 IT 设备情况，选择是进行基于 powerVM 的 IBM 小型机虚
拟化，还是基于 KVM、VMware、XenServer 或者 HyperV 的 X86 平台虚拟化，PaaS 层是
部署 MySQL、MongoDB、Apache 等开源软件，还是 DB2、Oracle、Weblogic 等商业软件，
而对于业务支撑系统模块 ( 虚线模块 )，由于其主要针对计量计费和账单管理等功能，如果
企业不打算对外运营自己的云计算服务，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云计算
平台，运营支撑系统模块却是必须的。

图 1-12

CCRA 云服务角色细分场景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云计算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整个项目的实施可能会经
历多个阶段，这就需要企业明白每一个阶段应该完成哪些任务，这些任务完成之后，云化
数据中心应该具备哪些功能。通常而言，云计算建设过程根据 CCRA 的定义，一般由下层
到上层递进实施，当然如果人力资源和前期规划充分，也可以多个层次并行实施。就云计
算而言，云化数据中心实施的第一步一定是底层基础架构设备的虚拟化，也可以称为资源
池化，这一步就目前的虚拟化技术而言，已经相当成熟，功能组件也相当完善，主要需要
考虑的还是虚拟化引擎的选择，以及如何整合企业目前已有的 IT 设备，而不是完全重新采

20

架

构

篇

购。随着云化数据中心的成熟，各种自动化运维和监控以及 IT 资源的流程化管理和访问安
全等功能应该被集成到云化数据中心，从而不断向真正成熟的云计算平台靠近。图 1-14 是
云化数据中心在各个阶段应该具有的功能模块参考，其中有些功能模块是可以暂时不用考
虑的（虚线模块），当然，如果企业急需某些高级功能，可以将这些功能模块往前移，并且
如果认为某些功能模块完全没有必要，也可以将其剔除。

图 1-13

1.3.4

自定义 CCRA

云计算实施进阶路线

云计算的建设需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管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其在服务形
态和服务内容上都是逐步增强和提高的过程。云计算不是简单的虚拟化，还涉及很多关于
镜像、备份、存储、网络、访问控制、数据安全、高可用等相关领域的东西，而这其中的
每个领域又都可以继续细分出多个专业领域，例如网络部分就有针对 OSI 七层模型中不同
层次的高可用设计，以及 FWaaS、VPNaaS、LBaaS 等高层次服务的需求实现。在一个云环
境中，一个企业甚至可以针对自己的专长，仅在某一领域深耕发展，例如安全和网络领域
就已经很专业了。当然，对于一个成熟的多功能云化数据中心，多方向、多功能递进发展
也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作为公有云运营商，不仅需要对内通过技术手段提升云服务的用
户体验，还要不断提升防御各种日夜强化的外部恶意攻击。因此，走上了云，就意味着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需要循序渐进地往前走。图 1-15 是传统数据中心迈向云计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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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矩阵，从服务形态上来看，应该就是 IaaS 到 PaaS，然后到 SaaS 的过程；从服务内容
上来看，从最初的虚拟化，随后进入运维管理及部署的自动化，最终实现智能化的过程。

图 1-14

图 1-15

云化数据中心不同阶段应具备的功能

传统数据中心的云化过程参考矩阵

对于传统数据中心向云化数据中心的变迁，通常采用云化数据中心成熟度模型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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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即为 IBM 提出的云化数据中心成熟度模型，这与图 1-14 描述的不同阶段云化中心应
具备的功能模块是相互对应的。一个云化数据中心第一步便是虚拟化，然后进行自动部署和
优化管理，并最终进行服务完善，一个服务完善的云化数据中心只需进行服务门户和计费系
统等建设便可迈向真正的公有云实现盈利，当然对于私有云而言，这一步是没有必要的。

图 1-16

IBM 云化数据中心成熟度模型

根据企业自身的功能需求和服务需求，云计算建设过程的进阶路线是不相同的，图 1-17
是某企业制定的云计算进阶路线图，在该进阶路线中，企业将云计算建设过程分为基础
IaaS 服务阶段、IaaS 环境治理阶段、高级 IaaS 服务阶段和最终集成 ITIL 流程的高级 IaaS
服务阶段。同时在每一个阶段中，根据功能模块的重要性，又将不同的功能模块分为初级
阶段必须实现的功能和可以后续再来持续完善的功能，通过这样一个进阶路线的制定，企
业便可对自己的云计算建设过程有着明确的掌控：当前在哪一个阶段，本阶段哪些功能必
须实现，哪些功能可以留作后续进阶阶段再来实现，下一个阶段是什么，需要做什么。企
业制定完进阶路线之后，一切与云计算实施相关的项目进度便可一目了然。

1.4

业务系统高可用性概述
对 于 企 业 级 用 户 而 言， 业 务 系 统 的 高 可 用 性（High Availability，HA） 和 容 灾 恢 复

（Disaster Recovery，DR），即通常所说的 HADR 是必须的，也是任何需要进入企业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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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T 架构无法回避的问题，不管是传统 IT 架构，还是新型的云计算架构，都要面临如何
实现 HADR 的过程。

图 1-17

1.4.1

云计算进阶路线

业务系统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是确保企业重要业务系统持续性和非中断性运行的关键，高可用性是指本地
系统在某个软硬件模块出现计划内停止运行或非计划内故障的情况下，基于本地系统的应
用仍能继续提供访问的能力，并且这种非计划内的故障是随机的，可能是业务流程、物理
设施或者 IT 软 / 硬件的故障。关于高可用性，最简单的描述就是企业某一台或几台服务器
宕机了，但是企业用户却完全感觉不到应用访问上有何异常。通常，关键业务系统的高可
用性需要由多台物理服务器提供的集群构成，一旦其中某台服务器宕机了，则在该服务器
上 运 行 的 服 务 就 会 启 动 故 障 切 换（Failover）。 业 界 最 常 见 的 双 机 故 障 切 换 便 是 IBM 的
PowerHA，HA 集群节点之间通过以太网络或者 SAN 网络（不是必须的）以及磁盘心跳进
行彼此通信，一旦集群管理软件检测到某台服务器出现了网络或系统层面的故障，就会触
发集群的 Failover 操作，将故障节点上的应用切至正常节点运行。在 HA 故障切换过程中，
有两个切换成本维度是在设计高可用时必须考虑的 ：1
G. Venkata, G. Rajeev, E. Addison, et al. Implementing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in IBM Pure
Application Systems V2 [J/OL]. IBM Red Book. 2015. http://www.redbook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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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TO。RTO（Recovery Time Objective）是指故障恢复的时间，衡量的是故障恢复时
间的快慢维度。RTO 的最佳值是 0，即故障被立即恢复，中间没有任何中断的时间；
最坏情况便是无穷大，即故障后的服务永远恢复不了。通常 RTO 值为 0 和无穷大
的情况都极少出现，RTO 正常值的单位一般为秒和分钟，从几秒到几分钟不等，主
要根据业务系统的软硬件和集群架构设计来决定。
T RPO。RPO 是指数据恢复的程度，衡量的是故障后数据恢复的完整性维度，数据恢
复涉及企业的备份恢复及容灾策略，理想情况下，RPO 的值为 0，即没有任何数据
丢失，恢复后使用的是同步的数据，如果 RPO 大于 0，则意味着恢复后有数据丢
失，例如 RPO＝1，则意味着恢复后将会丢失一天的数据。
对于 RTO 和 RPO 而言，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RTO＝RPO＝0，但是这几乎无法实现，或
者说实现成本相当巨大，几乎很少有企业能够实现这类理想情况。从设计上来说，要保证
RPO＝0，最简单的实现方式便是数据实时同步，即存储的数据对多个节点的读写来说都是
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意两个节点读取到不同数据的情况，具体的实现可以是共享存储，
如开源的 NFS 或者 IBM GPFS 等都是这类共享存储的实现，另外一种实现方式就是存储硬
件层面的实时同步，即不同节点可以读写不同存储，但是后端多台存储之间的数据一定是
同步的，目前很多商业存储都能实现这点，如 EMC 的 VPLEX Metro 和 IBM 的 SVC 等产
品。而对于 RTO 为 0 的实现，则是采用双活集群（Active/Active）和负载均衡的方式，多
个节点上的应用随时都在对外服务，任何一个节点的故障都不会出现访问中断，而如果采
用主备（Active/Passive）模式的 HA 集群，则需要谨慎考虑 RTO 的值，原则上是越小越好。
关于业务系统的高可用性，一般通过全年的运行时间和宕机时间来计算，也即我们经常在
各种公有云运营商 SLA 上面看到的几个 9 的可用性，高可用性的计算公式为：[1―（宕机
时间）/（宕机时间＋运行时间）]，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值 ：1
T 1 个 9。即全年 90.0% 的可用性，全年 365 天的宕机时间即为 36 天 12 小时。
T 2 个 9。即全年 99.0% 的可用性，全年 365 天的宕机时间即为 87 小时 36 分钟。
T 3 个 9。即全年 99.9% 的可用性，全年 365 天的宕机时间即为 8 小时 46 分钟。
T 4 个 9。即全年 99.99% 的可用性，全年 365 天的宕机时间即为 52 分钟 33 秒。
T 5 个 9。即全年 99.999% 的可用性，全年 365 天的宕机时间即为 5 分钟 35 秒。
T 11 个 9。这个几乎是几年才宕机一次了，目前很少有云服务商能够做到这点，更不
用说传统的 IT 架构了，当然 IBM 的 z 系列大型机例外。

1.4.2

业务系统容灾恢复

HA 与 DR 是有区别的，HA 更多的是强调本地系统的高可用，即将某个应用系统运行
在数据中心的多个服务器上，当其中的任一服务器出现任意故障时，应用程序和系统能迅
Q. Dino, F. Steven, H.Mike, et al.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Planning: Next-Generation Solutions
for Multiserver IBM Power Systems Environments [J/OL]. IBM Red Book. 2010. http://www.redbook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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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切换到其他服务器上运行从而保证业务系统的高可用性，其实现过程主要是本地系统的
集群和数据的热备份，从设计上来讲，HA 往往通过共享存储来实现数据的同步，因此通常
RPO＝0，而更多要考虑的是 RTO 的设计。
DR 则更多的是强调异地灾备中心的容灾恢复，即 DR 通常被认为是在另一数据中心
重构恢复当前出现灾难数据中心的计划或过程。灾难（Disaster）是指由于人为或自然灾害
致使当前数据中心内的 IT 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或者直接瘫痪，并最终导致相应的业务系统功
能访问中断或者服务水平不可接受且达到特定时间的突发性、严重性、灾难性的事件，灾
难的出现通常迫使当前数据中心的系统不得不切换到备用数据中心运行。容灾恢复即当灾
难发生且生产数据中心受到严重程度破坏时在异地数据中心内恢复数据、应用或者业务的
能力。容灾恢复的前提是企业具备容灾能力。容灾是指企业除了日常的生产数据中心以外，
在异地还有备份的数据中心随时可以接管生产中心的业务系统，例如 IBM 倡导的“两地三
中心”容灾方案，就是在同城建立备份中心，然后在地理位置更远的异地再建个容灾中心。
衡量容灾系统的两个指标，仍然是 RTO 和 RPO。图 1-18 显示了影响业务系统恢复时 RTO
和 RPO 的数据恢复方式与业务系统的恢复方式。

图 1-18

业务系统高可用的 RTO 与 RPO

从图 1-18 中可以看到，如果数据中心之间进行的是数据的同步复制，则容灾恢复过程
中的 RPO 是秒级别的，即几乎不丢失数据，而如果是通过带库之类的备份恢复，则可能会
丢失几天到几周不等的数据。同时，如果业务系统建立有 HA，则恢复过程几乎是秒级别
的，而如果是通过热备数据中心来恢复，则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容灾恢复总体
上可以分为数据级别、应用级别、业务级别：
T 数据级别。数据级别的容灾通常是建立异地容灾中心，通过数据的远程备份来实
现，数据级别的容灾可以确保在灾难发生之后原有的数据不会丢失或者遭到破坏。
但在发生灾难时应用是会中断的，因为数据级的容灾方式其实就是一个远程的数据
备份中心，并不具有业务恢复的能力，此外，数据级容灾的恢复时间比较长，但是
相比其他容灾级别来讲它的费用比较低，而且构建实施也相对简单，即 RTO 最长，
总体拥有成本（TCO）最低。
T 应用级别。在数据级容灾的基础之上，在备份站点同样构建一套相同的应用系统，
通过同步或异步复制技术在数据中心之间传递数据，这样可以保证关键应用在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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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范围内恢复运行，尽可能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让用户基本感受不到灾难的
发生，这样就使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是完整、可靠和安全的。这一级别的 RTO 相对
数据级别要优很多，同时 TCO 也相对较小。
T 业务级别。几乎就是生产数据中心的模板复制，全部业务系统都做了应用级别的灾
备，同时除了必要的 IT 相关人员和技术，还要求具备全部的基础设施。在严重灾
难发生后，原有的办公场所都会受到破坏，在业务级别的容灾环境下，除了数据和
应用的恢复，业务系统的正常开展也要被恢复。当然，这一级别的容灾恢复 RTO
是最低的，同时 TCO 是最昂贵的。

1.5

传统 IT 架构高可用设计

1.5.1

传统数据中心 HADR 设计原则

任何 HADR 设计架构都需要遵循一定的高可用设计原则，对于一个成熟完善的 HADR
高可用解决方案，其架构设计必须包含以下基本模块 ：1
T 应用数据的高可用。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数据便是一切，任何 HA 和 DR 的恢复都
要以数据为基础，没有数据则谈不上任何的恢复，因此，数据高可用是任何 HA 和
DR 架构设计首要考虑的基本元素。图 1-19 中的远程数据复制（Replication）便是
数据高可用的设计体现之一，应用数据的高可用通常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基于存储的数据冗余。基于存储的数据冗余分为本地集群的数据冗余和多站点

之间的数据同步冗余，集群节点之间的存储并行访问和共享磁盘配置都属于本
地集群数据冗余，并行访问常见的如 NFS 和 GPFS 文件系统，都允许集群多个
节点同时读写存储。共享磁盘配置常见的如 IBM 的 PowerHA 共享盘，这是一种
Active-Passive 的访问模式，只有在 Active 的节点故障的情况下，磁盘锁才会被
释放同时 Passive 节点才能读写共享盘。跨站点数据复制分为基于存储的数据复
制和基于服务器端的数据复制。服务器端的远程数据复制主要通过镜像（Mirror）
技术来实现；存储端的数据复制又分为同步复制（Synchronous Replication）和
异步复制（Asynchronous Replication），异步复制意味着主节点应用程序可以继
续执行而不用等待存储端的数据复制完成，同步复制则需要等待远程存储写完成
的应答信号，因此同步复制的应用程序响应性能不如异步复制，但是同步复制在
故障恢复时不存在数据丢失的情况，而异步复制无法做到这点。
 基于日志的数据复制。基于日志的数据复制功能主要应用在数据库的容灾恢复

上，如 IBM 的 DB2 数据库便有 HADR 功能，其主要思想是数据库可以通过记
录的操作日志来进行数据恢复。因此，备份了操作日志，便间接地备份了保存在
Q. Dino, F. Steven, H. Mike, et al.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Planning: Next-Generation Solutions
for Multiserver IBM Power Systems Environments[J/OL]. IBM Red Book.2010. http://www.redbook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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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的数据。
T 应用基础架构的高可用。基础架构设施为应用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全部的软硬件资
源，基础架构的高可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提供在集群节点中重新启动应用所
需的全部软硬件资源，其二便是通过监控和验证确保集群的完整性。应用基础架构
的高可用最常见的便是双机主备或者双机互备集群环境，两个节点从物理硬件到操
作系统软件和参数配置上都保持一致，主节点故障后，应用切换到备节点运行，由
于备节点拥有与主节点几乎完全一样的环境，因此应用的重启不存在任何问题。
T 应用运行状态的高可用。在传统企业级业务系统中，很多应用是有运行状态的，如
果要确保应用正常恢复，则需要保存应用的运行状态，并将恢复后的应用从故障
前的最新状态点重新运行。应用程序的运行状态通常保存在内存中，而应用程序的
恢复点依赖于你的应用程序设计和故障类型等很多环境因素，以 DB2 数据库为例，
DB2 每进行一次提交操作（Commit），则内存中的数据便会写入磁盘，数据库认为
此次数据操作正常完成，而如果用户还没有提交便出现了宕机事件，则恢复后的应
用（DB2 数据库）不会从宕机时刻的状态开始重新启动，而数据库的恢复点应该是
宕机前的最后一次提交操作点。就应用程序状态的冗余性设计而言，高可用性设计
的重点应该在于监控应用程序栈的健康状况，通过集群 HA 的方式降低应用系统的
恢复时间和切换时间，例如某些中间件便能够将主节点上的应用程序状态信息复制
到集群备份节点的缓存中，通过这样一种设计方式，应用程序的切换和恢复便可得
到加速。

1.5.2

故障划分与 HADR 高可用实现

在传统 IT 领域，高可用设计通常利用设备的冗余热备和软件的集群方式来实现，如
IBM 的 z 系列大型机便是利用每个关键部件的冗余设计来保证硬件层面上的高可用，当然
这种大型机的设计思路也被应用到了很多小型机里面，包括 IBM 的 POWER 系列小型机和
HP 的 Superdome 等企业级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传统 IT 领域的高可用性设计主要分为硬件
层面和软件层面的设计，而根据 IBM 的调查，硬件故障引起的宕机只占了小部分比例，接
近 50% 的宕机事件是由软件问题和人为误操作引起的。而高可用性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便
是引起业务系统宕机的各种故障，然后根据这些故障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高可用性设计。
表 1-2 总结了可能引起宕机事件的故障组，这些故障组是高可用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首要
因素。
表 1-2
故障组归类

高可用设计故障归类
HADR 需要考虑的故障

故障组 1

中央处理器相关模块（CPU，内存）、I/O 板卡、磁盘驱动等故障

故障组 2

网络及存储相关的适配卡故障，线路故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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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HADR 需要考虑的故障

故障组归类
故障组 3

关键操作系统资源：卷、文件系统、IP 等

故障组 4

应用，中间件，管理员误操作等

故障组 5

数据中心故障（电力、空调、灾难等）

在业务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HA 有助于降低故障引起的业务中断时间，同时促使关键
资源在高可用集群服务器之间进行可靠的故障切换，而在多站点容灾恢复的场景中（DR），
高可用集群解决方案除了能够增强业务的高可用性之外，还能够管理和保障站点之间的数
据复制，因此集合 HA 与 DR 的 HADR 高可用容灾解决方案将会是企业业务系统真正实现
高可用和持续性运行的理想解决方案，并且 HADR 几乎可以覆盖表 1-2 中的全部故障组。
一个典型的 HADR 设计案例如图 1-19 所示 。1

图 1-19

HADR 设计案例

图 1-19 中，本地数据中心与远程数据中心之间通过远程数据复制的方式实现数据容灾，
本地数据中心内部构建 HA 集群，同时除了本地 HA 集群之间需要建立心跳检测机制之外，
本地数据中心与远程数据中心之间也需要实现相应的心跳检测机制。如果本地数据中心内部
的 Master Server 出现故障，则本地 HA 集群将触发资源切换（Failover），如图 1-20 所示。
图 1-20 中发生 HA 故障触发资源切换时，并不会触发容灾恢复，此时远程数据复制仍
然进行，数据中心之间的站点心跳也保持正常进行，此时如果本地数据中心出现灾难性事
故，导致整个数据中心 IT 系统无法使用，则会立即触发 DR 容灾恢复过程，本地数据中心
http://www.cnblogs.com/sammyliu/p/4741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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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系统将全部迁移至容灾数据中心，或者说容灾数据中心将利用平时同步复制的数据进
行业务系统的恢复，如图 1-21 所示。

1.6

图 1-20

HADR 架构设计中的 HA 切换

图 1-21

HADR 架构设计中的 DR 切换

云环境下的高可用设计
在云计算布道的阶段，关于如何对待云计算环境下服务器与传统数据中心服务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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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比喻也许就是“宠物”与“绵羊”了。在传统数据中心里，用户总是小心翼翼地维
护如宠物般珍贵的服务器，而在云环境下，服务器就像放养的绵羊，出了任何问题随时可
以将其替换掉。这种云计算概念上的普及似乎在告诉用户，上了云便可以高枕无忧，再也
不用担心服务器宕机带来的噩耗，也不用再担心业务系统的高可用受到影响。然而，事实
似乎并非如此，尽管各个公有云运营商推出了 4 个 9 甚至 5 个 9 的 SLA 来承诺云服务的高
可用性，但是对于很多严重依赖 IT 系统的企业而言，即使完全如云运营商所承诺的那样实
现了 99.99% 的高可用，但是也无法承受全年 52 分钟的宕机时间，更何况很少有云运营商
真正做到 SLA 的承诺，而云运营商对于 SLA 失信的赔偿似乎也远不及用户的损失。随着
云计算的不断成熟和使用用户的增加，各种云宕机事故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也越来越严重，
不管是国外云巨头亚马逊的 AWS、Google 的 GAE、微软的 Azure，还是国内的阿里云、青
云、盛大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云宕机事件发生，而 PaaS 巨头 CRM 领域的领头羊 Salesforce
在 2016 年 5 月份丢失用户近 5 个小时的数据，而且很多数据无法找回更是引起了云计算发
展的一些争议。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公众对于云计算领域的各种宕机事故如此关注，尤其是 AWS、
Azure、阿里云等巨头的宕机事故，其关注度甚至高于自己企业的宕机事件，这与云计算早
期的宣传致使很多用户对云计算抱有 100% 高可用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有关。事实上，云计
算不可能万无一失，云计算会宕机也不应该成为质疑或反对云计算的理由，任何业务系统
的高可用性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求用户必须做好自己系统的设计，然后充分利用云
计算提供的资源机制，而不是用户不做任何系统高可用性设计和考虑，直接把应用程序扔
到云端就万事大吉。其实云计算和传统 IT 基础设施一样，不可能万无一失，系统和应用在
设计时本来就应该为故障做好准备，而不是完全依赖 IT 基础架构 100% 的可用性，例如在
AWS 2011 年 4 月份的宕机事故中，很多运行在 AWS 上的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 Twilio 公司却因为良好的业务系统高可用性设计而免于此次事故。

1.6.1

云计算 HADR 架构设计原则

传统数据中心的 HADR 主要是基于服务器的部署架构，系统软件主要部署在物理服务
器或者虚拟机上，而高可用性设计的主要解决方案是提供冗余的硬件和系统，如应用服务
器集群、主从数据库同步复制、冗余网卡和 RAID 磁盘阵列等。传统数据中心的 HADR 集
群架构可以看作硬件服务器和系统软件的一个
垂直集合，每个服务器可以看作它的垂直子集，
集群中任何一台服务器故障，其他服务器仍然
可以响应应用请求，如图 1-22 所示。
与 传 统 数 据 中 心 基 于 服 务 器 的 架 构 不 同，
对于企业而言，云计算环境下最大的技术转换
便是云的出现只是为了提供服务，即云架构的 图 1-22 传统数据中心基于服务器的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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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应该是如何呈现和利用云服务。传统数据中心需要提供运行时的设备，如应用和数据
库服务器，并且是以独立且不可再分的服务器单元提供，然后这些独立不可再分的服务器
单元通过软件组成逻辑上的集群。相比之下，云架构被设计为资源抽象，如对存储、计算、
网络以及运行时依赖资源的抽象，同时云架构也被设计成为多租户高可扩展的架构。云架
构可以看成是多种逻辑服务的水平层面集合，这种水平层面并不是简单硬件设备的集合，
而是云架构所提供的服务域（Zone），云架构上的水平层可以是 API 层、UI 层、逻辑业务层
等，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云计算中基于逻辑服务的水平架构

针对云计算的架构环境，在云环境下要实现应用系统的 HADR，需要遵循如下最佳实
践原则：
T 避免单点故障（SPOF）。
T 构成应用系统的每个组件（负载均衡
器、应用服务器、数据库）至少放置
到两个 AZ（Availability Zone）上。
T 在独立的 AZ 上预建足够的资源以容纳
云宕机时 AZ 上需要进行迁移的云资源。
T 跨 多 个 AZ 进 行 数 据 同 步 复 制 或 者 跨
区域（Region）进行数据备份以应对云
宕 机 时 进 行 应 用 程 序 的 Failover，AZ
与 Region 的区别如图 1-24 所示。
T 设置监控、告警及故障识别和自动解 图 1-24 可用域（AZ）和区域（Region）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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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或自动 Failover 的运行机制。
T 构建弹性无状态的应用程序以便灾难发生时在安全的 AZ 内进行实例 reboot 或者
relaunch 以恢复应用正常运行。
上述最佳云计算 HADR 实践原则总结起来可以归为 4 个步骤，即为 Server 故障设计高
可用、为 Zone 故障设计高可用、为 Cloud/Region 故障设计高可用、自动故障恢复与穷尽
测试：
（1）针对 Server 故障的高可用设计
Server 在云环境以 Instance（实例）的形式存在，实例通常并不像传统的物理服务器一
样被小心呵护长期使用，云环境下的实例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替换掉，因此，针对 Server
级别的高可用设计最根本的就是设计弹性无状态的应用程序，因为只有弹性无状态的应
用程序才能原生态地适应云计算环境下的高可用，无状态应用可以通过迅速 relaunch 或
者 reboot 实例而得到快速恢复，除此之外，还应该设计数据库的镜像（Mirror）备份、主
从（Master/Slave）配置等以同步和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从而在宕机后迅速恢复数据可用性，
在应用服务器的设计上应该尽量保证服务器的可扩展性，如果在成本预算上可以接受，则
AWS 的跨 Zone 自动扩展与数据同步复制高可用架构是最为理想的设计模式，如图 1-25
所示。1

图 1-25

AWS 跨 Zone 自动扩展与数据同步架构

（2）针对 Zone 故障的高可用设计
在现实中，除了单个服务器故障外，还可能会出现数据中心的电源故障、网络故障、
http://blog.csdn.net/awschina/article/details/2750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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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雷击以及人为施工破坏等数据中心的故障，因此还需为你的应用考虑 Zone 故障。Zone
是指一个使用独立电源，并且与其他 Zone 彼此隔离的数据中心，Zone 内的 Server 共享高
带宽、低延时、可通过私有网络访问的局域网。应对 Zone 故障的方案就是将每一个应用层
的 Server 都扩展到至少两个 Zones 上，数据也需要进行至少跨两个 Zone 的复制，图 1-25
中的 AWS 高可用架构便是如此。
（3）针对 Cloud/Region 的高可用设计
从 AWS 的观点来看，Servers 集群不是云，独立 Zone 也不是云，云是由多个 Zone 组
成的 Region，Zone 与 Region 的关系如图 1-24 所示。Region 就像岛屿（island），彼此之间
不共享任何资源，它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 API 接入点的资源系统，并且在地理位置上相距
很远，如亚洲 Region 与北美 Region，通常将 Region 看成是真正的 cloud。尽管一个 Cloud
发生出现故障的概率较低，但是如果要实现多个 9 的高可用性，那么跨 Cloud 的高可用设
计也是需要考虑的，跨 Cloud 不仅仅是跨同一个供应商的 Region，也可以是跨多个供应商
的 Region。
（4）自动故障恢复与穷尽测试
在设计了针对 Server、Zone、Cloud 故障的高可用架构后，应该让一切故障的 Failover
都变得自动化，因为在真正的故障发生时，时间极其珍贵，而你很可能正好没时间应对复
杂的数据迁移与恢复等工作。任何 HADR 的设计都必须在考虑到全部故障点的充分测试下
才能符合生产使用的要求，在高可用架构正式上线前，充分的压力和故障模拟测试是必经
的过程。

1.6.2

云计算 HADR 架构设计实现

对于 HADR 而言，永远都是方案越完善成本越昂贵，HADR 与成本预算总是正相关，
因此，企业在真正考虑自身业务系统的高可用设计时，不可能完全按照最完美的 HADR 方
案来实现，很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更是如此。因此，企业在设计高可用云计算方案时，
应该在自身可以承受的高可用级别和能够接受的预算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从而进行不同层
次的 HADR 设计考虑。在云计算环境的 HADR 领域，有跨 Cloud 的冷备 DR（Multi-Cloud
Cold DR）、跨 Cloud 半热备 DR（Multi-Cloud Warm DR）、跨 Cloud 热备 DR（Multi-Cloud
Hot DR）以及跨 Cloud 热备 HA（Multi-Cloud Hot HA）几种方式，同时这几种 HADR 部署
架构的 RTO/RPO 与预算成本成正相关关系，如图 1-26 所示。
如果企业仅希望降低成本，在云宕机出现后再将业务系统迁移到其他云上，则 Cold
DR 方案是最佳选择，但是 Cold DR 方式是不能迅速恢复业务系统的，同步数据到其他云上
也很缓慢，要将数据库启动到运行状态也很缓慢，企业通常要经历几个小时的业务中断才
能重新恢复，以 AWS 部署为例，Cold DR 的架构如图 1-27 所示。
如果企业希望以最小的额外成本和尽可能快的速度在另外的云上恢复业务系统，则
Warm DR 方案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方案下，备份云中心运行 Slave 数据库的服务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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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被实时复制到备份云中心，一旦主中心出现云宕机事故，便可在备份云中心迅速启动
实例恢复应用系统，Warm DR 的部署架构如图 1-28 所示。1

图 1-26

云架构 HADR 与成本关系

图 1-27

Cold DR 架构

Warm DR 方案在灾备云中心并不同时运行实例，而只进行数据层面的备份与同步，相
比之下，Hot DR 方案不仅在灾备云中心进行数据层面的保护，还同时运行同等规模的应用
实例，但是灾备云中心的实例并不负载客户的访问请求，一旦主中心出现云宕机事故，则
灾备中心的云实例迅速接管用户访问请求。与 Warm DR 方案相比，Hot DR 方案显然要支
付更多的费用，并且在云环境与传统 IT 数据中心不同，启动应用实例的速度本身已经非常
http://docplayer.net/1520360-High-availability-in-the-cloud-architectural-best-pract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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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因此 Hot DR 的恢复时间不会比 Warm DR 高很多，但是费用却要昂贵得多，因此并不
推荐 Hot DR 的方案，Hot DR 的架构如图 1-29 所示。

图 1-28

图 1-29

Warm DR 架构图

Hot DR 架构

跨云 DR 方案虽然可以保证企业应用的恢复，但是始终存在中断时间，对于大型企业，
尤其是金融领域的企业而言，业务中断是不能允许的，因此跨云 HA（Multi-Cloud HA）将
是最佳选择，Multi-Cloud HA 类似于传统数据中心的双活方案，主备云中心均同时运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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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应用系统，并通过负载均衡器实现跨地理位置的负载均衡，打通云之间的网络后实现
应用服务器的跨云扩展部署和数据存储，这样即使主备云中心出现云宕机事故，企业应用
系统均不会中断，真正实现了云架构上应用系统的高可用，但是 Multi-Cloud HA 架构的成
本费用也将最昂贵的，面临的技术难题也是最多的，因此通常是具有成熟技术和资金实力
的大型企业才会选择 Multi-Cloud HA 的架构模式，Multi-Cloud HA 的架构如图 1-30 所示。

图 1-30

1.7

Multi-Cloud HA 架构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从云计算发展的现状即未来趋势，以及云计算为企业 IT 系统带来的诸多优势

阐述了企业用户拥抱云计算、进行云计算建设的必要性，同时，本章还对公有云和私有云
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分析以供不同企业用户在如何拥抱云计算上提供决策参考。传统数据
中心的云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本章为准备进行云计算建设的企业用户提供了云计算
参考架构和数据中心云化进阶的路线，不同的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参考架构中的功能
模块进行取舍建设以满足自己的业务需求。对于企业用户而言，不管是基于传统数据中心
的业务系统，还是云计算支撑下的应用系统，高可用和容灾恢复都是业务连续性必须考虑
的问题，本章不仅对传统 IT 架构下的高可用和容灾恢复进行了介绍，还重点介绍了云计算
时代，用户业务系统的高可用架构和实现参考。总体而言，本章主要是云计算和业务系统
高可用的架构及实现的介绍，是后续 OpenStack 高可用集群建设的基础，在后面的章节中，
我们将会通过 OpenStack 开源云来对本章所讲解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实现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