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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PL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是为企业用户提供的用于统一管理多种云资源的 SaaS 云计算管理平台。通过超

融合、软件定义网络、容器、自动化运维等技术的综合应用，使企业能够以最小的初始成本快速实现 IT 基

础设施的“云化”；同时，产品可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自身业务的增长，实现“积木堆叠式”的弹性

扩容，按需升级。以企业的视角，从数据中心、部门、项目等不同的维度对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和

计量统计。 

PLCloud 云计算管理平台的功能架构如下所示： 

 

2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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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特点 

 

3.1 智使用 

PLCloud云管平台可以自定义组织结构，针对不同的角色分配不同的权限，灵活应对企业多级组织架构，

从用户、项目和部门不同粒度管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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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对审批级别和流程进行自定义，严格且高效的执行规范流程。 

 

PLCloud平台支持将挂载在物理机上的USB/GPU/FPGA等设备透传给云主机，便于用户根据业务需求开发

和部署相关业务，提供易用、经济、敏捷和安全的云服务。同时还支持外挂第三方存储设备或裸设备，可

将存储设备直接通过LVM、NFS、FC、iSCSi等多种方式直接映射给云主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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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loud云管平台提供完整的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支持虚拟机的创建、修改、启动、重启、关机、迁移、

快照等常用功能，同时支持通过管理界面的控制台远程连接到虚拟机。并提供虚拟机故障管理功能，可针

对某些重点业务主机，提供虚拟主机故障转移及目标锁定功能，可实现对任何虚拟机进行保护以防止主机

发生数据、事务或连接丢失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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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运维 

PLCloud云管平台采用去中心化、全对称的分布式架构，最大限度利用物理资源，消除单点故障。当集群

中某个物理服务器出现断电或断网故障时，系统触发高可用，将云主机驱散到功能正常的节点上，保障业

务系统的持续可用性。 

 

PLCloud云管平台支持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和策略，经济地自动调整弹性计算资源的管理服务。弹性扩展

不仅适合业务量不断波动的应用程序，同时也适合业务量稳定的应用程序。通过弹性扩展管理集群，在高

峰期自动增加云主机，在业务回落时自动减少云主机，节省基础设施成本。 

 

针对当前平台良身定制巡检计划，快速检查并发现平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支持巡检报告导出功能，为

运维人员修复问题提供必要的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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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loud云管平台支持不同资源类型的告警设置，如物理机、虚拟机、ceph、硬件故障等，并支持添加具

体的告警阈值来实现资源告警触发，除了在平台展示当前告警外，还支持通过邮箱或微信方式发送告警至

联系人。 

 

PLCloud云管平台支持超融合Ceph存储管理，采用多数据副本保护机制，提供可选的副本数量，实现不同

级别的保护机制，最大支持12个数据副本，实现将各数据分散存储在云管平台不同的节点上，任意单个主

机节点或者单块磁盘故障，存储数据依然可以正常对外提供访问。当安装超融合Ceph时，平台会对Ceph
进行智慧运维。对于Ceph集群中的故障硬盘，支持在操作页面中将硬盘删除，更换新硬盘后，可以将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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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加载到集群中并自动恢复数据。 

 

PLCloud云管平台基于多年云运维项目经验，在此基础上已经累积了十几个云平台的插件，囊括了主流的

公有云、私有云和虚拟化平台以及多个第三方云管理插件。云插件也已累积了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库

等常用云资源的接口，可以满足企业资源纳管的需求。另外，通过云插件易扩展的特性，可以像垒积木一

样增加所需的云平台或云资源。 

支持大屏监控能力，通过PLCloud云管平台在一个页面来展示当前平台及多个平台资源状态显示，使得日

常使用及运维更加得心应手。 

 

3.3 智运营 

PLCloud平台支持统计并展示出各种类型资源的使用量（当前使用量和累计使用量）及其排行，更加有利

于管理员进行资源整合分析，避免产生僵尸资源，从而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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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管平台中设置计费开关，当打开计费开关时，云管平台的资源可以进行相应的计费。消费统计可以显

示各数据中心费用及占比，各类资源的费用及占比，支持查看历史费用信息。运营管理员能够更清晰的掌

握当前平台用户所使用的资源情况。 

 

在云管平台中开启自定义水印预览功能，它可以在虚拟桌面的屏幕上，附加一层 “水印”图片。该“水印”，

可以由云管平台管理员来进行定制，比如，水印图片可以包含桌面当前用户的用户名、电子邮箱、日期、

机器名、IP地址等等。另外，这个水印是无法被任何窗口遮盖的，它永远浮在当前的窗口上。可有效某些

恶意泄露企业机密内容，给企业的防泄密增加一道看不见的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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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loud云管平台可根据安装部署的物理主机规模及对接的存储设备，支持两种部署模式： 

 

PLCloud云管平台底层OpenStack模块部署实现容器化部署，平台可实现动态升级、更新。 

 

用户仅需通过注册、选择主机、网络配置、配置下发等几步操作，实现分钟级资源池的部署和构建。让客

户用最小投入使IT资源云化，快速获取云计算资源，可随业务增长进行节点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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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优势 
 去中心全对称分布式架构，无单独管理节点，可靠性更高且帮助节省成本。 

 

 容器化部署，平台可实现动态升级、更新。 

 内置自动化运维机器人，可以实现故障自动检测和恢复，并根据负载情况，动态调整服务能力。 

 支持超融合架构，可在线积木式扩展。 

 可视化存储管理能力。 

 提供全方位混合云架构，与腾讯公有云完美融合，用户可按需配置公有云和私有云资源，灵活高效，

节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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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功能 

PLCloud 云管平台主要包括虚拟资源管理、监控管理、工单管理、日志管理、身份管理、系统管理等功能，

集中了弹性可扩展计算、分布式块存储和软件定义网络（SDN）等核心技术，通过对硬件设施进行虚拟化

处理，形成云化的资源池，该资源池可按需为每个用户提供基础 IT 资源，包括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

资源，快速适应动态变化的业务需求，实现弹性资源分配。 

云管平台支持通过页面安装高级扩展功能，包括物理机管理和容器管理。 

PLCloud 的智能化自动化运维监控系统实时检测保障数据及服务安全。客户通过统一的 SaaS 云端界面，

可实现对包括物理资源和虚拟资源在内的整个数据中心的集中管理，从而为用户提供可靠、优质的计算服

务。 

5.1 虚拟资源管理 

虚拟资源管理包括云主机、镜像、存储、网络、安全、弹性扩展及备份恢复，通过以上模块的相互协作，

为客户提供了从创建一台虚拟机到正常对外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是整个PLCloud云计算管理平

台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可为客户直接创造价值的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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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监控管理 

监控告警功能模块可以为整个云计算管理平台、私有云环境提供可靠的运行保障，系统主要对物理机、虚

拟机、存储、数据库、中间件、业务系统、常用服务等提供细粒度监控，支持实时监控，支持历史数据查

询与趋势分析，支持监控数据以图片或表格形式导出。 

 

5.3 工单管理 

工单管理功能模块用于为云计算管理平台的企业管理员和普通用户提供一个交互的通道。支持创建工单和

工单流转，可通过此模块实现资源申请和信息咨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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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身份管理 

身份管理功能模块按照企业日常管理的视角，支持企业创建符合本企业组织结构的部门；并支持基于部门

进行资源分配；支持企业基于部门、项目以及项目成员划分角色（包括部门管理员、项目管理员、普通用

户）；支持基于角色进行云计算管理平台系统功能的授权。 

企业可以实现按需创建不同权限、不同配额的子账号，并由各子账号独立管理本部门内的所有云资源。满

足了企业多级权限管理的需求，为企业不同部门不同项目管理其资源提供了便利。 

 

5.5 日志管理 

用户根据需求设置过滤条件，查询符合条件的日志信息。选择导出全部，可将日志导出到本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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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功能模块提供运维管理、运营管理以及系统设置相关配置。 

 

5.7 物理资源管理 

物理资源管理包括物理机、镜像、网络，通过以上模块的相互协作，将闲置的物理机组成资源池，供用户

申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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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规格 

指标 规格 

每台云主机支持最大 VCPU 数 240 
每台云主机最大内存 4000GB 
每台云主机支持云硬盘数目 24 
每台云主机支持最大云硬盘容量 64TB 
每台云主机支持虚拟网卡数目 26 
每台主机支持逻辑 CPU 数目 576 
每台主机支持 VCPU 数目 4096 
每台主机支持最大物理内存 6TB 
每台主机可创建云主机数量 111 
每台主机可同时运行云主机最大数量 104 
每台主机最大支持并行动态迁移云主机数量 1 
每主机支持虚拟网卡最大数目 2886 
单数据中心云管平台可以管理的最大计算集群数 16 
单个集群支持物理服务器 256 台 
单个集群可支持 VLAN 最大数目 4094 
单个跨服务器私有网络可支持同时运行的主机数目 1024 
单个集群支持的跨服务器私有网络数目 4094 
单个跨服务器私有网络支持的虚拟网卡数目 取决于子网 cidr 范围 
单个集群支持跨服务器私有网络的虚拟网卡数目 取决于子网 cidr 范围 
云管高可用集群服务器数量 奇数个 

云主机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 

Windows 2008 
Windows 2012  
Windows 7  
Windows 10 
Windows 2016  
Suse 11  
Ubuntu 12.04 
Ubuntu 16.04 
Ubuntu 14.41 
Ubuntu 17.101 
Ubuntu 18.04  
Ubuntu 18.10 
Rhel 6.x 
Rhel 7.x  
kylin402_desktop 
kylin402_server 
CentOS 6.x 
CentOS 7.x 

裸机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 

CentOS 6.x 
CentOS 7.x 
RedHat6.x 
RedHat7.x 
Ubuntu14.04 
Ubuntu16.04 
Windows_server_2012_r2_x64 
Windows_server_2016_x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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