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与物理。公有与私有。每小时与每月。我们的统一

平台提供互联网规模的云基础架构。无论您想要什么，

按需部署还是实时部署。这就是云。

它始于我们在美国、亚洲和欧洲的数据中心。每个数据中心都符合相同

的严格规范，每种设备（从服务器到插线板）都连接到单一、集成的管理

系统。这使我们能够自动化整个平台（无论是裸机还是虚拟机）的部署和

控制，通过一个Web门户和API将控制权延伸到您手上，实现随需应变的

可伸缩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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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仓库

40毫秒延迟半径

专用网络

然后是我们的三重网络架构，这是业界首次将公有、私有和管理流量

聚合在一起。冗余的1级运营商在每个数据中心与入网点之间提供了 
2,000Gbps的连接。全球的物理和虚拟服务器就像在一个机架中通信，
不需要特殊的联网。

所以您可部署针对您的需求量身定做的、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为全球

的虚拟服务器部署一个Web层，为大数据基础架构分发高性能的物理集

群。将虚拟机和裸机、SAN和NAS、我们的可搜索对象存储解决方案连接

起来，通过一整套防火墙和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来保护它。甚至在线配置

一个完整的私有云，我们在2小时内即可将控制权转交给您。

标准化。模块化。一体化。真正的单一平台，可按小时或按月使用。

如果您有想法，我们就有基础架构。依托IBM子公司SoftLayer来构建未来。

全球平台

SoftLayer拥有13个数据中心和17 
个入网点，它们通过专用的20GB 
点对点连接相链接，使您与全球的

用户近在咫尺，为您提供了卓越的

地理多样性。

空前的规模

我们管理着100,000台物理服务器，
拥有一个为如今的Internet级应用而

从头构建的平台，我们拥有足够的容

量和能力供您在需要时扩充。

模块化的基础架构

从每小时的云实例到高性能的裸

机、全功能的大数据解决方案和随

需应变的私有云，您不会受到共享

平台上数十个虚拟机模板的禁锢。

全面控制

通过我们的A P I或门户服务访问 
200多项服务。置备服务器、配置

服务、升级、重启、扩展和收缩。



我们的基础架构平台通过高级的三重网络架构无缝地集成了裸机服务器、虚拟服务器实例和私有云，它们都处

于相同的控制层面（Web门户、移动应用程序和健全的API）。

功率和性能
拥有最佳的性能的意义不仅是获得

最高的处理速度。我们调优了整个

平台（及我们提供的每项服务），
为您提供了行业最丰富的计算和

存储选项，以及无与伦比的网络功

能—无论您何时需要，我们都能

满足。

如果您想要功率，我们会提供。高

性能的裸机，从入门级单处理器服

务器到4核处理器、8核超强动力，
以及受GPU支持的高性能计算节

点。闪电般快的SSD存储选项能应

对最高水平的I/O需求。

高速全球网络实现了全球访问和可

用性。我们可为任何人提供不同性

价比的处理和网络性能。而且我们

的交付模型能在同样高的水平执

行—我们的所有服务都可实时部

署，没有冗长的承诺期。

自动化和控制
打开大多数云，您可能会发现人类

落后于形势发展，而不是技术落

后。这是错误的答案—人们只是

没像互联网那么快地扩展。所以我

们自动化了数据中心中的一切操

作。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

A PI。然后构建了一个门户，提供

其他公司无法企及的自动化和控

制水平。

我们的操作的每个方面都是自动化

的，并集成到单个管理系统中，可
使用API访问超过1,600个命令和

控制功能。所以您可部署或重新启

动服务器，配置网络设置，重新加

载软件—所有这些都可通过远程

触摸一个按钮来完成。

我们的服务具有更高的水准。全

面集成了第三方应用，消除了管理

层，还显著简化了您的操作。

灵活性和丰富选择
可伸缩性并不仅仅在于增长的能

力。它蕴含这样一种灵活性：从您

想要的起点开始、以需要的方式增

长以及在选择的时机进行调整。

这正是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计算、
存储和网络选项的原因。而且正因

为此，我们提供的每项服务可实时

使用，没有最低承诺期或漫长的合

同期。

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因为此，我们能

够利用自动化优势提供创新性技术，
让您挑选适合当下形势的技术，同
时保留在以后轻松地迁移到不同解

决方案的能力。与我们支持部署云

实例的Flex Images®置备系统一样，
将其映像迁移到裸机服务器并迁移

回来，甚至使用物理服务器执行实时

克隆和基于映像的备份。

基础架构管理系统提供了业务流程和自动化

x86数据中心舱 x86数据中心舱 x86数据中心舱

私有云虚拟服务器实例 裸机服务器

通用的用户界面和API

Web Mobile API

GTD03077-USEN-00

独创的三元网络架构支持跨分布式环境的无缝通信



大数据解决方案
大数据应用具有巨大的需求—大规模存储、强大的计算资源，以及随需

应变的可伸缩性，等等。SoftLayer提供了大数据需要的可高度扩展的模

块化高性能基础架构。

借助我们的平台，您有广泛的服务器选择—从可自定义的公有云实例

（只需5分钟即可准备就绪）到企业级、高性能、可全面自定义的裸机

服务器（只需不到2小时即可准备就绪）。

我们全面的存储产品提供了各种价格级别的选项，我们的高级高速

全球专用网络允许您无缝集成位于我们的全球数据中心中的基础

架构。而且为了让您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更快地正常运行，我们甚至

提供了精心设计的服务器，它们具有专门面向各种NoSQL数据库

解决方案的硬件配置和OS优化。

无论是从头开始构建，还是在寻求一个开箱即用的解决方案，我们都提供了满足所面临的大数据挑战

所需的一切。

适用于：

• 社交媒体分析

• 呼叫中心交互分析

• 财务风险建模和管理

• 欺诈检测

• 传感器数据分析

典型组件

数据库服务器 
具有自定义配置的专用服务

器，为您的特定数据库提供了

理想的性能。

缓存服务器 
使用虚拟云服务器缓存数据和

内容，减少带宽需求并加速数

据访问。

Web服务器 
按需扩展虚拟云服务器，以满足

流量峰值期间的站点负载需求。

防火墙 
通过按需配置的高端防火墙，

保护服务器远离恶意活动。

应用服务器 
以健全的专用服务器来支持应

用，实现极快的响应速度。

存储 
企业级解决方案，包括对象存

储、SAN、NAS/FTP、iSCSI、
EVault等。

挑战和解决方案

加速针对大数据集
的NoSQL部署

创建一个全球多样

性的NoSQL解决

方案

保护社交媒体环境
中的敏感信息

升级到大数据存储

向现有部署添加一个包含NoSQL应用的裸机服务器，将提高总体数据库性能和分担计算需求。

运行NoSQL应用的SoftLayer裸机服务器可用在全球所有13个数据中心中，从新加坡到西雅图。NoSQL服
务器按需配置，您的NoSQL解决方案可迅速扩展来满足不断变化的NoSQL需求。

所有SoftLayer硬件防火墙都旨在预防对服务器的未授权访问。我们的防火墙是按需配置的，无需中断服

务，通过客户门户全面管理—让您全面控制系统的保护设置。

部署具有更大磁盘容量的新裸机服务器来处理新的业务需求。

GTD03080-USEN-00©2013 SoftLayer Technologies. 保留所有权利。



移动应用解决方案
移动应用纷繁多样，具有广泛的后端基础架构需求。设计的应用无论是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是任何其他设备上运行，肯定都需要既健全又

敏捷的基础架构。

SoftLayer提供了开发、部署和维护成功的应用所需的性能、控制和灵

活性。我们的裸机和虚拟服务器可实时提供，具有随需应变的可伸缩

性。一个集成了全球CDN的高速全球网络，为最终用户（和管理员）
提供了高性能的体验。只要您需要，随时可以添加企业级存储、备份

和安全解决方案，而无需停机。

它可按需提供，无论是按小时还是按月，所以您可随时随地构建、扩
展和部署您的移动应用。

从开发到部署，SoftLayer拥有您的应用在小型设备上取得成功所需的巨大优势。

适用于：

• 开发和测试

• 内容管理

• 内容交付

• 广告服务

典型组件

Web服务器 
按需扩展虚拟云服务器，以满
足流量峰值期间的站点负载
需求。

对象存储 
在一个健全、可无限扩展的存
储解决方案中，通过内置的搜
索和CDN集成标记、存储和查
找数据。

应用服务器 
以健全的专用服务器来支持
应用，实现极快的响应速度。

负载平衡 
通过将流量分布到本地或全
球的各种资源上，提高可用
性和性能。

数据库服务器 
具有自定义配置的专用服务
器，为您的特定数据库提供
了理想的性能。

多租户防火墙 
通过按需配置的高端防火墙，
保护服务器远离恶意活动。

缓存服务器 
使用虚拟云服务器缓存数据
和内容，减少带宽需求并加
速数据访问。

内容交付网络 
将内容放在整个云上的24个
节点中，使它更接近最终用户
并最大限度减少数据传送。

挑战和解决方案

为最终用户提供高
流量应用

提供自动化的后端

服务和自动扩展

提供快速且稳定的
应用

将资源分配到整个SoftLayer专用网络涵盖的地理区域，SoftLayer服务器与数据中心之间具有零配置交

叉连接和无限的带宽

使用SoftLayer API将系统直接与SoftLayer基础架构相集成，利用RightScale根据Web需求更高效地动

态扩展和管理云服务器。

通过SoftLayer的全球网络和包括端口速度、带宽池和负载平衡等的升级，提高总体网络性能和应用稳

定性。

GTD03082-USEN-00©2013 SoftLayer Technologies. 保留所有权利。



社交媒体解决方案
很少有云服务拥有能随社交媒体应用波动的需求水平。自然地，社交媒

体站点和应用的基础架构平台必须能够按需扩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使

用模式，提供最佳的最终用户体验所不可或缺的性能和一致性。

无论是开发社交游戏还是完成一个社交网络，SoftLayer的性能、控
制和灵活性都让您能构建理想的环境。

我们的裸机和虚拟服务器可实时提供，实现随需应变的可伸缩性。
一个集成了全球CDN的高速全球网络，为最终用户（和管理员）提

供了高性能体验。只要您需要，即可添加企业级存储、备份和安全

解决方案，而无需停机。

它可按需提供，无论是按小时还是按月，所以您可随时随地构建、
扩展和部署您的社交媒体应用。

您的社交媒体知名度在不断提高。我们拥有随之增长的高性能基础架构。

适用于:
• 消息传递支持

• 内容交付

• 广告服务

• 媒体存储

• 搜索能力

典型组件

Web服务器 
按需扩展虚拟云服务器，以

满足流量峰值期间的站点负

载需求。

负载平衡 
通过将流量分布到本地或全

球的各种资源上，提高应用

或站点的可用性和性能。

应用服务器 
以健全的专用服务器来支持

应用，实现极快的响应速度。

备份 
利用具有加密阵列的大型、

快速的本地存储和自动化的

备份系统。

数据库服务器 
具有自定义配置的专用服务

器，为您的特定数据库提供

了理想的性能。

防火墙 
通过按需配置的高端防火墙，

保护服务器远离恶意活动。

对象存储 
在一个健全、可无限扩展的
存储解决方案中，通过内置
的搜索和CDN集成标记、存
储和查找数据。

内容交付网络 
将内容放在整个云上的24个
节点中，使它更接近最终用户

并最大限度减少数据传送。

挑战和解决方案

分布冗余、容错的资
源来为高流量应用
服务

获取自动化的后端

服务和社交网络的

自动扩展

以更快、更稳定的
应用满足需求

将资源分配到整个SoftLayer专用网络涵盖的地理区域，SoftLayer服务器与数据中心之间具有零配置交叉连

接和无限的带宽

使用SoftLayer API将系统直接与SoftLayer基础架构相集成，利用RightScale根据Web需求更高效地动态扩

展和管理虚拟资源。

通过SoftLayer的全球网络和诸如端口速度、带宽池和负载平衡及其他服务等的网络升级，提高总体网络性能

和应用稳定性。

GTD03078-USEN-00©2013 SoftLayer Technologies. 保留所有权利。



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在线商店全天都在营业—没有“下班后的时间”用于维护任务，而且购

物需求瞬息万变。SoftLayer帮助您准备应对流量峰值，延长正常运行时

间，保护客户数据并且随需增长，而且不会带来基础架构运营开支。

虚拟和裸机服务器，公有和私有云解决方案，存储，以及网络都可按需

提供，无论是按小时还是按月。所以您可在必要时扩大计算容量，甚
至根据需要添加负载平衡器和防火墙等服务来提高性能和安全性，而
无需停机和长期承诺。

而且，我们的自动化平台和独创性的网络设计使您能够将各个方面统

一到一个无缝解决方案中，通过单一管理系统来控制它。

安全性、可伸缩性和正常运行时间是实现24/7全天候运营不可或缺的要

素。在SoftLayer之上，您可全天候地营业。

适用于：

• 在线销售

• 中小型企业

• 大型企业

• 制造商

典型组件

Web服务器 
按需扩展虚拟云服务器，以满
足流量峰值期间的站点负载
需求。

数据库服务器 
具有自定义配置的专用服务
器，为您的特定数据库提供了
理想的性能。

负载平衡 
通过将流量分布到本地或全
球的各种资源上，提高应用或
站点的可用性和性能。

防火墙 
通过按需配置的高端防火墙，
保护服务器远离恶意活动。

挑战和解决方案

假日期间更高的流量

向全球多样化的用户群提供快
速内容加载

云性能因高I/O应用不断下降

预防可能导致客户不满站点体
验的缓慢的页面加载

减少IT基础架构和管理成本

找到一个备份解决方案来实现
业务连续性

SoftLaye的自动化平台能根据需要配置公有或私有云服务器来满足季节性的流量峰值。

端口速度和带宽升级可提高总体性能，而且SoftLayer的CDN能更快且更高效地将内容提供给

用户。

SoftLayer的CDN在整个云中提供了21个节点，将您的GB级内容放得离最终用户更近。

SoftLayer Managed Hosting提供了监视和数据库管理功能，以降低基础架构管理所涉及的一

些成本。

SoftLayer专用服务器具有较高的RAM和CPU配置，为计算密集型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性能。

SoftLayer具有加密功能的企业级自动化备份系统可确保业务连续性。

GTD03079-USEN-00©2013 SoftLayer Technologies. 保留所有权利。



SoftLayer私有云解决方案
只需按一个按钮，即可部署和扩展您自己的私有云。

介绍提供自动化置备和配置的完整的云解决方案。

SoftLayer Private Clouds为您节省了设计和设置自己的私有云的时间，简
化了对私有云的生命周期的管理。

我们已自动化并加速了您的私有云需要的一切资源的部署和配置，只需两

小时即可完成这一过程。所以，无需从头构建您自己的私有云解决方案，
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完整云，可全面访问和掌控方方面面。

SoftLayer Private Clouds可在Citrix CloudPlatform中用作云管理解决

方案。CloudPlatform的灵活性和易用性提供了创新性私有云解决方案

所需的控制、效率和可伸缩性。

而且，与所有SoftLayer服务一样，您的私有云可以运行在独立的环境下，
或者与其他SoftLayer解决方案和服务全面集成，包括专用或者云服务器、
数据库集群、内容交付网络等。

如果您在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云，那么您不必再等了。SoftLayer私有云今天

就可满足您的愿望。

请访问softlayer.com/privateclouds了解更多信息

管理服务器

对象存储
私有云专区 1 私有云专区 2

我们自动化的系统置备和配置

管理服务器 
标准化的配置，使用Citrix CloudPlatform
部署

SoftLayer对象存储

用作模板、图像和其他共享数据的中央

存储库

私有云专区 
在同一个数据中心或分布式地创建需要

的任意多个私有云

主机服务器

每个专区可自定义多达10个服务器，使

用Citrix XenServer部署并自动向管理服

务器注册

全面的管理控制

通过W e b门户、全功能 A P I和 
CloudStack管理工具进行全面

访问和管理。

按需可伸缩性

实时、无中断地添加物理节点和

虚拟服务器。

无缝全球部署

将私有云专区放在全球的数据中

心中，从单一虚拟管理平台和集

中化的管理服务器加以控制。

RightScale集成 
通过RightScale myCloud系统

部署和管理，利用RightScale、
ServerTemplates、RightScripts 
和其他服务。

对象存储集成 
使用高级的Sof tLayer  Object 
Storage作为虚拟机映像和其他共

享数据资源的一个可搜索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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