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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建科技公司及个人简介 

易建科技（证券代码：831608）隶属于海航集团，位列中国互

联网企业100强，自海航创业24年以来一直承担着海航信息化建

设落地的工作，并在新的DT时代，肩负起海航集团实现数字化

战略转型的历史重任。 

公司主要业务涉及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科技解决方案，涵盖制

造、政府、金融、航空、旅游多个行业。 

海航集团位列2017《财富》世界500强第170位 

易建科技云服务事业群技术总监 



海航基础云的发展历程 

2005 2009 2012 2016 2017 2018 
虚拟化探索 商业虚拟化技术引入 自主研发阶段 海航集团全面云化转型 打造新一代云操作系统 

 Citrix发布应用 

 虚拟机用于开

发测试 

 云计算引入： 

       VMware+Citrix 

 云主机、云桌面、云存

储 

 利用云主机完成数据中

心迁移 

 基于CloudStack上线完整的

IaaS平台 

 推出云管理平台 

 实现跨地域部署 

 综合云服务平台

定位 

 基于OpenStack

的基础云平台研

发V1完成 

 公有云上线，并

推出创业云服务 

 基于OpenStack和

Kubernetes的新一

代融合架构云平台，

双态助力业务转型 

 2017年底

eKingCloud产品发

布，并在海航正式

上线 

2013年11月正式上线 

推出eKingCloud全
产品线 

发布海量存储和一体机

新品，形成eKingCloud 

完整产品线： 

 eKingCOS 

 eKingCNP 

 eKingOcean 

 eKingMount 

 eKingLake 

eKingCloud 



eKing Cloud 产品体系 



eKing Cloud 产品理念 



eKing Cloud 云平台技术架构 
融通开源云平台，向下打造面向云数据中心的融合基础架构管理平台 

沉淀基础技术栈，向上打造面向企业级应用的一站式云服务管理平台 

提升基础资源及技术组件跨职能交付能力和规模化创新能力助力业务平台全球化、敏捷化、高可用建设 



区域1 

eKing Cloud 构建海航基础云平台 

eKingCMP 统一云管理平台 

云物理机
资源池 

KVM虚拟
机资源池 

ESXi虚拟
机资源池 

容器资源池 

eKingCOS 基于OpenStack的基础云平台 eKingCNP 

基于Ceph 的块存储 

eKingOcean 基于Ceph 的对象存储 

基于SDN的虚拟网络打通 

商业SAN存储 

区域2 区域3 

IDC之间物理网络打通 

分布在两地三个数
据中心，几百个物
理节点，PB+数据 

与集团IAM对接 

航控系统 物流系统 电商系统 船舶设计系统 区块链系统 P2P金融系统 700多套各种业务系统 



eKingCOS 基础云平台主要特征 

北京区域 海口南数区域 海口南灾区域 

计算资源池 KVM资源池 
ESXi资源池 
物理机资源池 

KVM资源池 
ESXi资源池 
物理机资源池 

KVM资源池 
 

存储资源池 容量型存储池（Ceph）、性能型存储池（SAN）、对象存储（eKingOcean） 

网络资源池 Neutron VLAN网络模式，预创建多个虚拟网络，默认网络内能互通，网络之间的权限通
过IDC SDN 控制 

物理网络 每个IDC内划分多个网络区域；北京和海口IDC 通过MPLS VPN互联，海口两IDC光纤互联 

OpenStack 在OpenStack Mitaka版本上做二次开发，主要组件包括
Glance/Nova/Neutron/Cinder/Keystone/Heat/Telemetry/OVSvAPP/Trove/Ironic/Mistral 等 



eKingCNP 容器云平台 
CCP核心功能 
• 代码构建 
• 镜像仓库 
• 容器管理 
• 服务编排 
• 持久化卷 
• 配置管理 
• 监控预警 
• 日志管理 
• 应用商店 

基本特征 
• K8S 1.9 
• Docker 1.13 
• 对接Ceph+NAS 
• 采用K8S-OVS 

• 支持物理机和
虚机部署 

• 实现跨数据中
心统一管理 

CI/CD + Micro-service + Ops + SaaS 

OMP核心功能 
• 资源管理 
• 镜像管理 
• 集群管理 
• 网络管理 
• 存储管理 
• 用户管理 
• 权限管理 



eKingOcean 海量存储平台技术架构 

• 接口服务层:对外提供接

口，与鉴权平台对接，
实现用户和相关操作的
权限验 证;同时，抽象

元数据的存储和读写，
提升平台性能  

• BLOB Storage 层:存储文

件，对存储底层实现分
池管理，针对大文件和
小文件的读写特性，分
别提供存储优化，提升
性能  



eKingOcean 海量存储平台系统架构 

• 元数据优化：将所有元
数据都存储在 HBase 中，
并在 HBase 之上增加了 
Cache 层 

• 分区隔离技术： BLOB 
Storage 层设计时采用

了分区隔离技术，该层
可以并行存在多个存储 
Cluster  

• 小文件性能优化：文件
检索算法优化、对底层
存储进行了参数调优 

开源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journeymidnight/yig 

https://github.com/journeymidnight/yig
https://github.com/journeymidnight/yig
https://github.com/journeymidnight/yig
https://github.com/journeymidnight/yig
https://github.com/journeymidnight/yig


一体机产品 

eKingMount超融合一体机 eKingLake存储一体机 

我们即将举行eKing Cloud产品发布会，敬请期待！ 



eKing Cloud 采用统一技术栈 

存储 

网络 

计算 

CMP 

eKingCOS 
基础云平台 

eKingCNP 
原生云平台 

存储平台 一体机产品 主要技术栈 

Node.js, React Node.js, React Node.js, React 

块存储 
对象存储 

容器存储 海量存储平台 
分布式块存储 

分布式文件存储 

 Neutron-OVS  K8S-OVS 

KVM虚拟机 KVM虚拟机 

Node.js, React 

操作
系统 Centos Centos Centos Centos 



eKing Cloud – 企业私有云平台最佳实践 

eKingCOS 
基础云平台 

eKingCNP 
云原生平台 

 块存储 

eKingOcean 对象存储 

eKingMount超
融合一体机 

eKingLake  存
储一体机 

eKingMount超
融合一体机 

eKingLake  存
储一体机 

eKingMount超
融合一体机 

eKingCMP 云管理平台 
多区域、多租户、与企业IAM对接、逻辑统一&物理全球分布 

eKingCOS 
基础云平台 

eKingCNP 
云原生平台 

块存储 

eKingOcean 对象存储 

eKingCOS 
基础云平台 

eKingCNP 
云原生平台 

块存储 

eKingOcean 对象存储 

eKingLake  存
储一体机 

中央云平台，
分布在多IDC 

中型分支办公室1 

小型分支办公室1 

中型分支办公室2 

小型分支办公室2 



eKing Cloud – 企业数字化转型最佳实践 



OpenInfra 的变与不变 

大型机/小型机
虚拟化时期 

x86虚拟化时期 基础云时期 云原生时期 Serverless时期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