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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 

1.1.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主要是对本系统的主要功能及操作方法的全面介绍，使用户深入浅

出地了解该系统，并能灵活、有效地应用该系统。本手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系统概述 

2. 系统的整体设计和功能介绍 

3. 系统详细功能介绍、系统详细操作步骤介绍 

1.2. 定义 

名词 定义或解释 

IaaS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即基础设施即服务。是指把 IT 基础设施
作为一种服务通过网络对外提供。在这种服务模型中，用户不用自己构建
一个数据中心，而是通过租用的方式来使用基础设施服务，包括服务器、
存储和网络等。在使用模式上，IaaS 与传统的主机托管有相似之处，但是 

在服务的灵活性、扩展性和成本等方面 IaaS 具有很强的优势。 

PaaS PAAS 平台即(Platform-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把应用服务的运行和开
发环境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的商业模式。PAAS 平台通过网络进行程序提供
的服务称之为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而云计算时代相应的服务器平 

台或者开发环境作为服务进行提供就成为了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 

SaaS SaaS 平台是运营 SaaS 软件的平台。SaaS 提供商为企业搭建信息化所需要
的所有网络基础设施及软件、硬件运作平台，并负责所有前期的实施、后
期的维护等一系列服务，企业无需购买软硬件、建设机房、招聘IT 人 

员，即可通过互联网使用信息系统。SaaS 是一种软件布局模型，其应用

专为网络交付而设计，便于用户通过互联网托管、部署及接入。 

机构用户开放 

平台 

面向机构用户开放使用的平台、系统。 

运营管理平台 面向白鹭云内部运营人员开放使用的管理平台。 

1.3.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度百科》。 
[2] 薛华成：《管理信息系统》[M]，第五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版。 

[3] 邝孔武，王晓敏：《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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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概述 

2.1. 系统介绍 
当今社会，伴随着人们对手机的依赖度日趋变高，一部手机已经难以满足

很多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使用需求。相伴而来的购买成本高、更新换代快、
安全性低、软件兼容性差等诸多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行业问题。我们针对这一
行业痛点，经过长期摸索、不懈的努力，率先推出基于ARM的手机终端云服务
解决方案。 

白鹭云是一个智能手机应用云平台，全面支持各种手机应用程序的展示、
下载及应用与管理服务。并卓越实现全天候云端智能托管应用，让用户在脱离
移动终端的状态下，也能将各种应用程序托管到云端，保持全天候在线。 

白鹭科技（北京白鹭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家HTML5 
领域的技术和服务提供商，致力于为移动互联网全行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与服
务，曾先后获得顺为资本、深创投和经纬创投等机构的多轮投资。为更好地推
动HTML5游戏产业的全面发展，白鹭科技以技术为核心，从开发工具、游戏自
研、游戏发行、广告、开发者人才培训等多个维度，全面打造移动游戏服务生
态，现拥有35万活跃开发者，10亿终端用户。  

自成立以来，公司以创建移动智能手机的健康生态应用为理念，围绕国内
外庞大智能手机用户群体，以用户需求为中心，采用先进的无线互联网、数据
处理、虚拟云等技术，专注于虚拟手机应用平台的研发与构建，为全国乃至全
球广大智能手机用户打造一个能够提供各种手机应用程序的展示、下载、应用
与管理的多元化、全方位的虚拟化手机平台——“白鹭云平台”，创新健康生态
的手机应用新方式，让手机用户体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享受生活。 

白鹭云手机采用微服务模块集群架构，通过微服务云平台搭建起基于手机
应用的云端手机，供用户24小时不断电畅玩市面上大部分应用，其具备容易
上手、成本低廉、使用安全、服务优质、切合需求等特点，赢得了广大市场
的好评。其传统APP与服务器接入和云化APP与服务器接入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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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云游戏PaaS平台是云端应用与微服务器的桥梁，是整个微云服务的
核心和关键，亦是整个微型虚拟机云集群的控制与管理中心。实现了实时在线
一键化部署、云资源在线动态管理与分配、云资源实时监控等能力。 

 

2.2. 系统功能 
白鹭云游戏PaaS平台是整个白鹭云手机的管控与运营中心，整个平台架

构分为应用层、服务层、设备层以及涉及整个生命周期的日志处理与运维监 
控。 应用层：应用层是用户与系统的交互层，是用户意志传达的核心表现层。
应用层依据使用角色的不同分为运营管理平台和客户开放平台。客户开放平台
供客户或前端业务人员使用，功能包括：云手机管理、应用管理、财务管理、
账号管理。代理提成结算、统计报表、云手机数据同步、视频文件管理、支付
能力等功能。 

服务层：服务层封装了业务系统的各种能力，是系统执行的核心，总体包 
括能力开放平台、能力服务、操作控制三大块。对外的能力开放提供SDK和 
API 接口服务。能力服务包括：租户服务、认证鉴权服务、配置服务、支付服务、
财务服务、设备服务、信息中心服务、应用市场服务、活动服务、客户服 务、
业务平台服务、报表服务、分析服务、短信服务、代理提成结算服务。操 作控
制是服务执行的核心，所有服务均由操作控制处理，操作控制可包含多个 不同
作业同时进行，其能力包括：执行服务、控制服务、命令服务、分发服务、通知
服务、管理服务等。整个服务层采用业务中台架构，实现业务与应用的分 离，
达到高内聚低耦合，做到可拔插、可管控能力。 

基础设施层：白鹭云机房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资源、小型机服

务器、云手机服务器资源等，并对各种资源实现有效监控、运营服务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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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机构用户开放平台 
机构用户开放平台是给机构用户使用的平台，功能包括：首页信息展示、

账号管理、API接口文档、云手机管理、应用管理、任务管理、统计报表等功
能。 

 

3.1. 首页 
用户登录系统后，首先看到的是首页信息，包括账户信息、业务状态、云

手机使用情况信息等。 
 

3.1.1 .账号信息 

账号信息显示了核心的appKey、RESTAPI、appSecret、desKey。 

 

3.1.2 .业务状态 
统计昨天当前试用总数、试用时长、试用应用、最热门应用等信息，也可

查看当月汇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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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云手机使用情况 

统计当月，每日的云手机使用情况，方便客户决策运营支持。 

 

3.2. 账号管理 
这里的账号管理是机构用户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员工的账号信息进行管理。

包括账号基本信息维护、密码设置、给团队配置子账号等功能。 
 

3.2.1 .基础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用户的基本信息维护、账号信息维护等。 

 

3.2.2 .密码设置 

用户管理员可重置密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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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子账号管理 

机构用户管理员可创建子账号，分配给团队使用。 

 

3.3. API 接口文档 
针对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白鹭云游戏平台为机构用户提供了便捷的API接 

口开放能力，API接口开放包括白鹭云提供出去的接口和白鹭云调用接口两大类。 
 

3.3.1. API 列表-白鹭云提供 
白鹭云提供的接口包括：应用同步、批量安装应用、批量卸载应用、批量

清除应用数据、获取云手机信息、云手机重启、云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云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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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云手机断开连接、查询可用云手机、云手机列表信息、排期列表、获取
已安装的应用列表等接口。 

 

3.3.2. 白鹭云调用 
白鹭云调用接口是指，调用白鹭云接口，能够对云手机实现一定的管控能

力，包括应用上传、批量安装应用、批量卸载应用、同步云手机信息、云手机
状态变更、云手机重启、云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应用清理、话单（试用时长） 
推送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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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云手机管理 
机构用户开放平台中心，能够实现机构用户对已分配的云手机进行管理， 

包括：云手机中心操作、云手机组管理、操作视频记录信息等。 
 

3.4.1 .云手机中心 
云手机中心能实时动态展示已分配的云手机信息，包括云手机编号、绑定

用户、受控时间、过期时间、组名称、是否云存储、所在机房、应用数、维护
状态、启用状态、绑定状态、受控状态、故障状态、虚拟状态、任务状态、剩
余时长等信息。可操作项包括：重启、恢复出厂设置、开启维护、取消维护、
解绑、一键开启维护、一键取消维护、连接设备、应用复制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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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云手机组管理 
针对大批量租赁或采购云手机的机构用户，我们提供了云手机分组的能

力，包括设置云手机组名、所属子账号、云手机类别、当前云手机数、操作 
（实现分配云手机和回收云手机）等信息。可实现的操作项包括：新增云手机
组、编辑云手机组。删除云手机组（该组下必须无分配的云手机）、导出云手机
等功能。 

 

 

3.4.3 .操作视频记录 
机构用户能动态看到已分配的云手机应用操作视频信息，包括能播放视

频、下载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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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应用管理 
在云手机上跑的应用，必须让机构用户能够一目了然的知道其中的信息， 

也包括能让机构用户按自己的意愿安装需要推广的应用，功能包括：应用管
理、应用排期、应用预启动。应用历史记录、镜像管理。 

 

3.5.1 .应用管理 
机构用户可在应用管理里面新增应用、同步应用、启用应用、禁用应用， 

机构用户创建应用信息后，会在下方表格完整显示应用信息，以及有安装、卸
载、清理、下线、编辑、本地上传等基本操作，避免了机构用户不用一个一个
登陆云手机去操作，节省机构用户管理成本和时间，提高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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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应用排期 
基于运营的需求，可能在不同时间段，需要上架不同的应用，所以我们给

机构用户提供了一个应用排期的功能，包括可设置应用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可设置哪些应用进入排期等。 

 
 

 

3.5.3 .应用预启动 
为了给使用用户有个好的体验，机构用户可以设置哪些应用提前预启动， 

以减少用户进入云手机的时候加载时间。新增预启动包括选择需要启动的应
用、预启动保留时长、预启动设备数、执行命令等信息。 

 

 

3.5.4 .应用历史记录 
显示应用历史记录信息，包括资源名称、应用类别、下载地址。试用时 长、

默认画质、码率、分辨率、最大帧率、最小帧率、升帧间隔、降帧间隔、压码 
方式。是否打开声音、GOP、资源状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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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镜像管理 
镜像管理是针对应用的镜像文件进行管理，包括：维护镜像信息、取消维

护、解绑镜像、直连镜像、删除镜像等操作。在每一栏的镜像总，机构用户可
关闭自动生成副本、母版连接。创建快照、生成副本等操作。点击左边的“+”可
详细看到镜像的信息。 

 

 

3.6. 任务管理 
每一台云手机的执行动作都是一次任务。机构用户可对云手机进行任务管

理，包括云手机任务和应用任务。 
 

3.6.1 .云手机任务 
云手机任务总，机构用户可查看到任务批次、任务类型、任务状态、执行

总数、成功数量、失败数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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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应用任务 
应用任务是指针对应用程序的任务，包括查看任务批次及详情、任务类

型、任务状态、执行总数、成功数量、失败数量等信息。 

 

 

3.7. 统计报 
为了更好的支撑运营工作，我们为机构用户提供了统计报表的能力，维度

包括：试用整体情况、应用试用情况、试用时段分布、试用时长分布、应用并
发情况、试用并发情况、应用时长分布、设备可用情况。 

 

3.7.1 .试用整体情况 
机构用户可根据条件查阅不同时间段、不同账户下的试用总数和试用成功

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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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应用试用情况 

机构用户可根据不同时间段、应用名、账号等查询应用试用情况。 

 

3.7.3 .试用时段分布 

机构用户可根据日期、账号查询不同时段的试用用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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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试用时长分布 
机构用户可根据日期、账号查询小于1分钟、1-2分钟、2-5分钟、5-10分

钟、大于10分钟的用户使用数量。 

 

 

3.7.5 .应用并发情况 

机构用户可查询到自己管理的云手机在每个时段的并发用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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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试用并发情况 

机构用户可查询到总体的在每个时段试用并发情况。 

 

3.7.7 .应用时长分布 

机构用户可查阅到每款应用在小于3秒、3-11秒、11-31秒、31-60秒、小于 
1分钟、1-2分钟、2-5分钟、5-10分钟、大于10分钟的用户数量，以便分析每
款应用的活跃度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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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设备可用情况 

机构用户可查询本机构用户已分配设备的可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