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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档主要介绍IStorM DR容灾运维管理平台 v4.0.0产品定位、

产品架构、产品功能简介及部署条件等内容。 

术语&缩略语 说明 

DR IStorM DR 容灾运维管理平台，后简称“DR” 

灾难备份中心 用于灾难发生后接替主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和支持关键业务功能运作

的场所，可提供灾难备份系统、备用的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支持及运

行维护管理能力，此场所内或周边可提供备用的生活设施。 

灾难 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造成信息系统严重故障或瘫痪，使信息系统

支持的业务功能停顿或服务水平不可接受、达到特定的时间的突发性

事件。通常导致信息系统需要切换到灾难备份中心运行。 

灾难恢复 为了将信息系统从灾难造成的故障或瘫痪状态恢复到可正常运行状

态、并将其支持的业务功能从灾难造成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到可接受状

态，而设计的活动和流程。 

灾难恢复预案 定义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过程中所需的任务、行动、数据和资源的文件。

用于指导相关人员在预定的灾难恢复目标内恢复信息系统支持的关

键业务功能。 

灾难恢复规划 为了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和保证信息系统所支持的关键业务功能在

灾难发生后能及时恢复和继续运作所做的事前计划和安排。 

灾难恢复能力 在灾难发生后利用灾难恢复资源和灾难恢复预案及时恢复和继续运

作的能力。 

演练 为训练人员和提高灾难恢复能力而根据灾难恢复预案进行活动的过

程。包括桌面演练、模拟演练、重点演练和完整演练等。 

主中心 主系统所在的数据中心。 

主系统 正常情况下支持组织日常运作的信息系统。包括主数据、主数据处理

系统和主网络。 



 

 

区域性灾难 造成所在地区或有紧密联系的邻近地区的交通、通信、能源及其它关

键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或大规模人口疏散的事件。 

RTO  恢复时间目标，灾难发生后，信息系统或业务功能从停顿到必须恢复

的时间要求 

RPO 恢复点目标，灾难发生后，系统和数据必须恢复到的时间点要求。 

重续 灾难备份中心替代主中心支持关键业务功能重新运作的过程 

回切 支持业务运作的信息系统从灾难备份中心重新回到主中心运行的过

程 



 

 

2 产品概述 

2.1 产品定位 

IStorM DR 容灾运维管理平台，从企业业务管理视角出发，结合

容灾环境的全局一体化监控和场景化预案定制，实现容灾演练流程化，

切换自动化、指挥可视化，形成统一的容灾运维管理工作支撑平台。

并结合业务视角多维评估，持续改进，助力提升企业 IT韧性管理。 

 

随着企业业务和 IT技术的发展，企业业务复杂度逐步提升，企

业保障业务连续运作 以及减少中断带来的损失和影响成为企业灾备

建设的首要准则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也相继出台相关标准、规

范，并定义出具体要求和约束，指导企业开展灾备建设管理工作。 



 

 

 

伴随企业从 0 到 1推进灾备建设和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一些日常

工作的细节问题逐渐显现，如应急组织结构的建立，责权的划分；预

案资料的编写维护；灾备演练的开展策划；指挥管控的协调决策；应

急情况下的响应处置；日常环境的监控运维等工作，成为影响企业保

障业务 RTO、切换成功率、人员管理、未来建设的重要因素。 

2.2 产品特点 

➢ 覆盖全面： 

为企业提供从预案建设、演练实施、应急管理、环境运维、多维

评估等一站式全方位管理。 

预案中心：覆盖企业各类预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包括预案

编辑、发布、变更等全流程，支持多人协同，建立应急组织以及可视

化应急处置流程的绑定。 

演练中心：覆盖企业演练全生命周期，提供基于预案开展的演练

计划、演练方案、演练控制、演练报告、演练评估等功能。 

应急中心：提供全流程的应急管理过程，包括事件上报、应急响



 

 

应、应急处置、报告记录、监管报送等模块。 

灾难恢复能力评估：帮助企业开展 360 度全方位的灾备管理、建

设、运维评估，助力企业建设管理持续优化。 

容灾管理：对企业容灾环境运维管理工作提供有效支撑，包括数

据复制监控、环境巡检、一致性比对、灾难场景编排等日常灾备运维

管理工作。 

2.3 应用范围 

IStorM DR 客户覆盖金融、能源、电力、化工等各个行业，是企

业智能运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4 客户价值 

⚫ 提高灾备管理灵活性：快速具备企业灾备管理和业务恢复能力 

⚫ 降低灾备建设成本：降低企业灾备建设和管理成本 

⚫ 减少业务恢复风险：保证业务恢复过程的安全性，降低误操作

风险 

⚫ 强化应急响应机制：通过标准的应急流程，快速解除突发事件，

降低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 提升灾难恢复能力：通过标准化评估体系，发现灾难恢复管理

缺陷，针对性提高灾难恢复管理能力



 

 

3 产品技术架构 

3.1 总体技术架构 

采用微服务架构，各服务高可用，支持 7x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3.2 产品实现原理 

 
IStorM DR容灾运维管理平台实现原理图 

 

1. 业务部门结合自身灾备建设在灾备管理平台中进行设备资源纳管

及脚本资源纳管。 

2. 业务部门可以在灾备管理平台对已有存储或数据库等进行复制监

控，并可以在平台中开展环境检查等业务。 

3. 业务部门可以结合能力评估的结果及自身灾备预案建设在平台中

维护灾备相关预案。 

4. 业务部门可结合平台中的预案、设备资源和脚本资源，配置好应

用系统发生问题时切换的操作步骤和顺序以及需要执行的脚本，

以维护各种切换所需的场景配置。 

5. 为保证真正发生灾难时，生产系统能顺序的切换到备份系统，本

系统提供演练功能，按灾难发生时的场景，进行系统切换演练。 



 

 

6. 当灾难发生时，应急小组根据预案和定制好的切换场景进行实际

系统的切换操作。 

7. 演练管理和灾备切换都会通过任务调度向目 Worker 下发指令，

Worker 根据指令调用相应的脚本执行源系统的关闭，目的系统执

行拉起动作，切换过程中的异常信息将产生告警通知给相关人员。 

3.3 功能架构 

 

IStorM DR容灾运维管理平台功能架构图 

IStorM DR 容灾运维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从预案建设、演练开展、

应急管理、多维评估、环境运维等全方位管理。 



 

 

3.4 数据架构 

 



 

 

4 产品功能性设计 

4.1 能力介绍 

包括应急中心、演练中心、预案中心、容灾管理、能力评估、告

警中心、知识库、消息中心及管理中心九个模块。 

 

4.2 应急中心 

应急中心包括事件管理、应急响应、应急处置、报告管理以及灾

难切换和切换报告。 



 

 

 
 

通过应急中心，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通过事件库上报事件问题，

根据事件选择预案进行应急响应，并通过预案中编排好的应急处置流

程，一键启动流程执行，根据自动化的处置流程指导开展应急处置工

作。并可对应急处置过程进行一键启动、信息群发、暂停、恢复、跳

过、忽略、回退等控制操作。 

提供可视化应急指挥大屏，帮助用户直观连接事件、预案、响应、

处置等各环节信息。 



 

 

 

在应急处置结束，事件解除后，系统可自动生成应急处置报告和

处置历史记录，供用户后续开展预防、研究工作。 

4.3 预案中心 

预案中心包括预案编辑、预案库、历史预案三个功能。 

通过预案中心，可用于集中规范化管理企业各类预案，支持多人

在线编写结构化预案，包括插入要素、组织结构、可视化处置场景。

形成企业电子预案库，历史预案可追溯。 

系统默认提供标准化各类预案模板，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标准预案

编写工作。 



 

 

 

提供在线结构化预案管理能力，支持分类管理，支持新增、编辑、

删除、变更、克隆、审批、撤回、停用，提供文件上传和在线编辑，

可多人协作，支持发布通知相关用户，可配置预案应急组织，根据事

件类型和等级，分别关联处置流程场景等能力。 

提供在线预案库功能，可通过预案分类查看预案内容，提供历史

预案信息的查看功能，可查看预案的历史版本 

4.4 演练中心 

演练中心包括演练计划、演练方案、演练控制、演练评估、演练

报告五个功能。 

提供演练计划规划和管理能力，支持演练计划新增、导入、编辑、

查询、删除功能，支持年度计划和自定义计划分类管理。 



 

 

 

提供在线管理演练方案能力，支持根据演练计划编写对应演练方

案，支持演练计划信息自动带出，支持选择标砖演练方案文档模板，

支持对演练方案进行文档化配置，支持插入演练关键要素信息，支持

选择评估人员，支持编辑、审批、删除等功能。 

 

提供演练实施控制能力，支持桌面演练、支持模拟演练、支持实

战演练三种模式，桌面演练提供可视化全交互式演练流程确认的方式，

对每个步骤进行桌演实施，模拟演练提供模拟执行的方式实现非自动

化命令的执行预测，实战演练提供真实切换命令的执行，达成演练最

终目标；支持可视化管控演练过程，包括暂停、恢复、终止、回退，



 

 

支持一键式启动演练流程，支持人员召集、灾难预警、灾难宣告等通

知，可二次编辑通知内容，提供指挥视图、场景视图等各类人群多级

视图展示，支持忽略演练切换流程中的步骤，支持修改步骤信息，支

持不同人群同时协作进行演练切换跟进，支持查看演练对应的预案，

支持查看参与演练的应急组织架构及人员联系方式，支持关闭演练切

换流程，支持同时控制多个演练场景。 

 
 

 

 

 



 

 

 

4.5 容灾管理 

容灾管理包括场景管理、资源管理、脚本管理、灾备监控四个功

能。 

通过容灾管理，可根据灾难恢复及应急预案，自定义可视化编排

应急处置场景和演练场景。用于应急、演练时自动化执行。 

4.5.1 场景管理 

场景管理，包括场景配置、场景模板、场景历史、流程库、步骤

库、阶段库、步骤集库组成。 

 

场景配置提供切换场景的编排管理能力，用于给预案、应急处置、

灾难切换、演练提供可使用的场景。支持在线新增、编辑、修改、删

除、克隆、审批、撤回、导入、导出、验证、变更、发布场景，场景

支持定义阶段、流程、步骤，支持定义场景切换数据中心流向，支持



 

 

单场景配置生产切换至灾备，灾备切换回生产场景形式，支持场景中

配置消息通知模板等功能，支持场景、阶段、流程、步骤信息的快速

引用，支持将流程、步骤保存成模板。 

 

场景库提供已发布、可用于预案、应急、灾难切换、演练执行或

调用的场景模板查看功能。 

 

场景历史提供历史场景信息的查看功能，可查看场景的历史版本。 



 

 

流程库提供切换流程信息的管理，支持可视化编排，支持新增、

编辑、查看、删除、验证、克隆、导入、导出功能，支持在可视化页

面选择步骤库中的步骤，支持将步骤保存为步骤库中的步骤。 

 

步骤库提供切换步骤信息的管理，支持三种切换步骤模式，第一，

调用 DR 默认内置的应用设备切换脚本，内置 50 种软硬件产品的切换

能力，无需编写脚本即可使用，第二，调用 DR 脚本库中脚本执行，

第三，调用用户服务上的切换脚本，支持定义超时时间、关联数据中

心应用，支持配置步骤回退信息，实现切换回退能力，包括新增、编

辑、查看、删除、验证、导入、导出功能。 



 

 

 

阶段库提供切换场景中阶段信息的管理，包括新增、查看、编辑、

启用、停用、删除功能。用于标记切换流程和切换步骤所属的业务执

行阶段。 

 

步骤集库提供步骤集信息的管理，用于将场景的步骤进行归类整

合在大屏中的阶段下展示，包括新增、编辑、查看、删除功能。 



 

 

 

4.5.2 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包括应用信息管理、设备资源管理、设备密码管理、

环境检查和节点监控。用于管理切换所需的资源、环境信息。 

应用信息管理提供灾备所保护应用系统信息管理功能，支持对应

用的投产情况、灾备模式、数据中心等信息进行标记管理，支持自定

义应用分类，支持图形化查看应用系统灾备建设模式，包括新增、编

辑、查看、删除、导入、导出功能。 



 

 

 

设备资源管理提供设备资源信息管理功能，支持主机、交换机、

存储、虚拟机、数据库、堡垒机以及其他设备信息的管理，支持数据

中心标记，包括新增、编辑、查看、删除、导入、导出功能，支持与

资产系统或 CMDB 对接获取数据，支持数据同步策略。 

 

设备密码管理提供批量设备密码统一加密管理，切换执行时设备

密码加密传输，确保安全性。提供新增、查看、编辑、删除功能。 



 

 

 

4.5.3 环境检查 

 

环境检查提供生产灾备数据中心环境检查的管理，包括自定义环

境检查项、一致性比对项信息配置、导入等，支持环境检查任务的新

增、编辑、删除、启动管理，支持人工、定时两种任务类型，支持对

异常情况检测转发告警，支持生产、灾备中心设备配置信息的同步更

新。 



 

 

 

节点监控提供切换调度 Worker状态进行监控，可配置堡垒机对

接，完成切换名称的下发兼容，支持 Worker 心跳检测。 

 

4.5.4 复制管理 

复制管理，包括存储复制监控、数据库复制监控、复制监控配置

三个子功能。 



 

 

存储复制监控提供存储复制监控管理，支持 EMC、华为、IBM、

Netapp 等主流存储复制产品复制状态监控，支持查看一致性组、一

致性对的复制状态及卷的的同步信息，支持对异常情况检测转发告警。 

 

数据库复制监控提供数据库监控管理，支持 Oracle、Mysql 等主

流数据库产品的数据复制状态监控，支持端到端的数据复制信息的采

集和展示，支持对异常情况检测转发告警。 

 



 

 

4.5.5 脚本仓库 

脚本仓库，包括脚本管理、脚本框架、脚本历史、脚本黑名单组

成。 

脚本管理提供脚本管理功能，支持脚本分类管理、支持 shell、

python、powershell 等各类脚本，支持在线编辑脚本，支持选择脚

本框架快速创建脚本能力，支持上传本地脚本，支持克隆其他脚本，

包括新增、编辑、查看、删除、变更、导入、导出功能。 

 

脚本框架提供编写通用脚本内容，通过预置占位符的方式定义脚

本中的变量，用于在脚本框架模式下编辑脚本时，只输入变量所需参

数不写脚本内容，快速创建脚本。 



 

 

 

脚本历史提供对脚本历史版本的记录和查看。 

脚本黑名单提供脚本黑名单管理功能，支持自定义命令过滤，包

括新增、编辑、查看、删除、启用、停用功能。 

 

4.6 灾难恢复能力评估 

灾难恢复能力评估包括计划管理、业务调研、评估计算、模型问



 

 

卷四个功能。 

通过提供的灾难恢复能力评估模型，完成各业务维度、能力域的

灾难恢复能力评估，形成能力雷达，帮助企业了解并发现管理不足，

并制定提升计划。 

 

4.7 告警中心 

告警管理，包括告警统计和告警策略。 

告警统计可对系统使用中出现的告警进行统计处理，告警会统计

配置比对、设备告警、复制告警、切换告警、worker 告警五种类型。

列表显示告警信息，并可处理告警。 



 

 

 

告警策略可定义告警信息的过滤、转发策略信息。提供新增、查

看、编辑、启用、停用、定时策略、删除功能。 

 

4.8 知识库 

知识库包括知识管理和资料库，提供在线管理和查询灾备相关资

料库。 



 

 

知识管理提供对灾备相关资料的分类和内容管理，支持上传、查

询、下载、预览、启用、删除功能。 

 

资料库提供按照分类的在线查看相关资料的功能，支持资料下载。 

 

4.9 消息公告 

消息公告提供消息列表和公告管理功能。 



 

 

公告管理提供公告的管理，可以新增、编辑、发布、删除公告信

息，支持定时发送，支持选择通知范围，支持审批操作，以及查看公

告信息的功能。 

 

消息列表可显示系统中所需当前用户处理和查看的消息，如审批

消息，发布通知消息，提供全部已读、标记已读功能。 

 

 



 

 

4.10 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提供企业信息、组织用户、角色管理、文档模板审批管

理、系统日志、截图录屏、数据字典等功能。 

企业信息提供企业信息管理，支持系统 logo 自定义，支持短信、

邮件接口自定义配置，支持企业数据中心信息维护功能。 

 

组织用户提供企业组织架构、用户账户信息管理功能，支持导出，

支持对接 LDAP、AD获取数据，及提供企业应急组织架构管理功能。 



 

 

 

角色管理，提供角色分组树形的新增、编辑、删除功能，以及角

色的新增、查看、编辑、启用、停用、删除功能。用于管理系统的角

色。 

 

文档模板提供文档模板的管理，支持各类预案模板的管理、支持

应急报告、灾难切换报告、演练方案、演练报告、评估报告等文档模

板的管理，支持定义变量要素，支持新增、编辑、查看、删除、启用、



 

 

停用功能。 

 

审批管理提供审批流程配置管理功能，支持预案、事件上报、应

急、灾难切换、演练方案、演练等流程的审批配置，包括新增、编辑、

查看、删除、启用、停用功能。 

 

系统日志，提供系统日志查询、导出功能。 



 

 

 
 

截图录屏，提供查看用户操作的截图和录屏记录。 

 

数据字典，提供根据需要配置自定义数据的功能。 



 

 

 

4.11 其他能力 

提供仿真控制台功能，提供通过平台远程访问目标设备，进行查

询、操作功能。 

 



 

 

5 产品非功能性设计 

5.1 性能设计 

支持单节点 200个切换操作并发执行。 

5.2 安全性设计 

系统使用统一的鉴权认证系统，基于 OAuth + JWT 的方式实现前

端对系统的访问控制以及服务之间的访问控制。 

系统中所有敏感数据通过国密加密算法加密处理。 

5.3 兼容性设计 

管理平台可以运行于 Windows、Linux等异构平台。 

管理平台采用 B/S架构，支持标准浏览器访问；系统菜单简洁明

了，使用方便；采用通用操作系统及主流数据库，支持虚拟化环境部

署，提供相关数据库、中间件产品的技术支持；采用开放式架构、系

统模块可选择配置；采用通用的数据交换方式。 

5.4 可扩展性设计 

信息模型的可扩展性： 

随着业务的发展，与管理平台有接口的所有系统都会发生改变。

无论采取何种接口方式，都能很好地支持信息模型的改变。 

与其它系统的连接： 



 

 

管理平台也满足与其它系统互联来交换信息，各系统之间建议采

用统一、通用的接口方式进行互联。 

系统所有的接口都基于 REST 方式实现。中台服务都按业务功能

进行拆分。需要新增功能时，可以快速开发，并整合到系统中。 

5.5 可集成性设计 

灾备管理平台兼顾到其他系统或第三方的调用，提供以下接口： 

SSO 接口：单点登录接口主要用于和第三方系统界面做标准化集

成，支持标准的 LDAP 协议。 

短信/邮件接口：此接口主要能过消息服务实现通知能力，短信/

邮件接口提供二次适配接口功能，可以适配多种协议的通知接口，可

以适配的协议主要包括：SMTP、Http/Https、SOAP、Syslog、Socket

等。 

告警及事件接口：此接口可以将系统内的告警信息以标准化接口

的方式主动推送至第三方系统。 

接口协议：消息方式可采用 MessageQueue、Restful等方式进行

接口通讯。 



 

 

6 产品部署架构 

6.1 硬件设施 

6.1.1 建议配置 

序号 分类 名称 配置 备注 

1 APP 

Server 

应用服务

器 

CPU：4核，主频 3.20G

以上，16M 二级缓存 

内存：64G 及以上 

硬盘：200G及以上 

根据用户实

际情况可调

整 

2 数据库服

务器 

CPU：4核，主频 3.20G

以上，32M 二级缓存 

内存：8G 及以上 

硬盘：500G及以上 

根据用户实

际情况可调

整 

3 Worker 脚本执行

服务器 

CPU：4核，主频 3.20G

以上，32M 二级缓存 

内存：8G 及以上 

硬盘：500G及以上 

根据用户实

际情况可调

整 

根据实际脚

本情况可以

部署多套 

 



 

 

6.1.2 最低配置 

序号 分类 名称 配置 备注 

1 APP Server 

 

Worker 

应用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脚本执行服务

器 

CPU：4 核，主频

2.0G以上，32M

二级缓存 

内存：36G 及以

上 

硬盘：200G 及以

上 

根据用户

实际情况

可调整 

根据实际

脚本情况

可以部署

多套 

2 

3 

 

6.1.3 集中配置 

序号 分类 名称 配置 备注 

1 APP Server 

 

Worker 

应用服务

器 

数据库服

务器 

脚本执行

服务器 

CPU：8 核，主频 2.0G

以上，32M 二级缓存 

内存：128G及以上 

硬盘：500G及以上 

根据用户

实际情况

可调整 

根据实际

脚本情况

可以部署

多套 

2 

3 

 

 



 

 

6.2 部署模式 

产品部署包括 DR 平台应用服务程序（APP Server）、数据库（DB、

Redis）、切换工作站（Worker）。其中应用系统、数据库部署在灾备

中心，工作站在生产中心、灾备中心均部署 

 

1) 所有的应用都部署在防火墙后。 

2) 通过 F5 把前端访问负载到两个 Nginx上。 

3) 前端通过网关访问中台服务。 

4) Worker 可以部署在云平台，也可以部署在内网服务器上。 

5) Worker 通过 MQ与中台进行数据交换，需要保证 Worker 与 MQ

之间的网络通畅。 



 

 

7 产品成功案例 

7.1 某国有银行灾备管控平台 

某国有银行灾备管控系统开发服务项目是国内第一家由第三方

公司承建的灾备管控平台，将为该行信息系统业务连续性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是该行智能运维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该行灾备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备管控系统实现灾备

系统一键式切换、在线演练、建设流程规范化和灾备环境运维自动化，

为该行信息系统业务连续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灾备管控系统立足运

维 PAAS 平台，协同监控，ITSM、云平台、BCM等运维工具，构建灾

备运维和管理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实现如下业务目标： 

1. 灾备切换自动化 

实现对切换、回切操作的定制以及切换流程的编排；实现切换任

务管理和灾难切换管控服务；实现多级可视化大屏展示服务；实现切



 

 

换问题处理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2．切换演练线上化 

实现演练任务管理和桌面演练、模拟演练切换管控服务；实现演

练任务的集中管理、审批、发布执行和反馈报告；实现桌面演练线上

化执行，模拟演练一键式自动化执行。  

3. 建设管理流程化 

实现灾备建设线上化全流程管理，建立灾备管控基础数据和字典

配置管理；实现三中心灾备设备部署、业务接管能力等多维度多层级

可视化展示；实现灾备相关文档管理。 

4．灾备环境运维自动化 

实现灾备环境应用版本自动化部署，数据库、存储数据复制自动

化供给；实现灾备系统运行态监控； 

最终通过灾备管控系统的建设，实现跨可用区的一键式引流和快

速切换，提高灾备切换效率，规范切换流程，支持智能态势分析辅助

切换决策，为业务连续性保障提供支。 

7.2 某农商行容灾运维管理平台 

该行项目实施前主要采用手工切换的方式，主要存在以下痛点： 

⚫ 切换前准备耗时长 

⚫ 手工操作多、耗时、易出错 

⚫ 各个系统的灾备切换流程彼此独立，缺乏统一控制 

⚫ 切换后各系统手工统计，无自动化分析报告 



 

 

 

2019年 9 月 8 日凌晨，由信息科技部主导完成了一次行内 25套

关键业务系统由主数据中心切换至备数据中心的真切实演，在 00：

00 至 6:00 的时间窗口期内，该行 25 套关键业务系统按照计划顺利

切换至备数据中心，切换演练现场秩序井然，25套系统在备数据中

心进行业务带载及相关验证之后完成了回切工作，标志着该行灾备数

据中心的业务承载能力和信息科技团队生产运维的技战术水平再上

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