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案例

德国云提供商使用软件定义网络自动化基础
架构即服务

摘要
公司：
CloudSeeds
行业：
云工程和咨询公司
业务挑战：
• 构建新网络平台
• 创建开放架构
• 建立完全自动化、高度可扩
展且极具弹性的平台以适应
未来增长
技术解决方案：
• 瞻博网络 QFX5100 以太网
交换机
• 瞻博网络 MX80 通用路由
平台
• 瞻博网络 SRX1400 服务网关
• 瞻博网络 Contrail 网络
业务成果：
CloudSeeds 现在拥有的网络：
• 实现了全自动部署愿景
• 使服务只需数分钟就能完成
部署
• 高度可靠且极具弹性
• 运维的成本效率高
• 提供开放式的平台

CloudSeeds 成立于 2013 年，总部设在德国汉堡，专注于帮助那些快速增长且需要
可扩展性来实现业务目标的公司建立虚拟化基础架构和 IT 服务。
CloudSeeds 的创始人兼总经理 Kevin Fibich 曾在许多 IT 运维环境中工作，他意识到
需要有一种基于高度可扩展、灵活且自动化的平台的全新软件定义 IT 服务。针对这
种需求，CloudSeeds 开发了一个新方案，称为 A.C.R.E. （Advanced Cloud Resource
Elements，高级云资源要素）。它使用标准的预构建云组件创建了一个高度动态
的 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基础架构即服务）层 — 通过将深度自动化
与全面虚拟化相结合，为客户创建全包式解决方案。该平台提供的全新数据中心和
IT 基础架构可随客户需求变化和增长而扩展，而且客户不必担心 IT 硬件的日常管
理。CloudSeeds 为客户运营专用云设置，而且是在客户本地管理和运营，原因就
是，在面临客户主张数据主权压力的德国商业企业界，数据安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课题。
Kevin Fibich 说：“我们的客户有时会随着快速成功而不负重荷，他们需要迅速部署
新的基础架构。我们将这称为“友好型 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因为他
们现有的网络可能无法应对那些合理的客户需求。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幸福的烦恼，
而我们的自动化软件定义服务可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CloudSeeds 正经历着高增长，所提供的业务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在不断地吸引着新客
户，团队正在壮大。

挑战
为了实现其新自动化服务等级的愿景，CloudSeeds 必须创建一种新的网络平台，提
供无缝的高性能路由、交换以及强大的安全措施。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它需要一种可
通过软件进行控制和配置的开放式架构。

我们了解到，瞻博网络的技术理念与我们的目标和首
选方法不谋而合。”
- CloudSeeds 的创始人兼总经理 Kevin Fibach

CloudSeeds 还希望网络平台既能先于需求进行扩展，又能提供极富弹性的服务以支
持客户不断发展壮大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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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标准

成果

CloudSeeds 的技术团队过去使用过瞻博网络的技术，感觉与其
他供应商相比，瞻博网络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更能
适应未来发展，配置和管理功能也更先进，而且提供的开放式
API 更有助于实现脚本和自动化任务。

新网络实现了 CloudSeeds 的全自动部署愿景。而 CloudSeeds 的
客户又能借助此网络更快速地获取 IaaS 服务，因此业务变得更
敏捷，响应速度也更快。

Kevin Fibich 说：“我们的整个架构采用了软件定义的结构，我
们做的每项工作都必须在网络上完成。我们了解到，瞻博网络的
技术理念与我们的目标和首选方法不谋而合。”
特别是，CloudSeeds 认为瞻博网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使
用 OpenStack 软件来控制其架构，而且可以将 Puppet 软件代理
直接内置到运行 Junos OS 的设备上。Puppet 是第三方软件，由
Puppet Labs 提供，可用来管理配置。它提供了一种高效、可扩
展的解决方案，用于管理大量设备的不同配置。
CloudSeeds 的另一项关键要求是高性能网络，以及旨在改进服
务质量 (QoS) 和高可用性的精细支持，包括能够执行不中断服
务的软件升级，以确保为 CloudSeeds 客户提供全面的业务连续
性。CloudSeeds 还偏向于从一家供应商采购所有网络设备，以
简化网络构建、维护和支持。

解决方案
CloudSeeds 结合使用多种瞻博网络系统来打造新的软件定义
A.C.R.E. 平台。它使用瞻博网络® QFX5100 交换机搭建物理基础架
构，实现了一个可支持 1GbE、10GbE 和 40GbE 连接的高性能、高
密度的平台。它还使用了瞻博网络 MX80 通用路由平台和瞻博网络
SRX1400 服务网关，前者是可提供 80 Gbps 系统吞吐量的灵活、全
功能的路由器，而后者有助于实现安全的客户聚合。为了给客户创
建较小的虚拟防火墙，CloudSeeds 使用了瞻博网络的 vSRX 虚拟防
火墙，可以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部署可扩展的防火墙保护。
CloudSeeds 通过结合使用瞻博网络的 Contrail 网络与 OpenStack，
可以编排软件定义的叠加网络，支持创建虚拟网络和服务链以及
使用强大的 Contrail 网络分析引擎和 API。CloudSeeds 高度重视
在 OpenContrail 开源项目以及围绕它成立的开源社区中对 Contrail
网络的开发。Contrail 网络与物理网络底层分离，但支持两者之
间互操作，而且对任何 IP 底层网络都可见。Contrail 网络解决方
案中实现的自动化与瞻博网络数据中心底层交换矩阵解决方案中
的自动化搭配使用，能够以云速度简化整个数据中心网络。而
且，Contrail 网络采用开放式的路由器联合方法，与 MX 路由器结
合使用，可以扩展和连接数据中心之间的虚拟网络，这真正实现
了瞻博网络的数据中心愿景。
Kevin Fibich 说：“SDN（也就是‘软件定义的网络’）非常适
用于云基础架构。使用 Contrail 让我们能够创建软件定义的网
络，可将不同的位置无缝集成到一个统一的云。”

“使用 Contrail 让我们能够创建软件定义
的网络，可将不同的位置无缝集成到一个
统一的云。”

Kevin Fibich 说：“我们的客户在运营和运行基础架构以及部署
新的实例或基础架构时需要的员工人数减少了。此外，大量的自
动化可降低出现人为错误的可能性。他们只需要挑选或接收一台
新设备，然后连接好电缆，或者由我们来帮助他们搞定。客户可
以自行决定是由自己的 IT 员工来操作新设备，还是将设备的管
理和运维工作交给 CloudSeeds。在设备物理就位并且准备进行
软件叠加后，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搭建好新服务器，或者我们也可
以在几小时内为客户部署全新的数据中心。”
CloudSeeds 还使用 SDN 创建高度可靠且极具弹性的基础架
构。CloudSeeds 的方法完全消除了传统的 2 层问题，如广播风
暴或交换环路，使它能够利用所有可用容量显著提高运营效率和
客户满意度。
CloudSeeds 还对它的云网络具有很大的控制能力。Kevin Fibich
说：“我需要实时洞察任何性能问题。使用瞻博网络技术，我可
以识别虚拟空间中的任何问题或症状，还可以隔离底层物理网
络中的任何错误。正是有了瞻博网络的开放式 API，这一切才成
为可能；也正是这些开放式 API，我们才能将自己的软件“放”
到设备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围绕网络设备是否应该成为简单商品
的行业讨论。我们认为，更好的方式是，开发一个功能丰富的系
统，让它既能由供应商支持，同时又能保持开放以方便集成，这
样我们就能一举两得 — 开放且支持新功能。”

“瞻博网络架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帮助我
们构建了一个软件定义的网络，进而创建
了整个软件定义云。它为我们和我们的客
户提供了众多新的可能。”
- CloudSeeds 的创始人兼总经理 Kevin Fibach

Cl o u dS e e ds 还看重瞻博网络执行不中断服务的软件升级能
力 — 无需中断网络，也不需要技术人员前往现场，CloudSeeds
就能自动部署新软件映像。Kevin Fibich 说：“不用重启交换机，
我们只需启动另一台 Junos OS 虚拟机，然后新机器会接替原机
器，数据包转发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客户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软
件升级。停机不再被接受，也不再有必要。”
该网络还可帮助 CloudSeeds 降低成本。Kevin Fibich 说：“将瞻
博网络设备与我们的自动化方法结合使用，结果是我们的运维费
用减少了。另一个好处是，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专业的 IT 员工，
事实上也很难找到那么多专业的 IT 员工。通过采用这种方式，我
们的行家就能腾出精力，将宝贵的能力应用到其他更有创造性、
具有更高生产效益的用途上，例如与客户相关的一些工作。”

- CloudSeeds 的创始人兼总经理 Kevin Fi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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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举措和经验教训
为了进一步提高基础架构的可扩展性，CloudSeeds 现在计划使
用瞻博网络 QFX10000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这类交换机可为平
台提供 3 到 96 Tbps 范围内的吞吐量，可实现 100GbE 端口密度
（目前业内最高水平），单个机箱可支持多达 480 个端口。这
将推动 CloudSeeds 继续为实现高度可扩展且可靠的物理网络的
愿景而努力。此外，CloudSeeds 还在研究为第三方软件开发人
员创建一个开放的市场，帮助他们基于使用 Contrail 网络层编排
的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解决方案进行开发。
Kevin Fibich 总结说：“瞻博网络架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帮助我
们构建了一个软件定义的网络，进而创建了整个软件定义云。它
为我们和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众多新的可能。”

关于瞻博网络
瞻博网络将简单性融入到了全球互联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之
中。通过工程创新，我们消除了云时代网络的限制和复杂性，可
应对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日常面临的最苛刻的挑战。在瞻博网
络，我们坚信网络是分享改变世界的知识和实现人类进步的资
源。我们致力于开创具有突破性的方式，提供以业务速度发展的
自动化、可扩展且安全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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