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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存储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北京鑫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鑫云”）是国内领先的企业级存储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硅谷大厦，研发中心位于厦门，并在深圳设有工厂。鑫云始终专注于顶尖企业级存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拥有一支成熟稳定、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团队核心成员在企业级存储领域均具有十年以上的研发经验，

对存储行业和产品有着深刻和独到的理解。

鑫云现有非编影视后期存储、集群存储、虚拟化存储、高性能云计算存储等多条产品线，能够提供

NAS、SAN/IPSAN、DAS 等各种存储解决方案。目前客户涵盖广电、影视动漫制作、教育、互联网、通信、

政府、军事等领域或部门。尤其在高清影视后期在线制作领域，凭借产品的出色读写性能及完善的服务体系，

鑫云现已成为影视后期存储业内广为人知的著名品牌。

面对信息爆炸式增长的大数据时代，鑫云将坚持以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为核心，潜心并专注于为企业客户量

身打造存储产品及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客户在大数据时代创造更高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国内企业级存储市场领先品牌

·提供业界领先的创新技术、完善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营销服务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上门部署

·影视、动漫制作存储领域最专业的国产存储供应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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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stor 是鑫云专为企业级用户定制的 NAS/SAN 统一架构存储系统。Singstor 采用业

界新一代的 SAS 接口技术，结合先进的硬件设计及多年深度优化的软件系统服务，可完全满

足企业用户对关键性业务应用存储系统高性能、高扩展及高可靠等方面的各种需求。

Singstor 基于成熟的 Linux 内核，针对文件系统、块设备、RAID 算法以及网络协议栈进

行大量优化，在提供超高性能的同时兼具极高稳定性。Singstor 配备了丰富的智能化功能，如

自动负载均衡、自动精简配置、存储虚拟化、自动数据迁移、快照及数据复制功能，可完全根

据企业需求自主选择应用。应用 Singstor 存储系统，用户可大幅节省 TCO，简化存储架构，

并充分实现现有系统效能应用最大化。

传统的存储在物理上以 Raid 为单位，逻辑上以 LUN 为单位，限制了数据对象的存储位置。

当一些通道超负荷运载并成为性能提升的瓶颈时，有些通道却没有被充分利用，很容易造成负载不

平衡的现象。在 Singstor 的 scale-out 架构中，写操作时是将数据以相应的算法均衡地分布在不

同的智能存储节点上，读操作时是分布在不同的智能存储节点和不同的硬盘上并行响应，当主机端

向存储池发出一个写请求，其组成数据块将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分派给各成员存储系统。Singstor 的

AutoBalance 机制，可以动态增加节点，在无需停机的情况下，实现线性扩展容量带宽；也能动态

均衡数据 , 保证数据均衡分布至每个节点 , 提升并发读写效率。

Singstor 支持多种协议 (NAS, iSCSI , FC, VTL )，适用于混合的异

构环境，可以无缝集成到关键任务环境中。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全

系 列、RedHat Enterprise Linux、Sun Solaris、IBM-AIX 和 HP-UX

等各类企业级操作系统，同时也支持 VMWare、Citrix、Hyper-V 等虚

拟化应用。

Singstor 同时支持 NAS/SAN 功能，可选支持千兆 / 万兆网络 /FC/IB 等主机接口，

提供对外主机接口链路冗余和聚合技术，支持 SSD Cache 加速，带宽高且稳 , 单台

高达 2GB/s 带宽 , 稳定带宽 1.2GB/s。尤其在视频制作领域，Singstor 单台带宽可

以满足 4K 高清视频编辑系统非常高的传输码流要求，保证视频编辑、播放时的平稳、

流畅。

扩展性方面，在传统的 scale-up 架构中，存储扩展是通过“替代”完成。当一

个存储系统的性能或容量达到上限，用户必须购买一个新系统以取代旧系统。这种形

式的扩展有两个弊端。首先，目前的投资无法得到保护。在替换完成后，旧系统通常

会被废弃或应用到次要的应用，它不能为主应用提高性能或提供容量。第二，用户不得不在他们认为不需要的地方花费大量的前

期投资。此外，新旧系统的替换过程涉及到迁移数据，这个过程需要服务离线。所以，扩展所花费的时间和资金常常给企业造成

巨大的损失。Singstor 独特的 scale-up 扩容及 scale-out 扩展新架构允许同时扩展容量与性能，在数据读 / 写负载平衡时提高

容量利用率和使用效率，从而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 自动负载均衡  资源利用最大化

※ 多协议支持  适用于混合异构环境

※ 超高性能  按需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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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富 的 RAID 特 性。Singstor 提 供 Raid0、1、5、6、6+1、10、50、60、

HotSpare 多种保护机制，支持自动加载热备盘、RAID 自动重建、重建接续、存储虚拟化、

磁盘漂移、磁盘克隆、失败 RAID 强制上线、RAID/ 存储池 / 卷在线扩容等多种特性。

全自动连续数据快照功能。Singstor 可以按策略为数据卷自动创建基于增量的多时

间点标记，当发生软件程序导致的数据丢失或数据损坏、病毒破坏、意外删除及其它人为

误操作引起的数据丢失或错误时，可以迅速通过对合适的时间点标记进行”回滚”来快速

恢复数据，特别适合对用户关键业务的数据进行连续保护。

远程复制功能。Singstor 基于 IP 的策略性远程复制功能可以为用户数据实现异地的

备份，在发生意外灾难时能够对数据进行快速恢复，确保用户的业务持续性。远程复制功

能支持基于时间间隔、数据增量和设定时间点三种策略复制模式。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Singstor 支持基于企业的不同的业务数据类型和备份模式，企业在文件保存过程中，通常会保存大量的不

需要的冗余的数据，重复数据删除可以删除这部分冗余的数据，从而大幅度降低企业数储和备份对容量空间的需求。

Singstor 具有丰富的数据权限管理机制，支持全局共享、独占式共享等权限分配，具有用户分级、分组、分域管理、用户配额

管理功能。用户可以设置任意尺寸和数目的文件系统、目录和文件，所有文件可以存放在统一存储池中，而且存储池可以随意扩充。

扩容后，所有的文件系统都能自动获得新增的空间，用户无需预先规划文件空间，也可以设置文件配额，限制文件系统拥有的使用

空间。另外，支持临时文件删除、WORM（防删除）、Del_WORM（允许修改，不能删除）、审计等功能。

鑫云坚持绿色 IT 承诺，一直致力于使存储产品更加节能。Singstor 具备 MAID 技术，

系统中所有磁盘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 Active 和 Power ON 状态，大部分空闲硬盘处

于 Power OFF 状态，只有系统需要进行读写访问时，硬盘才会重新 Power ON。处于

Power ON状态的硬盘经过一定空闲时间，可以根据策略重新下点变成Power OFF状态，

以达到节点、环保、延长硬盘使用寿命的功能。Singstor 凭借高效能电源、动态冷却机

制和智能化磁盘休眠技术，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减少了运营成本，使得企业优势得到增强。

Singstor 存储系统通过 WEB 方式统一管理，接入网络后经过简单的配置就能为

企业网中所有的客户端提供大容量存储和强大的文件服务。Singstor 具备完善的设备

监控管理功能，可对设备本身硬件健康状况（如风扇、电源、磁盘）进行监控。不仅

支持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实现远程网络管理，同时也支持声光、Email报警功能，

设备出现错误时能自动告警，方便管理员能及时了解系统运行情况。管理界面设计简

单易用，中英文界面、向导式操作可以让非存储专业人员快速上手，减少误操作，降

低管理难度。

※ 数据保护 安全稳定

※ 权限控制  全局共享

※ MAID技术  绿色环保

※ 配置简便 易于管理

SingStor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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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00G系列

入门级 / 经济型 / 千兆网络存储

◆ 经济特性

采用实用、稳定的基于完全自主设计的系统架构，即支持高稳定的 SAS 硬盘，又支持高性价比

的大容量 SATA 硬盘，是目前最为经济的海量网络存储系统。

◆ 统一存储

同时支持 IPSAN 和 NAS 存储模式。IPSAN 是基于高速以太网的 SAN 架构，是数据块级的高

性能存储，适合 Exchange、SQL Server 等数据库应用；NAS 是基于文件级存储，支持不同

操作系统和多台主机的文件共享，适合 WEB、文件服务器应用，并可为不同用户分配独立的共

享网络文件夹及共享权限，用于文档集中存储和备份。

◆ 高可靠

先进的 RAID 技术。可支持 RAID  0、1、10、5、6。其中 RAID6 容许两块硬盘同时故障而不

影响数据的存取。当一颗硬盘出现故障，预先配置的热备盘将会自动重建原始 RAID 配置。此外，

热插拔式设计可以在不影响系统工作运行的基础上，进行硬盘替换操作。支持双通道绑定技术，

实现通道的错误替换和负载均衡。

◆ 可用性

存储接入网络后经过简单的部署就能为企业提供大容量存储和强大的文件服务。支持本地、远程

及多设备集中管理。数字化监控处理器、硬盘、网络负载及服务状态。基于 Web 的中、英文管

理界面帮助企业 IT 人员轻松进行管理、监控和维护。

SS100G 系列是鑫云的入门级、经济可靠型 IPSAN、NAS 一体化网络存储产品，具有高扩展、

高可靠、简单易用、经济实惠等特点，主要应用于中小型企业数据存储、教育科研实训、多用户文

件共享服务、视频素材存储等应用领域。

SS100G 提供 2Gb/s 的传输带宽和单台高达 288TB 的存储空间，可实现海量数据集中管理，

为用户提供可靠而又低成本的海量存储空间。整机支持磁盘顺序加电、自动断电保护，提供指示灯

告警、蜂鸣器告警、控制界面告警、SNMP 告警、邮件告警等多种告警机制。采用节能、绿色的设

计理念，整机系统的功耗远低于业界平均水平。

产品概述

产品特性

A

B

SS100G 系列 存储整机视图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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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SS100G-8S/R SS100G-12S/R SS100G-16S/R SS100G-24S/R SS100G-36R SS100G-48R

主机盘位 8 块 / 热插拔 12 块 / 热插拔 16 块 / 热插拔 24 块 / 热插拔 36 块 / 热插拔 48 块 / 热插拔

外型规格 2U 机架式 2U 机架式 3U 机架式 4U 机架式 4U 机架式 8U 机架式

系统特点

iSCSI 功能 支持 CHAP/IP 认证，支持 16384 个逻辑卷 (LUNs)

NAS 功能 支持 NFS、CIFS、HTTP、FTP、AFP 共享

RAID 级别 RAID 0、1、5、6、10、50、60、单盘，支持专用热备、全局热备，支持磁盘漫游

系统支持 Microsoft Windows，Linux，MacOS，SunSolaris，IBM AIX，HP-UX

管理方式 中、英文 WEB 图形界面管理（GUI），KVM Console、Telnet、SSH 管理

故障报警 日志告警、联动报警、指示灯及声音告警、SNMP /E-mail 告警

功能特性

支持 RAID 自动重建、重建接续、虚拟化存储、RAID/ 卷在线扩容
支持硬盘检测、坏扇区容错，具有硬盘、系统各种故障解决预案 （磁盘漂移、磁盘克隆、RAID 强制上线）
可选突然断电或出现固障时 BBU 缓存保护
支持全局共享、独占式共享等权限分配，临时文件删除
支持 WORM（一写多读，防删除）、Del_WORM、审计功能
支持用户分级、分组、分域管理，配额管理功能
支持普通用户、分级用户、WEB 用户、Windows 域管理、NIS 管理、分组管理功能
支持数据快照、数据备份和同步、文件拷贝
支持 QoS 带宽预分配、支持多路径访问
支持 IPv6 网络环境
支持网络链路冗余、聚合、负载均衡、路由设置
内嵌 SingStor 管理系统，支持单一管理界面集中监控所有鑫云存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完善的日志管理功能
支持网络流量、硬盘 S.M.A.R.T、CPU 温度、风扇转速等环境监控、配置信息管理、时间同步
支持 MAID2.0 节能技术，可延长磁盘驱动器使用寿命，并降低功耗 
支持远程统一开、关机功能
支持 UPS 掉电保护管理功能

系统硬件参数

处理器 64 位双核存储处理器

系统缓存 4GB, 可扩展

主机通道 2 个 10/100/1000MB 自适应以太网口，可扩展

扩展接口 选配 1 个 miniSAS 扩展柜接口，可扩展至 96 块磁盘

磁盘类型 2.5/3.5”SATA、SAS、SSD

单机容量 48TB 72TB 96TB 144TB 216TB 288TB

扩展容量 最大支持 576TB

硬盘规格
146/300/400/450/600/900/1200GB 10/15K RPM SAS 磁盘
1TB/2TB/3TB/4TB/6TB SAS/SATA 磁盘
支持 SSD、SAS、SATA 磁盘混插

系统环境参数

尺寸大小 660X432X88 660X432X132 660X432X176 700x432x352

供电需求 100—120/200—240 VAC 输入，50/60Hz

电源功率 500W 80plus 550W 80plus 600W 80plus 650W 80plus 860W 80plus 1140W 80plus

电源模块 单电源（S），可选 1+1 冗余电源（R） 1+1 冗余电源 2+1 冗余电源

适用温度 +0℃ ~+45℃

适用湿度 +10%~+90%（非凝结环境）

产品规格C

SingStor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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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200T 系列

企业级 / 高性能 / 千兆网络存储

SS200T 系列 存储整机视图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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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

SS200T 系列基础架构采用主流稳定的 64 位硬件平台和

缓存 I/O 加速技术，保证数据访问的通畅，解决共享总线

带来的 I/O 读写瓶颈，满足在线数据库等关键应用。针对

行业性能优化，提供文件级和数据块级的快速访问。

◆ 融合统一

文件存储和块存储的融合统一：IPSAN 是基于高速以

太 网 的 SAN 架 构， 是 数 据 块 级 的 高 性 能 存 储， 适 合 

Exchange、SQL Server 等数据库应用；NAS 是基于

文件级存储，支持不同操作系统和多台主机的文件共享，

适合 Web、文件服务器应用，并可为不同用户分配独立

的共享网络文件夹及共享权限，用于文档集中存储和备

份。 存储协议的融合统一：支持 iSCSI、NFS、CIFS、

HTTP、FTP 等多种存储网络和协议。

◆ 高可靠

先进的 RAID 技术，支持 RAID 0、1、10、5、6、50、

60，高可靠的 RAID 6 技术，同时容许两个硬盘故障而不

影响业务数据的读写，确保数据完整无失；冗余热插拔电

源、模块化硬件架构设计，有效避免设备部件的单点故障；

SS200T 系列是鑫云面向中高端存储应用而设计的高性能海量存储系统，实现了 IPSAN 和 NAS 应用的

统一。SS200T 在实现了架构、协议、平台的融合统一的基础上，以领先的性能、独特的功能特性和更高效的

资源使用为支撑，为用户提供了高性能、全方位的解决方案，能够满足影视制作、广电、电信、云计算、石油、

图书馆、校园网等领域不同业务应用的需求。

SS200T 系列提供 4-14Gb/s 的传输带宽和单机高达 512TB 的存储空间，并支持扩展；SS200T 的高

可用性可满足苛刻的系统运行连续性要求，包括电源、端口、风扇和磁盘在内的工作组件均采用冗余设计。模

块化结构减少了单点故障的发生。RAID 配置可使用热备盘自动重建恢复。先进的温控管理和空气冷却通道设

计，更进一步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

产品概述

产品特性

A

B
传输带宽支持多通道绑定技术，实现通道的错误替换和

负载均衡。

◆ 高可扩展

支 持 多 规 格 SATA/SAS 硬 盘， 单 主 机 可 提 供 高 达 

512TB 存储空间；支持 SAS 扩展柜级联模式，多设备

可通过统一的管理界面进行集中化管理、配置。

◆ 可用性

基于浏览器的中英文友好控制界面，部署简单快捷，方

便实用。采用设备可视化管理，在 GUI 管理界面上直接

对 CPU、内存、带宽负载、温度等进行状态监控，可同

时提供 Email、声光报警方式，便于及时维护。

◆ 数据快照

用户可以为数据卷创建一个即时可用的虚拟快照卷，轻

松实现对在线数据的备份、恢复、测试和数据仓库分析

等操作。应用存储系统支持快照的回滚 / 拷贝操作，用

户不仅可以将源数据卷恢复到某一个时间点的状态，还

可以为源数据卷创建一个基于时间点的完整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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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SS200T-12R SS200T-16R SS200T-24R SS200T-36R SS200T-48R SS200T-64R

主机磁盘 12 块 / 热插拔 16 块 / 热插拔 24 块 / 热插拔 36 块 / 热插拔 48 块 / 热插拔 64 块 / 热插拔

外置规格 标准 2U 机架式 标准 3U 机架式 标准 4U 机架式 标准 4U 机架式 标准 8U 机架式 标准 7U 机架式

系统特点

iSCSI 功能 支持 CHAP/IP 认证，可支持 16384 个逻辑卷 (LUNs)

NAS 功能 支持 NFS、CIFS、HTTP、FTP、AFP 共享

RAID 级别 RAID 0、1、5、6、7、10、50、60、单盘，支持专用热备、全局热备，支持磁盘漫游

系统支持 Microsoft Windows，Linux，MacOS，SunSolaris，IBM AIX，HP-UX，VMware，Xen，HyperV

管理界面 中、英文 WEB 图形界面管理（GUI），KVM Console、Telnet、SSH 管理

故障报警 日志告警、联动报警、指示灯及声音告警、SNMP /E-mail 告警，多种方式向用户管理员提供故障提示

功能特性

支持 RAID 自动重建、重建接续、虚拟化存储、RAID/ 存储池 / 卷在线扩容
支持 RAID7，任意 3 块硬盘发生整盘永久性故障，数据不丢失，业务不中断
支持硬盘检测、坏扇区容错，具有硬盘、系统各种故障解决预案 （磁盘漂移、磁盘克隆、RAID 强制上线）
可选 SSD 缓存加速技术，提升热点数据性能
可选突然断电或出现故障时 BBU 缓存保护
可选 HA 功能，支持 IPSAN/NAS A-B 模式双机互备
可选 Mirror 功能，支持 IPSAN/NAS 本地、远程镜像 , 适用于异地容灾恢复 , 保证业务连续性
可选统一命名空间集群功能，可满足客户后期在线扩展、管理等分布式存储需求
支持全局共享、独占式共享等权限分配，临时文件删除
支持 WORM（一写多读，防删除）、Del_WORM、审计功能
具有用户分级、分组、分域管理，配额管理功能
支持普通用户、分级用户、WEB 用户、Windows 域管理、NIS 管理、分组管理功能
支持数据快照、数据备份和同步、文件拷贝、
支持 QoS 带宽预分配、支持多路径访问
支持 IPv6 网络环境
支持网络链路冗余、聚合、负载均衡、路由设置
内嵌 SingStor 管理系统，支持单一管理界面集中监控所有鑫云存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完善的日志管理功能
支持网络流量、硬盘 S.M.A.R.T、CPU 温度、风扇转速等环境监控，配置信息管理，时间同步
支持 MAID2.0 节能技术，可延长磁盘驱动器使用寿命，并降低功耗 
具有远程统一开、关机功能
支持 UPS 掉电保护管理功能

系统硬件参数

处理器 多核 64 位存储处理器

系统缓存 8GB，可扩展

基本通道 4 个 10/100/1000MB 自适应以太网口，可扩展到 14 个

扩展接口 选配 1-4 个 miniSAS 扩展柜接口，可扩展至 120 块磁盘

磁盘类型 2.5/3.5”SATA、SAS、SSD

单机容量 96TB 128TB 192TB 288TB 384TB 512TB

扩展容量 最大支持 960TB

硬盘规格
146/300/400/450/600/900/1200GB 10/15K RPM SAS 磁盘
1TB/2TB/3TB/4TB/6TB/8TB  SAS/SATA 磁盘
支持 SSD、SAS、SATA 磁盘混插

系统环境参数

尺寸 (mm) 700x432x89 700x432x134 700x432x177 680X432X174 700x432x352 680x432x305

供电要求 100—120/200—240 VAC 输入，50/60Hz

电源功率 650W 80plus 650W 80plus 860W 80plus 1200W 80plus 1150W 80plus 1350W 80plus

电源模块 1+1 冗余金牌 1+1 冗余金牌 1+1 冗余金牌 1+1 冗余金牌 2+1 冗余 3+1 冗余

适用温度 +0℃ ~+45℃

适用湿度 +10%~+90%（非凝结环境）

产品规格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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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200P系列

万兆网络存储

SS200P 系列 存储整机视图PRODUCTS

◆ 高性能

SS200P 针对视频编辑业务特点，进行了内存管理、读缓存

算法和文件系统的优化；提高并发流写入性能、读出性能来减

少系统响应时间。采用 NAS 协议实现存储设备在多工作站间

的跨平台共享，同时进行系统专业优化，在省去共享软件成本

的同时保证高带宽服务。

◆ ASST 技术

SS200P 采 用 ASST（Active Streaming Stabilize 

Technology）主动数据流稳定技术，使系统能够提供高速且

稳定的持续带宽。

◆ 统一存储

同 时 支 持 IPSAN 和 NAS 存 储 模 式。IPSAN 是 基 于 高

速以太网的 SAN 架构，是数据块级的高性能存储，适合 

Exchange、SQL Server 等 数 据 库 应 用；NAS 是 基 于 文

件级存储，支持不同操作系统和多台主机的文件共享，适合 

Web、文件服务器应用，并可为不同用户分配独立的共享网

络文件夹及共享权限，用于文档集中存储和备份。

◆ 高可靠

先 进 的 RAID 技 术， 支 持 RAID 0、1、10、5、6、50、

60，高可靠度的 RAID7 技术，同时容许三个硬盘故障而不影

SS200P 系列是鑫云针对高性能、高可靠性应用需求而设计的基于万兆和千兆以太网于一体的网络共享

存储系统。依托强大的硬件性能及先进的文件共享能力，SS200P 可以为高清 4K 在线剪辑等应用环境提供高

速、稳定的数据传输。适用于大中型规模的影视后期制作、非编网、虚拟化等各类大规模数据处理应用。

SS200P 提供 2 个 10Gbps 通道和单机高达 512TB 的存储空间，并支持扩展，是视频剪辑领域性能最

高的存储设备之一；采成强大的 Intel 多核 64 位处理器、缓存镜像技术、业界领先的存储架构、多层级 RAID

保护技术、热插拔硬盘、冗余热备电源、智能控制风扇，在既满足了高性能要求的同时又充分保障了用户的数

据安全。

产品概述

产品特性

A

B
响业务数据的读写，确保数据完整无失；冗余热插拔电源、

模块化硬件架构设计，有效避免设备部件的单点故障；传输

带宽支持多通道绑定技术，实现通道的错误替换和负载均衡。

◆ 高可扩展

支持多规格 SATA/SAS 硬盘，单主机可提供高达 512TB 

存储空间；支持 SAS 扩展柜级联模式，可以根据客户不断

增长的需求在线动态扩展存储容量。

◆ 可用性

基于浏览器的中英文友好控制界面，部署简单快捷，方便

实用。采用设备可视化管理，在 GUI 管理界面上直接对

CPU、内存、带宽负载、温度等进行状态监控，可同时提

供 Email、声光报警方式，便于及时维护。

◆ 数据快照

用户可以为数据卷创建一个即时可用的虚拟快照卷，轻松实

现对在线数据的备份、恢复、测试和数据仓库分析等操作。

应用存储系统支持快照的回滚 / 拷贝操作，用户不仅可以将

源数据卷恢复到某一个时间点的状态，还可以为源数据卷创

建一个基于时间点的完整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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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SS200P-12R SS200P-16R SS200P-24R SS200P-36R SS200P-48R SS200P-64R

主机磁盘 12 块 / 热插拔 16 块 / 热插拔 24 块 / 热插拔 36 块 / 热插拔 48 块 / 热插拔 64 块 / 热插拔

外置规格 标准 2U 机架式 标准 3U 机架式 标准 4U 机架式 标准 4U 机架式 标准 8U 机架式 标准 7U 机架式

系统特点

iSCSI 功能 支持 CHAP/IP 认证，可支持 16384 个逻辑卷 (LUNs)

NAS 功能 支持 NFS、CIFS、HTTP、FTP、AFP 共享

RAID 级别 RAID 0、1、5、6、7、10、50、60、单盘，支持专用热备、全局热备，支持磁盘漫游

系统支持 Microsoft Windows，Linux，MacOS，SunSolaris，IBM AIX，HP-UX，VMware，Xen，HyperV

管理界面 中、英文 WEB 图形界面管理（GUI），KVM Console、Telnet、SSH 管理

故障报警 日志告警、联动报警、指示灯及声音告警、SNMP /E-mail 告警，多种方式向用户管理员提供故障提示

功能特性

支持 RAID 自动重建、重建接续、虚拟化存储、RAID/ 存储池 / 卷在线扩容
支持 RAID7，任意 3 块硬盘发生整盘永久性故障，数据不丢失，业务不中断
支持 ASST 主动数据流稳定技术，为视频快进平稳播放提供高速稳定的持续带宽
支持在线升级集群功能，可在线扩容，实现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命名空间，性能线性增加，集群可支持 100PB 的扩展，便于客户后期扩
容，具有高可用、高可靠等特点
支持硬盘检测、坏扇区容错，具有硬盘、系统各种故障解决预案 （磁盘漂移、磁盘克隆、RAID 强制上线）
可选重复数据删除功能，从而大幅度降低企业数储和备份对容量空间的需求
可选 SSD 缓存加速技术，提升热点数据性能
可选突然断电或出现故障时 BBU 缓存保护
可选 HA 功能，支持 IPSAN/NAS A-B 模式双机互备
可选 Mirror 功能，支持 IPSAN/NAS 本地、远程镜像 , 适用于异地容灾恢复 , 保证业务连续性
支持全局共享、独占式共享等权限分配，临时文件删除
支持 WORM（一写多读，防删除）、Del_WORM、审计功能
具有用户分级、分组、分域管理，配额管理功能
支持普通用户、分级用户、WEB 用户、Windows 域管理、NIS 管理、分组管理功能
支持数据快照、数据备份和同步、文件拷贝
支持 QoS 带宽预分配、支持多路径访问
支持 TOE 技术、加速网络响应同时提升系统性能，可选 FCOE 功能
支持 IPv6 网络环境
支持网络链路冗余、聚合、负载均衡、路由设置
内嵌 SingStor 管理系统，支持单一管理界面集中监控所有鑫云存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完善的日志管理功能
支持网络流量、硬盘 S.M.A.R.T、CPU 温度、风扇转速等环境监控，配置信息管理，时间同步
支持 MAID2.0 节能技术，可延长磁盘驱动器使用寿命，并降低功耗
具有远程统一开、关机功能
支持 UPS 掉电保护管理功能

系统硬件参数
处理器 多核 64 位存储处理器

系统缓存 32GB，可扩展

基本通道 2 个 10/100/1000MB 自适应以太网口，可扩展

高速通道 2 个 10Gb SFP+ 光口 /RJ-45 电口，可扩展；可选配 2 个 40Gb QSFP+ 接口

扩展接口 选配 1-4 个 miniSAS 扩展柜接口，可扩展至 240 块磁盘

磁盘类型 2.5/3.5”SATA、SAS、SSD

单机容量 96TB 128TB 192TB 288TB 384TB 512TB

扩展容量 最大支持 2PB

硬盘规格
146/300/400/450/600/900/1200GB 10/15K RPM SAS 磁盘
1TB/2TB/3TB/4TB/6TB/8TB  SAS/SATA 磁盘
支持 SSD、SAS、SATA 磁盘混插

系统环境参数
尺寸 (mm) 700x432x89 700x432x134 700x432x177 680X432X174 700x432x352 680x432x305

供电要求 100—120/200—240 VAC 输入，50/60Hz

电源功率 650W 80plus 860W 80plus 1200W 80plus 1150W 80plus 1350W 80plus 

电源模块 1+1 冗余金牌 1+1 冗余金牌 1+1 冗余金牌 2+1 冗余 3+1 冗余

适用温度 +0℃ ~+45℃

适用湿度 +10%~+90%（非凝结环境）

产品规格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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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000系列

高扩展性磁盘扩展柜

◆ 支持硬盘种类齐全

SS1000 支持 3.5 英寸及 2.5 英寸的 SAS、SATA 及 SSD 硬盘，不需要更换硬盘托架，便利

好安装，是中小企业最经济实惠的容量升级首选。

◆ 经济、高效、易用

购置成本低，按需进行容量扩展。主机连接端口为 6G SAS 端口。除了是鑫云存储专用的硬盘

扩展柜（JBOD）外，也可以使用在直连存储（DAS）方案中。SS1000 和目前市面上的主流

SAS RAID 卡及 HBA 卡完全兼容。SS1000 绝佳的扩充性和相容性，是中小企业扩充单一服务

器存储容量最经济实惠的方案。 

◆ 不停机系统维护

SS1000 系列硬盘扩展柜为模块化设计，包括风扇模组、电源模块均为冗余且可热插拔式设计，

提供顶级高可用性及可靠度，万一有模组失效，冗余模组可以无缝接手加倍输出。现场简单插拔

抽换失效模组，故障立即排除，完全无须停机维护。

SS1000 系列是鑫云推出的高扩展性、高性价比的企业存储磁盘扩展系统，可以和网络存储

无缝连接。支持 SAS、SATA 磁盘及级联扩展功能，提供多达 72 块磁盘的扩展能力。一个 SFF-

8088 接口可以提供 2400MBbyte/s 的带宽。

该系统装备精良的完全冗余组件。电源、风扇模块和 SAS JBOD 扩展端口均为热拔插设计，

都可提供不间断服务。提供启动时磁盘顺序加电功能，保证不会由于所有磁盘同时加电引起的电源

故障和系统故障。提供磁盘电源短路保护功能，即当电源出现短路时，系统会自动切断磁盘供电，

保护磁盘免遭过载电流的冲击，最大限度地保护数据的安全。

产品概述

产品特性

A

B

SS1000 系列 扩展柜整机视图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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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SS1012R SS1016R SS1024R SS1036R

控制器 单控

主机接口 1 个 Mini SAS SFF-8088

扩展接口 1 个 Mini SAS SFF-8088

传输带宽 2，400MB/s

硬盘支持

磁盘接口 3.0/6.0/12.0Gb SAS，SATA

单机容量 最大 96TB 最大 128TB 192TB 288TB

磁盘规格 2.5/3.5 英寸

主机特性

磁盘数量 12 盘位热插拔 16 盘位热插拔 24 盘位热插拔 36 盘位热插拔

冷却风扇 4×8038 热插拔风扇 3×12038 热插拔风扇 3×12038 热插拔风扇 3×12038 热插拔风扇

电源功率 550W 1+1 热插拔冗余白金牌
800W 1+1

热插拔冗余白金牌

报警功能 LED 指示灯，声音报警

电气环境

A/C 输入 100~240V AC

操作环境 温度 10℃ to 35℃；相对湿度 35% to 80%

规格尺寸

尺寸
mm: 500x448x88

（深 x 宽 x 高）
mm: 500x448x132.2

（深 x 宽 x 高）
mm: 500x448x177

（深 x 宽 x 高）

毛重 14kgs 18kgs 21kgs 24kgs

产品规格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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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2000系列

高性价比控制器网络存储

SS2000 系列 存储整机视图PRODUCTS

◆ 模块化、无线缆设计

SS2000 整机实现无线缆化设计，控制器、风扇及电源采用全

模块架构。存储整机仅 500mm 长，适应于各种机架环境。

◆ 统一存储

同 时 支 持 IPSAN 和 NAS 存 储 模 式。IPSAN 是 基 于 高

速以太网的 SAN 架构，是数据块级的高性能存储，适合 

Exchange、SQL Server 等 数 据 库 应 用；NAS 是 基 于 文

件级存储，支持不同操作系统和多台主机的文件共享，适合 

Web、文件服务器应用，并可为不同用户分配独立的共享网

络文件夹及共享权限，用于文档集中存储和备份。 

◆ 高可靠

先 进 的 RAID 技 术， 支 持 RAID 0、1、10、5、6、50、

60，高可靠的 RAID 6 技术，同时容许两个硬盘故障而不影

响业务数据的存取，确保数据完整无失；冗余热插拔电源、模

块化硬件架构设计，有效避免设备部件的单点故障；传输带宽

支持多通道绑定技术，实现通道的错误替换和负载均衡。

SS2000 系列是面向企业级存储应用而设计的鑫云新一代控制器架构存储产品，实现了 IPSAN 和 NAS

应用的统一。SS2000 以入门级的价格满足规模不断增大并且存储要求日益复杂的数据库 OLTP/OLAP、数

字媒体、集中存储、备份、容灾、数据迁移等不同业务应用的需求。

SS2000 是鑫云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控制器存储产品。集合了目前主流的存储技术优点，

提供 2-6Gb/s 的传输带宽和单模块高达 288TB 的存储空间，可充分满足主流客户对数据存储的需求。凭借

高性能、高可靠、绿色节能、横纵向扩展、易用性等特点，SS2000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广电、动漫、教育、政

务、刑侦等重要业务领域或部门。

产品概述

产品特性

A

B
◆ 高可扩展

支持多规格 SATA/SAS 硬盘，单主机可提供高达 288TB 

存储空间；支持 SAS 扩展柜级联模式，多设备可通过统一

的管理界面进行集中化管理、配置。

◆ 可用性

基于浏览器的中英文友好控制界面，部署简单快捷，方便

实用。采用设备可视化管理，在 GUI 管理界面上直接对

CPU、内存、带宽负载、温度等进行状态监控，可同时提

供 Email、声光报警方式，便于及时维护。

◆ 绿色节能

通过特殊的磁盘 MAID 技术，极大降低系统功耗，绿色科技，

环保节能。整机硬盘支持顺序上电，大大降低了整机的启动

功耗。

-11-  Sing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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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SS2012R SS2016R SS2024R SS2036R

主机盘位 12 块 3.5”热插拔 16 块 3.5”热插拔 24 块 3.5”热插拔 36 块 3.5”热插拔

控制器 单控

系统特点

存储协议 iSCSI、NFS、CIFS、HTTP、FTP、AFP

系统 LUNs 支持 1024 个逻辑卷（LUNs）

用户管理 用户等级权限分配、空间划分、配额管理

RAID 级别 RAID 0、1、5、6、10、50、60、单盘支持专用热备、全局热备，支持磁盘漫游

客户端支持 Microsoft Windows,Linux,MacOS,Vmware,XEN,Hyper-V,SunSolaris,IBM AIX,HP-UX

管理界面 中、英文图形界面管理（GUI）

管理功能 通过单一管理界面集中监控所有存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

标准特性 日志管理、UPS 支持、文件系统自动修复、文件备份和同步

可选模块 HA 模块、Cache 模块

故障报警 支持声光 /Email 报警功能

功能特性

支持 RAID 自动重建、重建接续、虚拟化存储、RAID/ 卷在线扩容
支持硬盘检测、坏扇区容错，具有硬盘、系统各种故障解决预案 （磁盘漂移、磁盘克隆、RAID 强制上线）
可选突然断电或出现故障时 BBU 缓存保护
支持全局共享、独占式共享等权限分配，临时文件删除
支持 WORM（一写多读，防删除）、Del_WORM、审计功能
支持用户分级、分组、分域管理，配额管理功能
支持普通用户、分级用户、WEB 用户、Windows 域管理、NIS 管理、分组管理功能
支持数据快照、数据备份和同步、文件拷贝
支持 QoS 带宽预分配、支持多路径访问
支持 IPv6 网络环境
支持网络链路冗余、聚合、负载均衡、路由设置
内嵌 SingStor 管理系统，支持单一管理界面集中监控所有鑫云存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完善的日志管理功能
支持网络流量、硬盘 S.M.A.R.T、CPU 温度、风扇转速等环境监控、配置信息管理、时间同步
支持 MAID2.0 节能技术，可延长磁盘驱动器使用寿命，并降低功耗 
支持远程统一开、关机功能
支持 UPS 掉电保护管理功能

系统硬件参数

处理器 Intel 多核 64-bit 存储处理器

数据 Cache 4GB ECC（支持扩展）

主机通道 2 个千兆以太网接口 , 支持扩展

磁盘接口 3/6/12Gb SATA、SAS、SSD，支持磁盘混插

单机支持容量 最大 96TB 最大 128TB 最大 192TB 最大 288TB

扩展硬盘 可扩展至 108 个 可扩展至 112 个 可扩展至 120 个 可扩展至 132 个

硬盘支持规格
146/300/400/450/600/900/1200GB 10/15K RPM SAS 磁盘
1TB/2TB/3TB/4TB/6TB/8TB  SAS/SATA 磁盘
支持 SSD、SAS、SATA 磁盘混插

系统环境参数

供电要求 100~240V AC

电源功率 550W 1+1 热插拔冗余白金牌
800W 1+1

热插拔冗余白金牌

适用温度 +10℃ ~+35℃

适用湿度 +35%~+90%（非凝结环境）

规格尺寸

尺寸大小
mm: 500x448x88

（深 x 宽 x 高）
mm: 500x448x132.2

（深 x 宽 x 高）
mm: 500x448x177

（深 x 宽 x 高）

毛重 14kgs 18kgs 21kgs 24kgs

产品规格C

SingSt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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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3000系列

高可靠控制器存储

SS3000 系列 存储整机视图PRODUCTS

◆ 最佳传输速度

SS3000 系列适用于需要高传输速度的应用，可提供超过每秒 

6,000MB 的速度需求。

◆ 能源效率

SS3000 系列采用高效率的处理器，金牌认证 (80 PLUS 

GOLD) 电源模块、智能机箱管理固件和磁盘自动休眠技术，

综合可节电超过百分之六十。 

◆ 企业级数据保护功能

系统内建的数据保护功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护您的数据，不影响

系统的性能。数据保护功能具有以下优点：多路径 (Multipath) 

和失效故障切换 (Failover)、病毒攻击或意外删除时立即倒回 

(Rollback) 复原、减少磁盘故障影响的风险、防止灾难造成

数据损失、提高应用的可用性、自动数据同步、可针对不同的

存储方案做灵活的配置 。

SS3000 系列是鑫云针对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可扩展等应用需求而设计的统一存储系统，可灵活选择

IP-SAN，SAN 功能。从紧凑的 2U 到高密度的 4U，提供不同的机架规格。控制器架构，便于用户根据实际

情况按需购买。适用于影视后期、电信、云计算、石油、图书馆、校园网等行业，适合追求高性能、高扩展能力、

高可靠的用户。

SS3000 提供 FC、10GbE、SAS 等丰富的接口选择，通过扩展柜系统可支持多达 256 块磁盘驱动器。

无论是中小型企业还是大型企业，SS3000 都能提供简单而强大的存储服务。高效的性能，模块化部件，强大

的数据安全性，友好的管理界面，使得 SS3000 成为更加完美的存储解决方案。

产品概述

产品特性

A

B
◆ 智能数据管理

当原始的存储规划或配置不再适用，鑫云的智能数据管理功

能可以快速恢复系统状态，并大幅降低系统风险。

◆ 快速重建

快速重建功能只会重建存有数据的扇区。鑫云磁盘阵列控制

器内建硬件加速器 (Hardware RAID engine)，可大幅减少

系统负荷，降低重建时对性能的影响，并减少重建时间。 

◆ 精简配置

精简配置功能可以有效地利用总存储容量，集中管理，数据

保护，提供弹性的存储规划，当分配的空间用完时能自动扩

展。 

-13-  Sing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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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SS3000 系列

主机磁盘 12/16/24 块 3.5”或 2.5”热插拔

外置规格 2U12/3U16/4U24

系统硬件

控制器 双控制器 / 可升级的单控制器

处理器 Intel 多核存储专用处理器

数据 Cache ( 每个控制器 ) 4GB 可升級至 16GB

主机通道 ( 每个控制器 )

1Gb iSCSI x6
或 10Gb RJ-45 iSCSI x2 + 1Gb iSCSI x2
或 10Gb SFP+ iSCSI x2 + 1Gb iSCSI x2
或 16Gb FC x2 + 1Gb iSCSI x2
或 8Gb FC x2 + 1Gb iSCSI x2

硬盘最大支持数量 256

高可用性 整机冗余可热插拔的模组化设计、 Cache mirroring

缓存保护
3U16/4U24: 电池备份模组 (BBM)
2U12: C2F 模组 (Copy to flash)

支持硬盘类型
3.5 英寸或 2.5 英寸 6Gb SAS, SATA 及 SSD
* SATA 专用转接板 (MUX board)
* 2U 12bay 不支持 12Gb SAS 硬盘

液晶显示模组 USB 液晶显示模组（选 配） 

系统特点

RAID 等级
0, 1, 0+1, 3, 5, 6, 10, 30, 50, 60
全局及专用热备

资料保护
快照 (snapshot)
磁盘克隆 (Volume cloning)
远程复制 (remote replication)

RAID 组及卷管理

精简配置 (Thin provisioning)
SSD 快取（选配）
线上 RAID 组动态迁移及扩充 (RAID migration)
复制搬运 (Copy migration)
无缝磁盘漫游 (Seamless disk roaming)

磁盘管理

快速重建
自动休眠
硬盘健康状态
同位元检查

易用性

快速安装
自动同步
系统设定还原
磁盘卷设定还原 (Volume configuration restoration)

多路径、失效故障切换、
负载平衡

多路径 (MPIO, MC/S)
Trunking
LACP

虚拟化 VMware, VAAI, Citrix, Hyper-V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Linux, Solaris, Mac

通知方式 Email, SNMP trap, browser pop-up windows, Syslog, 及 Windows messenger

管理界面 Web UI (HTTP, HTTPS), API, console, secure telnet, LCD, 集中管理

其他参数

电源模组

80 PLUS Gold, 冗余且可热插拔
2U12: 1+1 400W
3U16: 1+1 550W
4U24: 2+1 550W

环境需求 工作温度 +0℃ ~+40℃，相对湿度 +5%~+95%（非凝结环境）

质保
整机系统：3 年
电池备份模组：1 年

适用温度 +0℃ ~+45℃

尺寸 
( 宽度 x 深度 x 高度 )

2U12: 446.0 x 499.5 x 88.0mm 
3U16: 446.0 x 499.5 x 130.0mm
4U24: 446.0 x 499.5 x 176.0mm

产品规格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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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云高清影视后期在线制作存储解决方案
对于影视制作行业来说，后期剪辑有时是不亚于前期拍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真人秀这类节目，他们往往需要从海量的素材

中剪辑出故事线索、情节，同时通过花字、动画、音乐、音效等对故事线以及氛围、情绪进行强化、烘托。可以说，后期制作是一个二次

创作的复杂过程。在这个二次创作过程中，除了优秀的非编软件、非编工作站外，还需要有一套能让团队分工协同工作的高稳定、高效率

的存储系统。

需求特点

-15-  SingStor

高并发。大量后期剪辑人员高并发的调用存储中的素材文件工作，同时有可能还要处理高并发集群渲染服务器节点的调用与写入。

影视制作平台一般使用软件进行集群模式渲染处理，其运行模式为用管理节点给各个渲染节点分配渲染任务，每个渲染节点启动的渲染进

程数量为其 cpu 核的数量。渲染平台中有上百台渲染服务器，则整个渲染平台会同时进行几百甚至上千个渲染任务。这几百个进程分别读

取各自的素材进行渲染运算，在运算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将计算出来的结果写到目标文件，当一次渲染运算过程结束后读取一个新的素材

文件进行下一次的渲染运算。由上述运行模式可见，整个渲染平台在进行渲染计算时对存储系统的并发访问性能有很高的要求。如果存储

系统的数据读写速度达不到要求，那么大量的工作站的 CPU 就会处于等待状态，导致工作站利用率低下，业务运行慢。

高效率。在以往的工作模式中，比如采用单机 DAS 等不能进行集中存储的方式，那么每台工作站都需要将素材文件从一台设备拷贝

到另一台设备，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拷贝文件上，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因此，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从业者希望能改变传

统的后期存储模式，让所有制作人员能够直接共享访问，文件全局共享，确保渲染制作过程中素材相关文件不需要拷贝或者传输就能够进

行无缝的对接使用，从而使得影视或动画等制作过程中的各阶段流程能够顺畅的进行，提高整体业务的运转效率。

按需建设。由于影视制作的相关素材清晰度越来越高，素材文件也越来越大，导致整体的数据量快速增长。如果不能将海量的数据

进行较好的统一存储和管理，不能按需在线扩展施工，数据就被分散存储到多个独立的存储系统内，从而导致后期制作过程浪费大量人力

物力，也影响项目的进程。

结合影视后期制作过程中对于存储系统性能、效率、扩展性等方面的强烈需求，鑫云推出了 SS200P 高清影视后期在线剪辑统一存

储解决方案。方案拓扑图如下：

解决方案



www.singstor.com

SingStor  -16-

上图是一个典型的影视制作公司利用鑫云 SS200P 架构实现网内集中存储的解决方案。SS200P 解决方案相比其他后期存储解决方

案，优势非常明显：

结构简单。SS200P 方案全部采用 IP 网络，混合万兆和千兆网络环境作为主备网络交换。通过采用 SS200P 为用户构建集中存储

系统，可以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管理、应用以及共享。整个存储系统架构没有单点故障，无论是搭建还是维护都非常简单，便于一次性

投入成本的降低和轻技术能力条件下的维护。

性能显著。SS200P 方案完全利用好双万兆的传输架构，可以保证性能满足绝大多数在线剪辑应用的需要，也可以通过增加多台设

备分流业务数据的方式来进一步提高整体带宽性能。SS200P 支持 6 万兆及四千兆网络的绑定使用，可以大大提升对外带宽，单设备综

合带宽超过 2.5GB；并且系统直接内置了 32GB 的 Cache 缓存，可以将大文件的读写首先通过 Cache 进行，这样无疑提高了整体的性能；

整个内部文件系统采用优化过的 XFS 进行，在配置上减少无用日志、系统 IO 占用等方式将带宽全部留给文件读写，大大提高了读写效率，

非常适合大视频文件的读写方式；在共享管理上系统并没有采用通用的 Samba 管理，而是采用定制的共享管理方式，可以保证读写带宽

的波谷较高，从而稳定视频文件的读写速度；在整个系统架构上，采用了全 6/12G 的架构，从硬盘到前端都是 6/12G 带宽，保证了系统

的整体内部带宽。

扩展便利。灵活的扩展性使得 SS200P 可以动态的在线添加存储容量，且随着容量扩展，性能也随之线性增长，完全不必担心渲染

平台规模不断增长所带来的难题。比如 SS200P-24R 可支持 24 块 SATA 及 SAS 硬盘，硬盘可选择 2TB -8TB，也就是说 SS200P-

24R 单机裸容量可高达 192TB，即使按照 RAID 6+2 Spare 的常规方式做镜像，也可以有 160TB 的实际容量；在单机扩容方式上，考

虑到用户需要灵活扩展的规划存储空间，因此系统可支持跨 RAID 建卷、在线扩容，单设备的扩容是非常方便的。在单机设备已经完全满

配的情况下，SS200P 还可以通过 JBOD 扩展柜 和 CLUSTER 两种方式进行容量的扩展。对于 JBOD 扩展柜方式来说，最多可以外挂

5 台 24 盘的硬盘柜，这样可以实现最多 960TB 的裸容量空间；对于 CLUSTER 来说，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展，至少可提供高于 10PB 的

存储容量，每台 SS200P 独立 IP，分担存储压力，并且利用 CLUSTER（多业务设备管理）进行统一的管理。SS200P 可以平滑升级

到 SingFS 集群存储系统，在该系统下每个存储节点的性能可以利用分布式文件系统进行有效叠加，对于用户应用来说，看到的是一个统

一的命名空间。

管理便利。SS200P 提供基于 Web 的中英文图形管理界面，可以单人单点管理存储系统，极大的减轻了运维压力，用户可以在极

短时间内部署上百 TB 存储空间进行后期制作。

综上所述，对比传统的采用共享服务器加 SAN 存储的影视后期制作存储解决方案，SS200P 高性能统一存储解决方案具备的优势如

下表所示：

客户获益：

对于用户来说，采用 SS200P 统一存储系统对比传统的解决方案受益非常明显：

◆ 基于 IP 网络部署的高性能统一存储解决方案，无需部署复杂的 FC 网络，配置价格昂贵的 SAN 存储及数据共享软件，即可实

现高性能的数据访问和文件共享，保护用户投资，简化网络结构；

◆ 系统支持多级用户 / 组的创建与管理，可为每一个用户及组分配相应目录的访问权限；

◆ SS200P 存储的硬盘、电源、风扇等均采用冗余设计，并支持热插拔，实现组件的高可靠性，采用 RAID6+1 的方式，可以保

证存储系统最多可以有 3 块硬盘出现故障，数据不会丢失，有效的保护用户数据安全；

◆ 采用多链路聚集的技术，在增加带宽的同时，保证链路冗余，并具有链路负载均衡的功能；

◆ 基于 Web 的向导式的操作界面可以让非专业技术人员也能轻松完成从 RAID 的创建、创建文件系统、在线扩充分区到映射目

录等功能，对使用中的设备维护也提供了向导式的操作流程，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误操作及用户对人员的专业要求。

方案对比 传统影视后期存储解决方案 SS200P 高性能统一存储解决方案

产品构成

共享服务器
操作系统
企业级共享软件
SAN 存储
SAN 交换机

根据业务堆叠配置不同的 SS200P 高性能统一存储

部署和扩展

专用 SAN 存储设备调试
服务器部署
共享软件部署
SAN 网络联调

开箱即用，异构平台数据共享
根据业务需求直接进入服务设计及交付阶段

运维和管理
需要分别维护服务器、共享软件、存储
管理分散

通过统一的 Singstor 存储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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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云广电非编及媒资存储解决方案
随着非编存储技术在广电、教育、影视等行业的发展应用，影视制作从业者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各种视频资源作为核心资产

也得到了很好的保存。非线性编辑给视频工作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存储设备和存储技术提出相当高的要求。

鑫云非编专用存储系统可满足多台工作站并发读写多个素材文件，具有高处理性能、大容量、高可扩展、高速稳定的带宽和快速的

IO 响应等特点，充分保障非编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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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优化的面向应用的文件系统，稳定、高效的读写响应，能充分满足非线编业务要求的实时性；采用视频类缓存技术，进行了

对大码率读数据流的优化，可满足高清数据并发同时访问的性能要求。非常适合中小型电视台、影视后期、3D 渲染等高性能要

求的应用场合。

◆ 集 IP-SAN/NAS 于一体，方便用户对存储部署方式的选择。可实现多工作站对媒体素材同时进行编辑、存储共享及统一管理，

同时减少因拷贝带来的繁琐与错误。鑫云非编存储系统中的目录可以同时对外提供 NFS/CIFS/FTP/AFP 文件共享协议，因此各

种异构平台（Linux,Unix,MacOS,Windows）均可通过以太网对存储设备上的数据进行访问。传统的非网编都是采用 FC-SAN

架构，这种架构需要购买昂贵的 FC-SAN 和共享存储软件，并且需要专业的维护人员。采用本方案后，用户无需购买其他产品

即可实现高清共享网编。

◆ 大容量、高可扩展、高可靠性、高可用性数据存储。单机可支持 512TB 存储空间，支持纵向及横向扩容；支持多种 RAID 技术（支

持 RAID 6+1, 允许同时损坏 3 块硬盘而保证数据完整）、热备盘技术、磁盘漂移、磁盘克隆、失败 RAID 强制上线；支持网口

虚拟化技术，提供负载均衡和故障替换功能，通过绑定多口万兆光纤通道，单机最大并发写带宽 1500MB/S, 读带宽 2500MB/S,

可以满足 30 台高清工作站同时在线工作。

◆ 存储具有 WORM 功能 (Write Once Read Many，一次写入多次读取 )，网编用户只能读不能修改和删除存储上的文件，Del_

WORM（允许修改，不能删除），审计功能等有效的解决了媒资库的文件安全。

◆ 存储具有实时同步功能，用户只要选择两套我们的存储系统，两套存储系统的媒资卷就能自动进行同步，保留两份数据，避免硬

盘故障导致的数据丢失。如果用户没有购买两套存储系统，以前有一些老旧的存储系统，也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系统，将媒资卷上

的数据同步到其它存储中。

方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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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云企业办公系统存储解决方案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很多企业都面临着数据增长速度过快、大量数据需要集中存储和管理等问题。采用传统分级存储的方式，已

经无法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应用，这对于业务发展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因此，企业搭建统一的存储平台，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管理、

应用已经成为行业发展趋势。

Singstor 存储系统可以实现整个公司业务数据有效汇集和统一管理，实现全公司、部门内数据的共享和个人数据空间的平滑扩展，

并支持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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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构环境支持。采用 Singstor 存储系统构建集中的存储基础设施，能够让前端的各种异构平台通过网络共享文件系统，满足多

客户机的文件共享需求。

◆ 统一存储。集 IP SAN 和 NAS 服务于一体，支持数据块高速访问与文件级共享应用，同时提供服务器空间扩展、部门共享存储

空间和个人存储空间。

◆ 安全稳定。支持防病毒和归档存储（WORM）功能，从根本上保证用户数据的安全性。

◆ 无缝扩展。针对业务数据的快速增长，存储系统可以实现设备级和 RAID 级无缝扩展，充分保证业务的连续性；可以简易地扩展

备份系统。

方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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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云云计算存储解决方案
随着单台服务器能力进一步加强、服务器聚合技术日趋成熟，以及网络带宽瓶颈越来越弱，计算机系统建设和使用模式正逐步跨越到

云计算时代。云计算更加充分的使用计算机资源，提高了服务质量，并减少了管理和使用成本，因而得以蓬勃发展。

作为云计算最关键技术之一的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对存储系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企业级的虚拟机存储系统应具有高度共享、高性能、

高并发、高可靠、易于扩展等特征。传统的 SAN、NAS 存储系统在解决虚拟机存储问题上都存在诸多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使

用集群存储产品来构建其云平台的存储系统。

鑫云 SingFS 集群存储系统是一款针对高度共享和高并发应用的海量数据存储系统，它可以方便的扩展至数百 GB 的高速带宽和数

百 PB 的海量存储空间，满足云计算应用环境易管理使用、可移植、高性能、高可靠、高可扩展等要求。

1、SingFS 系统全部采用企业级部件，为用户提供一个共享的、高性能、高可靠、易扩展的 PB 级存储系统，非常容易使用和管理，

有极具竞争力的总拥有成本（TCO）；

2、它对外提供 Posix、NFS、CIFS 等丰富的文件系统访问接口，方便用户的使用；

3、SingFS 系统采用“将磁盘、服务器和网络等设备失效作为常态考虑”的理念，所有部件冗余，并通过数据冗余提供很高的可靠

性和可用性。

如上图所示，云服务集群节点通过网络以 SingFS 专有协议、CIFS、NFS 等协议访问虚拟存储池的存储资源。所有虚拟机磁盘以镜

像文件的形式保存在存储当中。

方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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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影视
制作科研存储项目

北京电视台非编
网存储项目

南宁电视台非编
网存储项目   

铜仁电视台非编
网存储项目  

海军航空兵某部军事
节目制作存储项目              

  

更多 …… 

 
蓝猫——中国大陆
动漫行业驰名商标

《真心英雄》真人秀
后期制作存储项目

中国广核集团多媒体
制作系统存储项目

万利（中国）有限公
司素材存储项目 

air360China——中国
顶级VR影像内容&VR
直播制作公司

光速时光——旗下有《军
武次位面》、《张召忠说》
等知名视频节目

领君动画——领先
的中国影视动漫画
产业运营企业

华跃龙影 ——《寻
龙诀》特效及后期制
作存储项目

北京大学遗传实验室
科研信息存储项目   

苏州大学计算机科研
实训存储项目 

河北金融学院信息技
术中心科研存储项目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
科研存储项目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虚
拟化存储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卫星数
据存储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科研数
据存储项目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气候数据存储
项目

海军工程大学科研数
据存储项目   

《大仙衙门》剧组后
期制作存储项目 

《今天吃什么》后期
制作存储项目

www.singstor.com

典型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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