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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街 蘑菇街

时尚女性
专属消费平台

借助    云原生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打造了国内首个在线直播实时换脸方案

华为云云原生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通过精准的算法、高性能的 AI 训练、高效的视频渲染能力帮助蘑菇街

统一了机器学习与大数据业务平台，运维成本大幅缩减; 结合云容器的极致弹性和Volcano的高性能调度，

提升计算效率。 

运维成本节省 45%

计算效率提升约 50%

互联网



秒拍视频

借助     云原生裸金属容器解决方案

打造了领先的 UGC 移动视频平台

华为云提供的云原生裸金属容器解决方案为秒拍业务提供高性能、高可靠的企业级云原生基础设施平台，

解决了过去使用虚拟机部署业务时成本高、维护难的问题，帮助秒拍轻松应对突发性大流量冲击时快速扩

容，减少了用户等待时间，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容器改造实现降本增效

秒级扩容应对流量洪峰

知名短视频
社区平台

秒拍

互联网



大企业

VMALL

借助   云原生裸金属容器解决方案

打造极致体验的在线购物平台

华为云云原生裸金属容器解决方案基于擎天架构的深度软硬协同、容器全卸载、资源共池等技术，为华为商

城 VMALL 提供高性能、低时延、扩容快、成本优的解决方案，让集群业务处理能力翻倍，并实现 30 秒千

容器的极速扩容，轻松应对秒杀和抢购活动的流量洪峰。

30 秒扩容 1000 容器

资源成本节约 30%

注册用户突破

2.7 亿
VMALL

互联网



大企业

美图

借助   BigData Pro 大数据解决方案

让大数据业务在云上高效运行

华为云 BigData Pro 大数据解决方案帮助美图 AI 和大数据共云原生基础设施，降低运维难度；业务全容器化，

更轻量、灵活、弹性，资源利用率更高；大数据业务存算分离，计算与存储资源灵活配比，成本大幅优化。

运维成本降低 30%

资源利用率提升 21%

中国 TOP1
图片 App

3 亿月活

美图

互联网



货拉拉

借助     BigData Pro 大数据解决方案

构建智慧物流引擎

华为云 BigData Pro 大数据解决方案帮助货拉拉构建基于公有云存算分离的大数据平台，通过对货运数

据分析和智能决策，为个人、商户和企业提供灵活高效的物流解决方案；业务集群云上分布式部署，企业

数据云上灾备，大幅提升系统可靠性。

大数据分析耗时减少 30%

运力需求匹配更精准高效

国内领先
货运平台

720 万月活用户

货拉拉

互联网



知乎

借助    Data+ 数据智能处理

实现创新业务快速上线

华为云 OBS Data+ 通过云上服务一键集成、超强服务编排、一站式运维服务帮助知乎快速上线视频等新

媒体业务，图形化可拖拽开发界面，新功能开发效率提升 50%；视频处理时间、内容发布时间大幅缩减

30%；整体运维效率提升 40%。

新功能开发效率提升 50%

用户内容发布时间缩短 30% 

国内 Top1
问答社区

知乎

互联网



新浪新闻

借助     弹性云服务器 ECS

实现极致弹性，应对互联网信息洪峰

华为云全栈云服务方案，支撑新浪新闻从容应对 1.3 亿的月活跃用户及突破 5.68 亿 的月度生态流量挑战。

快速弹性扩容能力，应对洪峰时期突增 5 倍流量，为新浪提供即时顺畅的互联网标杆级服务。

千台虚拟机分钟级发放

业界首次突破 1000 万网络包转发

综合资讯

行业前三

新浪

互联网



网易游戏

借助    云游戏解决方案

让游戏无需下载，即点即玩

华为云云游戏解决方案帮助网易游戏探索新环境下行业应用的各种可能性，研究游戏体验评估模型，

推进云游戏产业生态发展。

100% 安卓游戏兼容

架构效能提升 300%

中国 TOP2
游戏公司

网易游戏

游戏



COCOS COCOS

借助    云游戏解决方案

共同打造 5G 云游戏新时代

华为云云游戏解决方案帮助 Cocos 移动游戏云化，即点即玩，游戏开发无需适配，加快新游戏上线和推广，

推动游戏产业整体快速良性发展；端到端网络优化，时延大幅降低，玩家获得更佳游戏体验。

原生指令 100% 兼容

成本降低 50%

网络时延降低 40%

中国第一
游戏开发引擎

游戏



游爱速启

借助    云游戏解决方案

打造了“即点 - 即看 - 即玩”游戏互动直播新模式

华为云云游戏解决方案帮助游爱打造速启云游戏平台，提供了游戏快速上云功能，支持弹性扩充，具有边

缘 / 中心节点调度算法、排队算法，最优串流配置方案，附带直播互动功能，并提供极简 SDK 接入，满

足客户的云端游戏推广需求。

新游戏 1 小时上线

免下载，多人同屏互动

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

游爱速启

游戏



瞬玩科技

借助    云手机解决方案

实现多人同屏操控、 多地实时互动、

多类终端兼容的众播互动体验

瞬玩科技基于华为云云手机解决方案，围绕应用场景开发差异化、定制化产品，为用户提供完整的云手机、

云游戏、互动广告等交互场景。

多人同屏时延低至 100ms

安卓应用 100% 兼容

视频投屏
互动技术

国内领先
瞬玩科技

游戏



借助    云手机解决方案

联合打造新一代政企移动安全办公方案

奇安信基于华为云云手机打造的新一代政企移动办公解决方案，可为企业员工提供云上虚拟手机，让业务应用

和数据云端运行和存储。内建移动安全虚拟化平台，确保业务数据不出数据中心，不落终端，避免各类安全风险，

最大程度保障安全移动办公。

数据零落地，保障企业数据安全

终端零风险，公私数据分离

服务 40 万家

政企客户

奇安信
奇安信

软件和科技



微晟科技

借助     昇腾 AI 计算解决方案

实现智慧商超智能防损业务快速部署

华为云昇腾 AI 计算解决方案基于昇腾系列云服务，帮助微晟科技对图片进行高效标签分类，实时推理性能

提升 2 倍，快速完成可疑订单筛选；通过端边云融合 AI 架构部署，带宽成本降低 20%，在确保高准确率的

同时实现降本增效。

实时推理性能提升 2 倍

带宽成本降低 20%

服务超半数
国内 Top100
零售商

微晟科技

软件和科技



英飞拓

借助     昇腾 AI 计算解决方案

加速智慧安防数字化转型

英飞拓使用华为云昇腾 AI 计算解决方案，相比于软解性价比大幅提升；生态兼容 FFmpeg 框架，直接调用

FFmpeg 命令或 API，无需自行开发代码。

软解时延降低 30%~40%

AI 算力性价比最高提升 75%

全球领先的
电子安防与
光通信设备制造商

英飞拓

软件和科技



华大基因

借助     云原生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构建应用标准化交付、资源极速扩容、

任务智能调度的高性能计算平台

华大基因基于华为云云原生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实现了测序软件的标准化交付和部署；基于 Serverless

架构的资源极速扩容和海量任务的智能调度，缩短了测序业务流程的部署时间，提升测序效率的同时，大

幅节省测序成本。

 20 分钟快速部署测序流程

测序成本节省 30%

全球领先的

生命科学前沿机构

华大基因

软件和科技



未来组

借助     云原生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

联合构建第三代基因组分析平台

华为云云原生高性能解决方案基于容器镜像的标准交化交付模式，帮助未来组极大地简化了测序数据分析环

境的搭建，并提供灵活的 CPU 与内存配比，每个分析环节资源灵活分配，节省资源开销，同时，Volcano 

提升了智能任务调度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量基因数据分析任务执行效率。

单次分析时间缩短 16%

单次分析成本下降 23%

国内

首家三代测序
服务公司

未来组

软件和科技



大企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借助     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

加速数字化转型，支撑市场业务创新和安全运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基于华为云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打造了高效的云原生基础设施和统一的计算与存储资源

池，提升了基础设施的自动化运维程度、资源利用率和分配效率；将现有应用升级为云原生架构，提升了

OA 等应用系统的交付效率。

业务上线周期缩短
资源利用率提升

深圳证券
交易所

金融

全球领先的
证券交易所



大企业

中华保险

借助    云容灾解决方案

满足金融级业务连续性保障和安全体系

华为云云容灾解决方案帮助中华保险构建云上容灾中心，提供金融级业务连续性保障，满足保险行业国家

标准最高容灾要求和公安部等保四级认证，全面丰富的合规认证体系，符合行业监管高标准；相比传统运

维模式，大幅降低综合运维成本。

保险行业国家标准最高容灾要求

公安部等保四级

全国性
人寿保险公司

中华保险

金融



永安保险

借助     金融专区

创新实现“云端保险”，加速数字化转型

永安保险联合华为云金融专区共同打造从内部运营到外部销售全业务链条的云化意健险核心业务系统，大幅提升

销售、承保、理赔效率，助力线上业务稳健增长，并大幅降低资源投入成本。

意健险合规安全部署
提供全栈安全服务

全国 18 个
省、市、自治区
778 个营业机构

永安保险

金融



中国一汽

借助     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

构建统一数字化云底座

中国一汽基于华为云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构建了混合云架构的多模态业务，利旧已有资源，将传统业务部署

在 IDC，新兴业务及互联网相关业务混合部署在 IDC 和华为云，实现应用的统一监控、运维以及跨云迁移、容灾。

线上、线下一致性体验
跨区域伸缩、迁移和灾备

“共和国长子”

世界 500 强

中国一汽

大企业



福田汽车

借助     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

助力商用车全智能化体系建设

华为云提供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对福田 e 家系统进行容器化改造，提升了业务交付效率，实现秒级弹性

扩容，满足企业大型营销活动时计算资源快速弹性诉求，同时，容器集群支持跨区域业务自动迁移、容灾，

极大提升了业务可靠性。

云原生架构加速业务敏捷迭代

应用自动容灾确保业务高可用

品种最全的
商用车企

福田汽车

大企业



广汽本田

借助     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

构建稳态 + 敏态融合的双模业务架构

基于华为云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进行业务架构升级，将传统 IT 的稳态业务部署在本地机房，将面向互联网

的敏态业务部署在华为云，部分业务则同时部署在线上线下，实现异构资源和应用的统一管理和弹性伸缩，

保障业务的高可靠性和线上线下的一致性体验。

业务跨云弹性、灵活部署

应用交付与运维效率提升

广汽本田

大企业

2020CACSI
合资品牌第一名



长安汽车

借助    云超算解决方案

实现汽车工业仿真业务云化升级

长安汽车采用华为云超算方案，接入海量高性能资源池的同时，资源更加灵活弹性，资源建设周期

从 100 天缩减至 20 天。

计算节点间 100G 网络，性能提升 3 倍

资源建设周期缩减 80%

中国汽车行业
研发实力

TOP1
长安汽车

大企业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

借助     云超算解决方案

打造勘探油藏的“ 数字加速器 ”

华为云超算解决方案为大庆油田提供高性能云 HPC 系统，使用弹性文件服务满足海量地震数据存储要求；

系统支持部署油田地震资料处理、解释、HPC 业务及后期数据处理等专业软件，并提供等保三级防护。

整体算力提升 8 倍
勘探数据处理从数天缩短到数小时

中国最大
油田

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

大企业



河钢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基于     KYON 企业级云网络

实现供应链原有组网极简上云

华为云帮助河钢极大简化了河钢供应链 IDC 上云的网络规划和管理，保证集团 IDC、华为云、微尔云两地

三中心网络互联互通，并同时实现两地三中心网络之间的安全配置，保证信息系统网络安全。

保留原有组网无缝上云

世界 500 强

河钢集团

大企业



中海物业

借助     IEF 边云协同操作系统

打造智慧园区新标杆

中海物业基于华为云 IEF 边云协同操作系统，通过边缘侧对监控视频智能分析，实时感知入侵、人流量大

等异常事件，降低园区管理成本；边云 AI 协同实现云端训练、边缘推理、模型持续迭代。

运营和管理效率提升 30%
秒级响应，构筑社区极致体验

中国物业服务

TOP10
中海物业

大企业



三联虹普

借助     IEF 边云协同操作系统

构筑边云协同的新型工业互联网架构

三联虹普基于华为云 IEF 边云协同操作系统，实现边云 AI 协同，云端训练大幅缩短模型迭代时间，边缘

实时质检助力检测效率提升。

产品检测效率提升 80%
模型更新周期从月缩短到小时

合成纤维
国内龙头

三联虹普

大企业



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

借助     IEF 边云协同操作系统

打造全国高速“一张网”，实现全国高速取消省界收费站

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基于华为云 IEF 边云协同操作系统，单租户最大可支持十万级节点、百万级应

用，镜像极速分发，分钟级即可完成万级节点的镜像分发；支持异构设备接入、镜像管理、应用升级、

应用运维、应用分发等，提供边缘业务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管理。

全国高速公路

取消省界
收费站项目

路网中心

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

省界通行提速 90%

超 30 万边缘应用统一管理

业务效率提升 10 倍

政府和公共事业



四维地球

借助     卫星遥感解决方案

发布全国首个遥感数据应用和分发平台

华为云为四维地球提供大数据和 AI 云上开发和部署平台，资源弹性、高性能、高性价比和高可靠

满足海量遥感数据在线处理、存储和分发，触达更多客户，让数据服务更多行业。

每日 20TB 遥感数据上云

数据处理效率提升 3 倍

新一代

智能遥感
云平台

四维地球

政府和公共事业



大企业

国内某大型机场集团

借助     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

 构建云原生技术底座，加速业务战略落地

国内某大型机场集团通过使用华为云云原生混合云解决方案，实现了已有基础设施平台异构管理，充分复用

了企业原有投资，大幅降低成本 ; 同时基于应用服务能力，实现了现有业务平台的微服务架构升级，提升了

软件的交付效率及与第三方系统集成效率。

资源利旧，节省大量建设成本

应用交付效率提升 35%

中国八大
航空枢纽港之一

政府和公共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