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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集团化战略、多区域扩展、生态圈建设等等增强企业护城河、打造企业品牌壁垒、降本增效的过程中，企业文
档始终承载着最大的业务价值体现，与使命必达的传承。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文档生产、审核、使用、流转、分发、归档、销毁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01 02

03 04

多分子公司文件如何统一管控

就近访问加速、异地数据同步

出入网审批、资料防泄密问题

老员工如何更好的贡献

新员工如何快速上手

离职移交完整顺利等

企业产品、方案系列资料管理

企业财务、报表系列资料

企业行政、制度、文化系列资料管理

存储协议多样FTP、SAMBA、云、对

象等，存储位置多种，各个系统、各

个地方、程序、服务器混乱不堪。

probloms catogor y



常见需求清单
requirement   l is t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的问题

站在用户使用层面的问题

站在文件管理与规划层的问题

站在对外协同、品牌体现、数据安全方面的问题



站在企业部门使用管理者角度的需求汇总清单

满足公司内部工作资料、研发资料的集中存储、共享及管理，主要存放文件类型非结构化

数据，如研发技术资料、硬件电路图、机械结构图、质检报告、销售工具和资料等。

承载各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文件，支撑业务系统通过标准API接口进行文件的调用处理，

同时作为文件预览中心，为其他业务系统提供office文件在线编辑赋能。

 需满足不低于关键部门(研发、销售、采购、人资、质管、圣维尔实验室) 提供2000用户

的企业网盘功能，并提供50用户的在线文档即多人同时在线编辑功能。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存储分散主要存储在本地硬盘、FTP、minio、Fastdfs中，不利于长期维护

文档安全无法保障，无统一访问控制，硬件底层也存在一定风险。

当前存储的稳定行、可维护性、各个组件的性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缺乏文件在线预览能力，缺少统一存储对应的API与SDK。

无统一的统一文档管理平台，对当前问题做统一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站在企业集团化建设角度的需求汇总清单



提供简洁方便的跨平台、多平台工具满足日常办公文件存储、共享、分发需求

支持多媒体格式在线播放，office文档在线协同编辑，权限可控

支持嵌入钉钉、企业微信、OA等第三方工具，免登录认证直接使用

支持日志审计，数据误删回复，防病毒等安全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站在用户角度的需求汇总清单



项目实现目标

搭建一套高可用、高性能且安全的统一文档管理平台，提供完善的api和sdk供业务

系统对接。

统一业务系统中的文档组件，替换不少于3个业务系统中的附件功能，包括历史附件

的迁移和新附件的对接。

满足公司、集团、部门人员的文件存储、共享 

形成《统一文档管理规范》，落实到各接入的业务系统、各使用用户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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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



是基于一粒云的云网盘系统在2000多家企业中7年来的使用经验沉淀出来的中台信息化产品与服务。

该中台集成了100多种文档格式的处理，微服务架构，开放API与SDK，集成的新旧的存储技术如“FTP、SAMBA、WEBDAV”等传统技术与目

前的流行的分布式存储、对象存储、云存储等存储服务，具备大规模扩展能力。

最后中台集成了OCR、NLP、杀毒、敏感字提醒等AI技术集成。



中 台 组 成
一粒云文档云中台

中台描述分为三部分来描述讲解：

 架构：系统的架构决定系统能规模与承载能力，优

秀的架构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采购成本与运营成本。

 应用组件：应用主要指基于文档云中台体现的一粒

云网盘系统以及其扩展模块。

 计算单元插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度，我们对文档

（资源）的使用与理解日益加深独立的计算单元插件

是一粒云中台的特色。

 系统安全：主要指文件存储、传输、应用的漏洞与

使用安全

安全

插件

应用

架构



文档云中台架构图

1、底层异构式存储接入到自身分布式存储

2、虚拟化操作系统支持，与文档流程管理

3、

4、文档中台维护管理应用

5、基于微服务架构，提供全量API文档

6、提供插件模块、插件开发指南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API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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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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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云中台访问概念图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拓扑规划 存储池 服务器 硬盘 缓存盘

存储策略 对象路由 S3网关 NFS 网关

中台存储技术管理员

统一命名空间对象查询 访问日志
存储管理

资源管理

用户管理

安装部署 运维管理 监控管理 告警中心

日志中心
集群管理

集群设置

中台应用管理员

访问日志

版本控制

文件编辑

账户管理

对象路由访问地址-用户 AK/SK

ESS 企业统一存储集群YLY 文档云应用

设计图纸

生产系统

业务系统

文件日志

版本文库

历史数据

FTP

OA文档

等等

其他业务系统

访问权限

存储桶管理

访问日志

版本控制

文件预览

文件编辑

文件转码

架 构



 存储介质

 硬件层 X86服务器 国产服务器 磁盘柜

HDD

 存储层 分布式存储系统

多副本 纠删码

QoS

容灾

WORM

多版本

HA 横向扩展

ACL权限

负载均衡

断点续传

故障隔离

快速恢复

快照 克隆 精简配置

告警中心

统一运维

访问控制

性能监控

集中管理

生命周期管理文件接口 对象接口 块接口

99.99999% EB级 百亿级对象

数据可靠性 存储容量 性能

SSD 磁带

通过软件定义存储，为客户提供

敏捷、易用、更具性价比的全生

命周期数据存储和管理服务，同

时满足企业客户结构化、非结构

化数据的存储需求。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架 构

文档云统一存储底座



一粒云企业网盘应用

是经过多年的迭代，覆盖国内数十个
行业，300多家中大型企业，稳定运营
7年余，集文档管理、权限管理、分布
式存储、文档服务与跨平台应用于一
体的成熟应用。

其中在教育、金融、工程、分子公司
管理上衍生了独立产品，完整覆盖到
行业需求。

企业云网盘应用



文档云中台功能清单

分区分层管理 根据私密逻辑区分为个人空间，共享空间。

支持企业组织架构自动生成部门空间，分层次管理文件，结构清晰。

精细权限管理 系统默认提供8种角色：配置不同权限，共享者基于不同权限访问和使用文档。

权限细分为管理、同步、编辑、分享、上传、下载、移动、复制、收藏、预览等

文件基本操作 基于文件的基本操作：修改，删除，重命名，移动复制，查看等。

基于协作扩展的操作：分享，版本替换，锁定，评论，收藏，标记等。

内外链接分享 通过内外链分享方式，文件可通过内部分享给企业同事。

通过生成外链，分享给其他外部人员，通过设置访问密码及访问权限来保障文档安全。

群组协作共享 基于项目或专题自由创建群组。

成员根据在群组内的不同权限访问群组共享资料，轻松实现跨部门协作。

文件备份同步 备份：本地文件向云盘备份，只增加不删除，增量备份，支持定时和实时。

同步：本地文件与云盘指定文件夹实时同步，实时同步，增量同步。

标签快捷方式 支持对文件打标签，可与打多个标签，通过标签文件名时间等混合进行检索。

支持对常用文件生成快捷方式，直接在快捷方式中快速找到文件。

在线预览编辑 网页端预览：支持常用的图片、文档、office、视频、音频文件预览。

客户端预览：通过调用本地软件进行编辑和预览，修改后自动更新版本。

多级回收站 系统提供多级回收站，用户删除的文件进入用户回收站，彻底删除后系统后台回收站。

保存一定周期，在此期间仍可通过技术手段找回重要文档，防止被恶意删除。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应 用



文档云中台功能清单（管理后台）

运维数据看板 数据看板支持用户数据增长统计，文档类型分析统计、用户操作统计分析

系统运转状态统计分析，对数据库、中间件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组织架构集成 支持大规模百万级组织架构，支持AD域、钉钉、企业微信、OA系统、HR

系统数据对接同步

访问白名单 支持设备绑定，IP段 访问控制，用户使用终端控制。

日志审计 支持用户使用、文件操纵、权限变更日志、用户变更日志。

系统限制 对云盘空间、用户数、上传的文件大小、类型，预览下载水印、模块开关，

外链扩展，版本数量，授权前置等等设置。

增强组件功能 组件：云盘基础操作进行增强。用户、权限、操作、预览格式、内容识别

安全模块。模块：增强对Cifs、webdav、FTP等 协议、知识库、表单库、

文档库、项目库等增强

系统自动提醒 系统自动提醒与您有关的动态，通过消息提高协作效率。

开放API 系统使用访问网关设计、整合模块，增强功能API，进行鉴权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应 用



文件预览格式支持

PDF 针对PDF 文件 压缩、合并、转换

Office 转化为PDF， word、excel、PPT、viso、在线预览、多人编辑、

视频 视频格式支持：视频压缩、转码、点播、剪切、专辑制作

图片 图片格式支持：支持图片压缩、格式转化、转\拼接PDF、OCR、图片标记、水印

设计图 Adobe 文件预览： 包含 PSD、AI、CoreDraw（CDR），CAD制图 :DWG、DXF 文

件。

文本 Txt、代码格式、Markdown 格式增强、epub 电子书、Wiki 文档

API 提供文件预览服务API，文件转化服务API，图片函数处理API

JSSDK 提供文件在线预览JSSDK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应 用



智能运维管理

智能运维
• 自动故障发现，集群故障告警

• 存储空间预警、高负载预警

一键自检
• 一键扫描集群健康状态，挖掘故障风险点

• 提供集群恢复及优化建议

数据可视
• 全方位的存储集群数据展示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应 用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越来越进步，
企业对数据资源的利用率快速增长。

一粒云通过技术插件的开发为中台提
供与时俱进的技术能力与该技术带来
的价值体现。

通过API集成与API能力发布，用新的
技术与企业自身的资源数据提供符合
企业自身需要的服务能力。

插件说明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插件介绍

默认提供3类系统插件

1、基础服务类

2、集成对接类

3、应用服务类

4、应用扩展类

一共 25 个插件模块

同时提供插件开发指南

插 件



API 集成模块介绍

API 对
接

鉴
权

套
件

能
力

模
板

开放API整合
API 网关
模块API
组建API

对接ERP-OA
致远，蓝凌，泛微 OA
金蝶/用友 微信、钉钉

提供部分已经
对接过的系统
模板

为对接系统单独鉴
权

部分SDK套件

海量文件存储能力
文件在线预览编辑能力

文档多媒体转码能力

API 
Center

• 企业|单位-业务系统多

• 多系统之间需要互相访问

• 其他系统需要使用云盘的能力

• 如何方便与快速的与云盘集成

• 统一API网关

• 提供API鉴权管理

• 提供存储与在线浏览能力

• 提供与ERP、OA 等系统对接模板

• 提供企业微信、钉钉对接套件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插 件



API 与  SDK  提供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插 件



一粒云文档云中台

是基于一粒云的云网盘系统在2000多
家企业中7年来的使用经验沉淀出来的
中台信息化产品与服务。

该中台集成了100多种文档格式的处理，
微服务架构，开放API与SDK，集成的
新旧的存储技术如“FTP、SAMBA、
WEBDAV”等传统技术与目前的流行的
分布式存储、对象存储、云存储等存
储服务，具备大规模扩展能力。

最后中台集成了OCR、NLP、杀毒、
敏感字提醒等AI技术集成。

文档云中台安全



YLY文档云中台 支持容器化部署（docker）高效并安全

。

：开发人员之所以将容器称为“轻量型”，

因为它们共享主机操作系统内核，无须额外开销。它们的轻量型功

能可进一步提高服务器效率，减少服务器和授权许可成本。它不必

引导操作系统，因此可显著加快启动的速度。

：以容器形式隔离应用程序可防

止恶意代码影响其他容器化应用程序或主机系统。您还可以规定安

全权限，自动拦截对试图入侵其他容器或限制通信的恶意组件的访

问。

：借助容器编排平台，容

器化工作负载和服务的安装、管理和扩展流程均可实现自动化。开

发人员可使用一个环境进行开发和生产，而这通常是 Web 应用程

序开发的绊脚石，所以容器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十分友好。



分布式文件系统介绍（存储安全）

l 上传文件实时病毒查杀（文件存储）。

l 对目录进行定期的全盘扫描。

l 对S3、FTP、SMB2、SMB3、NFSv3、 NFSv4等

多种协议的漏洞检测和防爆破猜解。

系统架构

l 存储服务器登录审计和操作指令审计。

l 存储服务器基线检测、漏洞扫描和弱口令检

测，减少被入侵的风险。

l 存储服务器账号检测、进程检测、可疑文件

检测等，及时发现入侵的行为。

元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 系统安全 文件防篡改
（对象存储）

多活元数据架构

l 基于多活策略，避免单点故障，保证数据可靠性。

l 自动数据负载均衡，避免单点流量瓶颈。

目录单独维护

l 不同元数据节点，可单独维护不同子目录。

l 大幅提升文件存储元数据处理效率。

数据安全

安全防护

l 分布式存储架构、数据三副本/纠删码，单节点

故障不影响存储服务，双节点同时故障不影响

数据可靠性。

l 数据强一致性、故障节点数据重建避免短时间

两台服务器故障。

l 存储管理节点不少于三节点设计，低于一半节

点故障不影响新建存储服务。存储管理节点全

部故障不影响已在用存储服务。

性能安全
l 元数据/数据性能随着容量增加可线性增长。

l 一次写入、多次读取，不可删除
和修改。

l 文件级别的数据防篡改保护，灵
活性高。

l 灵活定义数据保护期，保证数据
安全合规。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安 全



离线备份与恢复方案（冷备、可离线）

  

OBS| NFS | NFS | FTP 

主数据集群 备份数据中心

读
写

读
写

  

OBS| NFS | NFS | FTP 

目录一

目录二

目录三

9：00

目录一

目录二

目录三

非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 非结构化数据流动介绍

• 数据流动可配置 QoS|http API 通过nginx限流

• 数据流动支持主流协议

• 业务切换需要短暂停机做最终数据一致性检查

• 支持 File - From，指定文件数据流动

• 支持基于目录与站点的离线数据备份与数据还原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安 全



智能磁盘检测与预警，时刻保护磁盘安全

S.M.A.R.T分析
• 采用磁盘自我检测分析与报告技术

• 有效监测磁盘的数据可靠性，为运维人员提供充足

时间保证硬盘安全

磁盘健康检查
• 自动执行磁盘健康检查，无需人工干预，第一时间

上报磁盘动态信息

• 完善的运维告警策略，快速定位各类疑难杂症
深圳一粒云科技有限公司

安 全



企业级文档云中台建设带来哪些实际价值



海天
TCL
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