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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P 特性概览

特性分
类

特性名称 特性定义

全规格 华为与SAP从2012年建立了全球技术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双方紧密合作，
目前华为已通过服务器、虚拟化、SAP HANA、SAP ASE、SAP
Netweaver Application Server ABAP/Java、SAP Business One、SAP
Operation认证；更多认证在不断丰富中。

SAP HANA全
规格弹性云服
务器

华为云上提供从348GB到4TB多款规格的HANA弹性云服
务器，最大规格支持208vCPU和4TB内存，这些云服务器
均经过SAP官方认证，可应用于开发、测试和生产系统。
更多信息，详情请参见SAP HANA节点规划。

部署SAP HANA，详情请参见SAP HANA用户指南。

SAP应用全规
格弹性云服务
器

华为云上提供从8GB到512GB多款规格的SAP弹性云服务
器，这些云服务器均经过SAP官方认证，可应用于开发、
测试和生产系统。更多信息，详情请参见SAP S/4HANA
节点规划和SAP NetWeaver节点规划。

● 部署SAP NetWeaver，详情请参见SAP NetWeaver
用户指南。

● 部署SAP S/4HANA，详情请参见SAP S/4HANA快速
部署指南和SAP S/4HANA高可用部署指南 。

SAP Business
One全规格弹
性云服务器

SAP Business One（简称SAP B1）是SAP专为满足正在
成长的中小型企业的动态需求而设计的ERP管理软件，华
为云根据SAP B1小而精的特点，发布了从64GB到256GB
多款适合部署SAP B1的弹性云服务器，这些云服务器均
经过SAP官方认证，可应用于开发、测试和生产系统。更
多信息，详情请参见SAP Business One数据规划。

部署SAP Business One，详情请参见SAP Business One
用户指南和SAP Business One快速部署指南。

高性能 将SAP系统部署在基础设施层之前，需要基于企业SAP系统处理需求来规
划基础设施层的资源，存储IOPS、虚拟机实例SAPS值和网络接口能力是
资源规划时重点考虑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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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分
类

特性名称 特性定义

高性能弹性云
服务器

SAPS（SAP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Standard）值是
一种独立于硬件的度量单位，用于描述SAP环境中系统配
置的性能，是SAP业界权威的审核性能的指标 ，同规格
的CPU和内存的机型，SAPS值越大说明性能越强。通常
HANA项目中说的SAPS指的是SD2 benchmark测试中的
分数，华为云SAP HANA V5 3TB/1.5TB BWH值性能优
异，SAP应用SAPS值：V5 m3（32U256G）同规格保持
业界第一。

高性能存储 华为云提供多种高性能存储，例如OBS、EVS等，满足大
吞吐量、高读写速率需求。

● EVS单盘最大33000 IOPS、350MB/s吞吐量，最低
1ms时延

● OBS通过智能调度，并结合传输加速、大数据垂直优
化，为用户提供高并发（千万级TPS）、大带宽（单
流上传2.4Gb/s）、稳定低时延（小对象上传时延小于
10ms）

高性能网络 采用华为自研25GE网络芯片，支持芯片硬件卸载，高达
认证要求4倍性能。

高安全 为了保障业务系统正常运转，提升安全维护效率，特别是要管理分布式的
系统环境时，需要充分利用华为云全栈的安全服务，针对SAP业务系统进
一步增强安全控制，提高网络以及SAP系统的安全性，保障各种业务应用
的可靠运行。更多信息，详情请参见SAP安全白皮书。

请参考华为云SAP安全架构配置相应的云服务。

SAP系统安全
网络接入

● 所有SAP系统在云上都在一个VPC 中（专属网络），
所有系统IP 都为内网地址，屏蔽其他租户访问。

● Access server内部安装HANA Studio/NAT/SAP
Router，安装在公有子网，绑定弹性IP，SAP工程师
可以通过该server访问处于私有子网的SAP系统做技术
支持。

SAP系统网络
隔离与访问控
制

各区域采用相应的安全策略(使用安全组、网络ACL实
现)，限制区域间以及外网的访问，策略的设置建议遵从
“默认失败”、“最小化”原则：针对特定的访问源，
仅开放业务必须的[IP]:[PORT]。

SAP系统安全
边界能力

根据业务特点，由于生产环境需对公网提供服务，同时
也需要与其它IDC进行互联，需建立与企业内网(IDC)互
联的VPN通道，同时需要设置云上与云下以及云上与互
联网之间的访问控制策略。

针对DMZ区、内网应用区、管理区，由于能够被外部访
问，建议采取相应的边界防护措施。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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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分
类

特性名称 特性定义

SAP系统主机
安全

● 与公网有交互的云服务器建议参考华为云主机防暴力
破解解决方案进行相应的加固。主要涉及系统加固，
以及主机安全产品(HIDS/AV等)的应用。

● 为了增加业务关键云主机的可靠性，建议(云服务器创
建阶段)将同类的关键节点关联到一个云服务器组，将
云主机尽量分散到不同的物理主机上(反亲和策略)，
提高业务可靠性。比如ELB的后端主机、SAP DB云主
机等，可以设置相应的云服务器组。

SAP系统安全
维护通道

● 提供SAP Support安全维护通道。

● 提供华为维护人员安全维护通道。

高可用
及灾备

华为云高可用（HA）是指通过可靠性设计以消除单点故障，实现系统运
行的连续性。

灾难恢复（DR）是指通过异地部署备份系统，当本地数据中心中断后，异
地备份系统可以迅速接管业务，保证业务运行连续性。更多信息，详情请
参见SAP高可用及灾备指南。

SAP HANA高
可用及灾备

● AZ内高可用和跨AZ部署HANA灾备
在同一可用区(AZ)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
配置SAP HANA自带的System Replication功能，配置
Suse HAE可以实现高可用自动切换。在另一个可用区
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Multitier
System Replication，实现跨AZ容灾。

● AZ内高可用和跨Region部署HANA灾备
在同一区域（Region）的不同可用区(AZ)内，部署
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SAP HANA自带的
System Replication功能，配置Suse HAE可以实现跨
AZ高可用自动切换。在另一个区域（Region）的可用
区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Multitier
System Replication，实现跨Region容灾。

● 跨AZ高可用和跨Region部署HANA灾备
在同一区域（Region）的不同可用区(AZ)内，部署
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SAP HANA自带的
System Replication功能，配置Suse HAE可以实现跨
AZ高可用自动切换。在另一个区域（Region）的可用
区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Multitier
System Replication，实现跨Region容灾。

SAP HANA高可用配置，详情请参见安装SAP HANA
（单节点HA）。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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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分
类

特性名称 特性定义

备份与
恢复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需要定期、持续对SAP HANA进行数据备份。

华为云SAP支持两类备份方式：

● 基于文件系统备份
基于文件，可以备份单个文件或者目录， 通过应用层触发，可以保证
应用和数据库的数据一致性。适用于所有场景，特别是数据库环境。
SAP自带的备份功能或者认证的第三方备份软件支持该备份方式。

● 基于存储卷备份
基于存储的备份，对应用和数据库透明，所以本身无法保证应用和数据
库的一致性，需要从应用层做干预才能保证（如停止应用或者冻结数据
库）。适用于无状态类应用和SAP开发测试类环境数据。华为云提供的
OBS、VBS和CSBS服务，结合SAP自带的备份功能支持该备份方式。

更多信息，详情请参见SAP备份和恢复指南。

SAP Studio备
份

SAP Studio为HANA系统的主要管理工具，通过SAP
Studio对SAP HANA做备份。

SAP Studio备份操作，详情请参见SAP HANA备份和恢
复。

VBS备份 云硬盘备份可为云硬盘创建备份，利用备份数据回滚云
硬盘，以最大限度保证用户数据正确性和安全性，确保
您的云硬盘安全。

● VBS支持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

● 云服务器备份会在备份过程中自动创建快照并且为每
个磁盘保留最新的快照。

VBS备份操作，详情请参见SAP备份和恢复指南。

CSBS备份 云服务器备份提供对云服务器的备份保护服务，支持基
于多云硬盘一致性快照技术的备份服务，并支持利用备
份数据恢复服务器数据，最大限度保障用户数据的安全
性和正确性，确保业务安全。

CSBS备份操作，详情请参见SAP备份和恢复指南。

第三方软件备
份

使用第三方软件进行备份SAP系统，用户可根据实际需
求，灵活地选择第三方软件备份数据，保证数据的安全
性和完整性。

具体配置请参考第三方软件的官方文档。

SAP运
维管理
服务

SAP运维管理服务为SAP上云企业提供企业管理控制台，助力客户解决云
上业务运维。

更多信息，详情请参见企业项目管理应用在SAP的最佳实践。

SAP
特性树 1 SAP 特性概览

文档版本 01 (2019-09-03)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ackup-sap/sap_09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gs-saphana/saphana_02_007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gs-saphana/saphana_02_007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ackup-sap/sap_09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ackup-sap/sap_09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sap/sap_08_0019.html


特性分
类

特性名称 特性定义

应用管理 应用管理包括模板管理、创建应用和纳管应用：

● 模板管理：可将预置模板编辑为我的模板

● 创建应用：通过预置模板或我的模板创建应用

● 纳管应用：可纳管已有应用，进行管理和监控

应用管理配置，请参见SAP最佳实践 > 企业项目管理应
用在SAP的最佳实践 > 创建应用、纳管应用。

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指的是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工具对SAP应用系统及
数据库进行一键备份、一键扩容及一键容灾。

运维管理配置，请参见SAP最佳实践 > 企业项目管理应
用在SAP的最佳实践 > 扩容云硬盘、备份应用、恢复应
用、应用容灾。

应用监控 SAP应用监控为您提供了SAP系统监控、告警统计、应用
概览、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磁盘IO、网络流量概
览等功能。

应用监控配置，请参见SAP最佳实践 > 企业项目管理应
用在SAP的最佳实践 > 监控SAP指标 > 安装监控插件。

SAP应
用弹性
伸缩

SAP应用弹性伸缩是根据用户的SAP业务需求，通过策略自动调整自动增
加AAS的数量。

更多信息，详情请参见SAP应用弹性伸缩用户指南。

自动扩容 当配置了SAP应用弹性伸缩后，在业务增长时自动增加实
例，保障业务正常运行，加强了应用系统的成本管理。

弹性伸缩部署完成后即可自动扩容，无需其他配置。

手动扩容 在业务临时调整，需要手动扩展AAS以保障业务正常运
行。

手动扩容配置，详情请参见SAP应用弹性伸缩用户指南>
SAP应用弹性伸缩管理> 手动扩展AAS。

手动缩容 在业务压力下降后，AAS中已经没有正在运行的进程，为
了减少资源的浪费，您可以释放扩展出的AAS。
手动缩容配置，详情请参见SAP应用弹性伸缩用户指南>
SAP应用弹性伸缩管理> 手动释放AAS。

SAP
特性树 1 SAP 特性概览

文档版本 01 (2019-09-03)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sap/sap_08_002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sap/sap_08_002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sap/sap_08_001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sap/sap_08_001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sap/sap_08_001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sap/sap_08_003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sap/sap_08_003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sapas/sapas_01_000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sapas/sapas_01_002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sapas/sapas_01_0024.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sapas/sapas_01_002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sapas/sapas_01_0025.html


2 全规格

2.1 SAP HANA全规格弹性云服务器

2.2 SAP应用全规格弹性云服务器

2.3 SAP Business One全规格弹性云服务器

2.1 SAP HANA 全规格弹性云服务器

特性定义

华为云上提供从348GB到4TB多款规格的HANA弹性云服务器，最大规格支持208vCPU
和4TB内存，这些云服务器均经过SAP官方认证，可应用于开发、测试和生产系统。

详情请参见SAP HANA节点规划。

客户价值

● 提供多款规格的HANA弹性云服务器，满足企业用户部署SAP HANA各种需求。

● 随着企业业务规模的增长，自由横向/纵向扩展SAP HANA规模。

应用限制

SAP HANA生产系统需使用SAP官方认证的基础设施资源，华为云目前已支持E1、
E2、E3型经SAP官方认证的弹性云服务器。

特性规格

● SoH场景

– E1型支持规格：470GB、940GB

– E3型支持规格：348GB、696GB、1466GB、 2932GB、4096GB

● BWoH场景

– E2型支持规格：445GB、890GB

– E3型支持规格：348GB、696GB、1466GB、 2932GB、4096GB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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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配置

部署SAP HANA，详情请参见SAP HANA用户指南。

发布记录

发布日期 发布记录

2019年01月 4TB、3TB、1.5TB SAP HANA弹性云服务器通
过认证。

2018年11月 348GB、696GB SAP HANA弹性云服务器通过
认证。

2018年04月 470GB、940GB SAP HANA弹性云服务器通过
认证。

 

2.2 SAP 应用全规格弹性云服务器

特性定义

华为云上提供从8GB到512GB多款规格的SAP弹性云服务器，这些云服务器均经过SAP
官方认证，可应用于开发、测试和生产系统。

详情请参见SAP S/4HANA节点规划和SAP NetWeaver节点规划。

客户价值

华为云上提供从8GB到512GB多款规格的SAP弹性云服务器，满足用户部署SAP应用的
各种需求。

应用限制

SAP应用生产系统需使用SAP官方认证的基础设施资源，华为云目前已支持H1型、M3
型、M6型和C6型经SAP官方认证的弹性云服务器。

特性规格
● SAP S/4HANA

– H1型支持规格：16GB、32GB、64GB、128GB
– M3型支持规格：16GB、32GB、64GB、 128GB、256GB
– C6型支持规格：8GB、16GB、32GB、48GB、64GB、96GB、128GB

● SAP Netweaver
– H1型支持规格：16GB、32GB、64GB、128GB
– M3型支持规格：16GB、32GB、64GB、96GB、128GB、192GB、256GB
– C6型支持规格：8GB、16GB、32GB、48GB、64GB、96GB、128GB
– M6型支持规格：16GB、32GB、64GB、96GB、128GB、192GB、256GB、

512GB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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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配置
● 部署SAP NetWeaver，详情请参见SAP NetWeaver用户指南。

● 部署SAP S/4HANA，详情请参见SAP S/4HANA快速部署指南和SAP S/4HANA高
可用部署指南 。

发布记录

发布日期 发布记录

2020年01月 通用计算增强型C6系列SAP应用弹性云服务器
通过认证。

2018年11月 内存优化型M3系列SAP应用弹性云服务器通
过认证。

2018年04月 高性能计算型H1系列SAP应用弹性云服务器通
过认证。

 

2.3 SAP Business One 全规格弹性云服务器

特性定义

SAP Business One（简称SAP B1）是SAP专为满足正在成长的中小型企业的动态需求
而设计的ERP管理软件，华为云根据SAP B1小而精的特点，发布了从64GB到256GB多
款适合部署SAP B1的弹性云服务器，这些云服务器均经过SAP官方认证，可应用于开
发、测试和生产系统。

详情请参见SAP Business One数据规划。

客户价值

华为云上提供从64GB到256GB多款适合部署SAP B1的弹性云服务器，满足用户部署
SAP Business One需求。

应用限制

SAP Business One生产系统需使用SAP官方认证的基础设施资源，华为云目前已支持
E1型、M3型和C3型经SAP官方认证的弹性云服务器。

特性规格
● E1型支持规格：470GB、940GB

● M3型支持规格：256GB

● C3型支持规格：64GB、128GB

特性配置

部署SAP Business One，详情请参见SAP Business One用户指南和SAP Business
One快速部署指南。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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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记录

发布日期 发布记录

2018年12月 64GB、128GB SAP B1弹性云服务器通过认
证。

2018年11月 256GB SAP B1弹性云服务器通过认证。

2018年04月 470GB、940GB SAP B1弹性云服务器通过认
证。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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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性能

3.1 高性能弹性云服务器

3.2 高性能存储

3.3 高性能网络

3.1 高性能弹性云服务器

特性定义

SAPS（SAP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Standard）值是一种独立于硬件的度量单位，
用于描述SAP环境中系统配置的性能，是SAP业界权威的审核性能的指标 ，同规格的
CPU和内存的机型，SAPS值越大说明性能越强。通常HANA项目中说的SAPS指的是
SD2 benchmark测试中的分数，华为云SAP HANA V5 3TB/1.5TB BWH值性能优异，
SAP应用SAPS值：V5 m3（32U256G）同规格保持业界第一。

客户价值
● 降低TCO

可以按需租用，成本低，降低中小客户使用高性能的门槛。

● 提高效率

按需发放，快速部署与扩容，加速产品上市时间和缩短科研周期。

应用限制

应用于HANA服务器和SAP应用服务器时，仅支持Linux操作系统。

特性规格

V5 m3（32U256G）SAPS值 56280 同规格保持业界第一。

特性配置

本特性无需配置。

SAP
特性树 3 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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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记录

无。

3.2 高性能存储

特性定义

华为云提供多种高性能存储，例如OBS、EVS等，满足大吞吐量、高读写速率需求。

1. EVS单盘最大33000 IOPS、350MB/s吞吐量，最低1ms时延

2. OBS通过智能调度，并结合传输加速、大数据垂直优化，为用户提供高并发（千
万级TPS）、大带宽（单流上传2.4Gb/s）、稳定低时延（小对象上传时延小于
10ms）

客户价值

为ECS提供持久性块存储的服务，通过数据冗余和缓存加速等多项技术，提供高可用性
和持久性，以及稳定的低时延性能。您可以对云硬盘做格式化、创建文件系统等操
作，并对数据做持久化存储。

应用限制
● OBS管理控制台上传的单个对象最大为50MB。

● OBS Browser+、obsutil、OBSFTP、API和SDK上传的单个对象最大是48.8TB。

● OBS管理控制台不支持批量下载文件。

● OBS管理控制台不支持断点续传文件。

特性规格

华为云存储测试结果是SAP官方要求KPI的3-5倍。

特性配置

本特性无需配置。

发布记录

无。

3.3 高性能网络

特性定义

采用华为自研25GE网络芯片，支持芯片硬件卸载，高达认证要求4倍性能。

客户价值

高速网络接入华为云，保证网络稳定，网络时延低，云上业务访问更流畅。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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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限制

本特性无应用限制。

特性规格

25GE自研网卡芯片硬件卸载网络。

特性配置

本特性无需配置。

发布记录

无。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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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安全

特性定义

为了保障业务系统正常运转，提升安全维护效率，特别是要管理分布式的系统环境
时，需要充分利用华为云全栈的安全服务，针对SAP业务系统进一步增强安全控制，提
高网络以及SAP系统的安全性，保障各种业务应用的可靠运行。

● SAP系统安全网络接入

– 所有SAP系统在云上都在一个VPC 中（专属网络），所有系统IP 都为内网地
址，屏蔽其他租户访问。

– Access server内部安装HANA Studio/NAT/SAP Router，安装在公有子网，
绑定弹性IP，SAP工程师可以通过该server访问处于私有子网的SAP系统做技
术支持。

● SAP系统网络隔离与访问控制

各区域采用相应的安全策略(使用安全组、网络ACL实现)，限制区域间以及外网的
访问，策略的设置建议遵从“默认失败”、“最小化”原则：针对特定的访问
源，仅开放业务必须的[IP]:[PORT]。

● SAP系统安全边界能力

根据业务特点，由于生产环境需对公网提供服务，同时也需要与其它IDC进行互
联，需建立与企业内网(IDC)互联的VPN通道，同时需要设置云上与云下以及云上
与互联网之间的访问控制策略。

针对DMZ区、内网应用区、管理区，由于能够被外部访问，建议采取相应的边界
防护措施。

● SAP系统主机安全

– 与公网有交互的云服务器建议参考华为云主机防暴力破解解决方案进行相应
的加固。主要涉及系统加固，以及主机安全产品(HIDS/AV等)的应用。

– 为了增加业务关键云主机的可靠性，建议(云服务器创建阶段)将同类的关键
节点关联到一个云服务器组，将云主机尽量分散到不同的物理主机上(反亲和
策略)，提高业务可靠性。比如ELB的后端主机、SAP DB云主机等，可以设置
相应的云服务器组。

● SAP系统安全维护通道

– 提供SAP Support安全维护通道

– 提供华为维护人员安全维护通道

详情请参见SAP安全白皮书。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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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价值

避免遭受大流量DDoS攻击、病毒、黑客等攻击后导致服务不可用，确保业务稳定可
靠，T3级别的数据中心，运营商级别的安全架构，不采集租户数据。

应用限制

本特性无应用限制。

特性规格

本特性无特殊规格。

特性配置

请参考华为云SAP安全架构配置相应的云服务。

发布记录

无。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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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可用及灾备

5.1 SAP HANA高可用及灾备

5.1 SAP HANA 高可用及灾备

特性定义

华为云高可用（HA）是指通过可靠性设计以消除单点故障，实现系统运行的连续性。

灾难恢复（DR）是指通过异地部署备份系统，当本地数据中心中断后，异地备份系统
可以迅速接管业务，保证业务运行连续性。

● AZ内高可用和跨AZ部署HANA灾备

在同一可用区(AZ)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SAP HANA自带的
System Replication功能，配置Suse HAE可以实现高可用自动切换。在另一个可
用区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Multitier System Replication，实现跨
AZ容灾。

● AZ内高可用和跨Region部署HANA灾备

在同一区域（Region）的不同可用区(AZ)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
SAP HANA自带的System Replication功能，配置Suse HAE可以实现跨AZ高可用
自动切换。在另一个区域（Region）的可用区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
配置Multitier System Replication，实现跨Region容灾。

● 跨AZ高可用和跨Region部署HANA灾备

在同一区域（Region）的不同可用区(AZ)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配置
SAP HANA自带的System Replication功能，配置Suse HAE可以实现跨AZ高可用
自动切换。在另一个区域（Region）的可用区内，部署SAP HANA冗余节点，并
配置Multitier System Replication，实现跨Region容灾。

详情请参见SAP高可用及灾备指南。

客户价值

当主数据库故障时，SAP业务系统可以快速与备数据库对接，防止数据丢失。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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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限制
● 仅支持物理主机故障触发的弹性云服务器自动恢复，弹性云服务器本身故障当前

不支持自动恢复。

● 对于同一弹性云服务器，如果发生物理主机故障，12小时内仅允许1次自动恢复操
作。

特性规格

该特性无特殊规格。

特性配置

SAP HANA高可用配置，详情请参见安装SAP HANA（单节点HA）。

发布记录

无。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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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份与恢复

6.1 SAP Studio备份

6.2 VBS备份

6.3 CSBS备份

6.4 第三方软件备份

6.1 SAP Studio 备份

特性定义

SAP Studio为HANA系统的主要管理工具，通过SAP Studio对SAP HANA做备份。

客户价值

通过SAP Studio备份，保证数据安全可靠，降低数据丢失风险。

应用限制

请参见SAP官方文档SAP备份指南。

特性规格

请参见SAP官方文档SAP备份指南。

特性配置

SAP Studio备份操作，详情请参见SAP HANA备份和恢复。

发布记录

无。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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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VBS 备份

特性定义

云硬盘备份可为云硬盘创建备份，利用备份数据回滚云硬盘，以最大限度保证用户数
据正确性和安全性，确保您的云硬盘安全。

● VBS支持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

● 云服务器备份会在备份过程中自动创建快照并且为每个磁盘保留最新的快照。

客户价值

为云硬盘创建在线备份，无需关机/重启。针对病毒入侵、人为误删除、软硬件故障等
场景，可将数据恢复到任意备份点。

应用限制
● 当前只支持区域内备份和恢复，不支持跨区域备份和恢复

● 使用VBS恢复数据时，需要先停止服务器，并解除服务器和云硬盘的挂载关系后再
做恢复操作。恢复后，再挂载云硬盘并启动服务器

● 支持使用备份恢复系统盘，恢复系统盘前需要将系统盘从云服务器上卸载。也可
以通过系统盘备份创建新的云硬盘，但是新创建的云硬盘当前暂不支持作为系统
盘使用。

● 每天支持最多24次自动备份，手动备份没有限制。

● 通过备份策略进行周期性自动备份可支持最小1小时整点备份1次。

特性规格
● 云硬盘备份有配额限制。默认情况下，您可以创建360个备份。

● 一个磁盘只能绑定一个策略。

特性配置

VBS备份操作，详情请参见SAP备份和恢复指南。

发布记录

无。

6.3 CSBS 备份

特性定义

服务器备份提供对云服务器的备份保护服务，支持基于多云硬盘一致性快照技术的备
份服务，并支持利用备份数据恢复服务器数据，最大限度保障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正
确性，确保业务安全。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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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价值

为云服务器下所有云硬盘创建一致性在线备份，无需关机。针对病毒入侵、人为误删
除、软硬件故障等场景，可将数据恢复到任意备份点。

应用限制
● 通过备份策略进行周期性自动备份可支持最小1小时备份1次；手工备份没有频率

限制，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在任意时间备份。备份策略的备份时间（调度时间）
可以手工设置，粒度到分钟。但要求任意两次备份时间间隔必须大于等于1小时。

● 支持选择服务器中的部分云硬盘进行备份，但必须将备份的云硬盘作为整体进行
恢复，且不支持文件或者目录级别的恢复。

● 仅支持使用弹性云服务器的备份创建镜像，不支持使用裸金属服务器的备份创建
镜像。

● 恢复数据时系统会关闭服务器，待数据恢复后系统会自动启动服务器。

特性规格

一个服务器只可加入一个备份策略。

特性配置

CSBS备份操作，详情请参见SAP备份和恢复指南。

发布记录

无。

6.4 第三方软件备份

特性定义

本方式需要第三方备份恢复软件的支持，可用于生产系统或非生产系统。

支持SAP HANA Backint接口的第三方备份软件请参见SAP NOTE 2031547。

客户价值

客户可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灵活地选择第三方软件备份SAP系统，保护数据的安全性
和完整性。

应用限制

具体请参考第三方软件的官方文档。

特性规格

具体请参考第三方软件的官方文档。

特性配置

具体配置请参考第三方软件的官方文档。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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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记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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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P 运维管理服务

7.1 应用管理

7.2 运维管理

7.3 应用监控

7.1 应用管理

特性定义

应用管理包括模板管理、创建应用和纳管应用：

● 模板管理：可将预置模板编辑为我的模板。

● 创建应用：通过预置模板或我的模板创建应用。

● 纳管应用：可纳管已有应用，进行管理和监控。

客户价值

按模板可实现快速部署SAP系统或者纳管应用，降低部署时间。

应用限制
● 目前仅能发放SAP HANA、SAP S/4HANA和SAP Business One单节点系统。

● SAP HANA周边系统，例如SAP Studio等不支持同步发放。

● 备份应用目前只支持备份EVS数据，不支持备份SFS数据，如需备份SFS数据，用
户需自行备份。

● 若需要在SAP HANA（单节点HA）、SAP S/4HANA（单节点HA）、分布式SAP
S/4HANA（单节点HA）和分布式SAP S/4HANA（单节点无HA）场景中使用SAP
监控大屏，则要求：

– 所有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手动完成HA或分布式部
署。

– 通过Console发放弹性云服务器，使用企业项目管理纳管功能将弹性云服务器
纳入企业项目管理的应用中。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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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容时，磁盘使用MBR分区形式时最大支持2,048GB，超过2,048GB的部分无法使
用。

● 为了防止数据丢失，磁盘只支持扩容，不支持缩容。

特性规格
● 每个主账号最多可以创建100个企业项目。

● 每个区域最多可创建100个应用。

● 纳管时，参数组最多创建10组，参数最多创建100条。

● 目前最多可以添加18个应用监控数据。

● 目前每个监控面板最多支持24个监控视图。

● 在同一个监控视图里，您可以添加20个监控指标，支持跨服务、跨维度、跨指标
进行对比监控。

特性配置

SAP最佳实践 > 企业项目管理应用在SAP的最佳实践 > 创建应用、纳管应用。

发布记录

发布日期 发布记录

2019年04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调用SDRS部署容灾环
境。

2019年03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SAP Business One
资源。

2019年01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和扩容SAP HANA
和SAP S/4HANA资源、备份SAP业务数据、一
屏监控SAP业务指标。

 

7.2 运维管理

特性定义

运维管理指的是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工具对SAP应用系统及数据库进行一键备份、一键扩
容及一键容灾。

客户价值

可对SAP系统进行备份恢复、扩容和容灾，保障数据的安全。

应用限制
● 目前仅能发放SAP HANA、SAP S/4HANA和SAP Business One单节点系统。

● SAP HANA周边系统，例如SAP Studio等不支持同步发放。

● 备份应用目前只支持备份EVS数据，不支持备份SFS数据，如需备份SFS数据，用
户需自行备份。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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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要在SAP HANA（单节点HA）、SAP S/4HANA（单节点HA）、分布式SAP
S/4HANA（单节点HA）和分布式SAP S/4HANA（单节点无HA）场景中使用SAP
监控大屏，则要求：

– 所有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手动完成HA或分布式部
署。

– 通过Console发放弹性云服务器，使用企业项目管理纳管功能将弹性云服务器
纳入企业项目管理的应用中。

● 扩容时，磁盘使用MBR分区形式时最大支持2,048GB，超过2,048GB的部分无法使
用。

● 为了防止数据丢失，磁盘只支持扩容，不支持缩容。

特性规格

● 每个主账号最多可以创建100个企业项目。

● 每个区域最多可创建100个应用。

● 纳管时，参数组最多创建10组，参数最多创建100条。

● 目前最多可以添加18个应用监控数据。

● 目前每个监控面板最多支持24个监控视图。

● 在同一个监控视图里，您可以添加20个监控指标，支持跨服务、跨维度、跨指标
进行对比监控。

特性配置

SAP最佳实践 > 企业项目管理应用在SAP的最佳实践 > 扩容云硬盘、备份应用、恢复
应用、应用容灾。

发布记录

发布日期 发布记录

2019年04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调用SDRS部署容灾环
境。

2019年03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SAP Business One
资源。

2019年01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和扩容SAP HANA
和SAP S/4HANA资源、备份SAP业务数据、一
屏监控SAP业务指标。

 

7.3 应用监控

特性定义

SAP应用监控为您提供了SAP系统监控、告警统计、应用概览、CPU使用率、内存使用
率、磁盘IO、网络流量概览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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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价值

通过监控大屏，可监控SAP的关键指标，您可以实时了解各应用资源使用情况、告警情
况以及SAP系统运行情况。

应用限制

● 目前仅能发放SAP HANA、SAP S/4HANA和SAP Business One单节点系统。

● SAP HANA周边系统，例如SAP Studio等不支持同步发放。

● 备份应用目前只支持备份EVS数据，不支持备份SFS数据，如需备份SFS数据，用
户需自行备份。

● 若需要在SAP HANA（单节点HA）、SAP S/4HANA（单节点HA）、分布式SAP
S/4HANA（单节点HA）和分布式SAP S/4HANA（单节点无HA）场景中使用SAP
监控大屏，则要求：

– 所有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手动完成HA或分布式部
署。

– 通过Console发放弹性云服务器，使用企业项目管理纳管功能将弹性云服务器
纳入企业项目管理的应用中。

● 扩容时，磁盘使用MBR分区形式时最大支持2,048GB，超过2,048GB的部分无法使
用。

● 为了防止数据丢失，磁盘只支持扩容，不支持缩容。

特性规格

● 每个主账号最多可以创建100个企业项目。

● 每个区域最多可创建100个应用。

● 纳管时，参数组最多创建10组，参数最多创建100条。

● 目前最多可以添加18个应用监控数据。

● 目前每个监控面板最多支持24个监控视图。

● 在同一个监控视图里，您可以添加20个监控指标，支持跨服务、跨维度、跨指标
进行对比监控。

特性配置

SAP最佳实践 > 企业项目管理应用在SAP的最佳实践 > 监控SAP指标 > 安装监控插
件。

发布记录

发布日期 发布记录

2019年04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调用SDRS部署容灾环
境。

2019年03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SAP Business One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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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发布记录

2019年01月 支持通过企业项目管理发放和扩容SAP HANA
和SAP S/4HANA资源、备份SAP业务数据、一
屏监控SAP业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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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AP 应用弹性伸缩

特性定义

SAP应用弹性伸缩是根据用户的SAP业务需求，通过策略自动调整自动增加AAS的数
量。

● 自动扩容

当配置了SAP应用弹性伸缩后，在业务增长时自动增加实例，保障业务正常运行，
加强了应用系统的成本管理。

● 手动扩容

在业务临时调整，需要手动扩展AAS以保障业务正常运行。

● 手动缩减

在业务压力下降后，AAS中已经没有正在运行的进程，为了减少资源的浪费，您
可以释放扩展出的AAS。

详情请参见SAP应用弹性伸缩用户指南。

客户价值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定义伸缩配置和伸缩策略，降低人为反复调整资源以应对业
务变化和高峰压力的工作量，帮助您节约资源和人力成本。

应用限制

● 目前仅支持AAS自动扩展，不支持AAS自动缩减。

● PAS和AAS需在同一个AZ内。

● PAS和ASCS需部署在同一个云服务器上。

特性规格

● 用户最多可以创建10个伸缩组。

● 用户最多可以创建100个伸缩配置。

● 单个弹性伸缩组下最多可以创建10个伸缩策略。

● 单个弹性伸缩组下最多可以创建20个实例。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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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配置

弹性伸缩部署完成后即可自动扩容，无需其他配置。

发布记录

发布日期 发布记录

2018年9月30日 SAP应用弹性伸缩特性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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