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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咨询与规划

1.1 区块链专家服务

服务简介

华为云为客户提供专属区块链开发实践指导和咨询，以“场景分析，技术培训，架构
设计，系统开发和系统上线”全面指导为设计思路，协助客户高效、低成本的上线高
质量的区块链应用系统。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培训

专家。

● 参与培训的学员不超过10名，建议学员具备Java、Node.js或Golang项目的开发经
验，以保证培训能够聚焦于区块链技术内容而非编程技能。

● 培训期间涉及华为云多种资源（包括ECS、EIP、CCE、BCS等）需求，需由客户付
费。请客户提前创建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充值额度具体视申请产品类型及数
量评估，建议不低于5000元。

● 双方达成一致的咨询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服务范围

区块链应用开发实践咨询服务目的是培训加实际相结合给客户区块链项目设计开发人
员进行赋能。为保证 终效果可包括客户实际项目中少量关键智能合约（即链代码）
和业务应用的开发。

● 该服务不是直接为客户进行区块链项目开发。若客户有区块链项目委托设计开发
需求，可联系华为云技术服务，华为云将协调有丰富区块链项目经验的ISV提供服
务。

● 该服务不包括华为云区块链服务和Hyperledger Fabric以外的其他区块链技术指
导。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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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专业服务
项

服务子项 具体内容 目标和价值 时长

场景分析 需求场景分析
和区块链价值
判断

剖析客户的业务数据
流及业务流中参与方
间的交易关系，判断
和识别区块链（联盟
链或私有链）在该场
景中的应用价值，给
出联盟链组成建议，
提供业内合适成功案
例作参考。

准确识别适合上链的
业务流程和必要的联
盟参与方。根据流程
合理拆分上链数据和
链下数据。

快速理解业内成功案
例，并在此基础上完
成商业化应用，少走
弯路。

1天

技术培训 区块链和底层
技术深度指导

● 区块链基础知识简
介

● Hyperledger Fabric
体系架构，核心概
念（账本、世界状
态、通道、组织、
peer节点、共识节
点、链代码、背书
策略等），交易执
行流程详解

● 技术讨论和答疑

● 区块链应用在客户
场景的分析讨论

帮助客户设计和开发
人员熟悉区块链和
Hyperledger Fabric
重要知识背景，以支
持后续的业务设计和
开发工作。

1天

华为云BCS服
务架构、特性
和操作指导

华为云BCS特性操作指
导和实践，包括：

● 区块链服务部署和
管理

● 通道管理

● 节点伸缩

● 邀请建立联盟链

● 链代码管理

● 区块浏览器

帮助客户快速熟悉华
为云BCS各项常用特
性，节约时间成本。

0.5天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1 咨询与规划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



专业服务
项

服务子项 具体内容 目标和价值 时长

系统设计
指导

系统总体方案
设计

根据需求场景分析结
果，综合性能和安全
的前提下，给出区块
链系统总体方案设
计，包括:
● 链上业务流设计

● 联盟链参与方权限
及角色设计

● 上链数据及数据结
构设计

● 链代码逻辑及接口
设计

● 隐私保护方案设计

● 应用层开发/改造方
案设计

● 区块浏览器设计等

帮助客户在缺少区块
链系统设计经验的情
况下，高效地完成区
块链系统总体方案设
计。同时在过程中培
养客户自己的设计人
员，传授设计思维，
减少学习成本和时
间。

5天
（仅
参
考，
需根
据业
务复
杂度
确
定）

系统开发
指导

链代码开发指
导

● 链代码开发基本框
架，常用函数和使
用方法讲解

● 链代码编译，调试
方法

● 示例链代码开发实
践

向客户开发人员传递
链代码开发技能，使
其快速掌握区块链开
发技术栈。

1天

区块链应用开
发指导

● 应用层如何使用sdk
调用区块链系统讲
解

● 示例和开发实践

向客户开发人员传递
区块链应用开发技
能，使其快速掌握区
块链开发技术栈。

1天

区块浏览器开
发指导

● 区块内容结构介绍

● 区块浏览器开发常
用接口函数和使用
方法讲解

向客户开发人员传递
区块浏览器开发技
能，使其快速掌握区
块链开发技术栈。

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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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项

服务子项 具体内容 目标和价值 时长

系统上线
指导

系统上线支持 ● 在客户实际项目中
进行链代码开发技
术指导，性能调
优，代码review
等。可包括少量关
键链代码的开发

● 在客户实际项目中
进行区块链应用
（调用区块链接
口）开发技术指
导，性能调优，代
码review等。可包
括少量关键代码的
开发

● 链代码接口性能测
试方法指导

● 区块链生产环境搭
建技术支持

在实际项目中指导客
户开发人员进行链代
码和区块链应用侧
（调用区块链接口）
开发，帮助解决技术
问题。同时指导性能
测试方法，助力客户
应用系统快速上线。

≤10天

系统运维指导 华为云BCS服务运行维
护方法指导，包括服
务状态、日志查看、
性能监控和升级扩容
等。

向客户维护人员传递
利用华为云AOM等服
务高效便捷地进行区
块链系统运维，在问
题发生前预防问题，
在问题发生后快速解
决问题，释放生产
力。

0.5天

 

说明

服务内容可根据客户需求对服务项进行增减。

服务 SLA
● 提供华为云区块链专家现场培训和指导。

● 在培训期间内向客户提供7x24小时的IM群。

服务流程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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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N： 提交申请时间

M： 合同签订时间

K： 培训时长

服务期限

按需购买，按实际选定服务项商定时长。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培训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培训需求和场景。

– 提供培训场地及学员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建议不低于5000元），用于培训所用云产品和
资源的购买。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培训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云

– 接收用户的培训申请，协调区块链专家赴与客户商定地点进行培训。

– 培训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培训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培训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学员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审核学员链代
码和应用程序等交付件。

– 培训结束后，根据所选培训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条件如下：

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需求场景分析和区块链
价值判断

《XXX场景分析文档》

区块链和底层技术深度
指导

《培训材料》

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XXX区块链系统设计说明书》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项目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
区块链专家服务工作结束。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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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库咨询服务

1.2.1 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在数据库架构设计、数据库风险评估、实战赋能等方面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帮助客
户更好地使用数据库。

服务内容

服务子项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数据库架构
设计

架构设计
咨询

针对即将上线的业务系统，提供综合架构设计咨询，如
分布式、高可用、容灾等。

针对已上线业务，分析客户业务系统和数据库架构，找
出系统架构的风险点及性能瓶颈点，提供相应的长短期
解决方案。

云数据库风
险评估

瓶颈点分
析和优化

综合考虑客户资源环境、数据库架构设计、系统压力和
安全等情况，全面定位、分析、评估客户数据库系统，
对面临的瓶颈以及可能的风险点进行优化和规避。

云数据库紧
急救援

性能优化 针对客户数据库性能差的情况，综合考虑客户系统资源
环境，数据库架构设计以及系统高压力情况等因素，分
析出性能瓶颈的具体原因，并向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优
化和扩容方案。

数据恢复 针对数据丢失问题，根据客户的系统环境，日志收集等
情况，提供数据恢复的技术支持工作。

容灾方案 针对服务不可用的情况，综合分析客户数据库环境，快
速响应恢复数据库服务，并评估客户的应用场景是否有
完备的容灾方案，给出响应的容灾高可用改造方案。

数据库迁移
咨询

数据迁移 与客户共同梳理业务架构和数据迁移方案，并提供数据
迁移相关的技术支持工作。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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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数据库实战
赋能

实战赋能-
基础版

基础版赋能主要是介绍RDS for MySQL、RDS for
PostgreSQL、DDS（mongoDB）的基础知识，例如表
和索引、DDL和DML、Select查询等。一个基础版仅支
持一种引擎的赋能。

RDS for MySQL：
1. 入门和配置

2. 表和索引

3. DDL和DML
4. SELECT查询

5. 事务和锁

6. 高可用

7. 上云 佳实践

RDS for PostgreSQL：
1. 入门和配置

2. 常规操作

3. 备份恢复

4. 高可用

5. 运维监控

6. 插件管理

7. 佳实践

DDS(MongoDB)：
1. 基础知识

2. MongoDB简介

3. MongoDB基础知识

4. MongoDB的索引使用与原理介绍

5. MongoDB的鉴权体系

6. MongoDB集群

7. MongoDB的oplog
8. MongoDB高可用

9. MongoDB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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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实战赋能-
进阶版

进阶版赋能内容主要是介绍GaussDB基础知识，例如数
据库性能调优、事务和锁等。一个进阶版仅支持一种引
擎的赋能。

GaussDB(for MySQL)：
1. 数据库 佳实践

2. 内核特性

3. 事务与锁

4. 性能调优

GaussDB：
1. 体系结构

2. 配套工具

3. 迁移能力

4. 高可用体系

5. 运维能力开发设计建议

实战赋能-
高级版

高级版赋能内容主要是介绍GaussDB进阶知识，例如数
据库事务和锁、数据库上云 佳实践、高可用高可靠设
计、数据库迁移方案、运维监控等。一个高级版仅支持
一种引擎的赋能。

GaussDB(for MySQL)：
1. 数据库日常操作

2. 高可用实现原理

3. 智能运维

4. 佳实践

5. 内核特性

6. SQL语法进阶

7. 事务与锁

8. 性能调优

GaussDB：
1. 体系结构

2. 配套工具

3. 迁移能力

4. 高可用体系

5. 运维能力

6. 开发设计建议

7. 分布式事务

8. 分布式存储

9. 数据库设计之SQL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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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不覆盖范围

华为数据库咨询服务只负责合同确定或者官网下单页面购买的服务内容，提供不在服
务范围内的服务需要额外付费。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

1. 离开常驻工作地前往其它城市进行相关工作（注：可能涉及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差
旅费、住宿费、附加通讯费等)。

2. 应客户要求超出正常工作日和工作时间的相关工作（注：涉及加班工资和补助)。
3. 外购件产品。

服务优势

1. 拥有丰富的数据库处理经验，能够提供高效专业的服务。

2. 技术专家在MySQL、PostgreSQL、GaussDB等数据库方面拥有多年经验，能针对
客户的具体业务场景，给出专业的解决方案。

服务价值

1. 对开发人员、DBA进行专业的数据库实战能力赋能，帮助客户更好地使用/保障数
据库。

2. 提升数据库的性能，更好地支撑客户业务发展。

3. 提前去除数据库隐患，降低风险和运维成本。

前提条件

客户应提前至少3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专家。

服务流程

1. 需求沟通确认

–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

– 华为方会组织专家跟客户详细了解需求并进行评估；

– 和客户确认需求范围和交付目标；

2. 方案设计

– 签订合同（实战赋能服务支持自助下单不涉及签订合同），客户下单并支
付；

–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方案设计初稿；

– 待客户确认后整理正式的实施计划；

3. 咨询与实施

– 项目开始正式启动；

– 整理 终的项目验收材料，交付件 ；
4. 服务验收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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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签署《数据库咨询服务验收报告》或在官网单击确认验收；

– 项目完成验收。

责任分工

此处职责分工仅供参考，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S=协助方/Support

编号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1 需求调研 业务目标及功能分析 S R

数据库信息调研 S R

运维状态调研 S R

环境要求 S R

2 方案设计 组件专家团队 R S

咨询实施方案制定 R S

咨询实施方案验证 R S

3 咨询与实施 服务实施 R S

4 服务验收 交付件整理及输出 R S

项目验收汇报 S R

 

1. 共同责任

– 在华为云数据库咨询服务的服务范围内，双方商定并确认本次服务的目标及
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实战赋能服务支持自助下单不涉及签订合同）。

2.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专注在满足项目交付需要，及时反馈客户管理层和关键业务部门对项目的各
种意见。

– 协调安排项目干系人参加项目会议，访谈和讨论会。

– 投入项目所需的全程或分段项目组办公的项目成员，组织完成相关调研、讨
论等工作。

– 提供场地及各种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建议不低于5000元），用于项目实施。

– 及时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服务计划和交付件。

– 提供本项目所涉及的市场数据或可用的开源数据。

3. 华为责任

– 接收用户的需求申请，协调专家远程或者现场进行实施。

– 服务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服务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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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期间，依确认后的服务计划进行实施，编写交付件。

– 服务结束后，根据所选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验收标准

1. 验收内容

不同服务内容对应的交付件如下表所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修改：

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云数据库紧急救援 《问题分析报告》

云数据库风险评估 《数据库运行状态报告》

数据库架构设计 《架构设计方案》

数据库迁移咨询 《数据库迁移咨询报告》

数据库实战赋能 相关课件

 
2. 验收流程

– 乙方负责输出项目交付件并自检，合格后提交验收申请

– 甲方对交付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在交付件上签字。若评审有问题，乙方
根据评审意见进行整改，重新提交验收申请。

– 已方收到评审意见后，应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交付件的修改，并提交修改后的
交付件给甲方验收。

– 甲方在收到已方提交的交付件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给已方，以上过
程不应超过3次。如果乙方在交付件提交给甲方后的5个工作日内尚未收到甲
方的书面反馈意见，则该轮提交的交付件将被视为已被甲方接受并作为 终
版本验收通过。

项目完成标志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数据库咨询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
收确认，数据库咨询服务工作结束。

1.2.2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数据库咨询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变更、续
费、欠费等。

计费项

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
位

数据库实战
赋能

数据库实战赋能-
基础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100,800.00 每
套

数据库实战赋能-
进阶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282,240.00 每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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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
位

数据库实战赋能-
高级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564,480.00 每
套

数据库迁移
咨询

数据库迁移咨询-
入门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47,040.00 每
套

数据库迁移咨询-
企业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282,240.00 每
套

数据库迁移咨询-
旗舰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470,400.00 每
套

 

计费模式

数据库咨询服务根据购买的服务规格套数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数据库咨询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或服
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客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续费

数据库咨询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如有需求，请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数据库咨询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
买。

1.3 敏捷与 DevOps 专家服务
企业数字化转型，软件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孕育出巨大市场机遇。软件能
力正成为一个国家、城市、企业 核心的竞争力之一，难以想象，一个不懂如何做好
软件的企业如何在未来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获胜。

随着移动、社交、云计算、大数据、IoT、人工智能等众多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颠覆式
创新和跨界竞争加剧，企业急需快速而且持续的创新能力，传统研发能力越来越难于
满足新型研发的要求，软件生产力正在6个方面发生巨大变革：

研发场景：据业界预测，到 2025 年，80%企业应用将运行在云中，100%应用将在云
中开发，软件的开发、测试、部署、运维都在云中进行。研发工具本身将服务化、云
化，并将和云平台进行集成，简化软件部署、发布和运维。

编程语言：Go、Scala、R、Node.js、Python等新型编程语言不断涌现，新型编程语
言需要新型研发工具提供更加友好的支撑（编码调试、代码静态分析、多语言并行构
建、部署）。

软件架构：基于容器的微服务化架构、Cloud Native云原生应用代表着分布式软件架
构的演讲方向，这对软件研发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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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工具：研发工具向着轻量化、服务化、云化、容器化、社交化、智能化的方向发
展。

研发模式：DevOps成为继敏捷、精益之后被企业广泛接受的新型研发模式，软件服务
化、云化对DevOps提出了更加强烈的诉求。

交付形式：软件交付正在从包交付向着工程化交付转变，随着容器技术的广泛应用，
软件交付将逐步标准化，未来交付给客户的可能是很多的容器（Container）或者
Docker File。客户只要在自己的云平台上加载即可运行，不需要安装、部署和配置。

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组织效能低、缺乏DevOps技术基础、没有可落地的
DevOps解决方案等门槛，华为云为客户提供专属的敏捷和DevOps咨询规划服务，从
“转型评估，规划设计，标准规范”全面指导为设计思路，为企业提供智能高效的研
发平台，帮助企业快速响应业务需求，加快应用开发交付迭代，让企业专注核心业务
创新， 终达到提高行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目标：

● 减少不规范的手动配置和部署，减少重复性的人力工作；

● IT部门可以快速地去响应市场带来的变化；

● 提高产品上线速度的同时还需要保障产品的质量；

● 提高开发、测试、运维之间的沟通协助效率。

华为云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首先通过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服务梳理企业现状，发
现痛点与不足；然后根据企业开发流程不规范、面临转型、CI/CD工具链不健全的问
题，提供团队级Scrum和团队级CI/CD辅助企业提升并完成敏捷转型和迁移。同时，针
对软件集群规模日益膨胀，架构复杂，性能分析诊断困难的痛点，提供应用性能诊断
帮助企业进行应用性能评估、诊断和优化，保障企业软件的性能高可用。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包含五个子产品：“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团队级
Scrum”、“团队级CI/CD”、“应用性能诊断”、“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

1.3.1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

服务简介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面向软件研发类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研发能力深度诊断，并对企
业的软件研发能力进行成熟度评估，深挖企业在产品管理、研发过程、发布运维等方
面的瓶颈和突破点，梳理企业软件研发现状，从本质上找到企业软件研发流程中的问
题点和对应的突破口，辅以必要的华为云服务产品，全方位助力客户提升软件研发能
力。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赋能
专家；

● 双方达成一致的咨询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 基于客户企业架构对客户研发能力诊断，诊断围绕已有诊断模型的13个维度展
开，对于非模型内且和研发能力不相关范围，华为有权选择不提供相关诊断服
务；

● 对于单企业研发团队大于30人，且未购买增量包场景下，华为有权选择只针对前
期确认的30人以内团队提供诊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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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 服务覆盖范围

服务覆盖：依托评估诊断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等，针对性的向企业客户开展专业
的诊断评估服务。结合华为云能力，向客户提供全方位、有针对性的研发能力诊
断评估服务，助力客户提升团队研发能力。

● 服务不覆盖范围

服务不覆盖：客户具体业务逻辑的代码实现。

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内容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园区版 主要针对区域政府客户提供的批量企业
诊断套餐，从多维度对10个团队的研发
能力进行评估，展现企业研发能力的优
势与不足，并给出提升优化建议和解决
方案，牵引企业持续提升研发能力。园
区版可叠加购买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标准版 主要针对单个公司提供的诊断服务，从
多维度对一个团队的研发能力进行评
估，展现企业研发能力的优势与不足，
并给出提升优化建议和解决方案，牵引
企业持续提升研发能力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增量包 主要针对单个公司研发团队较多时提供
的诊断服务增量包，从多维度对一个团
队的研发能力进行评估，展现企业研发
能力的优势与不足，并给出提升优化建
议和解决方案，牵引企业持续提升研发
能力。需要先购买标准版再购买增量包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诊断期间，客户需要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专家，便于项目的顺利
落地。此负责人应该承担双方的协调管理，并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客户方需要协调具体的人员配合华为云专家达成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服务
的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业务人员、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等；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赋能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云

– 接收用户的赋能申请，协调敏捷与DevOps专家赴与客户商定地点进行赋能；

– 赋能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赋能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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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能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学员进行赋能和技术指导；

– 赋能结束后，根据所选赋能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责任矩阵

阶段 服务条目 客户 华为 备注

阶段一：前期
准备

收集企业信息 R S 企业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增量
包不涉及该服
务条目

制定诊断计划 S R

阶段二：研发
能力调研与诊
断评估

现场调研与访
谈

S R -

制定调研总结 S R -

编写诊断报告
草案

S R -

专家评审 S R -

诊断报告定稿 S R -

阶段三：诊断
验收

解读诊断报告 S R 企业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增量
包不涉及该服
务条目

客户验收(企
业/政府)

R S

 

服务交付件

将交付件整理后邮件提供给客户审阅，待客户负责人审阅通过并确认签字，赋能完
成。交付件包括：

服务项 服务子项 交付件 备注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
诊断

收集企业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收
集表.docx》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
诊断-增量包不涉及
该交付件

制定诊断计划 《诊断服务计划
表.docx》

现场调研与访谈 -

制定调研总结 《企业研发能力诊
断评估报告.docx》

编写诊断报告草案 《XX公司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报
告.pptx》

专家评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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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 服务子项 交付件 备注

诊断报告定稿 《XX公司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报
告.pptx》
《企业研发能力诊
断评估报告.docx》
《区域诊断报告-华
为XX合作调研报告
模板.docx》（仅园
区版涉及）

解读诊断报告 《XX公司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报
告.pptx》
《区域诊断报告-华
为XX合作调研报告
模板.docx》（仅园
区版涉及）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
诊断-增量包不涉及
该交付件

客户验收(企业/政
府)

-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如下：

● 提交服务申请：客户提交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服务的需求申请

● 需求沟通确认：华为工程师受理服务请求，双方协商服务范围，方案

● 服务订单评审确认：提交项目方案，SOW和报价，客户支付订单

● 服务交付：根据SOW安排华为工程师到现场或远程分阶段完成交付

● 服务验收：完成交付件，输出验收报告，并发起验收

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约定的范围，各服务子项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确
认、签字并盖章（含电子件）。

● 验收流程针对华为负责的文档类交付件；

● 交付件的验收以SOW中对交付件的描述和要求为准；

● 对交付件的验收应着重于对文档实质内容的验收，凡交付件实质内容符合本工作
说明书约定的，应予通过验收和接受。少量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不应
被作为不验收的理由，但华为应就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处按客户要求
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修改；

● 在项目进程中，所有交付件都将经过客户和华为日常讨论和评审，以保证双方对
文档内容的认识一致并缩短交付件的验收时间。客户应对华为提出的意见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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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提供其建议及批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部分或所有交付件在验收签署之
前将经过项目组评审、业务部门评审、并向领导组汇报。客户应负责在SOW约定
的验收时点前推动（包括组织和安排顾问资源）并及时完成所有内部评审和汇
报；

● 华为将根据上述评审和汇报的反馈意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交付件的修改，并
在指定的工时内提供全部服务由客户验收；

● 如果因非华为原因导致完成交付件审核和批准需要更多的时间，华为项目组将依
据按工作说明书定义的变更控制流程签订的变更申请延展团队工作时间并获得相
应付款；

● 在交付件验收签署后，如果要求对任何交付件的内容作增减，华为将对该增减所
带来的工作复杂性及风险性进行评估（如对服务费用、时间计划和资源配备等的
影响），包括由此带来项目费用及时间计划的更改，在得到双方的同意后予以执
行；

● 对“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 服务的交付件验收应着重于文档实质内容，凡交付
件实质内容经客户确认，应予以验收通过。

1.3.2 团队级 Scrum

服务简介

团队级Scrum的试点迭代标准包，是指针对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由华为顾问专家通
过培训、辅导等方式，帮助该团队理解Scrum，以及在一个2星期的Sprint迭代周期
内，应用华为云CodeArts平台进行日常工作的服务包。

Scrum和敏捷往往会给组织引入变化，在全面推行之前，先通过小范围、有选择性的
局部试点，有助于组织理解业界标准做法、获取实践经验，从而可以和企业实际情况
和需要结合，以便制定更有针对性、更适合企业自身的下一步的推广和落地方案。而
团队级Scrum就是开启敏捷试点的一个上佳选择。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赋能
专家；

● 基于客户管理模式和软件生命周期模型的现状，专家团队基于Scrum方法论，培
训和辅导客户的团队从现有的软件开发模式转型到敏捷软件开发模式；

● 团队级Scrum标准包的咨询服务是基于华为云软件开发云CodeArts产品实施落地
式的，对于任何非华为云CodeArts产品的落地方案，华为有权选择不提供相关咨
询服务；

● 双方达成一致的咨询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服务范围

● 服务覆盖范围

服务覆盖：帮助客户掌握Scrum模式方法，基于华为云CodeArts打造DevOps转型
团队。

● 服务不覆盖范围

服务不覆盖：非华为云CodeArts产品的DevOps转型，客户具体业务逻辑的代码实
现等。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1 咨询与规划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



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内容

团队级Scrum 团队级Scrum，也即在涉及一个开发团队
的范围内应用Scrum。Scrum所定义的开
发团队规模为5-9人，可以完整交付一个
有价值的产品增量。按照Scrum指南的定
义，Scrum团队包括了产品负责人、
Scrum Master以及开发团队。团队级
Scrum标准包，基于客户团队管理和软件
生命周期模型的现状，结合华为云
CodeArts产品，便于试点团队软件开发
模式转型到敏捷软件开发模式，帮助服
务对象理解和掌握Scrum模式方法的使
用，基于华为云CodeArts在日常工作中
使用起来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提供场地及学员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客户需要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专家，便于团队级Scrum标准包在
试点顺利落地。此负责人应该负责双方之间的协调管理，并审核、验收华为
云服务；

– 客户方需要协调具体的人员配合华为专家达成团队级Scrum咨询包在试点的
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业务人员、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等；

– 在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如果客户需要使用第三方软件，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
厂商交涉，并处理相关事项；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赋能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云

– 接收用户的赋能申请，协调敏捷与DevOps专家赴与客户商定地点进行赋能；

– 赋能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赋能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赋能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学员进行赋能和技术指导；

– 赋能结束后，根据所选赋能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责任矩阵

阶段 服务条目 客户 华为

阶段一：试点项目
启动

试点项目组成立 R S

试点团队现状分析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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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服务条目 客户 华为

试点项目启动会议 R S

项目组基础培训 S R

阶段二：Sprint迭
代辅导阶段

关键角色辅导 S R

关键流程辅导 S R

关键工件辅导 S R

CodeArts操作辅导 S R

阶段三：总结及验
收阶段

复盘总结 S R

验收汇报 R S

 

服务交付件

将交付件整理后邮件提供给客户审阅，待客户负责人审阅通过并确认签字，赋能完
成。交付件包括：

服务项 服务子项 交付件

团队级Scrum 试点项目组成立 《项目组任命书
V1.0.docx》

试点团队现状分析 《团队现状分析.docx》
《华为云CodeArts专家服
务之XX项目CodeArts现状
与改进建议参考模
板.pptx》

试点项目启动会议 -

项目组基础培训 《敏捷Scrum项目管理培
训-课件参考版.pptx》

关键角色辅导 《XXX项目产品负责人工
作指南.docx》

关键流程辅导 《XXX项目Scrum流程工
作指南.docx》

关键工件辅导 《XXX项目用户故事工作
指南.docx》
《XXX项目Scrum工件工
作指南.docx》

CodeArts操作辅导 《XXX项目基于CodeArts
项目管理用户指南.docx》

复盘总结 《XXX项目敏捷试点总结
报告模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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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 服务子项 交付件

验收汇报 -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如下：

● 提交服务申请：客户提交团队级Scrum服务的需求申请

● 需求沟通确认：华为工程师受理服务请求，双方协商服务范围，方案

● 服务订单评审确认：提交项目方案，SOW和报价，客户支付订单

● 服务交付：根据SOW安排华为工程师到现场或远程分阶段完成交付

● 服务验收：完成交付件，输出验收报告，并发起验收

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约定的范围，各服务子项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确
认、签字并盖章（含电子件）。

● 验收流程针对华为负责的文档类交付件；

● 交付件的验收以SOW中对交付件的描述和要求为准；

● 对交付件的验收应着重于对文档实质内容的验收，凡交付件实质内容符合本工作
说明书约定的，应予通过验收和接受。少量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不应
被作为不验收的理由，但华为应就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处按客户要求
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修改；

● 在项目进程中，所有交付件都将经过客户和华为日常讨论和评审，以保证双方对
文档内容的认识一致并缩短交付件的验收时间。客户应对华为提出的意见或要求
及时提供其建议及批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部分或所有交付件在验收签署之
前将经过项目组评审、业务部门评审、并向领导组汇报。客户应负责在SOW约定
的验收时点前推动（包括组织和安排顾问资源）并及时完成所有内部评审和汇
报；

● 华为将根据上述评审和汇报的反馈意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交付件的修改，并
在指定的工时内提供全部服务由客户验收；

● 如果因非华为原因导致完成交付件审核和批准需要更多的时间，华为项目组将依
据按工作说明书定义的变更控制流程签订的变更申请延展团队工作时间并获得相
应付款；

● 在交付件验收签署后，如果要求对任何交付件的内容作增减，华为将对该增减所
带来的工作复杂性及风险性进行评估（如对服务费用、时间计划和资源配备等的
影响），包括由此带来项目费用及时间计划的更改，在得到双方的同意后予以执
行；

● “团队级Scrum”服务按照《团队现状分析.docx》中的各个维度进行调研，挑选
可独立进行迭代且规模在10人以内的团队，要求“工具”、“流程”、“角色”3
个维度中至少有2个维度有缺陷，否则更换团队。“团队级Scrum”服务将持续22
个工作日（1个自然月）提供服务。项目完成时交付验收，若项目无法在22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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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完成至少2个迭代，也视为完成交付。课程按期完整完成，且安排2个工作日提
供学员的培训答疑，并完成交付验收。

1.3.3 团队级 CI/CD

服务简介

团队级CI/CD的试点实施标准包，是指针对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由华为顾问专家通过
培训、辅导等方式，帮助该团队理解CI/CD，以及在一个2星期的周期内应用CI/CD开展
日常工作的服务包。

CI/CD往往会引起项目流程的变化，在全面推行之前，先通过小范围、有选择性的局部
试点，有助于组织理解业界标准做法、获取实践经验，从而可以和企业实际情况和需
要结合，以便制定更有针对性、更适合企业自身的下一步的推广和落地方案。而团队
级CI/CD就是一个上佳选择。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赋能
专家；

● 客户已购买华为云CodeArts平台且能够提供基础设施环境且运行稳定；

● 基于客户软件产品生产交付的现状，专家团队基于DevOps方法论，培训和辅导客
户的团队，并设计现有团队迁移到DevOps平台的迁移方案；

● 团队级CI/CD标准包的咨询服务是基于华为云软件开发云CodeArts产品实施落地式
的，对于任何非华为云CodeArts产品的落地方案，华为有权选择不提供相关咨询
服务；

● 双方达成一致的咨询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服务范围

● 服务覆盖范围

服务覆盖：协助客户领悟敏捷与DevOps的精髓、熟练掌握相关实践、灵活应用华
为云CodeArts产品等。

● 服务不覆盖范围

服务不覆盖：非华为云CodeArts产品的DevOps转型，客户具体业务逻辑的代码实
现等。

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说明

团队级CI/CD 团队级CI/CD，也即在涉及一个开发团队
的范围内应用CI/CD。基于客户软件产品
生产交付的现状，设计基于华为云
CodeArts的CI/CD建设方案，便于现有团
队迁移到CI/CD平台上，帮助企业快速打
造DevOps转型团队并培养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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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提供场地及学员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用于赋能所用云产品和资源的购买；

– 客户需要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专家，便于团队级CI/CD包在试点顺
利落地。此负责人应该负责双方之间的协调管理，并审核、验收华为云服
务；

– 客户方需要协调具体的人员配合华为专家达成团队级CI/CD咨询包在试点的实
施，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人员、测试人员、运维人员等；

– 在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如果客户需要使用第三方软件，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
厂商交涉，并处理相关事项；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赋能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云

– 接收用户的赋能申请，协调敏捷与DevOps专家赴与客户商定地点进行赋能；

– 赋能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赋能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赋能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学员进行赋能和技术指导；

– 赋能结束后，根据所选赋能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责任矩阵

阶段 服务条目 客户 华为

阶段一：试点项目
启动

试点项目组成立 R S

试点项目启动会议 R S

试点团队现状分析 S R

项目组基础培训 S R

阶段二：CI/CD建
设阶段

代码管理 S R

自动化代码检查 S R

自动化编译构建 S R

自动化测试 S R

自动化部署 S R

自动化流水线 S R

DevOps流程以及
工具链使用培训

S R

阶段三：总结及验
收阶段

复盘总结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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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服务条目 客户 华为

验收汇报 R S

 

服务交付件

将交付件整理后邮件提供给客户审阅，待客户负责人审阅通过并确认签字，赋能完
成。交付件包括：

服务项 服务子项 交付件

团队级CI/CD 试点项目组成立 -

试点团队现状分析 《XXX项目试点团队DevOps现
状.docx》
《华为云CodeArts专家服务之XX
项目CodeArts现状与改进建议参
考模板.pptx》

试点项目启动会议 -

项目组基础培训 《团队级CICD培训基础课
件.pptx》

代码管理 《XXX项目基于CodeArts的代码托
管操作手册.docx》

自动化代码检查 《XXX项目基于CodeArts代码检查
操作手册.docx》

自动化编译构建 《XXX项目基于CodeArts编译构建
模块的操作手册.docx》

自动化测试 《XXX项目基于CodeArts的测试计
划操作手册.docx》

自动化部署 《XXX项目基于CodeArts部署模块
的操作手册.docx》

自动化流水线 《XXX项目基于CodeArts流水线模
块的操作手册.docx》

DevOps流程以及工具链使
用培训

《XXX项目DevOps工程师工作指
南.docx》

复盘总结 《XXX项目DevOps实施总结报
告.docx》

验收汇报 -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如下：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1 咨询与规划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



● 提交服务申请：客户提交团队级CI/CD服务的需求申请

● 需求沟通确认：华为工程师受理服务请求，双方协商服务范围，方案

● 服务订单评审确认：提交项目方案，SOW和报价，客户支付订单

● 服务交付：根据SOW安排华为工程师到现场或远程分阶段完成交付

● 服务验收：完成交付件，输出验收报告，并发起验收

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约定的范围，各服务子项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确
认、签字并盖章（含电子件）。

● 验收流程针对华为负责的文档类交付件；

● 交付件的验收以SOW中对交付件的描述和要求为准；

● 对交付件的验收应着重于对文档实质内容的验收，凡交付件实质内容符合本工作
说明书约定的，应予通过验收和接受。少量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不应
被作为不验收的理由，但华为应就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处按客户要求
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修改；

● 在项目进程中，所有交付件都将经过客户和华为日常讨论和评审，以保证双方对
文档内容的认识一致并缩短交付件的验收时间。客户应对华为提出的意见或要求
及时提供其建议及批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部分或所有交付件在验收签署之
前将经过项目组评审、业务部门评审、并向领导组汇报。客户应负责在SOW约定
的验收时点前推动（包括组织和安排顾问资源）并及时完成所有内部评审和汇
报；

● 华为将根据上述评审和汇报的反馈意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交付件的修改，并
在指定的工时内提供全部服务由客户验收；

● 如果因非华为原因导致完成交付件审核和批准需要更多的时间，华为项目组将依
据按工作说明书定义的变更控制流程签订的变更申请延展团队工作时间并获得相
应付款；

● 在交付件验收签署后，如果要求对任何交付件的内容作增减，华为将对该增减所
带来的工作复杂性及风险性进行评估（如对服务费用、时间计划和资源配备等的
影响），包括由此带来项目费用及时间计划的更改，在得到双方的同意后予以执
行；

● “团队级CI/CD”服务按照《XXX项目试点团队DevOps现状.docx》中的各个维度
进行调研，挑选可独立进行迭代且规模在10人以内的团队，要求“工具”、“流
程”、“角色”3个维度中至少有2个维度有缺陷，否则更换团队。 “团队级
CI/CD”服务将持续22个工作日（1个自然月）提供服务，其中工具链培训按照22
个工作日（1个自然月）的工时进行平分，可按照项目开展实际情况调整但不可超
过总工时。项目完成时交付验收，若项目无法在22个工作日完成至少2个迭代，也
视为完成交付。课程按期完整完成，且安排2个工作日提供学员的培训答疑，并完
成交付验收。

1.3.4 应用性能诊断

服务概述

无论在游戏、视频、电商行业，还是车联网、SaaS应用等行业，用户和流量已成为企
业应用核心竞争力，应用响应时延过大甚至应用崩溃，往往意味着直接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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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分布式架构和微服务技术的普及，应用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在架构复杂度
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生产环境性能问题定位难度高、修复周期长等挑战，如何应对
用户和流量激增的同时又能保障应用的稳定运行、快速定位性能瓶颈，提升用户体验
已成为各厂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解决性能问题，通过了解客户业务，结合自
身专业的性能技术，为客户提供 “性能测试方案设计规划、应用性能诊断规划、应用
性能调优规划”等专业服务。

服务内容

1. 概述

本服务提供了“现场联合”基础+增量服务组合，深度参与客户性能测试、问题诊
断、性能调优等过程，端到端交付应用性能诊断。

同时，本服务也提供了“远程指导”服务项目，提供专业的远程指导服务，指导
客户进行性能测试、问题诊断、性能调优等过程。

通过本服务，客户可以得到专业的系统性能诊断服务，解决业务系统性能痛点问
题，提升客户的数字系统性能。

2. 服务内容

服务名
称

服务规格 服务项 服务说明 适用场景

应用性
能诊断

应用性能诊
断 - 现场版

性能测试方
案规划

联合客户输出性能测试
用例：针对客户应用的
压测场景、部署架构以
及接口调用链关系，设
计性能测试解决方案，
提供性能压测模型。

适用于10万并发
能力的被测系统
（15个接口以
内），如果超
出，请叠加或者
通过增量版购
买。

应用性能诊
断规划

联合用户输出性能测试
评估：根据性能测试方
案，多次执行测试用
例，输出测试报告，对
应用的多维度性能指标
等进行评估，诊断性能
容量瓶颈。

应用性能调
优规划

联合用户输出性能调优
解决方案：根据当前项
目的性能指标、被测服
务的调用链关系，以及
被测服务的资源使用情
况，进行性能调优。

应用性能诊
断 – 远程版

性能测试方
案规划

指导客户输出性能测试
用例：针对客户应用的
压测场景、部署架构以
及接口调用链关系，协
助客户设计性能测试解
决方案和性能压测模
型，由客户输出性能测
试用例。

适用于10万并发
能力的被测系统
（5个接口以
内），如果超
出，请叠加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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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
称

服务规格 服务项 服务说明 适用场景

应用性能诊
断规划

指导客户输出性能测试
评估，根据性能测试方
案，协助客户多次执行
测试用例，输出测试报
告，协助客户对应用的
多维度性能指标等进行
评估，诊断性能容量瓶
颈。

应用性能调
优规划

指导客户输出性能调优
解决方案，根据当前项
目的性能指标、被测服
务的调用链关系，以及
被测服务的资源使用情
况，进行性能调优，给
出性能调优解决方案。

应用性能诊
断 - 现场增
量版

性能测试规
划

联合用户输出性能调优
解决方案：根据当前项
目的复杂程度，对于接
口较多，情况较为复杂
的系统，提供增量版灵
活满足客户诉求。

只能基于现场版
进行叠加购买，
适用于3万并发能
力的被测系统（5
个接口以内），
如果超出，请叠
加购买。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赋能

专家；

● 双方达成一致的咨询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 基于客户企业对应用性能诊断，诊断围绕着性能测试方案、应用性能诊断、应用
性能调优3个维度展开，对于非应用性能诊断能力不相关范围，华为有权选择不提
供相关诊断服务；

● 对于购买现场版的客户，业务系统并发大于10万或者接口数超过15，且未购买现
场增量版场景下，华为有权选择只针对前期确认的范围提供诊断服务；

● 对于购买远程版的客户，业务系统并发大于10万或者接口数超过5，且未叠加购买
的场景下，华为有权选择只针对前期确认的范围提供诊断服务；

服务范围

1. 服务覆盖范围

a. 性能测试方案规划：指导或联合客户输出性能测试用例：针对客户应用的压
测场景、部署架构以及接口调用链关系，协助客户设计性能测试解决方案和
性能压测模型，产出性能测试用例；

b. 应用性能诊断规划：根据客户的业务场景、架构、部署和应用的性能监控数
据、配置参数等，包括服务参数优化及云服务使用 佳实践（如性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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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安全等），联合用户输出性能测试评估，进行性能分析，诊断性能瓶
颈；

c. 应用性能调优：通过性能测试，获取应用性能数据，进行性能诊断和资源监
控，分析客户应用的性能瓶颈，给出优化建议，帮助客户提升应用的性能稳
定性，提升客户应用的容量，指导客户输出性能调优解决方案；

d. 性能问题支撑：根据当前项目的复杂程度，对于接口较多，情况较为复杂的
系统，支撑客户进行性能测试，辅助客户进行性能问题的诊断，联合用户输
出性能调优方案，适用于现场版的叠加购买

2. 服务不覆盖范围

a. 项目管理相关：

▪ 华为云不承担因客户内部问题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服务无法交付或交付延
误的后果；

▪ 不经评审，华为云不接受客户单方面的临时性的调整方案；

b. 服务内容相关：

服务内容不包含业务代码开发及所有第三方软件的安装、配置指导、补丁更
新等日常运维服务；

服务流程

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流程：

服务阶
段

里程碑说明

入项需
求评估

①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

② 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

③ 与客户对标，确认本次服务的业务目标及业务范围

客户下
单及授
权

① 客户下单并支付

② 客户授予华为云实施应用性能调优专业服务所需相关权限（授权说明
及用途请见本文附录）

服务实
施

通过与客户充分沟通，明确当前存在的问题，根据购买的服务给出对应
解决方案。

① 梳理客户应用的业务场景

② 提供性能测试方案建议，设计性能测试方案

③ 协同客户技术人员设计开发性能测试用例，进行性能测试，产出性能
数据

④ 分析应用性能瓶颈，定位性能缺陷

⑤ 协同客户技术人员制定性能调优方案，进行性能调优并验证性能调优
结果

验收与
闭环

① 根据项目目标，输出《XX客户应用性能诊断方案建议书》，通过客户
评审与验收。

② 客户签署《xx（客户名）性能调优专业服务验收报告》

③ 项目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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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示意图：

责任矩阵

1.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的目标系统性能测试需求及目标；

– 双方商定并确认项目管理计划；

– 双方商定并确认方案内容并评审；

– 完成合同签订

2. 客户责任

–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性能测试专家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
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性能诊断调优专家提供的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目标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应用架构、部署架
构、资源数量和性能）。

3. 华为责任

– 明确此次项目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导致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
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华为云得到客户授权后，授权数据仅限用于稳定性提升服务中涉及的服务内
容，不得超出限定范围。

4. 责任分工矩阵表

现场版服务实施责任矩阵

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酌情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序
号

业务流程 工作内容 华为 客户

1 授权 被服务方提供相关的数据或授权服
务方执行相关操作

S R

2 性能测试方
案设计

收集应用业务场景信息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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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酌情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分析架构，业务模型 R S

提供性能测试方案 R S

3 应用性能诊
断规划

设计性能测试用例 R S

根据性能测试方案，执行性能测试 R S

收集应用性能数据 R S

分析性能瓶颈，定位性能缺陷 R S

4 应用性能调
优规划

根据性能指标数据和调用链关系、
部署配置、应用架构等，进行分
析，提供性能优化建议

R S

 

远程版服务实施责任矩阵

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酌情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序
号

业务流程 工作内容 华为 客户

1 授权 被服务方提供相关的数据或授权服
务方执行相关操作

S R

2 性能测试方
案设计规划

收集应用业务场景信息 S R

分析架构，业务模型 S R

提供性能测试方案设计建议 R S

3 应用性能诊
断规划

根据性能测试方案，协助客户执行
线上压测

S R

4 应用性能调
优规划

根据性能指标数据和调用链关系、
部署配置、应用架构等，进行分
析，提供性能优化建议

S R

 

现场增量版服务实施责任矩阵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1 咨询与规划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9



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酌情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序
号

业务流程 工作内容 华为 客户

1 授权 被服务方提供相关的数据或授权服
务方执行相关操作

S R

2 性能测试方
案设计支撑

收集应用业务场景信息 S R

分析架构，业务模型 S R

提供性能测试方案设计建议 R S

3 应用性能诊
断支撑

分析性能瓶颈，协助客户定位性能
缺陷

R S

4 应用性能调
优支撑

根据定位出的性能瓶颈，协助客户
进行合理的性能调优，提升应用的
性能稳定性和容量

R S

 

服务交付件

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

服务规格 交付件

应用性能诊断-现
场版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诊断需求分析书》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测试方案设计建议书》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诊断建议书》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优化建议书》

应用性能诊断-远
程版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诊断建议书》

应用性能诊断-现
场增量版

注：本服务只能在现场版服务包下叠加购买，故不再单独输出
交付件，相应输出合并在现场版交付件中

 

验收

1. 验收标准

服务规格 验收方式 验收标准

应用性能诊断-现
场版

线下验收 客户签名盖章（含电子件《XXX（客户名）xx应
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网点击
验收确认，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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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规格 验收方式 验收标准

应用性能诊断-远
程版

线上验收 客户签名盖章（含电子件《XXX（客户名）xx应
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网点击
验收确认，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

应用性能诊断-现
场增量版

线下验收 客户签名盖章（含电子件《XXX（客户名）xx应
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网点击
验收确认，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

 
2. 验收流程

– 验收流程仅针对华为负责的文档类交付件。

– 交付件的验收以SOW中对交付件的描述和要求为准。

– 对交付件的验收应着重于对文档实质内容的验收，凡交付件实质内容符合本
工作说明书约定的，应予通过验收和接受。少量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
不符不应被作为不验收的理由，但华为应就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
处按客户要求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修改。

– 乙方负责输出项目交付件并自检，合格后提交验收申请。

– 甲方对交付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在交付件上签字。若评审有问题，乙方
根据评审意见进行整改，重新提交验收申请。

– 乙方收到评审意见后，应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交付件的修改，并提交修改后的
交付件给甲方验收。

– 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交付件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给乙方，以上过
程不应超过3次。如果乙方在交付件提交给甲方后的3个工作日内尚未收到甲
方的书面反馈意见，则该轮提交的交付件将被视为已被甲方接受并作为 终
版本验收通过。

附录

授权说明

序号 授权 用途

01 授权用户租户/子租户账号的权限 用于帮助客户进行用例设计、用例
执行

02 授权用户资源监控系统/调用链系统
的权限

用于帮助客户进行应用性能诊断

03 授权用户架构资料/代码的权限 用于分析&给出调优建议

 

1.3.5 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

服务概述

万物互联的时代正在到来，产品正在经历从量向质转变的过程，但是产品质量问题依
然严峻。

软件测试技术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
期、对软件产品（包括阶段性产品）进行验证和确认的活动过程。以华为某产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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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设计的脚本总量为20w，平均每月自动执行200w次用例，相当于节省了500个
工程师一年的手工测试时间。同时，工厂所具备的强大的扩展能力，也可以支持客户
已有测试资产快速上云， 终帮助客户完成测试能力质的飞跃。

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为客户提供测试规范能力建设，测试工厂平台使用赋能培
训，测试认证体系建设等，帮助用户构建起专业测试服务能力，提升业务质量。

服务内容

1. 概述

华为云为客户提供专属的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服务，以“工程方法，标准规
范，平台实践”为设计思路，为企业提供端到端的测试能力提升，帮助企业按照
规范开展测试活动，提升测试活动效率，成为企业高质量产品的“保护盾”。

2. 服务内容

服务名
称

服务规
格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适用场景

测试自
动化工
厂能力
规划

测试自
动化工
厂基础
能力规
划

测试能力
方案设计

基于企业测试能力现状，
输出《测试能力建设方
案》，主要包括：团队组
织设计、流程规范设计、
自动化工厂平台赋能、测
试过程实践指导、测试过
程优化建议。

主要面向大企
业提供端到端
测试能力建设
的规划。团队
人数（研发
+测试）小于
80人，如果超
出，需要叠加
购买或者购买
增量能力规
划。

测试团队
组织设计
指导

结合企业测试团队现状，
协助客户搭建质量测试团
队，输出《测试团队建设
指导》。

测试流程
规范设计
指导

结合企业测试能力现状，
协助客户制定端到端测试
流程规范，输出《测试流
程规范》。

测试自动
化工厂平
台赋能指
导

对测试自动化工厂的测试
整体理念、测试计划、测
试场景设计、功能测试、
接口测试、在线拨测进行
平台能力的赋能指导。
（总共4次指导）

测试过程
实践指导

对测试过程（测试需求分
析、测试计划、测试场景
设计、功能测试、接口测
试、在线拨测）提供测试
工程方法指导，并联合客
户基于测试自动化工厂平
台输出4个接口的测试方案
设计样例。（接口参数20
个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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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
称

服务规
格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适用场景

测试过程
质量评估

基于以上测试方案设计内
容，联合客户输出测试报
告，并对该测试报告进行
多维度质量指标的评估，
给出优化指导建议。

测试自
动化工
厂增量
能力规
划

测试自动
化工厂平
台实践指
导

联合客户输出测试方案设
计样例：根据项目的复杂
程度，对于团队人数超出
限定人数，或者需要更多
平台应用指导和输出更多
接口设计样例的团队，提
供增量包灵活满足客户诉
求。

需要在基础能
力规划的基础
上叠加购买。

10人团队（研
发+测试），
进行1次自动
化工厂平台赋
能指导或者联
合客户输出1
个接口测试方
案设计样例。
如果超出，需
要叠加购买。

 

前提条件

1. 客户应提前至少7个工作日申请本服务，以便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计划
可行性。

2. 华为云必须取得客户授权才能履行服务内容，（授权说明及用途请见本文附
录）。

注：客户业务具有独特性，其他非通用场景以华为云与客户达成一致的 终结果为
准。

服务范围

1. 服务覆盖范围

– 测试能力方案设计：基于企业测试能力现状，输出《测试能力建设方案》，
主要包括：团队组织设计、流程规范设计、自动化工厂平台赋能、测试过程
实践指导、测试过程优化建议。

– 测试团队组织设计指导：结合企业测试团队现状，协助客户搭建质量测试团
队。

– 测试流程规范设计指导：结合企业测试能力现状，协助客户制定端到端测试
流程规范。

– 测试自动化工厂平台赋能指导：测试自动化工厂平台赋能指导（总共4次指
导），并对测试过程实践指导。

– 测试过程质量评估：基于以上测试方案设计内容，联合客户输出测试报告，
并对该测试报告进行多维度质量指标的评估，给出优化指导建议。

2. 服务不覆盖范围

– 华为云不承担因客户内部问题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服务无法交付或交付延误的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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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评审，华为云不接受客户单方面的临时性的调整方案。

– 服务内容不包含业务代码开发及所有第三方软件的安装、配置指导、补丁更
新等日常运维服务。

服务流程

华为云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服务流程：

服务阶段 里程碑说明

入项需求评估 1.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

2. 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

3. 与客户对标，确认本次服务的业务目标及业务范围

客户下单及授
权

1. 客户下单并支付

2. 客户授予华为云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服务所需相关权限

服务实施 通过与客户充分沟通，明确当前存在的问题，根据购买的服务给
出对应解决方案。

1. 梳理客户应用的业务场景，测试能力方案设计

2. 结合企业测试团队现状，协助客户搭建质量测试团队

3. 结合企业测试能力现状，协助客户制定端到端测试流程规范

4. 测试自动化工厂平台赋能指导（总共4次指导），并对测试过
程实践指导

5. 基于以上测试方案设计内容，联合客户输出测试报告，并对该
测试报告进行多维度质量指标的评估，给出优化指导建议

验收与闭环 1. 根据项目目标，输出相关交付件，通过客户评审与验收。

2. 客户签署《XXX（客户名）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专业服务
验收报告》

3. 项目闭环

 

责任矩阵

1.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的测试需求及目标。

– 双方商定并确认项目管理计划。

– 双方商定并确认方案内容并评审。

– 完成合同签订。

2.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提供场地及学员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用于赋能所用云产品和资源的购买。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赋能计划和交付件。

–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协调
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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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必须提供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应用架构、部署架构、资
源数量和性能）。

3. 华为责任

– 接收用户的赋能申请，协调测试自动化工厂专家赴与客户商定地点进行赋
能。

– 赋能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赋能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赋能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学员进行赋能和技术指导。

– 赋能结束后，根据所选赋能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4. 责任分工矩阵表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服务产品 描述 服务条目 客
户

华
为

测试自动化
工厂能力规
划

从多维度对团队的研发能力
进行评估，展现企业研发能
力的优势与不足，并给出提
升优化建议和解决方案，牵
引企业持续提升研发能力。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分为
基础版和增量版

目标确定 R S

测试能力方案设计 R S

测试团队组织设计指
导

R S

测试流程规范设计指
导

R S

测试自动化工厂平台
赋能指导

R S

测试过程实践指导 R S

测试过程质量评估 R S

 

服务交付件

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服务

服务规格 交付件

测试自动化工
厂基础能力规
划

1. 《XXX（客户名）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需求分析书》

2. 《XXX（客户名）测试能力建设方案建议书》

3. 《XXX（客户名）测试团队建设方案建议书》

4. 《XXX（客户名）测试流程规范建设方案建议书》

5. 《XXX（客户名）测试过程优化建议书》

6. 《XXX（客户名）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专业服务验收报
告》

测试自动化工
厂增量能力规
划

交付内容与基础版交付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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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

1. 验收标准

服务规格 验收方式 验收标准

测试自动化工
厂能力规划

线下验收 客户签名盖章（含电子件《XXX（客户名）测试
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专业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
网点击验收确认，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服务
工作结束。

 
2. 验收流程

– 验收流程仅针对华为负责的文档类交付件。

– 交付件的验收以SOW中对交付件的描述和要求为准。

– 对交付件的验收应着重于对文档实质内容的验收，凡交付件实质内容符合本
工作说明书约定的，应予通过验收和接受。少量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
不符不应被作为不验收的理由，但华为应就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
处按客户要求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修改。

– 乙方负责输出项目交付件并自检，合格后提交验收申请。

– 甲方对交付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在交付件上签字。若评审有问题，乙方
根据评审意见进行整改，重新提交验收申请。

– 乙方收到评审意见后，应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交付件的修改，并提交修改后的
交付件给甲方验收。

– 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交付件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给乙方，以上过
程不应超过3次。如果乙方在交付件提交给甲方后的3个工作日内尚未收到甲
方的书面反馈意见，则该轮提交的交付件将被视为已被甲方接受并作为 终
版本验收通过。

附录

授权说明

序
号

授权 用途

01 授权用户租户/子租户账
号的权限

用于帮助客户进行用例设计、用例执行

02 授权用户资源监控系统/
调用链系统的权限

用于帮助客户进行测试质量评估

03 授权用户架构资料/代码
的权限

用于分析&给出方案设计建议

 

1.3.6 常见问题

1.3.6.1 关于服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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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1 什么是敏捷与 DevOps 专家服务？

从工程方法、工具平台、 佳实践、人与组织等方面以咨询、实施等方式提升企业软
件交付能力，助力研发效能提升，使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1.3.6.1.2 敏捷与 DevOps 专家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华为云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首先通过“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服务”梳理企业现
状，发现痛点与不足；然后根据企业开发流程不规范、面临转型、CI/CD工具链不健全
的问题，提供“团队级Scrum”和“团队级CI/CD”辅助企业提升并完成敏捷转型和迁
移。提供以下服务：

●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

● 团队级Scrum
● 团队级CI/CD
● 应用性能诊断

● 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服务

1.3.6.1.3 服务内容和服务场景是什么？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提供“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团队级Scrum”、“团队
级CI/CD”、“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五种服务，其
中“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包含园区版、标准版、增量包三种服务类型，“应用性
能诊断专业服务”包含现场版、远程版、现场增量版三种服务类型，“测试自动化工
厂能力规划服务”包括基础能力规划、增量能力规划两种服务类型，服务内容和典型
应用场景如所示。您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选择购买需要的服务类型。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企业软件
研发能力
诊断-园区
版

● 从多维度对10个团队的研发能力
进行评估，展现企业研发能力的
优势与不足，并给出提升优化建
议和解决方案，牵引企业持续提
升研发能力。园区版可叠加购
买。

适用于区域政府客户的如下场
景：

● 需要对区域内软件产业发展
现状及企业生存状态信息深
度调研

● 需要深度挖掘企业实际情
况，制定政策计划

企业软件
研发能力
诊断-标准
版

● 主要针对单个公司提供的诊断服
务，从多维度对一个团队的研发
能力进行评估，展现企业研发能
力的优势与不足，并给出提升优
化建议和解决方案，牵引企业持
续提升研发能力。

适用于企业客户的如下场景：

● 需要提升软件产品质量的企
业

● 需要优化研发管理过程的企
业

● 需要挖掘现存研发管理过程
问题，并提供解决思路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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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企业软件
研发能力
诊断-增量
包

● 主要针对单个公司研发团队较多
时提供的诊断服务增量包，从多
维度对一个团队的研发能力进行
评估，展现企业研发能力的优势
与不足，并给出提升优化建议和
解决方案，牵引企业持续提升研
发能力。

适用于企业客户的如下场景：

● 待诊断团队较多，已经购买
标准版后需要叠加增量包。

团队级
Scrum

● 基于客户团队管理和软件生命周
期模型的现状，结合华为云
CodeArts产品，在试点团队内应
用Scrum，协助客户转型为敏捷
软件开发模式。

适用于企业客户的如下场景：

转型敏捷开发模式。

团队级
CI/CD

● 基于客户软件产品生产交付的现
状，设计基于华为云CodeArts的
CI/CD建设方案，便于现有团队
迁移到CI/CD平台上

适用于企业客户的如下场景：

建设CI/CD平台。

应用性能
诊断-现场
版

指导客户进行应用性能诊断及性能
测试调优，深挖企业系统的性能问
题，并提供定制化的性能调优解决
方案

适用于企业客户的如下场景：

场景复杂，原有性能诊断基础较
薄弱，需要专业服务团队线下当
面沟通交流，提供较为完备的专
业性能诊断服务

应用性能
诊断-远程
版

协助客户进行应用性能诊断及性能
测试调优，深挖企业系统的性能问
题，并协助客户给出性能调优解决
方案

适用于企业客户的如下场景：

场景相对简单，客户有一定的性
能诊断基础，可以与专业服务团
队线上沟通交流，提供相对专业
的性能诊断在线服务。

应用性能
诊断-现场
增量版

● 主要为针对购买了现场版的客
户，需要更多性能诊断服务支撑
时的增量包。

适用于企业客户的如下场景：

待测并发压力较大，已经购买现
场版后需要叠加增量包。

测试自动
化工厂基
础能力规
划

● 主要面向大企业供端到端测试能
力建设的规划。包括测试能力方
案设计、测试团队组织设计指
导、测试流程规范设计指导、测
试自动化工厂平台赋能指导、测
试过程实践指导、测试过程质量
评估。

主要面向大企业提供端到端测试
能力建设的规划。团队人数（研
发+测试）小于80人，如果超
出，需要叠加购买或者购买增量
能力规划。

测试自动
化工厂增
量能力规
划

● 联合客户输出测试方案设计样
例，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对于
团队人数超出限定人数，或者需
要更多平台应用指导和输出更多
接口设计样例的团队，提供增量
版灵活满足客户诉求。

需要在基础能力规划的基础上叠
加购买。10人团队（研发+测
试），进行1次自动化工厂平台
赋能指导或者联合客户输出1个
接口测试方案设计样例。如果超
出，需要叠加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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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4 敏捷与 DevOps 专家服务的服务优势？

● 华为30余年研发能力和实践的智慧结晶；

● 在华为80000研发团队和全球16个研究所/院得到验证；

● 专业的DevOps成熟度评估模型和差距分析方法，全面评估DevOps现状；

● 基于华为成熟集成解决方案；

● 经验丰富的顾问专家队伍；

● 完善的服务产品体系。

1.3.6.1.5 敏捷与 DevOps 专家服务单的有效期是多长？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服务有效期为一
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买。

1.3.6.1.6 可以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吗？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和“团队级Scrum”支持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

“团队级CI/CD”不支持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

“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不支持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

“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服务”不支持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

1.3.6.1.7 如何进行服务咨询？

您可以通过单击“服务咨询”后留言，或拨打 4000-955-988 转1 | 950808 转1进行快
速申请。

1.3.6.2 关于服务购买

1.3.6.2.1 服务如何下单？

服务需要先咨询再下单，仅支持通过客户经理下单。

1.3.6.2.2 服务有没有购买使用次数限制？

购买次数无限制。

1.3.6.2.3 购买这个服务是不是要先购买其他的配套服务？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和“团队级Scrum”，以及“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无
捆绑服务。

“团队级CI/CD”需要和华为云软件开发生产线CodeArts一起购买。

“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划服务”需要和华为云开发生产线CodeArts或者CodeArts
TestPlan一起购买。

1.3.6.2.4 敏捷与 DevOps 专家服务怎么收费的？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属于按套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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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5 服务是否支持变更？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
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1.3.6.2.6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未使用前支持退款和退订，交付中或服
务后不支持退款和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1.3.6.3 关于服务交付

1.3.6.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为线下服务，服务交付提供现场服务。

1.3.6.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园区版”的服务周期是1到3个月，“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
断-标准版”的服务周期是2周，“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增量包”的服务周期是1
周。

“团队级Scrum”和“团队级CI/CD”的服务周期计划是连续的16个工作日左右，可以
规划为连续的4周。

“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现场版”的服务周期是是16人天左右，“应用性能诊断专业
服务-远程版”的服务周期是是2人天左右，“应用性能诊断专业服务-现场增量版”的
服务周期是是6人天左右。

“测试自动化工厂基础能力规划”的服务周期是60人天左右，“测试自动化工厂增量
能力规划服务”服务周期是6人天左右。

1.3.6.3.3 使用敏捷与 DevOps 专家服务的获得的 终交付件是什么？

服务名称 服务规格 交付件

企业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

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
断

1. 《企业基本信息收集表.docx》
2. 《诊断服务计划表.docx》
3. 《XX公司软件研发能力诊断报告.pptx》
4. 《企业研发能力诊断评估报告.docx》
5. 《区域诊断报告-华为XX合作调研报告模

板.docx》（仅园区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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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 服务规格 交付件

团队级Scrum 团队级Scrum 1. 《项目组任命书V1.0.docx》
2. 《团队现状分析.docx》
3. 《华为云CodeArts专家服务之XX项目

CodeArts现状与改进建议参考模
板.pptx》

4. 《敏捷Scrum项目管理培训-课件参考
版.pptx》

5. 《XXX项目产品负责人工作指南.docx》
6. 《XXX项目Scrum流程工作指南.docx》
7. 《XXX项目用户故事工作指南.docx》
8. 《XXX项目Scrum工件工作指南.docx》
9. 《XXX项目基于CodeArts项目管理用户指

南.docx》
10.《XXX项目敏捷试点总结报告模板.docx》

团队级CI/CD 团队级CI/CD 1. 《XXX项目试点团队DevOps现状.docx》
2. 《华为云CodeArts专家服务之XX项目

CodeArts现状与改进建议参考模
板.pptx》

3. 《团队级CICD培训基础课件.pptx》
4. 《XXX项目基于CodeArts的代码托管操作

手册.docx》
5. 《XXX项目基于CodeArts代码检查操作手

册.docx》
6. 《XXX项目基于CodeArts编译构建模块的

操作手册.docx》
7. 《XXX项目基于CodeArts的云测操作手

册.docx》
8. 《XXX项目基于CodeArts部署模块的操作

手册.docx》
9. 《XXX项目基于CodeArts流水线模块的操

作手册.docx》
10.《XXX项目DevOps工程师工作指

南.docx》
11.《XXX项目DevOps实施总结报告.docx》

应用性能诊断 应用性能诊断-现场
版

1.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诊断需求分
析书》

2.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测试方案设
计建议书》

3.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诊断建议
书》

4.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优化建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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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 服务规格 交付件

应用性能诊断-远程
版

《XXX（客户名）XX应用性能诊断建议书》

应用性能诊断-现场
增量版

交付内容和现场版交付件合并

测试自动化工
厂能力规划

测试自动化工厂基础
能力规划

1. 《XXX（客户名）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
划需求分析书》

2. 《XXX（客户名）测试能力建设方案建议
书》

3. 《XXX（客户名）测试团队建设方案建议
书》

4. 《XXX（客户名）测试流程规范建设方案
建议书》

5. 《XXX（客户名）测试过程优化建议书》

6. 《XXX（客户名）测试自动化工厂能力规
划专业服务验收报告》

测试自动化工厂增量
能力规划

交付内容与基础版交付件合并

 

1.3.6.3.4 是否对中国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

仅支持对办公场地在中国大陆的用户或企业提供服务。

1.3.6.3.5 敏捷与 DevOps 专家服务在交付中还可以申请退款吗？

本服务交付中不支持退款。

1.3.7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
续费。

计费项

表一、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
位

企业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园
区版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1,310,000.
00

每
套

企业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标
准版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141,000.00 每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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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
位

企业软件研发
能力诊断-增
量包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94,000.00 每
套

团队级Scrum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416,640.00 每
套

团队级CI/CD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416,640.00 每
套

应用性能诊断
- 现场版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299,999.00 每
套

应用性能诊断
– 远程版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26,999.00 每
套

应用性能诊断
- 现场增量版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100,999.00 每
套

测试自动化工
厂基础能力规
划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1,008,888.
00

每
套

测试自动化工
厂增量能力规
划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套数计费。 148,888.00 每
套

 

计费模式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属于按套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
中或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续费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不支持续费，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服
务有效期为一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

到期与欠费

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有效期为1年，
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买。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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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

1.4.1 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包括企业上云网络专家支持、企业网络部署规划设计、
线上线下业务融合规划设计、IPv6改造方案规划设计，为企业上云提供完整网络规划
方案。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以下或简称“SOW”）列明华为云提供的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
服务目录、服务范围、分工界面、双方职责等，以此来约束双方服务行为。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计

划可行性。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本项目华为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华为云通过工具、访谈、信息表等收集当前数据中心组网信息，根据客户组网规划信
息，给出上云迁移网络规划建议、业务改造网络规划建议。

本项目华为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华为云不提供第三方网络设备的配置指导，但可以对其中网络规划相关的问题提供咨
询、技术指导以及解决方案，协助客户解决问题，使网络规划方案能够顺利进行。

服务流程

流程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项目启动 召开项目开工会，明确项目角色
分工，明确项目交付范围和交付
规划，完成初期调研工作，了解
客户基本信息等情况

召开项目启动会，双方确认《项
目启动计划》

信息收集评
估

通过工具、访谈、信息表等收集
当前数据中心组网信息，并进行
组网方案评估

根据客户诉求，华为云提交《组
网现状分析》、《项目网络规划
调研报告》，客户确认报告内
容，双方达成一致

方案规划设
计

进行组网方案设计 根据客户预期目标华为云提交
《项目网络规划方案》，客户确
认报告内容，双方达成一致

服务验收与
移交

完成评审和验收移交 华为云提交《服务验收报告》客
户签名确认，完成验收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1 咨询与规划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4



说明

如果客户仅购买云网络方案咨询服务，不涉及现网信息收集评估与方案规划设计，华为云提供网
络方案咨询服务，提交《服务咨询报告》、《服务验收报告》，客户签名完成验收。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往后
三个月为截止日期或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责任分工

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责任分工如下（S：Support/支持方 R：Responsibility/责
任方）。

表 1-1 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责任分工

编号 活动 华为职责 客户职责

1 业务现状调研 R S

2 需求范围澄清，交付范围澄清核对 R R

3 流程设计，根据客户需求、确认的交
付范围进行流程文档设计输出

R S

4 规范制度，基于交付范围输出规范制
度

R S

5 项目培训，基于项目交付内容的培训 R S

 

共同职责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客户职责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协
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数据中心组网规划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IP规划、组网架构、
业务网络规划等）；

● 在华为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含有第三方软件，客户须负责
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 授权华为团队组网信息收集的相关的操作权限。

华为职责

● 华为需明确项目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
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提供网络规划建议、业务改造网路规划建议，对方案中的技术部分进行可行性技
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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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用户相关授权后，仅限于组网信息收集中涉及的相关操作，不得超出限定范
围，并制定出操作流程，依步骤执行。

验收标准

客户通过官网单击验收，确认如下文档（必选）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服务项 交付件（必选）

企业上云网络专家支持服
务

《XX项目服务咨询报告》

企业网络部署规划设计服
务

《XX项目企业网络部署规划设计方案》

线下线上业务融合规划设
计服务

《XX项目线下线上业务融合规划设计方案》

IPv6改造规划设计服务 《XX项目IPv6改造规划设计方案》

 

说明

可根据客户诉求，提供《XX项目计划》（可选）、《XX项目网络规划调研报告》（可选）和
《XX项目网络现状分析》（可选）。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验收报告》或
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该服务工作结束。

1.4.2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
及变更、续费、欠费等。

计费项

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位

线下线上业务
融合规划设计
服务

线下线上业务融
合规划设计服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200,000.00 每套

企业网络部署
规划设计服务

企业网络部署规
划设计服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50,000.00 每套

IPv6改造规划
设计服务

IPv6改造规划设
计服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50,000.00 每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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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模式

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根据购买服务规格套数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
交付中或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客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
况购买

续费

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如有需求，请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到期以后，
需重新购买。

1.5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

1.5.1 工作说明书

服务简介

针对直播、转码、数字内容生产等和音视频相关的企业，结合企业痛点及创新需求，
提供内容咨询及规划建议。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数字人模

型相关专家；

● 明确客户需求，双方达成一致的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服务范围
● 覆盖范围

数字人模型及相关配饰、虚拟场景等模型制作及数字人相关视频、海报、直播等
应用。

● 不覆盖范围

华为开发支持工程师只负责本工作说明书所载明的服务，提供不在服务范围内的
服务需要额外付费。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

– 离开常驻工作地前往其它城市进行相关工作（注：可能涉及费用包含但不限
于差旅费、住宿费、附加通讯费等)；

– 应客户要求超出正常工作日和工作时间的相关工作（注：涉及加班工资和补
助)；

– 外购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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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服务子项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数字内容咨询规划服务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 针对有3D数字人模型、基
于模型的视频、海报、直
播服务诉求的企业，提供
咨询服务

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 针对在音视频管理、数字
内容创新过程中遇到困难
及有创新诉求的企业，提
供设计咨询规划服务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数字人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建议不低于700美元），用于数字人模型相关云
产品和资源的购买；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指导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责任

– 模型制作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制作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
认；

– 模型制作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客户进行模型制作输出，并阶段和确
认制作结果；

– 模型制作后，根据所选模型制作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责任矩阵

此处职责分工仅供参考，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S=协助方/Support

交付项目 阶段 工程活动内容 华为 客户

售前支撑 商务介入 商务洽谈 R S

售前调研 业务问题定义 S R

业务理解 S R

咨询设计 基于客户的输
入进行相应的
设计规划

咨询设计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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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项目 阶段 工程活动内容 华为 客户

验收 交付 设计规划文档 R S

确认完成 客户验收确认
部署完成并交
接

S R

 

服务交付件

大类 服务 交付件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 《XXX数字内容咨询设计
文档》

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 《XXX数字文创规划设计
文档》

 

注意

终交付件根据具体项目在制定计划时与客户商定。

服务流程

● 提交服务申请

–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

● 需求沟通确认

– 华为方会组织专家跟客户详细了解需求并进行评估；

– 和客户确认需求范围和交付目标。

● 服务订单确认

–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方案设计；

– 待客户确认后整理正式的实施计划。

● 服务咨询与实施

– 项目开始正式启动；

– 整理 终的项目验收材料，交付件。

● 服务验收

– 客户签署《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验收报告》或在官网单击确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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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验收。

验收标准

各服务子项按如下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确认、签字或盖章作为服务验
收通过依据。

1.5.2 常见问题

1.5.2.1 关于服务咨询

1.5.2.1.1 什么是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主要针对直播、点播、转码、数字内容生产等和音视频相关的企
业，结合企业的痛点及创新需求，提供内容咨询及规划建议。

1.5.2.1.2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 针对有3D数字人模型、基
于模型的视频、海报、直
播服务诉求的企业，提供
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宣传、视频制
作、企业虚拟直播等

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 针对在音视频管理、数字
内容创新过程中遇到困难
及有创新诉求的企业，提
供设计咨询规划服务

音视频处理效率提升等

 

1.5.2.1.3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单的有效期是多长？

从您成功购买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起计算，服务单的有效期为1年。

1.5.2.2 关于服务购买

1.5.2.2.1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怎么收费的？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1.5.2.2.2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未使用前支持退款和退订，交付中或服务
后不支持退款和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1.5.2.3 关于服务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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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本服务仅支持远程服务。

1.5.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服务服务周期2周到3周，数字文创咨询规划服务服务周期1个月到2
个月。

1.5.3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续
费。

计费项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数字内容咨询设计
服务

一次性计费，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
行计费

33,600.0
0

人天

数字文创咨询规划
服务

一次性计费，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
行计费

33,600.0
0

人天

 

计费模式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
或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续费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到期后，需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的有效期为1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
买。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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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eLink 咨询服务
华为在数字化办公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服务以华为优秀实践为依托，为各
行各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办公的愿景与目标。

包括以下两个子服务：WeLink集成咨询服务和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

1.6.1 WeLink 企业应用集成咨询服务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业务需求场景显著增长，满足业务部门的需求场景是现阶
段的迫切需求。

WeLink作为数字化办公入口，担负起提升办公效率，快速触达各个场景应用的任务。
而WeLink企业应用集成咨询服务的价值是在业务和IT之间构建起一个围绕WeLink应用
集成场景的快车道。集成咨询会根据华为云长期的实施经验，给出比较完善的建议和
指导，解决这个过程旧系统的充分利旧，并针对新系统的开发，指导客户如何快速开
发。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企业应用集成诊断 从4A架构角度去帮助企业分析集成WeLink后的应用架构设计的
主要问题

工具部署 快速部署解决安全、通讯录集成、云桥等的主要问题和需求

小程序开发 基于WeLink小程序，提供相关开发指导和规范

集成开发答疑 1年期的在线WeLink开发答疑

 

注：超出WeLink企业应用集成咨询服务定义的需求范围，客户定制化需求的交付，
WeLink推荐服务商单独报价，提供需求交付及项目合同，服务商根据WeLink开放平台
的能力进行产品设计、开发、测试、验收、上线、部署等；

前提条件

1. 客户应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计
划可行性。

2. 服务期间如涉及大批量资源需求，建议客户提前5个工作日请，具体视申请的产品
类型及数量评估而定。

3.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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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 流程说明

提交服务申请 客户提交WeLink集成应用咨询服务的需求申请

需求沟通确认 华为工程师受理服务请求，双方协商服务范围、方案

服务订单确认 提交项目方案、SOW和报价，客户支付订单

服务咨询与实施 根据SOW安全华为工程师远程完成交付

服务验收 完成交付件、输出验收报告，并发起验收

 

服务交付件

服务项 交付物 验收标准

WeLink开放平台培训 《WeLink系统集成规范》 接收《WeLink系统集成规
范》

企业应用迁移WeLink
指导

《企业应用诊断建议书》 接收《企业应用诊断建议
书》

云桥部署 《WeLink云桥部署指导书》 1. 接收《WeLink云桥部
署指导书》

2. 手机端侧成功访问企业
集成应用

WeConnector部署 《WeConnector部署&配置指
导书 》

1. 接收《WeConnector部
署&配置指导书 》

2. 企业内部成功在
WeLink批量自动开户

3. 满足客户对通讯录数据
的管控要求

WeLink开发之旅培训 《WeLink开发之旅》 接收《WeLink开发之旅》

服务端接口指导 《服务端接口文档》（在线文
档）

接收《服务端接口文档》
（在线文档）

前端接口指导 《前端接口文档》（在线文
档）

接收《前端接口文档》
（在线文档）

We码简介 《We码简介》 1. 接收《We码简介》

2. 通过We开发者考试

We码开发详细指导 《We码开发规范》 接收《We码开发规范》

 

责任分工

1. 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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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的业务需求及目标；

– 双方商定并确认项目管理计划；

– 双方商定并确认方案内容并评审；

– 完成合同签订。

2. 华为责任

– 华为云需明确此次项目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导致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
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华为云会根据客户的应用现状和目标，给出相关的建议、指导；

3. 客户责任

–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协调
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提供的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应用集成目标、应用架
构、部署架构、资源数量和性能）。

– 客户必须提供部署应用（如云桥、WeConnector）的硬件资源、临时访问的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VPN、ip地址、用户名、口令等），并在华为方部署完
毕后，主动取消或修改

4. 责任分工矩阵表

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酌情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序号 业务流程 工作内容 华为 客户

1 提供基本信息 客户需要提供
应用现状（包
括但不限于应
用集成目标、
应用架构、部
署架构）和详
细的集成目标

S R

2 提供方案建议 提供合理的方
案集成建议和
指导

R S

3 提供硬件资源
和访问方式

提供硬件资源
和相关访问手
段

S R

4 部署 部署云桥和
WeConnector

R S

5 提出开发指导
需求和培训需
求

详细的如前
端、后端具体
开发的需求

S R

6 给出指导和培
训

给出具体的开
发指导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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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标准

华为方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按照对应的服务交付件提供给客户，客户对交付结果和交
付件无异议后，就完成了项目的验收。

1.6.2 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主要是对客户的数字化办公建设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帮助客户提
升数字化办公治理能力：从规划、策略、建设路径、运营管理等方面推进数字化办公
规划落地，降低信息化投资风险。

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项目建议周期：调研与诊断2周、规划与设计4周、实施与验证3周
（可选）。

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内容

调研与诊断 运用访谈、问卷等方式对公司相关部门、项目基本情况，以及子公
司、部门和员工对办公的需求等内容进行调研梳理。

规划与设计 根据调研与诊断阶段分析的调研结果进行数字化办公场景分析和数字
化办公规划设计，并提供实施路径设计

实施与验证 根据规划与设计阶段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路径设计，选取重点设计专题
进行详细方案设计、指导客户进行速赢项目实施与验证

 

备注：各个阶段按服务价格中套餐包购买或根据实际项目需要按所需人力服务购买。

前提条件

1.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规划可
行性。

2. 双方达成一致，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1. 服务覆盖范围

a. 根据《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说明书》执行调研与诊断；

b. 根据《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说明书》执行规划与设计；

c. 根据《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说明书》实施与验证（可选）

2. 服务不覆盖范围

a. 不包含实施需要的软件产品，硬件产品、网络架构调整、软硬件部署实施或
改造；

b. 不包含客户应用系统，接口的设计、开发、格式封装、测试、验收、上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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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项目包含三个周期：调研与诊断、规划与设计、实施与验证。

阶段关键里程碑说明如下：

阶段点 里程碑说明

项目启动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输出《项目计划》和《项目启动材料》

调研与诊断 运用访谈、问卷等方式对公司相关部门、项目基本情况，以及子
公司、部门和员工对办公的需求等内容进行调研。根据调研情况
和企业情况输出《数字化办公现状调研报告》

规划与设计 通过业务场景识别与分析，梳理业务运作模式，梳理板块业务能
力框架，对客户数字化办公转型战略、IT建设策略进行总体规
划，输出《数字化办公总体规划设计报告》。设计企业总体路径
和项目设计，输出《数字化办公实施路径设计》。（可与《数字
化办公总体规划设计报告》合一）

实施与验证 提供更详细的数字化办公详细设计与实施方案，并指导进行速赢
和重点项目实施，华为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并提供解决方
案，输出《数字化办公详细解决方案报告》、《速赢项目实施与
验证报告》和《重点建设专题报告》（可多文档合一）

知识转移 根据项目内容的要求，通过开展专题培训会议等方式完成知识转
移

 

服务交付件

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交付件包括：

服务内容 交付件

调研与诊断 《数字化办公现状调研报告》

规划与设计 《数字化办公总体规划设计报告》

《数字化办公实施路径设计》

实施与验证 《重点建设专题和详细解决方案报告》

《项目实施与验证报告》

 

备注：以上交付件为参考内容，实际交付可能出现多个文档合一，或与总咨询项目交
付件合并情况。

责任分工

1.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的业务需求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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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商定并确认项目管理计划；

– 双方商定并确认方案内容并评审；

– 完成合同签订。

2. 华为职责

a. 华为方需明确此次项目的负责人，和团队成员进行协作，主导向项目领导组
的阶段性汇报。因特殊情况导致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
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b. 华为方将及时提交交付件，如有争议，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对交付件进
行完善。

c. 华为将采用现场与远程结合方式交付，并以现场为主。在项目过程中华为顾
问根据项目计划会在华为办公地点进行部分项目成果撰写、研讨与修订，项
目成果内部专家评审等。

3. 客户分工

a.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协调及管
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提供的服务。

b. 客户方投入项目所需的全程或分段项目组办公的项目成员，组织完成相关调
研、讨论等工作。

c. 应根据华为的要求，及时、完整地提供本项目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d. 在华为提供交付件后，及时组织相关方进行评审验收。

e. 客户提供项目所需要的软件资源，服务资源等内容

f. 提供华为项目组必要的办公场所和设施，包括会议室、互联网设施、效果良
好的电话会议设施、打印、投影仪、白板等。

4. 责任分工矩阵表

项目组由华为和企业两方人员共同组成，为了保证项目顺利执行，华为与企业双方应
保证投入充足，且符合项目人员要求的业务和IT及其他相关人员按约定过程参与项目
进度。

在提供专业服务时的各个阶段对双方责任的划分，需要根据本专业服务的业务流程，
工作内容对于职责进行划分。

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酌情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阶段 服务条目 华为 客户

调研与诊断 客户现状调研 R S

办公诊断和交付件
输出

R S

阶段交付件评审和
里程碑验收

S R

规划与设计 数字化办公规划设
计和交付件输出

R S

实施路径设计和交
付件输出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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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酌情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阶段交付件评审和
里程碑验收

S R

实施与验证 速赢阶段重点建设
专题和方案设计

R S

速赢项目实施与验
证

S R

阶段总结和里程碑
验收

S R

 

项目验收标准
● 验收流程仅针对华为负责的文档类交付件，按项目阶段里程碑验收

● 客户以书面签字（含电子件）或官网确认交付件文档作为验收合格依据，将交付
输出件上传至华为云专业服务验收的指定服务目录

● 验收方式：线上验收，线上提交交付件，客户线上验收通过。

● 交付件的验收以SOW中对交付件的描述和要求为准。

1.6.3 常见问题

1.6.3.1 关于服务咨询

1.6.3.1.1 什么是 WeLink 咨询服务？

华为在数字化办公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实践，以华为优秀实践为依托，为各行各业提
供办公咨询服务，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办公的愿景与目标。

1.6.3.1.2 办公数字化咨询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WeLink咨询服务包括两个子服务项目：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和WeLink集成咨询服务。

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主要是对客户的数字化办公建设工作进行全面规划，主要包括调
研与诊断、规划与设计、实施与验证三个阶段的工作。

WeLink集成咨询服务以成功经验结合企业当前的应用架构、数字化的目标，帮助企业
做基于WeLink数字化转型中的集成方案设计，提供企业应用集成建议、WeLink工具部
署、WeLink集成开发指导、WeLink小程序开发指导、培训服务。

1.6.3.1.3 WeLink 咨询服务内容和服务场景

数字化办公咨询服务：包含调研与诊断、规划与设计、实施与验证三个阶段工作，需
要根据企业情况和交付范围评估所需工作量，调研与诊断和规划与设计是必选阶段，
实施与验证是可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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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目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调研与诊断 运用访谈、问卷等方式对公司相关部
门、项目基本情况，以及子公司、部
门和员工对办公的需求等内容进行调
研梳理。

第一阶段：现状调研与需
求分析

规划与设计 根据调研与诊断阶段分析的调研结果
进行数字化办公场景分析和数字化办
公规划设计，并提供实施路径设计

第二阶段：规划与设计、
实施路径设计

实施与验证 根据规划与设计阶段的方案设计和实
施路径设计，选取重点设计专题进行
详细方案设计、指导客户进行速赢项
目实施与验证

第三阶段：速赢&重点项
目实施

 

WeLink集成咨询服务：

服务类目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应用集成建议 <WeLink开放平台培训> 介绍WeLink的开放集成能
力

<企业应用迁移WeLink指导> 企业应用诊断和建议（日
常交流、指导）

部署服务 <云桥部署> 部署WeLink软VPN“云
桥”到客户机房，及后续
日常服务

<WeConnector部署> 解决企业通讯录到WeLink
的各种同步

前、后端接口
指导

<WeLink开发之旅培训> 让客户详细了解WeLink开
放平台的能力、应用的创
建流程等

<服务端接口指导> 培训、答疑WeLink服务端
的所有服务端接口的调
用，以及接口的使用场景
和建议

<前端接口指导> 培训、答疑We码和轻应用
的JSAPI的接口调用，包括
轻应用的鉴权

We码培训 <We码开发培训> 详细介绍We码开发的详细
步骤及H5如何转We码，
We码的限制等

<We码指导答疑> 回答用户日常中开发We码
的各种问题，包括前端、
后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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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4 WeLink 咨询服务优势？

● 方法论先进：华为数字化办公咨询借鉴业界先进的数字化转型规划思想和方法
论，帮助客户推进数字化办公进度，创造实际价值。

● 借鉴自身实践：基于业界先进方法论，华为面对自身业务发展现状和挑战，在业
界较早开展了数字化办公建设工作，数字化办公领域通过数字化连接器，实现效
率和效益提升，提升各类客户体验。华为作为传统制造企业，积极使用互联网技
术，既具有制造业特征，又具有互联网业务特点，具有公司园区、会议室、办公
区等多种场景，所积累的数字化办公解决方案经验可以被很多行业借鉴。

● 强调可落地性：华为数字化办公方案设计依托自身实践和业界实践，强调可执
行、可落地，力求面向客户实际痛点，解决客户的具体问题。

● 基于华为内部集成解决方案和500+大中企业的成功实践经验，为企业提供成熟集
成解决方案。

1.6.3.1.5 如何进行服务咨询？

您可以通过点击“服务咨询”后留言，

或拨打 4000-955-988 转1 | 950808 转1进行快速申请。

1.6.3.2 关于服务购买

1.6.3.2.1 服务如何下单？

服务可直接购买，建议先咨询再下单，确定企业情况和范围确定购买数量。

1.6.3.2.2 服务有没有购买使用次数限制？

购买次数无限制，建议一次性购买，一次性交付。

1.6.3.2.3 购买这个服务是不是要先购买其他的配套服务。

不需要配套购买其他服务。

1.6.3.2.4 WeLink 咨询服务怎么收费的？

WeLink咨询服务属于按套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1.6.3.2.5 服务是否支持变更？

WeLink咨询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
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1.6.3.2.6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WeLink咨询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未使用前支持退款和退订，交付中或服务后不
支持退款和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1.6.3.3 关于服务交付

1.6.3.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WeLink咨询服务中办公数字化咨询为线下服务，服务交付可提供现场服务。WeLink集
成咨询服务为线上服务，不提供现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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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WeLink咨询服务中办公数字化咨询服务周期根据合同中交付范围确定。WeLink集成咨
询服务一般为连续的2周时间。

1.6.3.3.3 是否对中国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

仅支持对办公场地在中国大陆的用户或企业提供服务。

1.6.4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WeLink咨询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续费。

计费项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数字化办公现状诊断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数量”进
行计费

336,000
.00

每次

数字化办公高阶解决方
案设计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数量”进
行计费

672,000
.00

每次

WeLink企业应用集成
咨询服务

一次性计费，根据购买的“数量”进
行计费

90,000.
00

每次

 

计费模式

WeLink咨询服务有两种计费方式，按套计费或按人天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具
体参考计费项。

变更配置

WeLink咨询服务是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或服务
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项目实际情况购买。

续费

WeLink咨询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不支持续费，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服务有效
期为一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

到期与欠费

WeLink咨询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请务必
在有效期内使用。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WeLink咨询服务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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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

1.7.1 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面向企业及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提供全面
的深度诊断、成熟度评估、产业升级分析、创新治理和专家咨询等服务，基于华为云
的产品和服务，发掘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为其转型升级提供解决方案。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7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计
划可行性。

● 如涉及大批量需求，建议客户提前15个工作日申请，具体视申请的服务产品类型
及数量评估而定。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围绕企业业务开展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等相关领域，结合数字化转型、两化融
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多维视角，开展企业发展现状测评、问题诊断、对标分
析，进行深入的诊断评估，依照需求情况提供不同层级、不同颗粒度、符合客户现实
情况和核心需求的企业或产业集群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建议，基于华为云服务产
品及解决方案能力全方位推动客户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

1. 依托评估诊断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等，优选适配符合客户的模型和指标，有针对
性的向企业个体以及产业集群客户开展专业的诊断评估服务。

2. 基于华为云优势能力，向客户提供全方位、一体化、有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高质
量发展的创新规划、设计等服务，为客户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提供助力。

服务内容

服务
种类

服务
对象

客户收益 服务内容说明

数字
化诊
断

企业
客户

深度了解自身现状、
提升发展水平、精确
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

1. 全面现状扫描。通过精细化的现状调研
和精确的能力深探，结合咨询师的经
验，有针对性的组成个性化问卷和现场
挖掘对企业面向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度诊
断。

2. 创新转型策略确立。从体制机制、管理
体系、人才资金保障、信息系统改造和
智能化升级等角度提出优化策略，以保
证后续各类转型升级方案具有可实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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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种类

服务
对象

客户收益 服务内容说明

成熟
度评
估

企业
客户

确认数字化转型成
果、确立市场与客户
公信力

1. 成熟度水平证明。依照国家标准，开展
企业数字化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的评
估，获取具备公信力的能力成熟度水平
证明。

2. 发展要点建议。在人员、技术、资源和
过程能力域及相关的能力子域范畴，结
合评估发现，给出对应的优化总体策
略，为其进一步提升奠定基础。

产业
升级
分析

产业
园区
及产
业集
群

打造典型标杆、优化
发展政策、加速企业
群体转型

1. 现状问题量化分析。全面扫描和量化评
估区域（园区）产业发展现状，识别存
在共性和基础问题。

2. 整体发展建议。挖掘群体特色，形成示
范标杆引导效应，并给出优先发展、鼓
励提升、整治改造以及淘汰等指导意
见。

3. 公共系统建议。提供基于华为云的产业
升级与企业上云的方案建议。

创新
工坊

企业
客
户、
产业
园区
及产
业集
群

确立数字转型战略、
明确的信息化和智能
化升级路径

1. 导入创新方法论，依据企业现状，策划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企业战略、建设方向
与发展阶段。

2. 绘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蓝图，开展
中长期企业信息化发展与智能化升级的
顶层规划，明确相关工作的建设内容及
其建设路径。

3. 对企业计划开展的数字化项目进行细化
设计，明确建设内容、模式和方法等。

专家
服务

企业
客
户、
产业
园区
及产
业集
群

● 精确服务典型企业

● 全面提升地区新型
人才密度

提供与数字化诊断、成熟度评估、产业升级
分析、创新工坊四个服务差异化的服务，补
齐标准产品在客户个性化需求下的能力，如
下场景：

1. 区域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制造政策确立与
优化服务。

2. 企业数字化转型全生命周期服务。

3. 智慧治理、建模计算相关的专家咨询。

4. 鲲鹏、AI、软开、云原生使能相关的专
家咨询。

5. 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两化融合、智
慧治理、云原生等人才培育与培训等。

 

服务 SLA
在服务内向客户提供5x8小时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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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项目启动 召开项目启动会， 部署项
目计划，以培训/宣贯等形
式提供首次调研，并启动
调研工作。

与客户完成项目计划制
定。针对调研范围对象，
完成需求调研。

项目实施 依照客户需求，广泛对标
行业 佳实践，实施不同
层次、不同深度的诊断评
估或方案设计。

形成项目交付件，包含但
不限于诊断评估报告/顶层
设计方案/专项设计方案
等。

项目验收 客户确认服务结果。 客户确认服务结果，双方
达成一致。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往后三个月为截止
日期或以项目计划中约定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责任矩阵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需求确认 信息获取 负责 协助

需求确认 协助 负责

项目启动 团队组建 负责 协助

项目计划 协助 负责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 负责 协助

项目管理 负责 协助

项目验收 验收输出件 负责 协助

确认验收 协助 负责

 

共同责任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客户责任

●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实施服务，负责需求确认、项目计划、审
核验收等。

● 在华为云提供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组织的活动中含有客户
侧的第三方，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华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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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需明确此次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更，需
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华为负责制定完整的服务方案，根据项目计划进行项目实施、项目管理并输出交
付件。

验收标准

客户在华为云官网确认服务条目中对应的交付文档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服务项 交付件

数字化诊断 《企业诊断报告》

成熟度评估 《企业评估报告》

产业分析 《产业分析报告》

创新工作坊 《XX规划方案》或《XX专项设计方案》

专家服务 《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总结报告》

 

项目完成

各服务子项按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通过华为云官网单击验收确认，数字化诊断
治理专家服务结束。

1.7.2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
变更、续费、欠费等。

计费项

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位

数字化诊断 规范级企业诊断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60,000.00 每次

集成级企业诊断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380,000.00 每次

融合级企业诊断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760,000.00 每次

产业集群企业诊
断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20,000.00 每次/
每家

数字化诊断基础
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72,000.00 每次/
每家

生物医药企业诊
断-大型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960,000.00 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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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位

生物医药企业诊
断-中型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450,000.00 每次

生物医药企业诊
断-小型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50,000.00 每次

生物医药企业诊
断-批量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20,000.00 每次/
每家

数字化专家
服务

资深专家服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人天数计费。

33,600.00 每人
天

高级专家服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人天数计费。

14,400.00 每人
天

中级专家服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人天数计费。

10,000.00 每人
天

产业分析 医药园区产业分
析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780,000.00 每次

产业区域高级分
析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500,000.0
0

每次

产业区域基础分
析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800,000.00 每次

创新工坊 融合级设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2,200,000.0
0

每次

集成级设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100,000.0
0

每次

规范级设计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550,000.00 每次

融合级规划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3,200,000.0
0

每次

集成级规划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600,000.0
0

每次

规范级规划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800,000.00 每次

创新方法论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300,000.00 每次

生物医药企业数
字化规划-中型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780,000.00 每次

生物医药企业数
字化规划-大型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500,000.0
0

每次

成熟度评估 L1级成熟度评估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130,000.00 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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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位

L2级成熟度评估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250,000.00 每次

L3级成熟度评估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400,000.00 每次

L4级成熟度评估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600,000.00 每次

L5级成熟度评估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900,000.00 每次

 

● 限制说明

融合级设计、集成级设计、规范级设计，限制为3个系统以内。

计费模式

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根据购买服务规格次数、人天数、企业数等计费，且为一次
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
付中或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客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
购买。

续费

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如有需求，请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到期以后，需
重新购买。

1.8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

1.8.1 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以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与XXX公司（以下
简称“XXX”）实施“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以下简称”本服务”）所提供的
专业评估规划与设计咨询服务内容。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定义了本项目所需的服务条款，包括：服务范围、前提条件、服
务内容、服务SLA、服务流程、交付成果、责任分工、责任矩阵、验收标准、完成标志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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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务工作说明书是《XXX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合同》的附件，本工作说明书的
具体实施，应依从《XXX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合同》的条款和条件。

如果本服务工作说明书的内容和协议的条款中出现任何相反、矛盾或模糊的情况，则
以服务合同的条款为准。

本服务是基于华为云上SRE运维 佳实践提供确定性运维评估规划和设计服务，帮助客
户构建确定性运维体系，实现运维变革。

服务范围

● 确定性运维规划： 针对客户运维现状进行访谈调研，为客户评估运维成熟度，差
距分析改进建议;结合诊断分析结果输出整体规划与演进路标，为客户量身定制确
定性运维体系。

● 确定性运维设计：结合《现状调研与诊断分析报告》和《确定性运维整体规划与
演进路标》帮助客户设计适合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适合客户业务需要的
七套运维流程和规范，助力确定性运维能力的落地。

服务不覆盖范围

● 本服务只负责合同确定或者官网下单页面购买的规划与设计服务内容。落地筹建
及推行服务不在服务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比如运维人岗匹配、
运维流程固化到ITSM工具等落地筹建推行工作。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2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华为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确定性运
维咨询顾问。

● 客户应在项目开始时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包括办公座位、会议室、互联网设施、
效果良好的电话或视频会议设施、投影仪、白板等。

● 客户应在华为承接服务后，提供必要的调研时间、相关资料协助配合华为开展咨
询调研服务。

● 本项目所有工作记录和文档以中文为工作语言，根据甲方需求提供。提交的电子
文档为Microsoft Word、Microsoft PowerPoint、Microsoft Excel 。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确定性运维评估与规
划-中、大型企业（基
础包必选）

针对客户运维现状进行访谈调研，为客户全面评估运维成
熟度，差距分析改进建议;结合诊断分析结果输出整体规划
与演进路标，为客户量身定制确定性运维体系。

运维组织架构设计-
中、大型企业（增量包
可选1）

结合《现状调研与诊断分析报告》和《确定性运维整体规
划与演进路标》帮助客户设计适合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岗位
职责，助力确定性运维能力的落地。

运维流程设计-中、大
型型企业（增量包可选
2）

详细设计适合客户业务需要的七套运维流程和规范包含
（变更管理、监控告警含Oncall管理、事件管理含
WarRoom、回溯改进管理、问题管理、容量管理、交付
转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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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SLA
在服务内向客户提供5x8小时服务支持。

服务流程

● 提交服务申请

–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

● 需求沟通确认

– 华为方会组织专家跟客户详细了解需求并进行评估；

– 和客户确认需求范围和交付目标。

● 服务订单确认

–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服务配置；

– 待客户下单成功后整理正式的实施计划。

● 服务咨询与实施

– 项目开始正式启动；

– 整理 终的项目验收材料，交付件。

● 服务验收

– 客户签署《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验收报告》或在官网单击确认验收；

– 项目完成验收。

交付成果

本服务将分成四个交付阶段依次生成四个交付件用于支撑里程碑验收。具体如下表所
示：

里程碑 交付件 格式/语言

里程碑1：现状调研与诊断分
析

《现状调研与诊断分析报告》; PPT/中文

里程碑2：整体规划和演进路
标

《确定性运维整体规划与演进路
标》

PPT/中文

里程碑3：运维组织架构设计 《运维组织架构详细设计》 Word/中文

里程碑4：运维流程设计 《运维流程规范详细设计》 Word /中文

 

责任分工

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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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客户工作职责

● 专注在满足项目交付需要，及时反馈管理层和关键业务部门对项目的各种意见。

● 客户需要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咨询顾问，便于项目的顺利落地。此负
责人应该承担双方的协调管理，与华为项目经理一起管理项目变更控制流程。

● 协调安排项目干系人配合项目实施，参加项目会议，访谈和讨论会，在提供咨询
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组织的活动中含有客户侧的第三方，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
交涉，协助咨询顾问解决问题。

● 结合项目需求，及时、完整地提供本项目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 在华为提供交付件后，及时组织相关方进行评审验收。

华为工作职责

● 服务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服务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服务期间，依确认后的服务计划进行实施，编写交付件，及时提交交付件，如有
争议，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对交付件进行完善。

● 服务结束后，根据所选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责任矩阵

此处职责分工仅供参考，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序
号

业务流程 工作内容 华
为
云

客户

1 项目开工会 与客户项目负责人（团队）进行沟通，需
求识别收集、建立预期目标、明确咨询流
程、内容、交付物对齐、识别干系人、制
定工作计划

R S

2 理念导入 确定性运维理念导入 R S

3 现状调研 通过访谈和调研的方式针对客户运维现状
进行整体调研，识别各个领域的痛点和挑
战，相关文档收集及汇总，现状理解记录

R S

4 现状调研确认 客户确认现状调研结果 S R

5 分析评估 为客户全面评估运维成熟度，根据成熟度
评估结果制定确定性运维目标，分析运维
现状与确定性运维目标的差距及需要提升
的领域

R S

6 分析评估确认 客户确认分析评估报告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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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职责分工仅供参考，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7 里程碑一《现状
调研与诊断分析
报告》交付件验
收汇报

客户在7个工作日内确认方案，如无异议，
签署里程碑一交付件《确定性运维规划与
设计服务验收报告》后即完成验收

S R

8 高阶整体蓝图规
划与演进路标

运维组织架构、流程规范、工具体系、确
定性运维能力、度量架构蓝图顶层规划以
及1到3年的演进路标

R S

9 里程碑二《整体
规划和演进路
标》交付件验收
汇报

客户在7个工作日内确认方案，如无异议，
签署里程碑二交付件《确定性运维规划与
设计服务验收报告》后即完成验收

S R

10 运维组织架构详
细设计

结合《现状调研与诊断分析报告》和《确
定性运维整体规划与演进路标》帮助客户
设计适合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

R S

11 里程碑三《运维
组织架构详细设
计》交付件验收
汇报

客户在7个工作日内确认方案，如无异议，
签署里程碑三交付件《确定性运维规划与
设计服务验收报告》后即完成验收

S R

12 运维流程详细设
计

详细设计适合客户业务需要的七套运维流
程和规范包含（变更管理、监控告警含
Oncall管理、事件管理含WarRoom、回溯
改进管理、问题管理、容量管理、交付转
维）

R S

13 里程碑四《运维
流程规范详细设
计》交付件验收
汇报

客户在7个工作日内确认方案，如无异议，
签署里程碑四交付件《确定性运维规划与
设计服务验收报告》后即完成验收

S R

 

验收标准

咨询团队会基于客户下单内容，输出交付成果。交付物完整提交后，客户在7个工作日
内确认方案，如无异议，签署《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验收报告》后即完成验
收。如果华为在交付件提交给客户后的7个工作日内尚未收到客户的书面反馈意见，则
该轮提交的交付件将被视为已被客户接受并作为 终版本验收通过。

完成标志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验收报告》或
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工作结束。

1.8.2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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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关于服务咨询

1.8.2.1.1 什么是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

基于华为云上SRE运维 佳实践提供确定性运维评估规划和设计服务，帮助客户构建确
定性运维体系，实现运维变革。

1.8.2.1.2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确定性运维评估与规划（基础包必选）。

运维组织架构设计（增量包可选1）。

运维流程设计（增量包可选2）。

1.8.2.1.3 服务内容和服务场景

确定性运维评估与规划的服务场景提供基础包、增量包1，增量包2，3种服务类型，服
务内容和典型应用场景如所示。您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选择购买需要的服务类型。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确定性运
维评估与
规划
（中、大
型企业基
础包）

● 针对客户运维现状进行访谈调
研，为客户全面评估运维成熟
度、差距分析改进建议;结合诊断
分析结果输出整体规划与演进路
标，为客户量身定制确定性运维
体系。

● 客户运维体系无严格定义的
流程角色和职责，依赖个人
经验，靠事件驱动被动式运
维，建设了部分烟囱式工
具，整体效率不高。

运维组织
架构设计
（中、大
型企业增
量包1）

● 结合基础包输出的《现状调研与
诊断分析报告》、《确定性运维
整体规划与演进路标》及诉求，
设计适合客户发展需要的运维组
织架构详细方案。

● 客户运维依赖个人经验，靠
事件驱动被动式运维，职能
不完善、职责不清晰，无法
满足确定性运维转型后的要
求。

运维流程
设计
（中、大
型企业增
量包2）

详细设计适合客户业务需要的七套
运维流程规范包含（变更管理、监
控告警含Oncall管理、事件管理含
WarRoom、回溯改进管理、问题管
理、容量管理、交付转维）。

● 客户运维流程欠缺或有流程
无规范，流程规划设计不达
标、不完善，未形成端到端
的打通，落地效果不佳，造
成流程拘于形式。

 

1.8.2.1.4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优势？

优势项 优势介绍

专业的评估
工具和顾问
团队

确定性运维成熟度评估模型和差距分析诊断方法，全面评估客户运
维成熟度，顾问团队源自SRE运维团队，实践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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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经验
输出

华为云赋能政务、汽车、零售、互联网、电商、制造业、能源、交
通等领域大量的行业交付经验，具备各种复杂业务场景的经验和能
力，能帮助客户实现整体运维能力的提升，端到端运维流程规划提
升，实现确定性运维转型。

量身定制可
靠的场景方
案

通过多年的实战经验，基于华为云上SRE运维 佳实践，帮助企业进
行“望闻问切”输出转型方案和详细设计，为企业量身定制云时代
的运维体系。

 

1.8.2.1.5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单的有效期是多长

1年。

1.8.2.1.6 可以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吗？

不可以。

1.8.2.1.7 如何进行服务咨询

你可以单击“服务咨询”后留言，或拨打4000-955-988转1丨950808转1进行快速申
请。

1.8.2.1.8 远程服务咨询的时候多久可以回复

7天。

1.8.2.2 关于服务购买

1.8.2.2.1 服务如何下单？

1. 请求式下单：华为云官网或console控制台-支持与服务-专业服务-新建服务请求下
单。

2. 电话：4000-955-988转1丨950808转1。

1.8.2.2.2 服务有没有购买使用次数限制

一次性付费使用。

1.8.2.2.3 购买这个服务是不是要先购买其他的配套服务

需要先购买基础包再购买增量包。

1.8.2.2.4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怎么收费的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

1.8.2.2.5 服务是否支持变更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服务项目支持变更但不支持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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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6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典型应用场景和根
据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1.8.2.3 关于服务交付

1.8.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是的，现场服务。

1.8.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2个月以上，视项目实际交付范围。

1.8.2.3.3 工作人员的服务时间

5天8小时。

1.8.2.3.4 使用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的获得的终交付件是什么

1.确定性运维规划服务

服务项 交付件

确定性运维评估
与规划

现状调研与诊断分析报告

确定性运维整体规划与演进路标

 

2.确定性运维设计服务

服务项 交付件

运维组织架构设
计

运维组织架构详细设计

运维流程设计 运维流程规范详细设计

 

1.8.2.3.5 是否对中国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

暂不支持。

1.8.2.3.6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在交付中还可以申请退款吗

交付中不支持退款。

1.8.3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
及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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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表一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说明（价格） 单价（元） 单位

确定性运维评估与
规划-中型企业（基
础必选）

根据您购买的中型企
业“基础包数量”进
行计费

2,190,000.00 每套

确定性运维评估与
规划-大型企业（基
础必选）

根据您购买的大型企
业“基础包数量”进
行计费

3,158,400.00 每套

运维组织架构设计-
(中型企业）增量包
1

根据您购买的中型企
业“基础包数量”
“增量包1数量”进行
计费

436,800.00 每套

运维组织架构设计-
(大型企业）增量包
1

根据您购买的大型企
业“基础包数量”
“增量包1数量”进行
计费

530,880.00 每套

运维流程设计-(中
型企业)增量包2

根据您购买的中型企
业“基础包数量”
“增量包2数量”进行
计费

1,814,400.00 每套

运维流程设计-(大
型企业)增量包2

根据您购买的大型企
业“基础包数量”
“增量包2数量”进行
计费

2,526,720.00 每套

 

中型企业：客户IT部门人员20~50人以内（含集团，分公司，第三方IT团队）；相关业
务部门10个以内(含集团，子公司业务部门及其他相关方）。

大型企业：客户IT部门人员超过50人（含集团，分公司，第三方IT团队）； 相关业务
部门超过10个(含集团，子公司业务部门及其他相关方）

客户IT部门人员小于20人的算中型企业。

计费模式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典型应用场景和根
据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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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的基础包、增量包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项目结
束后，需重新购买。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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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云与实施

2.1 上云迁移服务

服务简介

上云迁移服务是基于XX（以下简称“客户”）提供的源端信息，由华为云进行迁移方
案设计和实施的专业服务。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可作为《上云迁移专业服务合同》的附件模板，对项目的工作范
围、合同双方工作界面以及完成条件作了基本约定，如与《上云迁移专业服务合同》
的条款和条件相冲突，以《上云迁移专业服务合同》为准。

服务范围

本项目华为云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根据双方澄清的待迁移应用和数据范围，为客户提供重新部署建议、主机、数据
库和数据迁移等方案设计和实施服务。

● 在约定范围内的业务切换上华为云时，为客户提供华为云基础设施保障服务。

本项目上云迁移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 客户应用软件和数据库的设计、改造。

● 客户应用软件和数据库的安装部署。

● 云平台基础架构设施设计与环境搭建。

● 迁移实施所需的通信基础组件。

● 未明确认定在“范围内”的应用系统、数据库及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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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表 2-1 上云迁移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迁移方案设计 评估业务系统、数据库、存储数据等信息，提供业务迁移方案，包
含云上组网规划、基础环境部署、应用主机迁移、数据库迁移、存
储数据迁移等方案，协助客户完成业务切换方案。

组网实施 协助客户完成专线、虚拟专用网络（VPN）、虚拟私有云（VPC）
内网、安全组、ACL等部署实施。

基础环境实施 根据上云方案，协助客户完成云上基础设施方案的实施，如协助客
户进行ECS、RDS等资源购买与开通。

主机迁移 实施主机迁移方案，将应用主机的操作系统整体迁移至华为云。

数据库迁移 实施数据库迁移方案，协助客户完成全量与增量数据库迁移实施。

存储数据迁移 协助客户，实施全量与增量数据迁移，协助客户验证全量与增量数
据迁移的效果，完成云下存储数据到云上存储数据的割接。

业务压测 针对网页类应用进行网页登录，查看等场景的事务，进行高并发的
业务压测，提供并发数、事务成功率、响应时延和TPS等测试指
标，针对瓶颈提供优化建议。

业务切换保障 在客户实施业务切换上华为云时，提供华为云基础设施的保障。

 

服务流程

项目启动会 -> 项目调研 ->规划设计 ->迁移实施 -> 项目验收

责任分工

上云迁移项目各阶段分工界面如下（S：Support/支持方 R：Responsibility/责任
方）。

表 2-2 上云迁移各阶段责任分工

阶段 任务 华为云 客户

项目启动 团队组建 R R

项目计划 R R

评估分析 需求分析 R R

迁移风险评估 R S

迁移策略 R S

方案设计 迁移流程规划 R S

方案设计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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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任务 华为云 客户

应急预案 R S

技术准备 R S

验证实施 实施研讨 R R

迁移演练 R R

迁移实施 R S

业务验证 S R

业务切换 S R

迁移验收 验收方案制订 R R

性能监控 S R

验收确认 S R

 

● 共同责任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并完成团队组建、需求分析、计划制定和
迁移演练。

● 客户责任

– 指派项目负责人，负责客户侧的协调和管理，组建客户侧项目团队。

– 提供迁移方案设计和实施所必需的源端信息和相关授权。

–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第三方软件，负责协调第三方厂商，协助华
为云解决问题。

– 负责业务验证、切换、监控和项目验收。

● 华为云责任

– 协助客户进行源端信息收集、云上方案规划设计和测试验证。

– 负责迁移风险评估，迁移策略制定和迁移方案设计，输出《xx项目迁移方
案》。

– 根据《xx项目迁移方案》进行迁移演练和实施。

– 输出《xx项目迁移验收报告》并提交给客户。

● 免责说明

– 在实施过程中，非华为云原因导致的第三方设备或系统故障。

– 客户须保证其安装、使用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
权或其他权益。如因违反前述约定所导致的第三方索赔，客户应承担全部责
任，华为云免于罹受任何损失。

验收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启动项目验收：

● 华为云已提交《xx项目迁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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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完成约定范围的迁移设计与实施，切换后业务稳定运行5个工作日。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在华为云官网专业服务单页面单击验收确认，上云迁移专业服务工作
结束。

2.2 数据管理实施专业服务

服务简介

依托华为云数据管理规划咨询方法论及数据使能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数据全生命周
期的设计、集成、治理、实施等价值链专业服务，以数据驱动运营，帮助企业提升运
营效率，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前提条件
● 客户需要提前__30天__申请数据管理实施专业服务，以便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和服

务时间计划性。

● 为客户提供数据管理实施专业服务时，获得客户__合同___授权才能履行服务内
容。

服务范围
● 服务覆盖范围

依托华为云数据管理规划咨询方法论及数据使能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数据集成
设计与实施，数据建模和数据开发，数据治理平台设计与实施，以及提供数据应
用验证与实施；帮助客户解决数据共享难、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助力客户消除
数据孤岛，统一数据标准，加快数据变现，实现数字化转型。

– 数据治理信息架构设计

华为云数据治理信息架构设计，目标是根据业务需求开展业务调研，梳理客
户的业务流程与IT系统、数据探查，根据需求调研结果来进行数据资产目录
设计、数据标准设计、数据质量设计、逻辑模型设计、业务指标梳理、业务
指标拆解、mapping关系梳理，可结合DataArts Studio数据治理中心产品落
地。

– 数据集成设计与实施

华为云数据集成设计与实施服务，目标是将客户分散在不同系统中的数据，
批量或实时汇聚到华为云数据使能平台中，用于数据建模和开发，数据治
理，以及支撑数据应用。

数据集成设计与实施服务主要提供系统数据调研，数据集成方案设计，数据
集成实施。

▪ 系统数据调研

数据集成前需要确定项目涉及的数据范围，包括项目涉及哪些IT系统，
哪些数据主题，以及哪些数据应用。

1) IT系统数据调研

调研数据集成的源系统清单，以及数据源类型，源系统协议，源数
据字典，抽取内容，抽取频率等，通常是召集客户相关人员，讲解
调研模板目的和用途，让客户填写调研模板，或者当面和客户交
流，自己填写调研模板。一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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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清单调研模板

2）数据库清单调研模板

3）数据库表详细调研模板

4）子系统接口调研模板

2) 数据应用场景调研

客户当前业务存在什么痛点，要建设什么数据应用，是否做可视化
展示，BI报表展示，以及数据开放来支持什么业务等，输出业务关
键指标。

3) 数据安全需求调研

与IT部门，相关业务部门调研数据审计、安全级别、隐私保护等需
求。

4) 历史数据需求调研

数据集成多少时间的历史数据，比如只集成客户近一年的数据，之
前的数据是否集成？是否还要使用？是否在大数据平台备份存储？

基于系统数据调研模板输出调研结果，可能需要多轮迭代才能完
成。

▪ 数据集成方案设计

数据集成方案设计，包括数据集成网络方案，客户源系统对接华为云数
据湖方案，包括批量或实时数据集成等，需要考虑数据安全及数据集成
可靠性等。

数据集成能力是指从数据平台外部将各类IT数据和业务数据汇聚到数据
平台的基本能力。数据种类主要包括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和特
定规约的消息数据。集成数据的源头多样，集成方式也包括批量、实
时、流式，对数据采集和接入能力要求很高。

华为云支持20+异构数据源，全向导式配置和管理，支持单表、整库、增
量、周期性数据集成。多种异构数据源高效集成方案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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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OT数据实时集成

2) 消息类数据实时集成

3) API类数据定时集成

4) 应用服务实时集成

5) 数据库类数据批量或实时集成

6) 消息队列定时集成

7) 文件类数据定时集成

▪ 数据集成实施

按照数据集成方案进行实施，开发数据集成任务或脚本，完成源系统数
据接入华为云数据湖。具体数据集成实施，参见《数据管理实施服务开
发指导1.0》。实施完成后进行集成测试，端到端测试数据的连通性。

– 数据建模和数据开发

▪ 数据架构设计

根据数据应用需求，以及咨询输出的信息架构规划，输出数据使能平台
SDI，DWI，DWR，DM层分层设计方案。

▪ 数据模型设计

数据模型设计，根据咨询规划输出的数据资产目录及逻辑模型，输出数
据使能平台物理模型设计方案。

目前DataArts Studio上规范设计已支持主题域分组、主题域、业务对象
设计以及物理模型设计，后续计划支持逻辑模型设计管理。其中物理模
型设计同时支持了ER关系建模以及维度建模。

▪ 数据指标设计

经过数据调研和需求分析之后，需要根据需求落地指标。一般由业务指
标和技术指标，业务指标用于指导技术指标，而技术指标是对业务指标
的具体实现。

数据指标设计根据咨询输出的指标需求，输出指标业务规则和计算逻辑
的指标设计方案。

▪ 数据ETL开发

基于DataArts Studio一站式敏捷大数据开发平台，全流程可视化的图形
协同开发。打通数据基础层到汇总层、集市层的数据处理链路，通过关
系建模、维度建模实现数据标准化，通过统一指标平台建设，实现规范
化指标体系。

数据开发支持数据管理、数据集成、脚本开发、作业开发、资源管理、
作业调度、运维监控等操作，帮助用户轻松完成整个数据的处理分析流
程。

– 数据治理平台设计与实施

华为云数据治理平台设计与实施服务，基于华为云DataArts Studio落地数据
标准和数据资产，及数据质量规则设计和实施，数据服务设计和开发。帮助
客户进行数据运营。

服务内容主要包含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资产和数据服务。

▪ 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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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准用于描述公司层面需共同遵守的数据含义和业务规则。其描述
了公司层面对某个数据的共同理解，这些理解一旦确定下来，就应作为
企业层面的标准在企业内被共同遵守。

基于DataArts Studio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数据标准流程化、系统
化。用户可基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每一行数据、每一个字段的具
体取值进行标准化，从而提升数据质量和易用性。

▪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支持对业务指标和数据质量进行监控，数据质量可检验，帮助
用户及时发现数据质量问题。

业务指标监控是对业务指标数据进行质量管理的有效工具，可以灵活的
创建业务指标、业务规则和业务场景，实时、周期性进行调度，满足业
务的数据质量监控需求。

数据质量监控是对数据库里的数据质量进行质量管理的工具，您可以配
置数据质量检查规则，在线监控数据准确性。

数据质量可以从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一致性、准确性、唯一性六
个维度进行单列、跨列、跨行和跨表的分析，也支持数据的标准化，能
够根据数据标准自动生成标准化的质量规则，支持周期性的监控。

▪ 数据资产

提供企业级的元数据管理，厘清信息资产。数据资产管理可视，支持钻
取、溯源等。通过数据地图，实现数据资产的数据血缘和数据全景可
视，提供数据智能搜索和运营监控。

元数据管理模块是数据湖治理的基石，支持创建自定义策略的采集任
务，可采集数据源中的技术元数据。支持自定义业务元模型，批量导入
业务元数据，关联业务和技术元数据、全链路的血缘管理和应用。

数据地图围绕数据搜索，服务于数据分析、数据开发、数据挖掘、数据
运营等数据表的使用者和拥有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数据搜索服务，拥有
功能强大的血缘信息及影响分析。

▪ 数据服务

数据服务旨在为企业搭建统一的数据服务总线，帮助企业统一管理对内
对外的API服务，支撑业务主题/画像/指标的访问、查询和检索，提升数
据消费体验和效率， 终实现数据资产的变现。数据服务为您提供快速
将数据表生成数据API的能力，同时支持您将现有的API快速注册到数据
服务平台以统一管理和发布。

▪ 数据安全

网络安全：基于网络隔离、安全组规则以及一系列安全加固项，实现租
户隔离和访问权限控制，保护系统和用户的隐私及数据安全。

用户权限策略：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用户通过角色与权限进行关联，
并支持细粒度权限策略，可满足不同的授权需求。针对不同的用户，提
供管理者、开发者、运维者、访问者四种不同的角色，各个角色拥有不
同的权限。

数据安全：针对规范设计、数据服务等关键流程，DGC提供了审核流
程。

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数据的隐私合规、
可审计、可回溯。

– 数据应用集成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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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数据应用集成服务，基于数据使能平台DataArts Studio集成PaaS应用
或伙伴数据应用，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帮助实现数据
驱动业务，实现业务可视、可分析、可预测、可决策的高效运营；提供各种
角色、维度、粒度的数据场景化和移动化敏捷自助分析，构建全方位数据体
验，支撑政企客户快速进行数据消费和业务创新，实现商业变现。

基于华为云可以提供如下数据应用场景：

数据可视化：实时呈现企业业务状态，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

数据BI：提供大数据分析BI工具，用户可以轻松的构建出灵活的数据分析和
报表系统，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领导驾驶舱：相当于企业的大脑，数据驱动企业业务协同、全局状态实时感
知、在线运营管理、基于数据分析的辅助决策。

实时指挥决策：实时风险异常识别与预警，智能预案辅助，协同指挥、以及
闭环改进能力，支撑业务及时有效应对风险与异常、减少损失、提升人效，
实现经验传承。

● 服务不覆盖范围

运维运营服务暂时不在数据管理实施服务中，需要在合同界面描述。

● 服务区域（可选）

可覆盖区域

中国

 

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内容 适用场景

数据治理信
息架构设计

需求调研 根据业务需求开展业务调研，梳理客户
的业务流程与IT系统、数据探查

数据治理

信息架构设
计

提供数据资产目录设计、数据标准设
计、数据质量设计、逻辑模型设计、业
务指标梳理、业务指标拆解、mapping
关系梳理，可结合DataArts Studio数据
治理中心产品落地

数据资产
管理

数据集成设
计与实施

数据湖设计
与实施

提供智能数据湖的规划与方案设计、技
术架构设计、部署与网络架构设计以及
数据湖搭建，关联华为云原生数据湖解
决方案

数据治理

数据集成调
研

调研确认数据集成范围，集成的源系统
清单，以及数据源类型，源系统协议，
源数据字典，抽取内容，抽取频率等

数据治理

数据集成设
计

设计数据集成网络方案，数据集成系统
对接华为云数据湖方案，包括批量或实
时数据集成等，考虑数据安全及数据集
成可靠性等

数据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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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内容 适用场景

数据集成实
施

按照数据集成方案进行实施，开发数据
集成任务或脚本，完成源系统数据接入
华为云数据湖

数据治理

数据建模与
数据开发

数据架构设
计

根据数据应用需求，以及咨询输出的信
息架构规划，输出数据使能平台SDI，
DWI，DWR，DM层分层设计方案

数据治理

数据使能平
台实施

根据数据架构设计搭建华为云数据使能
平台，包括数据湖及数据治理中心相关
云服务

数据治理

数据建模方
案设计

根据咨询规划输出的数据资产目录及逻
辑模型，输出数据使能平台物理模型设
计方案

数据治理

数据ETL开
发

根据数据架构设计和数据建模设计，基
于DataArts Studio完成数据ETL开发作业
和脚本

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平
台设计与实
施

数据治理方
案设计

基于咨询输出的数据标准，完善数据技
术标准设计：数据属性定义，值域，关
联关系等

数据治理

数据质量规则设计：根据业务要求定义
数据质量规则

数据治理

数据指标设计：根据咨询输出的指标需
求，输出指标业务规则和计算逻辑的指
标设计方案

数据治理

根据咨询输出的应用场景规划，输出数
据服务接口API设计方案

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方
案实施

数据标准导入到DATAARTS STUDIO平台 数据治理

根据数据质量规则设计，在DATAARTS
STUDIO开发质量任务

数据治理

根据数据指标设计方案进行DM层指标开
发

数据治理

根据数据服务接口API设计方案，进行数
据服务开发

数据治理

数据应用集
成实施

数据应用集
成实施

数据使能平台和数据应用集成联调和验
证

场景化数
据应用

 

服务流程

数据实施管理专业服务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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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阶段 里程碑说明

启动阶段 1. 组织项目开工会，组建项目团队

2. 与相关干系人沟通，明确项目目标与验收标准，基线化文档

3. 制定项目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

4. 制定SOW与项目计划

方案阶段 1. 获取业务需求，识别遗漏和不完整需求，定义需求类型

2. 通过原型、业务调研、差异分析、功能匹配等方法进行需求分析

3. 对需求已明确的新开发系统展开架构设计。目的是综合运用各种
设计方法和手段，依据设计原则及质量安全设计确定产品应用架
构、技术架构、数据架构、集成架构、物理部署架构，合理分配
被开发系统的内外部需求到各子系统或模块

4. 在方案选择建议的基础上，采用选定的设计方法和技术，基于需
求规格进行概要设计，其中必须包含数据模型设计，输出项目方
案，必要时进行同行评审，经确认完成后基线并文档化

实施阶段 1. 在项目方案的基础上，实施工程师针对需求，采用选定的设计方
法和技术及相关技术、安全等规范，进行详细设计

2. 实施工程师按照开发规范、安全规范编写代码及配套文档

3. 按定义的工作任务，对开发单元、软件包配置和构建实施单元测
试，并完成缺陷记录和修复，达到质量要求后结束

4. 组织QC组，对代码及配套文档、实施指南、用户手册、运维手册
进行同行评审

5. 根据项目计划制定项目测试计划，包括测试方案、时间计划、测
试轮次等，输出项目测试计划

6. 依据需求规格、项目方案，必要时参考产品架构设计，设计集成
验证场景与用例

验证阶段 1. 组织用户及相关参与人员对平台、数据进行验证，确认平台、数
据是否符合业务要求

2. 登记并验证缺陷修复情况

3. 输出验证测试报告

试运行阶段 1. 组织制定试运行计划，并于业务相关方沟通确认

2. 组织试运行

3. 编制试运行报告

关闭阶段 1. 试运行结束后创建项目满意度调查问卷，项目经理收集调查名单
后组织完成满意度调查

2. 项目经理负责按照项目总结报告模板要求完成项目总结报告编制

3. 项目经理召集项目关闭会议，将项目数据、文档等归档，并释放
资源，若涉及资源采购，则此活动完成人员退场；对于涉及区域
的项目，区域IT代表.负责项目经验共享，收集项目文档及总结报
告并在区域内共享

4. 根据项目相关活动及交付情况，进行完成情况审视

5. 发布项目关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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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交付件

L6服务名称 交付件

需求调研 《需求分析报告》

信息架构设计 1. 《数据资产目录》（L1-L5）Excel
2. 《数据标准》 Excel
3. 《业务指标设计》 Excel
4. 《数据Mapping表》 Excel
5. 《逻辑模型设计》（含逻辑模型ER图）

数据湖设计与
实施

《数据治理实施方案HLD》（包含数据湖设计）

数据集成调研 《IT系统数据调研表》

数据集成设计 《数据治理实施方案HLD》（包含数据集成设计方案）

数据集成实施 1. 《数据治理实施指南》

2. 《用户指导书》

3. 《运维指导书》

4. 《华为云服务配置说明书》

数据架构设计 《数据治理实施方案HLD》（包含数据架构设计）

数据使能平台
实施

1. 《数据治理实施指南》

2. 《用户指导书》

3. 《运维指导书》

数据建模方案
设计

《数据治理实施方案HLD》（包含物理模型设计）

数据ETL开发 1. 《开发规范》

2. 《ETL脚本或代码》

数据治理方案
设计

《数据治理实施方案HLD》（包含数据治理设计）

数据治理方案
实施

1. 《数据治理实施指南》

2. 《用户指导书》

3. 《运维指导书》

数据应用集成
实施

1. 《数据治理实施方案HLD》（包含应用场景设计）

2. 《验收用例》

3. 《验收报告》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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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的业务需求及目标；

– 双方商定并确认项目管理计划；

– 双方商定并确认方案内容并评审；

– 4、完成合同签订。

● 华为责任

– 华为云需明确此项目数据治理实施服务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云人员变
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双方按照商定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完成本服务实施；

– 得到客户相关授权后方可操作华为云账户，操作仅限于本服务实施所需，华
为云不得做与本服务无关的其他操作。

● 客户责任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调研协
助、第三方资源协调、授权管理、本服务验收等双方之间协调及管理事宜。

– 必须提供相关源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调研表需求信息等）；

– 源系统如使用第三方软件，在本服务实施的过程中，如牵涉到第三方支持，
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 授权华为团队与数据治理实施相关的操作权限。

● 责任分工矩阵表

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酌情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 S=协助方/Support

序号 业务流
程

工作内容 华为 客户

1 项目开
工

组织开工会、制定项目计划 R S

2 需求分
析

完成需求调研、数据调研等 R S

3 方案设
计

完成信息架构设计、数据集成设
计、数据架构设计、数据治理设
计等

R S

4 资源部
署

完成华为云的资源部署 R S

5 实施开
发

完成数据集成的实施、数据治理
实施、数据应用集成实施等

R S

6 验收测
试

完成验收测试方案和用例设计，
并在数据平台上进行验收，包含
功能验证与性能验证

S R

 

验收标准

各服务子项按如下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确认、签字或盖章作为服务验
收通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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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活动 交付件 交付件描述

项目开工 1. 《开工材料》

2. 《项目PMP》
项目开工输出的材料与项目计划
PMP

需求分析 1. 《IT系统数据调研表》

2. 《需求分析报告》

3. 《数据资产目录》（L1-
L5）Excel

4. 《数据标准》 Excel
5. 《业务指标设计》 Excel
6. 《数据Mapping表》

Excel
7. 《逻辑模型设计》（含逻

辑模型ER图）

3-7项目属于数据治理信息架构设
计输出的交付件，包含在需求分析
活动中

方案设计 《数据治理实施方案HLD》 确定产品应用架构、技术架构、数
据架构、集成架构、物理部署架
构，合理分配被开发系统的内外部
需求到各子系统或模块

资源部署 《华为云服务配置说明书》 所有配置按照华为云的服务配置清
单

实施开发 1. 《数据治理实施指南》

2. 《ETL脚本或代码》

3. 《开发规范》

4. 《用户指导书》

5. 《运维指导书》

实施过程中输出开发规范、代码以
及实施指、用户指导书、运维指导
书

验收测试 1. 《验收用例》

2. 《验收报告》

验收执行用例与报告

 

2.3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2.3.1 工作说明书

服务简介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业务系统鲲鹏云化服务，包括咨询与评估、方案设计、应用适
配、自研改造、应用迁移、测试验证、性能调优及实战赋能。

服务范围

华为云提供的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通过工具、访谈、信息表等收集客户的业务系统，根据业务系统信息，评估业务
系统迁移上鲲鹏云服务的可行性。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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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客户的业务系统部署架构特点，为客户推荐 佳的基础环境，结合华为
云应用特性，制定平滑迁移至华为云鲲鹏云服务的技术方案。

● 云平台基础架构设施及环境的设计，包括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及安全
资源等。

● 负责按照移植方案支持客户完成业务系统的移植工作。

● 可以对在兼容列表内的中间件、数据库等软件，提供咨询、技术指导以及解决方
案，协助客户解决问题，使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 提供全栈自研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服务调研、服务评估、方案设计、适配改
造、性能优化等服务。

● 协助客户完成迁移后业务系统的功能性测试和性能测试，以保证业务系统迁移后
的正常运行。

● 为客户提升技术人员的鲲鹏能力，提供华为云鲲鹏实战赋能，包括服务选型、上
云迁移方案、云服务交付、使用培训、 佳实践的传授以及运维体系构建指导。

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 应用程序改造、应用程序设计、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或改造。

● 为未明确认定为“范围内”的应用系统的改造建议。

● 实施所需的通信基础架构和组件。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咨询与评估 对现有业务系统进行评估和分析，提供整体规划方案。

方案设计 业务系统移植和迁移方案设计。

应用适配 将现有业务系统成功适配到华为鲲鹏云服务。

自研改造 帮助客户实现业务系统全栈自研改造，满足自主可控要求。

应用迁移 帮助客户现有的业务数据成功迁移到华为云，满足业务要求。

性能调优 在业务系统移植后，提供性能调优服务。

测试验证 在华为云鲲鹏服务上对业务系统进行测试验证。

实战赋能 提供基于鲲鹏移植和迁移实战经验的赋能服务。

 

服务流程

表 2-3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需求调研 获取现有业务系统的平台、配置、
架构以及关联等信息，评估业务系
统现状

《xxx项目xxx上云技术建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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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方案设计 设计云上架构，选择合适的云产品

设计合适的移植方案

《xxx项目xxx解决方案交付
设计》

移植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施移植操作 -

客户验收 准备鲲鹏移植专家服务结项相关文
档

《xxx项目资源发放与环境配
置报告》

 

表 2-4 自研组件专项服务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需求调研 调研客户自研组件专项诉求 -

项目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施自研组件专项
操作

-

客户验收 准备自研组件专项服务结项相关文
档

《自研组件专项服务验收报
告》

 

表 2-5 应用迁移服务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需求调研 调研客户应用迁移诉求 -

项目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施应用迁移操作 -

客户验收 准备应用迁移服务结项相关文档 《应用迁移服务验收报告》

 

表 2-6 实战赋能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需求调研 调研客户实战赋能诉求 -

项目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施实战赋能操作 -

客户验收 准备实战赋能服务结项相关文档 《实战赋能服务验收报告》

 

表 2-7 专家服务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需求调研 调研客户专家服务诉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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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项目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施专家服务操作 -

客户验收 准备专家服务结项相关文档 《专家服务验收报告》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项目启动会往后三个
月为截止日期或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工作场所

华为云专家服务人员在规定时间服务期，以远程联合办公为主，有必要的情况下到客
户的工作场所办公。

责任分工

服务种类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鲲鹏移植专家
服务

需求调研 获取现有业务系统
的平台、配置、架
构以及关联等信
息，评估业务系统
现状

负责 负责

方案设计 设计云上架构，选
择合适的云产品

设计合适的移植方
案

负责 协助

移植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
施移植操作

负责 协助

客户验收 准备鲲鹏移植专家
服务结项相关文档

协助 负责

自研组件专项 需求调研 调研客户自研组件
专项诉求

负责 负责

项目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
施自研组件专项操
作

负责 协助

客户验收 准备自研组件专项
服务结项相关文档

协助 负责

应用迁移服务 需求调研 调研客户应用迁移
诉求

负责 负责

项目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
施应用迁移操作

负责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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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种类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客户验收 准备应用迁移服务
结项相关文档

协助 负责

实战赋能 需求调研 调研客户实战赋能
诉求

负责 负责

项目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
施实战赋能操作

负责 协助

客户验收 准备实战赋能服务
结项相关文档

协助 负责

专家服务 需求调研 调研客户专家服务
诉求

负责 负责

项目实施 按计划，分步骤实
施专家服务操作

负责 协助

客户验收 准备专家服务结项
相关文档

协助 负责

 

客户职责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架构设计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
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涉及的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栈、应用架构、部
署架构、数据量和性能等）。

● 在华为云提供业务迁移上云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含有第三方软
件，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华为职责

● 华为需明确此次迁移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更，需
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华为制定完整的鲲鹏移植解决方案，对方案中的技术部分进行可行性技术探讨。

● 移植过程，华为使用技术手段和迁移工具，努力保障数据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考
虑到整个移植操作涉及到数据的搬迁，为以防万一，客户需要在移植前对关键数
据进行完整备份，并验证数据的可用性。

● 得到用户相关授权后，仅限于使用移植服务涉及的相关操作，不得超出限定范
围，依移植实施方案进行操作。

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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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xxx项目xxx上云技术建议书》

《xxx项目xxx解决方案交付设计》

《xxx项目资源发放与环境配置报告》

自研组件专项服务 《自研组件专项服务验收报告》

应用迁移服务 《应用迁移服务验收报告》

实战赋能 《实战赋能服务验收报告》

专家服务 《专家服务验收报告》

 

客户业务系统迁移之后，正常运行3个自然日。

项目完成

按照服务合同约定的范围，各服务子项按照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
确认、签名或盖章（含电子件），鲲鹏移植专家服务工作结束。

2.3.2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鲲鹏移植专家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变更、
续费、欠费等。

计费项

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
位

鲲鹏移植专
家服务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基础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71,500.00 每
套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开发者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103,800.00 每
套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企业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201,700.00 每
套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
旗舰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531,500.00 每
套

应用迁移服
务

应用迁移服务-开发
者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61,200.00 每
套

应用迁移服务-企业
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111,100.00 每
套

应用迁移服务-旗舰
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292,800.00 每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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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
位

国产化组件
专项

国产化组件专项-开
发者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123,700.00 每
套

国产化组件专项-企
业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253,300.00 每
套

国产化组件专项-旗
舰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数
计费。

571,200.00 每
套

实战赋能服
务

实战赋能服务-基础
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次数
计费。

56,036.00 每
次

实战赋能服务-进阶
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次数
计费。

156,108.00 每
次

实战赋能服务-高阶
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次数
计费。

256,180.00 每
次

 

计费模式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根据购买的服务规格套数、次数等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或
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客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续费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如有需求，请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鲲鹏移植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
买。

2.4 鲲鹏测评专家服务

2.4.1 工作说明书

服务简介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列明由华为云为客户实施“鲲鹏测评专家服务”所提供的专业服务
内容。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列明华为云提供的服务目录、服务范围、分工界面、双方职责等，
以此来约束双方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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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务工作说明书是《鲲鹏测评项目合作协议》的附件，本工作说明书的具体实施，
应依从《鲲鹏测评项目合作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7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计

划可行性。

● 服务期间如涉及大批量资源需求，建议客户提前15个工作日申请，具体视申请的
产品类型及数量评估而定。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鲲鹏测评专家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产品适配测评

– 产品适配测评包括产品适配测评（适配级）、产品适配测评（质量级）。

– 产品适配测评（适配级）：依据国家和行业标准，为企业的软件产品上鲲鹏
云提供适配级测评服务，评估产品的功能是否满足鲲鹏云适配需求。

– 产品适配测评（质量级）：依据国家和行业标准，为企业的软件产品上鲲鹏
云提供质量级测评服务，评估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安全性等是否满
足鲲鹏云适配需求。

● 项目验收测评

– 项目验收测评（单产品验收）：依据国家和行业标准，结合项目验收要求，
对项目产品应达到的主要技术指标进行评测。

– 项目深度测评（整体项目验收）：依据项目甲方要求和项目相关文档，参照
国家和行业标准，对项目产品应达到的主要技术指标、安全性、可靠性等进
行评测。

● 硬件适配测评

硬件适配测评：基于华为云要求，搭建硬件和软件环境，完成安装部署、云服
务、网络、可靠性等测试，以及硬件的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功耗、接口配
置等多维度测评服务，评估产品是否满足鲲鹏云平台适配需求。

● 咨询服务

– 咨询服务包括鲲鹏技术创新应用的设计、规划、测试等相关事宜。

– 鲲鹏技术创新应用咨询：提供满足鲲鹏云平台产品基线要求的咨询服务，包
括产品结构、产品规格、产品质量指标和检验检测方法等。

– 信息化系统规划和建设咨询：提供信息化系统规划和建设咨询服务，包括总
体规划和设计、关键技术选型和关键成果技术论证、系统质量评估体系构建
和实施质量评估等。

– 适配与验证中心建设规划咨询：提供基于鲲鹏云平台的适配与验证中心规划
咨询服务。

● 培训服务

– 提供涵盖对鲲鹏测评标准解读、专业评测人才培训、软件质量规范和测试技
术方面培训。

– 鲲鹏测评标准解读：为企业内部研发、测试人员以及测试机构相关人员，深
度解读 新的鲲鹏技术创新应用相关产品的测试标准。

– 质量和测试技术培训：提供基于质量的软件测试技术、项目流程管理及系统
全生命周期质量保障技术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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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服务种类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产品适配
测评

为软件产品提供权威
适配测评

分为两类：

1. 产品适配测评（适配级）：测试主要内容为
基本功能，交付证书或报告。

2. 产品适配测评（质量级）：测试主要内容为
基本功能、性能、可靠性、安全性等，交付
证书或报告。

项目验收
测评

为硬件产品提供基于
华为鲲鹏云服务的权
威测评

分为两类：

1. 为基于鲲鹏技术路线的项目提供验收期间验
收测评服务。

2. 为整个项目周期提供项目验收测评服务。
依据项目文档，结合项目验收要求，对项目
产品应达到的主要技术指标进行测试，交付
证书或报告。

硬件适配
测评

为硬件产品提供基于
华为鲲鹏云服务的权
威质量和适配测评

硬件测评服务：测试主要内容为服务器和存储服
务器在云计算应用场景下的兼容性检测，交付证
书或报告。

培训服务 为相关人员提供云计
算标准培训服务

在鲲鹏云产品质量服务过程中，涵盖对鲲鹏测评
标准解读、鲲鹏生态专业评测人才培训、软件质
量规范和测试技术方面培训等。

咨询服务 为厂商开展测试工作
提供咨询服务

咨询服务包括鲲鹏技术创新应用的设计、规划、
测试等相关事宜。

 

服务 SLA
在服务内向客户提供5*8小时服务支持。

服务流程

服务种类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产品适配
测评

基于软件产品移植到华为鲲鹏云服
务之后，和客户对齐测试场景、范
围、性能指标、安全性、可靠性等
内容，然后启动相关测试。

颁发证书或报告：《软件产品测
试证书》或《软件产品测试报
告》

项目验收
测评

基于业务系统迁移到华为鲲鹏云服
务之后，和客户对齐测试场景、范
围、可靠性等内容，依据国家和行
业标准，结合项目验收要求，对项
目产品应达到的主要技术指标进行
评测。

颁发证书或报告：《项目验收测
试证书》或《项目验收测试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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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种类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硬件适配
测评

基于华为云要求，搭建硬件和软件
环境，完成安装部署、云服务、网
络、可靠性、性能、维护性、易用
性等测试，以及硬件的环境适应
性、电磁兼容性、功耗、接口配置
等多维度测试服务，评估产品是否
满足鲲鹏云适配需求。

颁发证书或报告：《硬件产品测
试证书》或《硬件产品测试报
告》

培训 约定好培训内容、时长及时间，开
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鲲鹏测评
标准解读、鲲鹏生态专业评测人才
培训、软件质量规范和测试技术方
面培训等。

《XXX培训签到表》

咨询 鲲鹏技术创新应用设计、规划、测
试等相关事宜。

输出《XXX咨询报告》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往后
三个月为截止日期或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责任分工

服务种类 服务内容 华为 客户

产品适配测
评

为软件产品提供基于华为鲲鹏云
服务的权威适配测评。

负责 协助

项目验收测
评

依据国家和行业标准，结合项目
验收要求，对项目产品应达到的
主要技术指标进行评测。

负责 协助

硬件适配测
评

为硬件产品提供基于华为鲲鹏云
服务的权威质量和适配测评。

负责 协助

培训 培训 负责 协助

咨询 项目端到端咨询。 负责 协助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责任

客户须指派一位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完成鲲鹏测评专家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
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

● 华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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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需明确此次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
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制定完整的鲲鹏测评方案，对方案中的技术部分进行可行性技术探讨。

验收标准

客户已书面签名（含电子件）或者官网确认交付件完备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服务项 交付件

产品适配测评 证书或报告：《软件产品测试证书》或《软件产品测试报告》

项目验收测评 证书或报告：《项目验收测试证书》或《项目验收测试报告》

硬件适配测评 证书或报告：《硬件产品测试证书》或《硬件产品测试报告》

培训 《XXX培训签到表》

咨询 《XXX咨询报告》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鲲鹏测评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确
认，鲲鹏测评专家服务工作结束。

2.4.2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鲲鹏测评专家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变更、
续费、欠费等。

计费项

服务产
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
位

产品适
配测评

产品适配测评-适配类 一次性计费，根据项目
数计费。

30,000.00 项
目

产品适配测评-质量类（初
级）

一次性计费，根据项目
数计费。

75,000.00 项
目

产品适配测评-质量类（中
级）

一次性计费，根据项目
数计费。

150,000.00 项
目

产品适配测评-质量类（高
级）

一次性计费，根据项目
数计费。

220,000.00 项
目

项目验
收测评

项目验收测评-只做验收测
试（小项目）

一次性计费，根据项目
数计费。

160,000.00 项
目

项目验收测评-只做验收测
试（中项目）

一次性计费，根据项目
数计费。

320,000.00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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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
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
位

项目验收测评-只做验收测
试（大项目）

一次性计费，根据项目
数计费。

510,000.00 项
目

硬件质
量检测

服务器设备质量检测 一次性计费，根据被检
测服务器设备数计费。

330,000.00 款

存储设备质量检测 一次性计费，根据被检
测存储设备数计费。

300,000.00 款

 

计费模式

鲲鹏测评专家服务根据项目数、被检测设备数等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鲲鹏测评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或
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客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续费

鲲鹏测评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如有需求，请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鲲鹏测评专家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
买。

2.5 云原生专家服务

服务简介

华为云为客户提供专属容器开发实践指导和咨询，以“场景分析，技术培训，架构设
计，系统开发和系统上线”全面指导为设计思路，协助客户高效、低成本的上线高质
量的容器应用系统。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培训

专家。

● 参与培训的学员不超过10名，建议学员具备Java、Node.js、Python或Golang项
目的开发或部署运维经验，以保证培训能够聚焦于容器技术内容而非编程技能。

● 培训期间涉及华为云多种资源（包括ECS、EIP、CCE、BCS等）需求，需由客户付
费。请客户提前创建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充值额度具体视申请产品类型及数
量评估，建议不低于5000元。

● 双方达成一致的咨询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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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容器应用开发实践咨询服务目的是培训加实际相结合给客户容器项目设计开发人员进
行赋能。

● 该服务不是直接为客户进行容器项目开发。

● 该服务不包括华为云容器服务技术栈（Docker、Kubernetes、Istio）以外的其他
容器技术指导。

服务内容

专业服务
项

服务子项 具体内容 目标和价值

场景分析 需求场景分析
和容器价值判
断

剖析客户的业务数据流及
业务流，判断和识别容器
在该场景中的应用价值，
给出业务迁移建议，提供
业内合适成功案例作参
考。

准确识别适合容器化的
业务流程。根据流程合
理拆分业务系统架构。

快速理解业内成功案
例，并在此基础上完成
商业化应用，少走弯
路。

技术培训 容器和底层技
术深度指导

● Docker基础知识简介

● Kubernetes入门及实操

● Istio入门及实操

● 容器应用在客户场景的
分析讨论

帮助客户了解华为云容
器涉及的技术栈。

华为云容器服
务架构、特性
和操作指导

华为云容器服务特性操作
指导和实践，包括：

● 应用的容器化构建与部
署

● 部署参数调优与监控

● 灰度发布等

帮助客户快速熟悉华为
云容器服务各项常用特
性，节约时间成本。

系统设计
指导

系统总体方案
设计

● 从当前业务及应用架构
角度评估容器化改造的
难度,并输入总体的业务
容器化方案。

● 结合企业已有研发与交
付流程，设计容器化
DevOps的总体方案。

帮助客户在缺少容器系
统设计经验的情况下，
高效地完成容器系统总
体方案设计。同时在过
程中培养客户自己的设
计人员，传授设计思
维，减少学习成本和时
间。

系统开发
指导

容器应用开发
指导

结合客户应用的代码实
现，和部署形态，指导用
户完成Dockerfile，
kubernetes yaml及相关的
shell脚本开发。

如涉及Istio则指导其进行灰
度发布能力开发。

向客户开发人员传递容
器应用开发技能，使其
快速掌握容器开发技术
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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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项

服务子项 具体内容 目标和价值

容器化CI/CD
流水线搭建指
导

基于华为云容器的CI/CD流
水线，指导用户搭建完整
的研发与交付流水线，并
指导用户将流水线与用户
内部业务结合起来。

向客户开发团队传授容
器化CI/CD流水线搭建
经验，并基于华为
containerOps指导其搭
建CI/CD流程。

系统上线
指导

系统上线支持 配合用户完成云容器上线
方案的设计，并解决用户
上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帮助解决技术问题。同
时指导性能测试方法，
助力客户应用系统快速
上线。

系统运维指导 华为云容器服务运行维护
方法指导，包括服务状
态、日志查看、性能监控
和升级扩容等。

向客户维护人员传递利
用华为云AOM等服务高
效便捷地进行容器系统
运维，在问题发生前预
防问题，在问题发生后
快速解决问题，释放生
产力。

 

说明

服务内容可根据客户需求对服务项进行增减。

服务流程

说明

● N： 提交申请时间

● M：合同签订时间

● K： 培训时长

服务期限

按需购买，按实际选定服务项商定时长。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培训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培训需求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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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培训场地及学员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建议不低于5000元），用于培训所用云产品和
资源的购买。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培训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云

– 接收用户的培训申请，协调容器专家赴与客户商定地点进行培训。

– 培训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培训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培训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学员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审核学员链代
码和应用程序等交付件。

– 培训结束后，根据所选培训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验收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启动项目验收：

针对具体咨询内容可包含《业务分析报告》、技术培训课程材料、《容器业务系统设
计建议书》、《容器业务上线方案建议书》等。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项目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
云原生专家服务工作结束。

2.6 微服务专家服务

服务简介

华为云为客户提供专属微服务咨询服务，以“适用性评估，目标制定，差距分析，试
点实施，效果评估，经验固化”全面指导为设计思路，协助客户高效、低成本的完成
微服务规范、工具、平台和流程等整套体系建设，提升业务创新效率。

适用场景

● 企业微服务转型：协助客户研发团队完成微服务规范、工具、平台和流程等整套
体系建设。

● 微服务项目指导：基于客户实际项目，协助完成微服务划分、契约设计、DevOps
实施等方面的指导。

● 微服务专业培训：对于具备入门级微服务能力的企业和组织，提供微服务完整技
术体系培训，核心技术深度指导以及微服务应用开发实战演练。

申请方式

您可以通过单击“服务咨询与购买”后留言，或拨打4000-955-988或950808按1转1
进行快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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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表 2-8 微服务专家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现状分析 协助客户对业务系统完成现状调查和关键痛点识别。

适用性评估 通过华为多年微服务实战经验总结的参考模型，帮助客户从业务
属性、竞争力、技术实践和团队四个方面对现状进行评估，识别
适合实施微服务的业务范围。

目标设定 根据微服务成熟度等级模型，客观认识自己当前所处的级别，以
及经过变革后预期能达成的级别。

差距分析 根据目标，通过微服务成熟度分析工具协助识别出达成每个阶段
目标的差距。

试点实施 基于选取的试点业务范围完成以下动作：

● 微服务划分：协助客户完成试点项目的业务拆分、数据拆分、
接口设计、交互设计等指导，并输出相关文档和样例代码。

● DevOps指导：协助客户完成微服务DevOps环境规划、搭建和
流程建设。

效果评估 包括阶段性效果评估，以及整个变革项目的 终目标达成情况的
评估。

业务切换保障 试点完成后需要进行经验总结，并固化到DevOps流程中或者录入
到规范文档，并建立持续改进机制。

专业培训 微服务完整技术体系培训和实战演练。

 

服务流程

提交服务申请 -> 需求确认沟通 -> 服务合同签订 -> 服务实施 -> 服务验收

验收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启动项目验收：

● 《XXX系统微服务设计说明书》

● 《XXX系统微服务接口说明书》

● 《基于华为云的微服务技术培训材料》

● 《基于华为云的DevOps流程设计》

● 《XXX公司微服务设计规范》

● 《XXX公司微服务API设计规范》

说明

实际验收提供的验收合格依据以具体工作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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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微服务咨询服务完成报告》或者官网单击
验收确认，微服务专家服务工作结束。

2.7 ROMA 集成专业服务

服务简介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以下或简称“SOW”）列明由华为云为客户交付“ROMA集成专
业服务”（以下简称“本项目”）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内容。该服务中包含四个服务产
品：ROMA Connect架构规划设计服务（小规格）、ROMA Connect集成交付服务
（小规格）、ROMA Connect架构规划设计服务（中规格）、ROMA Connect集成交
付服务（中规格），四个服务产品之间无耦合关系，具体项目可按照实际采购需要选
择对应的服务产品。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列明华为云提供的服务目录、服务范围、分工界面、双方职责等，
以此来约束双方服务行为。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是《XX项目集成专业服务项目合同》的附件，本工作说明书的具体
实施，应依从《XX项目集成专业服务项目合同》的条款和条件。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5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

计划可行性。

● 客户提前完成相关工作配合人员的安排，在服务交付期间的进行必要的支撑配
合。

● 双方达成一致的服务目标，目标完成后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本项目华为云ROMA集成专业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ROMA Connect架构规划设计服务：

通过深入调研客户业务场景，调研客户的业务流及系统现状，帮助客户分析当前
业务面临的痛点与问题，识别客户业务流程中的优化点与需求。

根据业务需求，结合客户整体解决方案，进行ROMA Connect集成整体架构和方
案设计，剖析客户的业务流及各系统之间的集成关系，判断和识别各系统集成的
应用价值，给出技术选型与解决方案设计建议。

● ROMA Connect集成交付服务包括两部分内容：

– ROMA Connect深化设计：在项目交付启动后进行需求调研，包括业务场
景，网络架构，数据流程分析，各集成子系统性能及接口分析等。

– ROMA Connect接口适配开发服务：依据深化设计方案的指导书，完成项目
集成相关的设计、开发、部署、测试以及验收等工作。

本项目华为云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 产品培训服务。

● ROMA Connect之外的云服务对应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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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客户现网系统改造的咨询服务。

服务内容

表 2-9 ROMA 集成专业服务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ROMA Connect架构规划
设计服务（小规格/中规
格）

帮助客户识别业务流程的优化点并完成技术选型和解决
方案高阶设计。

ROMA Connect集成交付
服务（小规格/中规格）

● ROMA Connect深化设计：项目需求调研，包括业务
场景，网络架构，数据流程分析，各集成子系统性能
及接口分析等；

● ROMA Connect接口适配开发服务：依据深化设计方
案的指导书，完成项目集成相关的设计、开发、部
署、测试以及验收等工作。

 

说明

ROMA Connect架构规划设计服务和ROMA Connect集成交付服务分别包含小规格和中规格两个
级别，同一个服务产品不同的级别的服务范围相同，但是包含的工作量不同。

小规格：连接数小于等于80。
中规格：连接数大于80，小于等于200。
“连接数”定义为APP之间通过API、FDI、MQS数据交互进行连接，一个APP与N个APP数据交
互，则为N个连接；两个APP通过N种方式数据交互，也是N条连接。如：一个Topic有1个生产
者，10个消费者，原则上算10个连接。涉及到设备连接场景，设备数与连接数按照1000（设
备）:1（连接）来换算。

服务 SLA
本服务产品在项目交付中需配合整体项目交付计划，与客户协商启动和完成时间，在
服务期间向客户提供5*8小时服务支持。

服务流程

ROMA Connect架构规划设计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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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ROMA Connect 架构规划设计服务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启动调研开工
会

项目中涉及到的需要集成的系统、
应用厂家，以及集成商，华为集成
服务项目团队，讨论明确工作目标
和各项配合事宜。

输出开工会纪要

调研开展 针对需要集成的各系统、应用逐一
调研

-

架构设计输出 基于调研工作的实际获取信息，输
出系统集成架构设计

输出《XX项目概要设计说明
书》

架构设计验收 客户针对架构设计进行验收 架构设计签名

 

ROMA Connect集成交付服务流程：

表 2-11 ROMA Connect 集成交付服务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深化设计 基于项目集成架构设计进行项目需
求深入调研，包括如业务场景，网
络架构，数据流程分析，各集成子
系统性能及接口分析等。

输出《XX项目集成深化设计
方案》

集成适配设计 基于深化设计方案，进行ROMA
Connect二次开发设计。

-

集成适配开发 使用项目获取的ROMA Connect帐
号在ROMA Connect的Portal上进
行数据、消息、服务、设备联接的
适配开发。

在ROMA Connect的Portal
上完成相关集成接口的二次
开发

集成适配调测 基于业务流设计，进行ROMA
Connect上集成接口的调测。

输出测试报告

集成适配验收 客户针对集成适配进行验收 客户签名

 

服务期限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往后
六个月为截止日期或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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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工

ROMA集成专业服务各服务内容分工如下（S：Support/支持方 R：Responsibility/责
任方）。

表 2-12 ROMA 集成专业服务各阶段责任分工

阶段 任务 华为云 客户

ROMA Connect架
构规划设计

梳理客户业流程和优化
点

R S

解决方案高阶设计 R S

验收 S R

ROMA Connect集
成交付

需求调研 R S

HLD设计 R S

系统集成接口分析 R S

详细设计 R S

集成开发 R S

集成调测 R S

验收 S R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培训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客户须指派对应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该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
方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在华为云提供ROMA Connect集成专业服务的过程中，如需协调周边集成的
应用、系统厂家进行配合，客户需给予充分支撑。如因周边配合引起的项目
延迟，客户不应归结到华为侧。

– 授权华为团队相关的操作权限。

● 华为云

– 华为需明确此次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更，需
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制定完整的集成方案，对方案中的技术部分进行可行性技术探讨；

– 得到用户相关授权后，仅限于使用ROMA Connect的二次开发的相关操作，
不得超出限定范围，并制定出操作流程，依步骤执行。

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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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 验收交付件

ROMA Connect架构规
划设计

《XX项目概要设计说明书》

ROMA Connect集成交
付（深化设计）

《XX项目集成深化设计方案》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XX项目概要设计说明书》、《XX项目集成
深化设计方案》或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ROMA集成专业服务工作结束。

2.8 SAP 上云专业服务

服务简介

资深SAP解决方案架构师提供专家式上云咨询与实施服务。针对客户SAP系统上云的场
景，给出SAP产品在华为云上部署的系统架构规划、云服务产品配置选型、详细上云方
案设计（系统高可用设计、安全合规设计、备份和恢复方案、容灾设计、迁移方案建
议），实施阶段提供云服务开通及云服务使用培训。

适用场景
● SAP新系统上云

客户新采购了SAP软件准备上云时，华为云提供上云可行性评估、云上方案设计、
云服务开通、使用培训等。

● 存量SAP系统迁移上云

客户准备把SAP系统迁移到华为云时，华为云提供云产品配置选型、上云迁移方
案、云服务开通、使用培训。

● SAP容灾系统上云

客户准备把SAP容灾系统部署到华为云时，华为云提供容灾方案设计、容灾云服务
资源开通、使用培训。

服务范围

编
号

阶段 工作任
务

详细内容 预估人天

Manday是
基于一套系
统的评估
(包括开
发、测试、
生产)

华为 客户
BASIS

1 调研 客户上
云信息
收集

● 客户调研表

● 系统信息收集

● 上云需求调研

免费 负责 协助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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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阶段 工作任
务

详细内容 预估人天

Manday是
基于一套系
统的评估
(包括开
发、测试、
生产)

华为 客户
BASIS

2 评估 上云可
行评估

● Sizing评估

● 成本评估

● 安全、风险评估

2 负责 协助

3 方案
设计

SAP上云
方案规
划

● 云上系统架构设计

● SAP上云迁移方案设计

● SAP云上容灾方案设计

● SAP系统高可用、备
份、安全、网络规划

3 负责 协助

4 系统
交付

SAP系统
云资源
交付

云上交付设计

（VPC子网、安全组、主
机名、IP、系统SID、SAP
应用&数据库文件系统）

2 负责 协助

● 交付和配置华为云服
务资源

● VPN&专线打通；

● 购买虚拟机、VPC、磁
盘、SFS、OBS、
VBS、安全产品

● 磁盘挂载及初始化、
磁盘组LVM

● 开通安全组端口；

● 系统扩容（虚拟机扩
容、磁盘扩容）

● 基础监控 CES服务 及
SAP运维管理平台 EPS
服务配置（SAP 指标
大屏监控）

2 负责 协助

● 配置SAP HANA、SAP
应用 HAE 高可用

● 高可用方案演练；

● 配置心跳网卡，浮动
IP, 挂载共享盘, 执行
HA配置脚本

2 负责 协助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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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阶段 工作任
务

详细内容 预估人天

Manday是
基于一套系
统的评估
(包括开
发、测试、
生产)

华为 客户
BASIS

● 系统备份配置及恢
复、容灾配置演习

● 自动化备份归档

3 负责 协助

华为SAP解决方案、云服
务配置及使用培训

1 负责 不涉及

● SAP系统压力测试

● 压力测试阶段对系统
资源使用情况和性能
进行监控和调优

按需（按人
天）

负责 协助

5 上线
保障

SAP系统
上线保
障护航

● 上线前系统健康检查

● 评估系统资源使用情
况

● 分析SAP系统及数据库
的性能

● 排查系统中的告警和
报错信息

2 负责 协助

● 上线切割保驾护航服
务（远程+现场）

● 上线期间专人待命，
对上线中产生的问题
及时响应处理

2 负责 协助

云上系统漏洞扫描 1 负责 协助

6 运维
保障

SAP云上
保障

● 云上系统健康检查

● 评估系统资源使用情
况

● 分析SAP系统及数据库
的性能

● 排查系统中的告警和
报错信息

按需（按人
天）

建议每三个
月做一次

负责 协助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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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阶段 工作任
务

详细内容 预估人天

Manday是
基于一套系
统的评估
(包括开
发、测试、
生产)

华为 客户
BASIS

● 上线后问题按需专家
服务（按需）

● 对系统特定问题，安
排专人支持，问题可
以及时高效处理

● 若判断问题为疑似SAP
产品Bug，协助客户在
SAP网站发送
Message，协助客户
给SAP提message

● 和SAP原厂顾问沟通诊
断问题

按需（按人
天）

负责 协助

 

产品优势

● 更懂SAP：华为作为国内首家SAP全球战略伙伴，国内 大的SAP客户之一。多年
来联合SAP在各领域推出联合解决方案。

● 稳定可靠：作为业界唯一一家全部使用自研的服务器/存储/网络的云厂商，华为提
供更稳定、安全、可靠的云平台。

● 可信安全：中立的云平台，更能保障企业核心数据的安全。

● 佳性能：业界性能 佳的SAP云平台，实测结果是SAP官方认证指标的3-5倍。

● 专业服务企业客户的经验：华为多年来一直为大企业服务，从服务、流程等各方
面更切合企业客户的需求，3000+本地服务团队，核心团队具有10+年SAP工作经
验。

● 专业售后服务能力：提供企业1:1专属服务经理，10分钟问题响应承诺，7*24贴心
服务。

● 端到端支持：华为云联合生态合作伙伴给客户提供包括咨询、迁移、升级、实
施、运维等端到端的服务。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
期。

工作场所

华为云项目实施人员在规定时间服务期，在客户的工作场所办公或去客户现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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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标准

官网单击确认如下文档作为验收合格依据，可根据具体服务范围选择验收条目：

● 提供SAP上云方案设计，提供交付设计表格，检查通过。

● 提供资源交付与环境配置，提供资源交付与环境配置报告，检查通过。

● 提供SAP上云项目交付及高可用配置报告，检查通过。

项目完成

客户验收通过，SAP上云专业服务工作结束。

2.9 智能数据专家服务

服务简介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列明由华为云为客户实施“智能数据专家服务”项目所提供的专业
服务内容。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列明华为云提供的服务目录、服务范围、分工界面、双方职责等，
以此来约束双方服务行为。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是《XX项目智能数据专家服务合同》的附件，本工作说明书的具体
实施，应依从《XX项目智能数据专家服务合同》的条款和条件。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3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计

划可行性。

● 服务期间如涉及大批量资源需求，建议客户提前7个工作日请，具体视申请的产品
类型及数量评估而定。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华为云智能数据专家服务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

● 大数据平台解决方案咨询与设计

● 大数据迁移方案设计

● 大数据迁移实施支持

● 系统开发对接支持

● 大数据平台集成验证服务

● 性能调优

以下内容是华为云智能数据专家服务不包括的：

● 应用程序改造、应用程序设及开发

● 大数据/数据库内逻辑结构设计

● 迁移未明确认定为“范围内”的应用系统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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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未明确认定为“范围内”的数据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解决方案咨询与设计 理解客户业务需求，根据需求场景分析结果，规划并设计
合理的大数据平台解决方案。

大数据迁移方案设计 根据业务特点，提供高效合理的大数据迁移方案。

大数据迁移实施 协助客户实施大数据平台迁移，完成原大数据平台向华为
云智能数据平台的割接。

系统开发对接支持 提供集成开发系列培训服务，指导客户开发人员进行适配
器、适配脚本开发实践。

集成验证服务 规划和设计大数据平台集成验证方案，输出场景集成验证
测试方案和用例，准备集成验证场景，执行场景验证用
例，输出验证测试报告。

性能调优 根据客户业务性能需求，评估大数据平台性能优化点并给
出优化建议指导。

 

服务 SLA
● 在服务内向客户提供5*8小时服务支持。

● 事件响应时长小于30分钟。

责任分工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项目启动 团队组建 负责 负责

项目计划 负责 协助

评估分析 明确需求 协助 负责

信息收集 负责 协助

需求分析 负责 协助

服务实施 方案设计 负责 协助

技术准备 负责 协助

服务实施 负责 协助

项目验收 验收方案制订 负责 协助

监控 负责 协助

验收实施 协助 负责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4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
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栈、应用架构、部署
架构、数据量和性能等）。

– 在华为云提供实施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含有第三方软件，客
户须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 授权华为团队与迁移相关的操作权限。

● 华为云

– 华为需明确此项目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1个工作日
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对于项目所必须获取的客户相关业务架构、数据等信息，华为得到用户相关
授权后，仅限于客户授权范围的相关操作，不得超出限定范围，操作须遵循
客户信息安全管理要求。

服务流程

提交服务申请 -> 需求沟通确认3个工作日-> 服务订单确认 -> 服务实施 -> 服务验收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往后
三个月为截止日期或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中的验收方案或者培训结束对服务内容验收通过，并签署《智能数据专
家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培训签到表。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签署《智能数据专家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该服务工
作结束。

2.10 数据运营专家服务

服务简介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列明由华为云为客户实施“数据运营专家服务”项目所提供的专业
服务内容。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列明华为云提供的服务目录、服务范围、分工界面、双方职责等，
以此来约束双方服务行为。

本服务工作说明书是《数据运营专家项目合同》的附件，本工作说明书的具体实施，
应依从《数据运营专家项目合同》的条款和条件。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5

https://www.huaweicloud.com/service/datamanagement.html


前提条件

客户应提前至少2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计划
可行性。

由于数据运营专业服务是基于客户或相关ISV的数据实施团队完成数据运营项目建设的
前提下，提供华为云的技术指导、培训等相关专业服务，因此项目中必须提前准备相
关实施团队。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目标，服务完成后，客户完成付款。

服务范围

华为云数据运营专家服务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

● 架构设计指导：调研客户的源业务，分析客户数据业务诉求，参与或输出整体系
统的技术架构。

● 系统开发指导：针对客户或ISV，指导相关开发人员基于数据湖治理中心（DGC）
完成数据规范、数据质量、数据开发等活动，以及帮助开发人员解决开发中实际
问题。

● 集成验证服务指导：指导及评审数据开发团队（客户或ISV）系统集成方案及测试
用例，以及集成验证过程中的具体技术问题。

● 技术培训：针对数据运营（数据使能解决方案）进行方法论以及数据湖治理中心
（DGC）使用的技术培训。

以下内容是华为云智能数据专家服务不包括的：

● 客户源系统具体数据内容梳理（数据表、字段内容梳理）。

● 客户主题库相关设计工作（可参与评审）。

● 数据内容相关实施工作，即基于数据湖治理中心（DGC）进行数据开发相关工
作。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架构设计指导 调研客户的源业务，分析客户数据业务诉求，参与或输出整体
系统的技术架构。

系统开发指导 1. 数据流图架构设计与评审。

2. 数据主题库设计评审。

3. 数据集成、数据质量、数据规范、数据开发等开发脚本设计
评审。

4. 疑难问题分析与建议。

集成验证服务指
导

系统测试方案设计与评审，包括系统可用性测试、系统可靠性
测试等设计工作及评审。

技术培训 1. 数据运营（数据使能解决方案）进行方法论培训。

2. 数据湖治理中心（DGC）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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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SLA

服务执行期间，提供远程或现场服务。服务时间按照国家法律执行。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客户须指派或购买第三方相关数据开发团队。

● 华为云

按照服务合同要求，执行相关设计、技术指导、培训相关服务。

服务流程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购买专家 1. 双方确认项目相关干系人

2. 明确专家服务数量和细化工
作范围

签订专家服务购买合同

提交服务计划 1. 结合项目计划专家服务执行
时间周期

2. 结合项目计划明确专家服务
输出件

双方确认服务执行计划，并达成
一致

提供专家服务 1. 华为云按照项目计划，执行
专家服务

华为云专家按照服务购买数量提
供专家服务

合同验收 1. 双方基于华为云提供的相关
专家服务进行确认

华为云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双方
完成验收确认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按照项目合同定义周期执行。

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中的验收方案或者培训结束对服务内容验收通过，并签署《数据运营专
家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培训签到表。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签署《数据运营专家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该服务工
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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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CSS 专家服务

服务简介

客户在使用云搜索进行存储、搜索或分析数据时，面临着集群搭建困难、学习曲线
高、开发设计经验不足等门槛，华为云CSS专家服务为客户提供专属的云搜索开发实践
指导和支持。以“专家咨询、规划设计与实施、开发支持、迁移支持”全面指导为设
计思路，协助客户高效、低成本的上线高质量的云搜索应用系统。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专

家。

● 华为方会组织专家跟客户详细了解需求并收集相关场景数据，并进一步组织相关
计划。

● 待客户确认后整理正式的实施计划，如果客户没有问题双方签订服务合同。

服务范围

本项目华为云实施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根据双方澄清的CSS专家服务范围，为客户提供CSS专家咨询服务，规划设计与实施服
务，开发支持，迁移支持服务；

本项目华为云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 客户应用软件的设计和改造

● 客户应用软件的安装部署

● 实施所需的通信基础组件

● 未明确认定在“范围内”的应用系统及数据迁移

服务内容

专业服务
项

服务子项 具体内容 目标和价值

专家咨询 专家咨询 ● CSS技术相关知识

● CSS应用场景

● CSS的架构、特性、优势

● CSS调优

帮助客户更好的理解云搜
索技术以及解答客户在使
用云搜索技术方面的疑
问。

快速理解业内成功案例，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商业化
应用，少走弯路。

规划设计
与实施

业务场景需求
分析

剖析客户的业务数据流及业
务流，判断和识别云搜索在
该场景中的应用价值，给出
业务建议，提供业内合适成
功案例作参考。

帮助客户了解华为云搜索
涉及的技术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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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项

服务子项 具体内容 目标和价值

规划设计与集
群配置分析、
部署

● 从当前业务及应用架构
角度评估云搜索服务的
对接难度,并输入总体的
业务对接方案。

● 结合企业数据流，规划
集群配置并完成集群部
署。

帮助客户在缺少云搜索设
计经验的情况下，高效地
完成云搜索系统总体方案
设计，并完成集群部署。
同时在设计过程中培养客
户自己的设计与开发人
员，传授设计思维，减少
学习成本和时间。

开发支持 开发支持 API指导、认证、接口、开
发方案交流、联调与优化、
插件开发，版本定制。

帮助客户在缺少云搜索开
发经验的情况下，高效地
完成业务与云搜索的开发
对接。同时在开发过程中
培养客户自己的开发人
员，减少学习成本和时
间。

迁移支持 数据迁移与适
配

第三方或者用户自建ES集
群向CSS迁移，数据迁移与
适配支持。

帮助客户在缺少云搜索开
发经验的情况下，高效地
完成业务与云搜索的数据
对接。同时在迁移过程中
培养客户自己的开发人
员，减少学习成本和时
间。

 

服务流程

说明

● N： 提交申请时间

● K： 培训时长

服务周期

按实际选定服务项商定时长。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培训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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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培训需求和场景。

– 在华为云提供实施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含有第三方软件，客
户须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
双方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华为云

– 接收用户的培训申请，协调CSS专家远程或者现场进行相关服务的实施与护
航。

– 服务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服务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服务期间，依确认后的服务计划进行实施，编写交付件。

– 服务结束后，根据所选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验收标准

华为云将提供以下文档作为本服务验收合格依据：

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对应交付件

专家咨询 专家咨询 CSS咨询报告

规划设计与实施 场景分析和集群部署 《XXX场景分析文档》

《部署指导书》

开发指导 CSS开发指导示例代码 应用示例

CSS开发指导接口规范 接口示例

迁移支持 数据迁移支持 搬迁方案

 

说明

终交付件根据具体项目在制定计划时与客户商定。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CSS专家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
确认，CSS专家服务工作结束。

2.12 交通智能体专家服务

服务概述

在客户进行交通智能体的项目立项、方案设计、功能验证各个不同阶段，华为云为客
户提供专属交通智能体专家咨询服务。以感知、认知、诊断、优化、评价为设计思
路，协助客户实现系统的上线。交通智能体的专家服务当前分为咨询专家服务、高级
咨询专家服务、资深咨询专家服务三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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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3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

计划可行性。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专业服务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本项目华为云交通智能体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交通智能体专家咨询是交通AI专业人工服务，此服务可以协助客户在项目立项、方案
设计、功能验证时获得华为专家的支持，交通智能体专家服务帮助客户解决AI基础能
力落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保障客户项目进度和业务系统稳定运行。其中交
通智能体专家服务的三个版本提供的能力如下：

● 咨询专家服务包括需求评估、开发验证、技术培训、标准实施等服务；

● 高级咨询专家服务包括项目调研、框架构建、系统设计、标准制定等服务；

● 资深咨询专家服务包括系统论证、战略规划、趋势分析、标准引导等服务。

说明

每个专家服务可能仅提供一种服务，比如资深咨询专家服务仅提供战略规划建议服务。

本项目华为云交通智能体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华为交通智能体专家服务只负责本工作说明书所载明的服务，提供不在服务范围内的
服务需要额外付费。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

● 离开常驻工作地前往其它城市进行相关工作（注：可能涉及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差
旅费、住宿费、附加通讯费等)。

● 应客户要求超出正常工作日和工作时间的相关工作（注：涉及加班工资和补助)。
● 外购件产品。

服务内容
● 交通智能体专家服务是华为指派服务专家在客户(指定)的工作地点为客户购买的

华为产品提供支持服务。

● 交通智能体专家服务于指定客户，熟悉客户的流程和需求，熟悉客户的AI环境，
专注于AI产品与业务的融合，从战略洞察、痛点分析、方案设计、功能验证、技
术问题解答等多层次多维度的服务，帮助客户提升AI产品规划与搭建能力，保障
客户业务系统稳定运行。

● 交通智能体服务专家的正常工作时间为每周五天（周一至周五），每天八小时，
享有当地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期。

服务周期

服务周期以客户提交服务申请为开始，到项目完成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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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矩阵

交付项
目

交付内容说明 交付方式

建议

服务

级别

华
为

客
户

咨询专
家服务

● 提供交通行业人工智能应用
咨询专家服务

● 提供从技术层面提供需求评
估、开发验证、技术培训、
标准实施等专业服务

远程+现场 技术 R S

高级咨
询专家
服务

● 提供交通行业人工智能应用
高级专家咨询服务

● 提供从方案层面提供项目调
研、框架构建、系统设计、
标准制定等专业服务

远程+现场 高级 R S

资深咨
询专家
服务

● 提供交通行业人工智能应用
资深级专家咨询服务

● 提供从系统层面提供系统论
证、战略规划、趋势分析、
标准引导等专业服务

远程+现场 资深 R S

 

共同职责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客户职责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协
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交通服务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栈、应用架构、部署架
构、数据量和性能等）。

● 在华为云提供实施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含有第三方软件，客户须
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 授权华为团队与迁移相关的操作权限。

华为职责

● 华为需明确项目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
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得到用户相关授权后，仅限于使用咨询服务中涉及的相关操作和数据，不得超出
限定范围，依步骤执行。

验收标准

客户在华为云官网单击确认或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服务交付件文档作为验收
合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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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签署《交通智能体专家服务报告》，该服务工作结束。

2.13 数据仓库专家服务

服务概述

华为云为客户提供数据仓库专家服务，包含咨询服务、规划设计与实施服务、数据仓
库迁移服务、开发支持服务。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计

划可行性。

● 服务期间如涉及大批量资源需求，建议客户提前10个工作日请，具体视申请的产
品类型及数量评估而定。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本项目华为云数据仓库专家服务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内容：

● 华为云数据仓库产品咨询服务

● 华为云数据仓库平台安装部署规划与实施

● 数据仓库迁移方案设计与实施支持

● 基于华为云数据仓库平台的开发支持

本项目华为云数据仓库专家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 应用程序改造、应用程序设计、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

● 迁移未明确认定为“范围内”的应用系统

● 迁移未明确认定为“范围内”的数据

● 云平台基础架构设施及环境的设计与搭建

● 实施所需的通信基础架构和组件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华为云数据仓库产品咨询服
务

理解客户业务需求，结合客户需求场景分析结果，
提供华为云数据仓库产品及解决方案咨询服务。

华为云数据仓库平台安装部
署规划与实施

提供华为云数据仓库软件组网规划、安装、配置与
调测服务。

数据仓库迁移方案设计与实
施支持

根据业务特点，设计数据仓库迁移方案，协助客户
实施数仓平台迁移、以及原平台向华为云数据仓库
平台的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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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系统开发对接支持 提供数据仓库平台开发支持服务，指导客户开发人
员进行适配器、适配脚本开发实践。

 

服务 SLA
在服务内向客户提供5x8小时服务支持。

服务流程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项目验收日期或合同约定
日期为截止日期。

责任矩阵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项目启动 团队组建 负责 负责

项目计划 负责 协助

评估分析 明确需求 协助 负责

信息收集 负责 协助

需求分析 负责 协助

服务实施 方案设计 负责 协助

技术准备 负责 协助

服务实施 负责 协助

项目验收 验收方案制订 负责 协助

监控 负责 协助

验收实施 协助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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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客户责任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协
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栈、应用架构、部署架
构、数据量和性能等。

● 在华为云提供实施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含有第三方软件，客户须
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 授权华为团队与迁移相关的操作权限。

华为责任
● 华为需明确此次迁移项目负责人。

● 对于项目所必须获取的客户相关业务架构、数据等信息，华为得到用户相关授权
后，仅限于客户授权范围的相关操作，不得超出限定范围，操作须遵循客户信息
安全管理要求。

验收标准

客户以官网确认或者书面签字（含电子件）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签署《数据仓库专家服务验收报告》或者由客户在官网确认，该服务工作
结束。

2.14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

2.14.1 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针对客户数字内容创新需求提供3D数字内容制作能力，专业的交付团队提供高质量的
制作服务，使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前提条件

1. 客户应提前至少10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数字人模
型相关专家。

2. 明确客户需求，双方达成一致的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服务范围

1. 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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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模型及相关配饰、虚拟场景等模型制作及数字人相关视频、海报、直播等
应用。

2. 不覆盖范围

华为开发支持工程师只负责本工作说明书所载明的服务，提供不在服务范围内的
服务需要额外付费。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

a. 离开常驻工作地前往其它城市进行相关工作（注：可能涉及费用包含但不限
于差旅费、住宿费、附加通讯费等)。

b. 应客户要求超出正常工作日和工作时间的相关工作（注：涉及加班工资和补
助)。

c. 外购件产品。

服务内容

服务子项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数字内容交
付实施服务

3D写实数字人IP 包含3D写实数字人相关的设计咨询，基于设
计，制作输出3D写实数字人模型，并进行渲染
合成，默认提供30秒CG视频，以及一套配套的
发型和服饰。

原画：输出3D写实数字人原画设计，草稿阶段
设计三选一。正式递交设计含彩色 45°正、反透
视图两张，及正交三视图线稿。在提交完整版本
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推翻式修
改。

模型：基于写实数字人原画三视图，制作输出
3D写实数字人模型，此模型可以用于后期的视
频制作、全息制作、海报制作和直播活动等。新
媒体使用，非电影级，写实人脸、实眼球结构，
写实人物pbr皮肤，写实发型（Xgen），可直播
的UE工程。在模型制作阶段中，综合修改次数
限5次以内，且不做返环节修改和推翻式修改。
不包含扫描及模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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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3D美型数字人IP 包含3D美型数字人相关的设计咨询，基于设
计，制作输出3D美型数字人模型，并进行渲染
合成，默认提供30秒CG视频，以及一套配套的
发型和服饰。

原画：输出3D美型数字人原画设计，草稿阶段
设计三选一。正式递交设计含彩色 45°正、反透
视图两张，及正交三视图线稿。在提交完整版本
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推翻式修
改。

模型：基于美型数字人原画三视图，制作输出
3D美型数字人模型，此模型可以用于后期的视
频制作、全息制作、海报制作和直播活动等。影
视级，非电影级，美颜风格头部结构，pbr皮肤
纹理（无写实皮肤细节），偏写实眼球结构，偏
写实发型（Xgen），可直播的UE工程。在模型
制作阶段中，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
返环节修改和推翻式修改。

3D卡通数字人IP 包含3D卡通数字人相关的设计咨询，基于设
计，制作输出3D卡通数字人模型，并进行渲染
合成，默认提供30秒CG视频，以及一套配套的
发型和服饰。

原画：输出3D卡通数字人原画设计，草稿阶段
设计三选一。正式递交设计含彩色 45°正、反透
视图两张，及正交三视图线稿。在提交完整版本
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推翻式修
改。

模型：基于卡通数字人原画三视图，制作输出
3D卡通数字人模型，此模型可以用于后期的视
频制作、全息制作、海报制作和直播活动等。影
视级，非电影级，卡通比例，偏向Q版，卡通皮
肤，卡通眼球结构，模型头发结构，可直播的
UE工程，在模型制作阶段中，综合修改次数限5
次以内，且不做返环节修改和推翻式修改。

3D风格化数字人
制作

基于单张照片建模，输出和照片相似的风格化数
字人模型，系统提供默认服饰和发型。

纯CG海报制作 基于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及其它物品等进行结
合创作，制作输出纯CG海报。包含草图设计，
虚拟人摆 Pose、打灯渲染合成及后期修图。在
提交完整版本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
不做推翻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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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虚实结合海报制
作

基于数字人模型、真实背景及真实人物等进行结
合创作，制作虚实结合海报制作。含草图设计，
虚拟人摆 Pose、打灯渲染，与实景融合制作及
后期修图。含模特聘请及外拍费用。在提交完整
版本后，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且不做推翻
式修改。不含场地费及真人演员费用、不含差
旅。

纯CG视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及其它
物品等进行结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多，制
作输出纯CG视频，高质量要求。

虚实结合视频制
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数字人模型+真实背景及真实
人物等进行结合创作，制作虚实结合视频，高质
量要求。

纯CG虚拟直播 在已有资产基础上执行虚拟人+虚拟背景，纯CG
虚拟直播，时间控制在90分钟以内。对标简单的
Vlog形式虚拟人直播，包含直播UE工程定制制
作、动捕设备搭建调试、动捕演员面试聘请、彩
排，及虚拟人直播操作。

虚实结合虚拟直
播

在已有资产基础上执行虚拟人+真人+虚拟（或实
拍）背景直播，时间控制在90分钟以内。对标中
等规模虚拟人与真人互动直播，包含直播UE工
程定制制作、动捕设备搭建调试、动捕演员面试
聘请、彩排，及虚拟人直播操作。包含摄影棚搭
建、现场灯光、摄像、导播团队等费用。不含场
地费及真人演员费用、不含差旅。

新闻播报类纯CG
视频制作

新闻类视频制作，基于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及
其它物品等进行结合创作，场景简单，特效较
少，制作输出纯CG视频，简单质量要求。

新闻播报类虚实
融合视频制作

新闻类视频制作，基于数字人模型+真实背景及
其它物品等进行结合创作，场景简单，特效较
少，制作输出虚实融合视频，简单质量要求。

3D物品展示纯
CG视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3D物品模型+虚拟背景进行结
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多，制作输出纯CG
视频，高质量要求。

3D物品展示虚实
融合视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3D物品模型+真实背景进行结
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多，制作输出虚实融
合视频，高质量要求。

云笙3D数字人视
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云笙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或
者真实背景进行结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
多，制作输出宣传视频，高质量要求。

云霄3D数字人视
频制作

广告类制作，基于云霄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或
者真实背景进行结合创作，场景复杂，特效较
多，制作输出宣传视频，高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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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风格化3D数字人
视频制作

基于单张照片建模输出的风格化数字人模型，简
单背景、无特效，制作输出宣传视频，简单质量
要求。

数字人视频播报-
基础版

基于简单数字人模型，进行宣传视频制作。

数字人视频播报-
高阶版

对数字人形象进行精修，基于精修后的数字 人
模型，进行宣传视频制作。

3D空间集成实施
服务

针对具体的3D应用场景进行集成指导。

3D写实发型模型
制作

针对写实数字人，制作3D写实发型，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美型发型模型
制作

针对美型数字人，制作3D美型发型，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卡通发型模型
制作

针对卡通数字人，制作3D卡通发型，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写实服饰模型
制作

针对写实数字人，制作3D写实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美型服饰模型
制作

针对美型数字人，制作3D美型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卡通服饰模型
制作

针对卡通数字人，制作3D卡通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写实配饰模型
制作

针对写实数字人，制作3D写实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美型配饰模型
制作

针对美型数字人，制作3D美型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卡通配饰模型
制作

针对卡通数字人，制作3D卡通配饰，原画综合
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
内。

3D场景模型制作 制作3D场景，原画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模
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

3D数字人模型动
态特效

制作3D数字人模型动态特效，如身体上有光影
特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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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项 服务子项 服务说明

3D数字人动作动
画

制作3D数字人动作动画，如抱拳、鞠躬等。

3D物品建模 根据客户真实商品/设计图，制作商品3D模型，
如电器、机车、玩偶等。原画综合修改次数限5
次以内，模型综合修改次数限5次以内。

3D场景扫描建模 对于大型室外场景、室内场景通过扫描进行建
模。

3D模型减面 对于人物场景模型进行减面处理。

3D场景模型渲染 对3D场景模型进行渲染。

人物模型渲染 对3D人物模型进行渲染。

虚拟仿真模型渲
染

对虚拟仿真模型进行渲染。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

1. 提交服务申请

– 客户提出服务申请。

2. 需求沟通确认

– 华为方会组织专家跟客户详细了解需求并进行评估；

– 和客户确认需求范围和交付目标；

3. 服务订单确认

–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方案设计；

– 待客户确认后整理正式的实施计划；

4. 服务咨询与实施

– 项目开始正式启动；

– 整理 终的项目验收材料，交付件 ；

5. 服务验收

– 客户签署《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验收报告》或在官网单击确认验收；

– 项目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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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工

1.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数字人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2.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建议不低于5000元），用于数字人模型相关云
产品和资源的购买。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指导计划和交付件。

3. 华为责任

– 模型制作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制作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
认。

– 模型制作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客户进行模型制作输出，并阶段和确
认制作结果。

– 模型制作后，根据所选模型制作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4. 责任矩阵

此处职责分工仅供参考，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S=协助方/Support

交付项目 阶段 工程活动内容 华为 客户

售前支撑 商务介入 商务洽谈 R S

售前调研 业务问题定义 S R

业务理解 S R

模型定义 客户数字人模
型使用场景及
人设

业务理解、模
型构建

S R

模型制作 基于客户的输
入进行模型制
作

模型制作 R S

验收 模型交付 汇总部署信息
并移交客户

R S

确认完成 客户验收确认
部署完成并交
接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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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交付件

大类 子类 服务 交付件

数字内容交
付实施服务

解决方案 3D写实数字人
IP

模型

3D美型数字人
IP

模型

3D卡通数字人
IP

模型

3D风格化数字
人制作

模型

纯CG海报制作 海报

虚实结合海报
制作

海报

纯CG视频制作 视频

虚实结合视频
制作

视频

纯CG虚拟直播 直播

虚实结合虚拟
直播

直播

新闻播报类纯
CG视频制作

视频

新闻播报类虚
实融合视频制
作

视频

3D物品展示纯
CG视频制作

视频

3D物品展示虚
实融合视频制
作

视频

云笙3D数字人
视频制作

视频

云霄3D数字人
视频制作

视频

风格化3D数字
人视频制作

视频

数字人视频播
报-基础版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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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子类 服务 交付件

数字人视频播
报-高阶版

视频

集成实施 3D空间集成实
施服务

技术支持

3D素材 3D写实发型模
型制作

模型

3D美型发型模
型制作

模型

3D卡通发型模
型制作

模型

3D写实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美型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卡通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写实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美型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卡通配饰模
型制作

模型

3D场景模型制
作

模型

3D数字人模型
动态特效

模型

3D数字人动作
动画

模型

3D物品建模 模型

3D场景扫描建
模

模型

3D模型减面 模型

模型渲染 3D场景模型渲
染

模型

人物模型渲染 模型

虚拟仿真模型
渲染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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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终交付件根据具体项目在制定计划时与客户商定。

验收标准

各服务子项按如下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点击验收确认、签字或盖章作为服务验
收通过依据。

2.14.2 常见问题

2.14.2.1 关于服务咨询

2.14.2.1.1 什么是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

数字内容产业是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高度融合的产业形式，涵盖数字游戏、互动娱
乐、影视动漫、立体影像、数字表演等等，为云计算、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和产业提供
内容支撑。结合企业创新需求，提供3D模型制作及高质量视频。

2.14.2.1.2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3D数字内容制作、虚拟视频制作、虚拟直播。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3D数字内容制作 面向互娱、教育、企业、
电商等场景，提供3D卡通
数字人、美型数字人、写
实数字人及相关配饰制作
服务

面向制作行业、文旅、金
融等行业客户，通过数字
人视频介绍公司产品，传
递公司价值

虚拟视频制作 提供视频镜头设计，结合
数字人模型、虚拟背景、
真实背景输出高质量视频

面向教育、培训等行业客
户，使用数字人制作教育
课件，降低教师重复繁琐
的工作投入

虚拟直播 面向互娱、企业、电商等
直播场景，提供数字人直
播服务，用户可配置各种
直播属性，即可生成主播
视觉驱动的数字人直播流

面向娱乐、电商等行业客
户，通过引入数字人和真
人互动，提升直播带货效
果，增加用户粘性

 

2.14.2.1.3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单的有效期是多长？

从您成功购买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起计算，服务单的有效期为1年。

2.14.2.2 关于服务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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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2.1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怎么收费的？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2.14.2.2.2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未使用前支持退款和退订，交付中或服务
后不支持退款和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2.14.2.3 关于服务交付

2.14.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本服务仅支持远程服务。

2.14.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写实数字人模型制作周期大概60天，卡通数字人模制作周期45天，具体交付时间需要
和客户协商。

2.14.3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续
费。

计费项

计费说明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3D写实数字人IP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360000 每个

3D美型数字人IP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160000 每个

3D卡通数字人IP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660000 每个

3D风格化数字人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500 每个

纯CG海报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75000 每张

虚实结合海报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82500 每张

纯CG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6800 每秒

虚实结合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8800 每秒

纯CG虚拟直播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320000 每场

虚实结合虚拟直播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398000 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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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新闻播报类纯CG视
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15 每秒

新闻播报类虚实融
合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65 每秒

3D物品展示纯CG
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800 每秒

3D物品展示虚实融
合视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8800 每秒

云笙3D数字人视频
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800 每秒

云霄3D数字人视频
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6800 每秒

风格化3D数字人视
频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000 每分钟

数字人视频播报-基
础版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20 每分钟

数字人视频播报-高
阶版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6000 每分钟

3D空间集成实施服
务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33600 人天

3D写实发型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38000 每个

3D美型发型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98000 每个

3D卡通发型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49800 每个

3D写实服饰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56000 每个

3D美型服饰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108000 每个

3D卡通服饰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53000 每个

3D写实配饰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34500 每个

3D美型配饰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23500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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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3D卡通配饰模型制
作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20500 每个

3D场景模型制作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人天

3D数字人模型动态
特效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人天

3D数字人动作动画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人天

3D物品建模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人天

3D场景扫描建模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人天

3D模型减面 根据您购买的“人天”进行计费。 13440 人天

3D场景模型渲染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67200 每次

人物模型渲染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403200 每次

虚拟仿真模型渲染 根据您购买的“数量”进行计费。 200000 每次

 

计费模式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
或服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续费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的3D写实数字人IP、3D美型数字人IP等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
支持续费。到期后，需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的有效期为1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
买。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常见问题。

2.15 数据库迁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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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 工作说明书

服务简介

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向客户提供数据库迁移专业服务，包括用户/角色/权限迁移、结
构迁移、数据迁移、数据校验及业务测试、性能调优、上线割接等内容。通过迁移评
估、迁移方案设计、迁移技术验证、迁移演练、迁移实施和迁移验收的专业服务，
终实现客户数据库向华为云数据库的平滑过渡。

前提条件

客户应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专家。

服务范围
● 覆盖范围

根据双方澄清的待迁移业务和数据范围，为客户提供迁移评估、方案设计、数据
迁移。

● 不覆盖范围

– 客户应用软件和数据库的安装部署；

– 迁移实施所需的通信基础组件；

– 业务相关迁移由客户进行，华为提供技术支持。

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描述

迁移评估 通过执行信息收集工具、客户访谈等手段对客户当前数据库信
息，业务运行状态进行系统的收集梳理，并对迁移的可行性、
风险、资源需求进行分析和评估

迁移规划设计 对收集的信息分析评估后，对数据库迁移的硬件设备、网络条
件、业务需求、迁移计划、迁移/回退方案等进行验证， 终输
出满足迁移要求的解决方案

交付实施 把源数据库平台及业务迁移到目标数据库平台上并进行性能调
优。同时保证迁移过程对现网业务的影响 小，迁移后的业务
稳定高效运行。

迁移验收 数据库迁移交付实施后，数据与业务均已满足客户需求，客户
对数据库迁移服务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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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场景

分类 源数据库引擎 数据流向

同构迁移 MySQL MySQL -> RDS for MySQL/GaussDB(for
MySQL)/DDM
DDM/DRDS->DDM
DDM -> MySQL

PostgreSQL（简称
PG）

PG -> RDS for PostgreSQL
PG -> GaussDB小集群&分布式

GaussDB小集群 -> GaussDB小集群

GaussDB小集群 -> GaussDB分布式

GaussDB分布式 -> GaussDB分布式

MongoDB MongoDB -> 华为DDS（兼容MongoDB）
（副本集-副本集、副本集-集群、集群到集
群）

MongoDB -> GaussDB(for Mongo)

SQL Server SQL Server -> SQL Server

Redis Redis ->GaussDB(for Redis)

异构迁移 Oracle Oracle -> RDS for MySQL /GaussDB(for
MySQL)/DDM
Oracle -> GaussDB小集群&分布式

Oracle -> RDS for PostgreSQL

MySQL MySQL/GaussDB(for MySQL)/DDM ->
Oracle
MySQL -> PG
MySQL -> GaussDB分布式版

PG GaussDB分布式 -> MySQL
GaussDB小集群&分布式 -> Oracle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在华为云数据库迁移服务的服务范围内，双方商定并确认本次服务的目标及范
围。

●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场景和涉及的业务系统相关信息；

– 专注在满足项目交付需要，及时反馈客户管理层和关键业务部门对项目的各
种意见；

– 协调安排项目干系人参加项目会议，访谈和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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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场地及各种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用于项目实施；

– 及时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服务计划和交付件；

–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第三方软件，负责协调第三方厂商，协助华
为云解决问题。

● 华为责任

– 接收用户的需求申请，协调专家远程或者现场进行实施；

– 服务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服务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服务期间，依确认后的服务计划进行实施，编写交付件；

– 服务结束后，根据所选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 免责说明

– 在实施过程中，非华为云原因导致的第三方设备或系统故障；

– 客户须保证其安装、使用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
权或其他权益。如因违反前述约定所导致的第三方索赔，客户应承担全部责
任，华为云免于罹受任何损失。

责任矩阵

此处职责分工仅供参考，请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修改。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S=协助方/Support

序号 服务阶段 华为 用户

1 项目启动 启动前准备 S R

项目启动会 S R

2 迁移评估 业务信息调研 R S

源数据库信息
调研

R S

网络现状调研 R S

IT运维管理现
状调研

R S

迁移可行性评
估

R S

3 规划设计 组建数据库迁
移团队

S R

数据库迁移整
体计划制定

S R

数据库迁移总
体方案设计

R S

数据库迁移实
施方案设计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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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阶段 华为 用户

数据库迁移方
案验证

R S

迁移风险应对
方案设计

R S

4 交付实施 迁移方案演练 R S

业务数据备份 S R

用户/角色/权
限迁移

R S

结构迁移 R S

数据迁移 R R

业务逻辑迁移 S R

应用迁移与改
写

S R

数据校验 R S

业务测试 S R

性能调优 R S

上线割接 S R

5 迁移验收 试运行保障 R S

交付件整理及
输出

R S

项目验收汇报 S R

 

服务流程

在解决方案设计服务阶段中，大概可以分为迁移评估、规划设计、实施交付和迁移验
收与保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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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标准
● 验收内容

满足以下条件启动项目验收：

– 《数据库迁移调研表》

– 《数据库迁移实施方案Runbook》
– 《数据库迁移实施方案》

● 验收流程

– 乙方负责输出项目交付件并自检，合格后提交验收申请；

– 甲方对交付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在交付件上签字。若评审有问题，乙方
根据评审意见进行整改，重新提交验收申请；

– 已方收到评审意见后，应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交付件的修改，并提交修改后的
交付件给甲方验收；

– 甲方在收到已方提交的交付件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给已方，以上过
程不应超过3次。如果乙方在交付件提交给甲方后的5个工作日内尚未收到甲
方的书面反馈意见，则该轮提交的交付件将被视为已被甲方接受并作为 终
版本验收通过。

项目完成标志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XXX（客户名）数据库迁移服务报告》）或者
官网单击验收确认，数据库迁移服务工作结束。

2.15.2 常见问题

2.15.2.1 关于服务咨询

2.15.2.1.1 什么是数据库迁移服务？

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向客户提供数据库迁移专业服务，包括用户/角色/权限迁移、结
构迁移、数据迁移、数据校验及业务测试、性能调优、上线割接等内容。通过迁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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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迁移方案设计、迁移技术验证、迁移演练、迁移实施和迁移验收的专业服务，
终实现客户数据库向华为云数据库的平滑过渡。

2.15.2.1.2 数据库迁移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数据库迁移服务包括迁移评估、迁移规划设计、交付实施和迁移验收。

● 迁移评估：通过执行信息收集工具、客户访谈等手段对客户当前数据库信息，业
务运行状态进行系统的收集梳理，并对迁移的可行性、风险、资源需求进行分析
和评估。

● 迁移规划设计：对收集的信息分析评估后，对数据库迁移的硬件设备、网络条
件、业务需求、迁移计划、迁移/回退方案等进行验证， 终输出满足迁移要求的
解决方案。

● 交付实施：把源数据库平台及业务迁移到目标数据库平台上并进行性能调优。同
时保证迁移过程对现网业务的影响 小，迁移后的业务稳定高效运行。

● 迁移验收：数据库迁移交付实施后，数据与业务均已满足客户需求，协助客户对
数据库迁移服务进行验收。

2.15.2.1.3 服务内容和服务场景是什么？

数据库迁移服务提供同构和异构2种服务类型，服务内容和典型应用场景如下表所示。
您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选择购买需要的服务类型。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同构迁移 相同架构的数据库之前的迁移，包括用
户/角色/权限迁移、结构迁移、数据迁
移、数据校验及业务测试、性能调优、
上线割接等内容

自建上云、架构演进

异构迁移 不同架构的数据库之前的迁移，包括用
户/角色/权限迁移、结构迁移、数据迁
移、数据校验及业务测试、性能调优、
上线割接等内容

自建上云、架构演进、去
“o”

 

2.15.2.1.4 数据库迁移服务服务优势？

● 经验丰富的迁移专家团队：基于丰富的金融行业项目经验，华为服务团队已构建
了一个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数据库专家团队，团队规模100+，旨在服务各类行业
客户完成数据库评估、新建、重构或迁移；

● 高效可靠的自研工具：基于华为数据库产品的自研服务，实现全量、增量数据迁
移，实现自动化、高效化、可靠化；

● 端到端的迁移服务：华为本土化专家的响应能力要超传统海外数据库，端到端的
服务体验保证客户问题及时处理、故障快速响应、业务高效开发。

2.15.2.1.5 数据库迁移服务单的有效期是多长？

数据库迁移服务单有效期1年，下单后请尽快联系交付人员进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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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1.6 可以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吗？

数据库迁移服务支持自建数据库迁移到华为云以及其他第三方云迁移到华为云，支持
的数据库和迁移类型如下表，如有其他情况也可咨询客户经理。

分类 源数据库引擎 数据流向

同构迁移 MySQL MySQL -> RDS for MySQL/GaussDB(for
MySQL)/DDM
DDM/DRDS->DDM
DDM -> MySQL

PostgreSQL（简称
PG）

PG -> RDS for PostgreSQL
PG -> GaussDB小集群&分布式

GaussDB小集群 -> GaussDB小集群

GaussDB小集群 -> GaussDB分布式

GaussDB分布式 -> GaussDB分布式

MongoDB MongoDB -> 华为DDS（兼容
MongoDB）
（副本集-副本集、副本集-集群、集群到
集群）

MongoDB -> GaussDB(for Mongo)

SQL Server SQL Server -> SQL Server

Redis Redis ->GaussDB(for Redis)

异构迁移 Oracle Oracle -> RDS for MySQL /GaussDB(for
MySQL)/DDM
Oracle -> GaussDB小集群&分布式

Oracle -> RDS for PostgreSQL

MySQL MySQL/GaussDB(for MySQL)/DDM ->
Oracle
MySQL -> PG
MySQL -> GaussDB分布式版

PG GaussDB分布式 -> MySQL
GaussDB小集群&分布式 -> Oracle

 

2.15.2.1.7 如何进行服务咨询？

您可以通过单击“服务咨询”后留言，或者拨打4000-955-988转1 |950808转1进行快
速申请。

2.15.2.1.8 远程服务咨询的时候多久可以回复？

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给您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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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2 关于服务购买

2.15.2.2.1 服务如何下单？

数据库迁移服务支持官网下单，请与客户经理咨询后再进行下单。

2.15.2.2.2 服务有没有购买使用次数限制？

数据库迁移服务没有购买次数限制。

2.15.2.2.3 购买这个服务是不是要先购买其他的配套服务？

数据库迁移服务没有配套服务，但是服务本身不包含提供目标数据库，请客户自行购
买/准备。

2.15.2.2.4 数据库迁移服务怎么收费的？

数据库迁移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具体的服务费用请参见产品页。

2.15.2.2.5 服务是否支持变更？

数据库迁移服务不支持退订和变更。

2.15.2.2.6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无特殊情况不支持退款。若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件，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停止服
务可申请退款。

2.15.2.3 关于服务交付

2.15.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数据库迁移服务支持现场或远程交付方式，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决定。

2.15.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数据库迁移服务的交付周期根据客户实际的数据库情况决定。

2.15.2.3.3 工作人员的服务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五（5*8小时）提供交付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

2.15.2.3.4 使用数据库迁移服务的获得的终交付件是什么？

交付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数据库迁移调研表》、《数据库迁移实施方
案》、《数据库迁移实施方案Runbook》

2.15.2.3.5 是否对中国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

国外地区请咨询客户经理，评估后决定。

2.15.2.3.6 数据库迁移服务怎么使用？

客户购买数据库迁移服务后，即可联系客户经理申请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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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3.7 数据库迁移服务在交付中还可以申请退款吗？

无特殊情况不支持退款。若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件，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停止服
务可申请退款。

2.15.3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数据库迁移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续费。

计费项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云数据库同构迁移
服务-基础包

根据您购买的“基础包数量”和“增量
包数量”进行计费

300,000.
00

每套

云数据库同构迁移
服务-增量包

根据您购买的“基础包数量”和“增量
包数量”进行计费

36,000.0
0

每套

云数据库异构迁移
服务-基础包

根据您购买的“基础包数量”和“增量
包数量”进行计费

500,000.
00

每套

云数据库异构迁移
服务-增量包

根据您购买的“基础包数量”和“增量
包数量”进行计费

54,000.0
0

每套

 

计费模式

数据库迁移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具体的服务费用请参见产品页。

变更配置

数据库迁移服务不支持退订，用户请根据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续费

数据库迁移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服务完成后，有需要可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数据库迁移服务没有有效期的说法，服务完成即为结束。服务结束以后，有需要可重
新购买。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数据库迁移服务常见问题。

2.16 计算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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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 鲲鹏计算移植专家服务

2.16.1.1 服务概述

服务简介

鲲鹏移植支持服务为客户提供应用系统移植迁移到鲲鹏计算平台相关技术专家支持服
务，包括应用移植可行性评估、移植方案设计、应用移植改造支持（组件替换、基础
环境部署等）、移植验证测试、业务上线支持等系列服务。

鲲鹏移植支持服提供一套标准的移植迁移流程，和对应的指导手册、 佳实践和相关
工具，帮助客户解决移植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帮助客户提升移植改造的
效率，解决移植迁移后可能出现的系统性能问题，保障整个移植适配过程正确、高效
完成。

适用产品

本服务适用于政企业务系统鲲鹏移植、自研改造场景，可能涉及的华为产品包括：华
为云Stack（鲲鹏云）、TaiShan服务器、GaussDB等。本服务也适用于使用华为整机
伙伴自有品牌的鲲鹏服务器的场景。

2.16.1.2 服务内容及范围

华为鲲鹏移植支持服务提供的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移植可行性评估：通过工具、访谈、信息表等收集客户的业务系统，根据业务系
统信息，评估业务系统移植上鲲鹏计算平台或鲲鹏云的可行性，并根据业务系统
复杂度评估工作量等。

● 移植方案设计：通过分析客户的业务系统部署架构特点，为客户推荐 佳的基础
环境，结合华为云或鲲鹏服务器应用特性，制定平滑移植至鲲鹏计算平台的技术
方案，包括组件替换、应用鲲鹏移植步骤等设计。

● 应用移植改造支持：该服务条目为具体移植改造的实施环节，首先支撑基础软硬
件环境配置，然后进行组件替换开发和ARM适配开发等主要改造开发的指导工
作。包括资源准备、基础软件环境准备、组件替换开发指导、AMR适配开发指导
等服务内容。其中，代码编译过程中可能涉及客户应用的源代码修改，涉及业务
流程，修改代码以客户或ISV为主，华为提供辅助支持。

● 测试验证：基于业务系统测试用例，协助及配合客户进行全面的业务功能测试，
以保证客户业务系统能满足迁移前的服务能力。

● 性能调优（可选）：对于移植到鲲鹏平台的业务系统，从应用软件、数据库、操
作系统、云平台、硬件等方面进行性能分析与优化。仅包含“基础性能调优服
务”，如果需要“鲲鹏全栈性能调优高阶服务”则需要另外购买。

● 业务上线支持：协助将客户业务系统成功迁移到华为鲲鹏云或者鲲鹏服务器，对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业务系统移植完成后，在一个服
务保障周期内（一般一周内），对出现问题的组件协助进行处理。

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 不提供为了适配鲲鹏云服务而对系统及数据库的业务改造服务，但可以对在兼容
列表内的中间件、数据库等软件，提供咨询、技术指导以及解决方案，协助客户
解决问题，使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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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供应用程序改造、应用程序设计、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或改造。

● 不提供未明确认定为“范围内”的应用系统的改造建议。

2.16.1.3 交付流程

服务交付流程

交付流程 工作内容 完工标准

提交申请 客户提出服务请求 客户提交《售前调研
表》

项目启动会议 1. 双方确认项目相关干系人

2. 双方召开项目启动会议

召开项目启动会，双方
确认《项目启动报告》

提交项目计划 1. 确认项目目标以及验收标准

2. 准备项目计划

双方确认《项目计
划》，并就项目计划达
成一致

应用信息调研 1. 获取现有业务系统的平台、配
置、架构以及关联等信息

2. 评估业务系统的现状

客户协调软件厂商反馈
《应用信息调研表》

应用移植评估 1. 评估业务系统移植到鲲鹏平台
的可行性

2. 评估业务系统移植到鲲鹏平台
的工作量

华为提交《应用鲲鹏移
植评估报告》，客户确
认报告内容，双方达成
一致

移植迁移方案设计 1. 设计合适的应用移植技术方案

2. 设计云上架构和产品（如涉
及）

3. 设计合适的迁移技术方案

华为提交《移植和迁移
实施方案》，客户确认
报告内容，双方达成一
致

移植改造支持 1. 协助进行软件移植涉及的基础
组件、语言环境、中间件软件
的安装部署，为客户搭建软件
基础运行环境

2. 对应用移植提供 佳实践指
导，对应用数据迁移进行辅助
支持

完成《移植和迁移实施
方案》中所包含的移植
改造步骤，没有错误出
现

测试验证 移植改造完成后，对业务系统进
行测试，以检查数据一致性，功
能的一致性

数据一致和功能一致，
双方签署《测试报告》

性能优化（可选） 协助客户及ISV从应用软件、数据
库、操作系统、云平台、硬件等
方面对业务系统进行性能分析与
优化

性能达到客户业务系统
性能目标，或者与原
X86平台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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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流程 工作内容 完工标准

业务上线支持 客户联合软件厂商依照《迁移实
施方案》及《项目计划》按计
划、分步骤实施迁移操作，华为
提供业务上线支持

完成实施方案中所包含
的全部必要步骤，没有
错误出现

验收项目 1. 准备鲲鹏迁移方案相关文档

2. 准备鲲鹏迁移实施验收会议

华为提交《项目验收报
告》，客户签字确认完
成验收

 

调研评估

对整个系统进行应用架构信息和需求调研，根据调研结果进行分析，给出鲲鹏移植的
可行性分析及工作量评估。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安排调研专家对鲲鹏移植进行宣讲

2. 安排调研专家分析ISV根据调研模板反馈
的业务系统调研信息，并给出移植可行
性评估

安排人员配合华为方反馈系统信息。

 

分析设计

结合调研信息，对系统改造的环境进行规划，对系统改造的流程进行设计，以支撑后
面的具体改造活动，包括运行环境设计及改造方案设计。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根据调研评估结果负责运行环境、系统
运行硬件和软件资源设计。

2. 负责移植改造过程的替换适配方案设
计，包含组件替换步骤、ARM适配移植
步骤、应用移植步骤，容器镜像替换步
骤等。

1. 补充分析过程中需要的系统信息。

2. 参与鲲鹏移植方案的评审。

 

适配改造

配置基础软硬件环境，进行组件替换（主要三大组件为OS、中间件和数据库）和开发
环境及业务系统ARM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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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负责配置管理硬件及软件平台环境。

2. 负责OS/中间件/数据库替换和运行环境
开发语言的适配技术指导。

1. 配合华为进行组件替换，在华为指
导下完成组件替换工作。

2. 负责ISV第三方业务系统的开发适
配。

 

测试验证

基于业务系统测试用例，协助及配合客户进行全面的业务功能测试，以保证客户业务
系统能满足迁移前的服务能力。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测试方案设计，输出测试方案和测试用
例设计。

2. （可选，需另购）负责执行测试验证，
输出测试报告。

1. 配合制定业务系统测试用例。

2. 进行用例测试，输出测试报告。

 

性能调优（可选）

对于移植到鲲鹏平台的业务系统，从应用软件、数据库、操作系统、云平台、硬件等
方面进行性能分析与优化。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协助ISV进行业务系统性能评测。

2. 负责给ISV业务系统提供调优建议。

1. 对ISV开发的业务系统进行性能评
测。

2. 对ISV开发的业务系统负责进行性
能调优。

 

试运行上线

改造完成并通过测试调优后，对系统进行正式部署，并进行存量数据迁移和业务切
换，完成上线商用。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负责生产环境硬件和软件资源准备和部
署。

2. 协助生产环境业务系统组件替换和测验
验证，协助业务试运行及存量数据同步
和业务切换上线。

1. 配合在华为指导下在生产环境进行
组件替换和业务系统适配开发。

2. 负责业务系统上线前的测试、存量
数据同步和业务切换上线。

3. 负责上线后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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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4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往后
三个月/一年期为截止日期或以具体项目的合同签署为准。

现场交付说明：现场支持的人天或人年数以具体项目的合同签署为准。

2.16.1.5 交付件清单

验收交付件清单如下：

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应用信息调研 《xx项目XXX应用信息调研表》

应用移植评估 《xx项目XXX应用鲲鹏移植评估报告》

移植方案设计 《xx项目XXX鲲鹏移植技术方案》

上云交付设计（可选） 《xx项目XXX解决方案上云交付设计》

性能调优指导（可选） 《xx项目XXX解决方案性能调优指南》

测试验证 《xx项目XXX解决方案测试报告》

项目验收 《xx项目鲲鹏移植项目验收报告》

 

验收通过，客户以签字盖章（含电子件）《鲲鹏移植项目验收报告》或者按合同约定
服务截止日期进行验收确认（订阅式服务），鲲鹏移植支持服务工作结束。

2.16.1.6 责任分工

责任矩阵

鲲鹏移植支持服务分工责任矩阵：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第三方（ISV）

项目启动 团队组建 负责 负责 协助

项目计划 负责 负责 协助

调研评估 需求分析 负责 协助 协助

信息收集 负责 协助 协助

方案策略 负责 协助 协助

分析设计 项目规划 负责 协助 协助

方案设计 负责 协助 负责

应急预案 负责 协助 协助

技术准备 负责 协助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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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第三方（ISV）

适配改造 基础环境搭建 负责 协助 协助

代码适配改造 协助 负责 负责执行

适配改造支持 负责 协作 负责执行

测试验证 功能测试 协助 负责 负责

性能调优
（可选）

调优 佳实践指
导

负责 协助 负责执行

性能测试与分析 协助 负责 负责

调优专家技术支
持

负责 协助 负责执行

业务上线支
持

迁移技术支持 协助 负责 负责执行

项目验收 验收方案制定 负责 协助 协助

验收方案输出件 协助 负责 协助

 

客户职责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顺利执行架构设计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
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涉及的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栈、应用架构、部
署架构、数据量和性能等）。

● 在华为提供业务迁移上云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含有第三方软件，
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解决问题。

● 需要客户组织华为鲲鹏移植支持服务团队与应用系统软件开发商（ISV）之间的沟
通，使双方有正常的沟通渠道进行方案的讨论和确定。

● 在鲲鹏移植支持服务内容部分，存在需要客户进行决策的部分内容，客户需要组
织决策小组进行相应的决策。

华为职责

● 华为需明确此次迁移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更，需
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华为制定完整的鲲鹏移植解决方案，对方案中的技术部分进行可行性技术探讨。

● 移植过程，华为使用技术手段和迁移工具协助应用移植成功，努力保障数据的一
致性和有效性，考虑到整个移植操作涉及到数据的搬迁，为以防万一，客户需要
在移植前对关键数据进行完整备份，并验证数据的可用性。

● 得到用户相关授权后，仅限于使用移植支持服务涉及的相关操作，不得超出限定
范围，依移植实施方案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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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说明

1. 对于鲲鹏移植支持服务按照华为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项目服务合同进行，各项子服
务中所涉及的业务个数、主机个数、案例个数、功能个数可能在项目计划阶段或
者子服务计划定义阶段有调整，但是项目将严格按照项目服务包内容或者服务的
总人天数（如涉及）来执行。

2. 在项目交付期间，客户需要保证所有相关人员联系畅通，以便华为工程师能及时
地向他们寻求帮助。任何联络延迟可能会导致项目交付延迟。

3. 服务项目的执行内容，将按照项目合同确定的内容进行，超出项目和范围外的服
务和技术支持，华为将无法提供服务。

2.16.1.7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6-09 第一次正式发布

 

2.16.2 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

2.16.2.1 服务概述

服务简介

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为客户提供应用在鲲鹏计算平台的调优支持服务，包括应用
的性能摸底测试、性能瓶颈定位、调优方案设计、调优实施、性能测试等系列服务。

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提供一套专业的一对一调优专家支持服务，和对应的性能调
优方案、方法与 佳实践、调优指导和相关工具，帮助客户解决应用程序存在的性能
问题，保障整个应用在鲲鹏计算平台上高效运行，发挥鲲鹏计算平台极致能力。

适用产品

本服务适用于已适配鲲鹏计算平台的应用，包括华为TaiShan服务器及华为整机伙伴自
有品牌的鲲鹏服务器的场景。

2.16.2.2 服务内容及范围

华为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提供的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性能摸底测试：基于业务应用系统测试用例，协助及配合客户进行全面的业务应
用性能摸底测试，以确认当前应用性能情况。

● 性能瓶颈定位：通过访谈、信息表等收集客户的业务应用系统基本情况，结合工
具从应用软件、数据库、操作系统、硬件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性能分析，定位当前
性能瓶颈。

● 调优方案设计：通过分析当前性能瓶颈，结合业务应用系统基本情况，并与客户
软件开发人员进行沟通，给出可实施的调优方案。

● 调优实施：对各调优手段方便进行验证，判断各调优优化效果，整理有效且对业
务应用系统合适的调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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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测试：基于业务应用系统测试用例，协助及配合客户再次进行全面的业务应
用性能测试，以确认调优效果落地及 终调优结果。

2.16.2.3 交付流程

服务交付流程

交付流程 工作内容

提交申请 客户提出服务请求。

项目启动会议 双方召开项目启动会议，并确认项目相关干系人。

性能摸底测试 对现有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全面性能摸底测试。

性能瓶颈定位 分析定位当前业务应用系统性能瓶颈。

调优方案设计 设计适用于当前业务应用系统的调优方案。

调优实施 对各调优手段独立进行实施，整理有效合理的调优手段。

性能测试 对现有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全面性能测试。

项目验收 进行鲲鹏全栈调优支持高阶服务验收会议，并提供本次服务交
付的相关文档。

 

性能摸底测试

基于业务应用系统测试用例，协助及配合客户进行全面的业务应用性能摸底测试，以
确认当前业务应用性能情况。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安排调优专家对鲲鹏全栈调优进行宣
讲。

2. 基于业务应用系统测试用例，协助及配
合客户进行全面的业务应用性能摸底测
试。

安排人员配合华为方进行性能摸底测
试。

 

性能瓶颈定位

通过访谈、信息表等收集客户的业务应用系统基本情况，结合工具从应用软件、数据
库、操作系统、硬件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性能分析，定位当前性能瓶颈。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与客户进行访谈，收集客户业务应用系
统基本情况。

2. 结合工具对业务应用整体性能进行分
析，定位性能瓶颈点。

安排人员配合华为方进行业务应用系
统基本情况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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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优方案设计

通过分析当前性能瓶颈，结合业务应用系统基本情况，并与客户软件开发人员进行沟
通，给出可实施的调优方案。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分析业务应用系统性能瓶颈，并与客户对
齐，输出可实施调优方案。

安排人员配合华为方进行调优方案确
认。

 

调优实施

对各调优手段方便进行验证，判断各调优优化效果，整理有效且对业务应用系统合适
的调优手段。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1. 对每一个调优手段进行验证，确认调优
效果。

2. 整理有效合适的调优手段报告。

安排人员配合华为方进行调优手段验
证。

 

性能测试

基于业务应用系统测试用例，协助及配合客户再次进行全面的业务应用性能测试，以
确认调优效果落地及 终调优结果。

华为责任 客户责任

基于业务应用系统测试用例，协助及配合客
户进行全面的业务应用性能测试。

安排人员配合华为方进行性能测试。

 

2.16.2.4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的往
后三个月/一年期为截止日期，或以具体项目的合同签署为准。

现场交付说明：现场支持的人天或人年数以具体项目的合同签署为准。

2.16.2.5 交付件清单

验收交付件清单如下：

交付件

《xx项目XXX应用信息调研表》（可选）

《xx项目XXX解决方案性能摸底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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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件

《xx项目XXX应用鲲鹏性能调优指南》

《xx项目XXX解决方案性能测试验收报告》

 

验收通过，客户以签字盖章（含电子件）《xx项目XXX解决方案性能测试验收报告》或
者按合同约定服务截止日期进行验收确认（订阅支持服务模式），鲲鹏全栈调优支持
服务工作结束。

2.16.2.6 责任分工

责任矩阵

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分工责任矩阵：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第三方
（ISV）

项目启动 团队组建 负责 负责 协助

项目计划 负责 负责 协助

性能摸底测试 鲲鹏全栈调优宣讲 负责 协助 协助

摸底测试 协助 负责 负责

性能瓶颈定位 业务应用系统调研 负责 协助 协助

性能瓶颈定位 负责 协助 协助

调优方案设计 性能瓶颈分析 负责 协助 协助

调优方案设计 负责 协助 协助

调优手段实施 调优手段实施 负责 负责 负责

调优报告整理 负责 协助 协助

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 协助 负责 负责

项目验收 验收方案输出 负责 协助 协助

验收输出件 协助 负责 协助

 

客户职责

客户须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顺利执行架构设计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
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涉及的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栈、应用架构、部
署架构、数据量和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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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为提供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涉及第三方组
件，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华为解决问题。

● 需要客户组织华为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团队与应用系统软件开发商（ISV）之间
的沟通，使双方有正常的沟通渠道进行方案的讨论和确定。

● 在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内容部分，存在需要客户进行决策的部分内容，客户需
要组织决策小组进行相应的决策。

● 因部分全栈调优手段需要服务器重启验证和部分应用代码修改，考虑到整体全栈
调优不对现有应用及环境的影响，客户需要在调优前对关键数据及应用进行完整
备份，并提供独立的调优环境。

华为职责

● 华为需明确此次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因特殊情况
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华为制定完整的鲲鹏全栈调优方案，对方案中的技术部分进行可行性技术探讨。

● 得到用户相关授权后，仅限于使用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涉及的相关操作，不得
超出限定范围，依全栈调优实施方案进行操作。

有限责任说明

1. 对于鲲鹏全栈调优支持服务按照华为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项目服务合同进行，各项
子服务中所涉及的业务个数、主机个数、案例个数、功能个数可能在项目计划阶
段或者子服务计划定义阶段有调整，但是项目将严格按照项目服务包内容或者服
务的总人天数（如涉及）来执行。

2. 在项目交付期间，客户需要保证所有相关人员联系畅通，以便华为工程师能及时
地向他们寻求帮助。任何联络延迟可能会导致项目交付延迟。

3. 服务项目的执行内容，将按照项目合同确定的内容进行，超出项目和范围外的服
务和技术支持，华为将无法提供服务。

2.16.2.7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6-09 第一次正式发布

 

2.16.3 鲲鹏工程师培训及认证服务

2.16.3.1 概述

需求背景
● 鲲鹏生态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当前，“互联网+”实现了万物相联。无人超市、智慧城市、共享出行、智能制
造、智能手机、虹膜识别、无人机、无人驾驶……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便利。互联+智能技术成为毫无争议的、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
PC为主的固定接入终端转变为以智能手机、智能终端为主的移动接入。随着云计
算在各行各业的普及，移动终端通过云数据中心接入应用和享用服务已经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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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模式。由于目前移动终端架构90%以上都是采用的ARM架构，随着AI、大数
据、5G技术的到来，越来越需要多元的生态结构。

华为认为，万物互联、万物感知和万物智能的智能社会正加速到来，基于ARM的
智能终端应用加速发展并出现云端协同；与此同时，云计算下的新业务让数据类
型越发多样性，如大数据应用、分布式存储和部分边缘计算等，这些场景应用对
多核高能效计算提出明确需求，在性能和功耗方面具有优势的ARM计算系统将发
挥作用。从行业趋势和应用需求看，多样性计算时代正在到来，多种数据类型和
场景驱使计算架构的优化，多种计算架构的组合是实现 优性能计算的必然选
择。

2019年1月，华为宣布推出业界 高性能的基于ARM架构的7nm服务器处理器
——鲲鹏920，基于鲲鹏处理器打造了鲲鹏云服务和解决方案，拥有芯片、整机、
云平台、数据库、大数据、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云管等端到端自研能力的全栈
云，全面支持“云+AI+5G”的多元新架构。

● 智能计算面临巨大人才缺口

根据中国教育部门测算，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过500万，国内的供求比例
为1：10，供需比例严重失衡。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同样面临百万级的人才缺
口。不断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人才短板，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华为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30亿元来发展鲲鹏产业生态，聚焦于鲲鹏
和昇腾处理器、鲲鹏云服务和AI云服务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开放能力，使能伙
伴，共同做大计算产业。

在培育和壮大鲲鹏生态产业的过程中，必然催生对相关应用人才的需求，围绕鲲
鹏产业的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大力培养鲲鹏人才，一方面满足华为鲲鹏生态的发
展需要，同时也缓解了产业人才缺口的压力，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向智能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当地数字经济发展。

鲲鹏工程师培训及认证服务简介

鲲鹏工程师培训及认证服务，为客户提供鲲鹏认证伙伴基于open系开源内核构建的商
业软件培训，包含商业软件介绍、特性描述、操作使用、开发指导等内容。

2.16.3.2 openEuler 系操作系统商业软件培训

培训简介

通过学习操作系统商业软件桌面应用课程，可以掌握统信企业Linux环境所需的核心桌
面管理技能，掌握自己安装虚拟系统管理器的方法及虚拟机的安装部署，了解操作系
统激活方法，掌握桌面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掌握在系统中的磁盘及网络管理等；通
过学习系统工程师课程，可以具备企业Linux环境所需的核心系统管理技能。可以了解
和运用必要的工具处理文件、目录、命令行环境和文档，掌握使用部署、配置及维护
系统，包括软件安装、安全性管理等。

培训对象

● 应用开发工程师

● 操作系统工程师

● 运维工程师

● 系统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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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掌操作系统商业软件的安装部署，基本操作使用方法，具备企业
Linux环境所需的核心系统管理技能。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桌面管理 操作系统、桌面基础、文件及控制中心管理、常用软
件、网络设置、硬件设备管理、电脑安全与优化等

服务器部署与基础命令 Linux发展史、服务器版环境部署、操作系统部署、linux
基础命令与Shell解释器等

文件与目录管理 用户和组管理、基于文件的复制、移动和删除需求、文
件的权限配置、系统树状目录结构、常见目录介绍、
setuid,setgid,sticky的用法和特性、控制新建文件或目录
的权限umask等

文件管理工具 用户信息交互与VI编辑器、系统文件查找与压缩归档、
输入输出重定向等内容

软件包与服务 软件包管理、dpkg管理工具、apt管理工具、源码包安
装、系统状态查询、系统进程管理、systemd服务、ssh
服务、crony计划任务等

网络与磁盘管理 Linux系统启动流程、系统修复、网络管理系统、磁盘管
理方案以及软raid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3天，每班人数不超过3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3.3 鲲鹏 openGauss 系数据库商业软件培训

培训简介

培训鲲鹏认证伙伴基于鲲鹏开源内核openGauss构建的数据库商业软件，包括安装部
署、日志管理、权限管理、备份恢复、安全管理、开发调试等。

培训对象
● 应用开发工程师

● 数据库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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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维工程师

● 系统架构师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掌openGauss商业软件的安装部署，基本操作使用方法，具备企
业数据库管理基本技能。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数据库介绍 数据库体系结构简介

数据库安装部署与实例管理 安装部署模式选择，Vastbase单机安装
部署，数据库实例管理及实验

客户端工具介绍、数据类型使用 客户端管理工具使用，数据库类型设计
与使用

存储空间与权限管理 数据库存储管理，数据库用户管理，数
据库用户权限管理及实验

对象管理 数据库schema对象介绍，对象权限管理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 Vastbase备份恢复工具比较，数据库备
份管理，数据库恢复管理及实验

数据库高可用技术 Stream复制技术介绍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3天，每班人数不超过3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3.4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6-09 第一次正式发布

 

2.16.4 鲲鹏工程师进阶培训及认证服务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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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4.1 概述

需求背景

● 鲲鹏生态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当前，“互联网+”实现了万物相联。无人超市、智慧城市、共享出行、智能制
造、智能手机、虹膜识别、无人机、无人驾驶……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便利。互联+智能技术成为毫无争议的、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
PC为主的固定接入终端转变为以智能手机、智能终端为主的移动接入。随着云计
算在各行各业的普及，移动终端通过云数据中心接入应用和享用服务已经成为主
要的模式。由于目前移动终端架构90%以上都是采用的ARM架构，随着AI、大数
据、5G技术的到来，越来越需要多元的生态结构。

华为认为，万物互联、万物感知和万物智能的智能社会正加速到来，基于ARM的
智能终端应用加速发展并出现云端协同；与此同时，云计算下的新业务让数据类
型越发多样性，如大数据应用、分布式存储和部分边缘计算等，这些场景应用对
多核高能效计算提出明确需求，在性能和功耗方面具有优势的ARM计算系统将发
挥作用。从行业趋势和应用需求看，多样性计算时代正在到来，多种数据类型和
场景驱使计算架构的优化，多种计算架构的组合是实现 优性能计算的必然选
择。

2019年1月，华为宣布推出业界 高性能的基于ARM架构的7nm服务器处理器
——鲲鹏920，基于鲲鹏处理器打造了鲲鹏云服务和解决方案，拥有芯片、整机、
云平台、数据库、大数据、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云管等端到端自研能力的全栈
云，全面支持“云+AI+5G”的多元新架构。

● 智能计算面临巨大人才缺口

根据中国教育部门测算，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过500万，国内的供求比例
为1：10，供需比例严重失衡。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同样面临百万级的人才缺
口。不断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人才短板，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华为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30亿元来发展鲲鹏产业生态，聚焦于鲲鹏
和昇腾处理器、鲲鹏云服务和AI云服务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开放能力，使能伙
伴，共同做大计算产业。

在培育和壮大鲲鹏生态产业的过程中，必然催生对相关应用人才的需求，围绕鲲
鹏产业的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大力培养鲲鹏人才，一方面满足华为鲲鹏生态的发
展需要，同时也缓解了产业人才缺口的压力，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向智能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当地数字经济发展。

鲲鹏计算人才培养专家服务简介

鲲鹏工程师进阶培训及认证为客户提供鲲鹏计算新技术、根技术方面培训，包含鲲鹏
技术规划、应用使能/开发套件等内容，并针对鲲鹏技术产品及应用开发移植调优的实
操技能进行加强。

2.16.4.2 鲲鹏新技术规划

培训简介

面向创新中心定邀本地TOP伙伴，介绍计算产业技术趋势及鲲鹏计算新技术规划与路
标（如：元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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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

鲲鹏生态伙伴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了解计算产业技术趋势及鲲鹏计算新技术规划与路标，掌握技术
发展方向，增强发展信心。

培训内容

表 2-13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计算产业技术趋势 针对计算技术趋势进行说明讲解。

鲲鹏计算新技术规划 针对鲲鹏计算新技术规划进行说明讲解。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0.5天，每班人数不超过3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项目完成

培训交付完成，验收通过。

2.16.4.3 鲲鹏工程师进阶培训

培训简介

针对鲲鹏工程师的系列培训。旨在推动鲲鹏计算人才的培养，面向鲲鹏计算工程师提
供芯片技术基础知识、计算系统架构、操作系统、鲲鹏产品、应用移植相关内容培
训，以及openEuler操作系统介绍，鲲鹏服务器管理、配置与部署，日常维护、典型问
题处理、BoostKit、DevKit工具介绍与演练等，使学员具备产品的安装部署、运维和故
障处理等能力，了解openEuler操作系统、应用移植基本知识。

培训对象
● 系统管理员

● 软件开发者

● 技术经理

● 项目经理

培训目标

针对鲲鹏工程师的系列培训。旨在推动鲲鹏计算人才的培养，面向鲲鹏计算工程师提
供芯片技术基础知识、计算系统架构、操作系统、鲲鹏产品、应用移植相关内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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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以及openEuler操作系统介绍，鲲鹏服务器管理、配置与部署，日常维护、典型问
题处理、BoostKit、DevKit工具介绍与演练等，使学员具备产品的安装部署、运维和故
障处理等能力，了解openEuler操作系统、应用移植基本知识。

培训内容

表 2-14 鲲鹏工程师进阶培训课程清单

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鲲鹏计算
系统工程
师培训

提供芯片技术基础知识、计算系统架构、操作系
统、鲲鹏产品、应用移植相关内容培训，内容包含
芯片介绍，欧拉操作系统介绍，鲲鹏服务器产品培
训、服务器管理、配置与部署，日常维护、典型问
题处理等，使学员具备产品的规划设计、安装部
署、运维和故障处理等能力，了解欧拉操作系统、
应用移植基本知识，具备胜任鲲鹏计算售前售后技
术支持、鲲鹏服务器工程师、数据中心IT工程师等
岗位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提供为期5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
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openEuler
操作系统
工程师培
训

本课程主要针对openEuler操作系统工程师在基础
运维工作，以文件共享服务器的搭建和运维为案
例，讲解openEuler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并培养
基础运维操作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掌握
openEuler操作系统的基础操作、用户和权限管
理、网络管理、文件及存储管理、软件管理、进程
及计划任务管理、Shell脚本基础等知识和操作能
力。

提供为期5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
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BoostKit
鲲鹏应用
使能套件
实训课

鲲鹏实训课以实验操作为主、理论授课为辅的形
式，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相应技术产品的实操技能。
培训BoostKit应用使能套件，包括：加速库/大数据/
数据库/分布式存储/Web/ARM原生/虚拟化等技术
原理、方案架构、特性优势、调优方法，以及应用
案例，并提供操作演练的沙箱实验。

提供为期2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30人
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DevKit 鲲
鹏开发套
件实训课

鲲鹏实训课以实验操作为主、理论授课为辅的形
式，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相应技术产品的实操技能。
培训DevKit鲲鹏开发套件，包括：分析扫描工具、
代码迁移工具、性能调优工具、指令翻译工具
Exagear、IDE的安装部署、工具特性，以及应用案
例，并提供操作演练的沙箱实验。

提供为期2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30人
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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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鲲鹏职业
开发者精
英实训课

针对鲲鹏中级开发者的培训，包括学员管理、课程
内容、举办训练营、证书发放。以项目实践操作与
实战经验分享为主、理论授课为辅的形式，帮助学
员快速掌握鲲鹏技术产品及应用开发移植调优的实
操技能。课程通过讲解鲲鹏生态趋势、鲲鹏软件迁
移及调优方案、鲲鹏解决方案关键特性，建立鲲鹏
产业整体认知；并结合具体行业应用（金融、运营
商、安平等）端到端讲解其典型软件技术栈及解决
方案，迁移策略、性能测试方案、性能调优策略、
全栈调优方法，常见问题的定位方法及解决思路，
使学员具备对鲲鹏计算平台上的应用进行全生命周
期管理能力，能够胜任鲲鹏平台的应用开发和运维
岗位。本课程包含鲲鹏软件迁移及调优实战，结合
运用BoostKit鲲鹏应用使能套件和DevKit鲲鹏开发
套件，加强学员对鲲鹏开发套件理解和应用。

提供为期5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30人
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4.4 HCIA 华为认证工程师培训

培训简介

Huawei Certified ICT Associate 华为认证ICT工程师认证，致力于ICT基础知识与技能
提升，通过认证的人员具备安装、配置、运行 ICT设备，并进行一般故障排除的能力。
此项服务面向鲲鹏开发者提供openEuler、openGauss、鲲鹏、大数据、AI、数据库、
计算、安全等华为全技术方向的培训和认证。

培训对象
● 院校学生

● 初级开发者

● 数字化相关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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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表 2-15 HCIA 华为认证工程师培训课程清单

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HCIA-
openGauss
华为认证数
据库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华为认证HCIA-openGauss定位于培养与认证具
备数据库基础运维和开发能力的工程师。通过
HCIA-openGauss认证，将证明您已经掌握数据
库的基础知识、openGauss数据库的基础架构和
生态，华为云数据库GaussDB的组网形态、企业
特性、应用场景等知识，具备使用openGauss数
据库支撑企业业务、部署和运维的能力，能够胜
任数据库开发/运维工程师、售前/售后工程师等
岗位。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HCIA-
Kunpeng
Application
Developer华
为认证鲲鹏
应用开发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鲲鹏计算产业介绍，包括华为鲲鹏处理器、
TaiShan服务器、华为云鲲鹏云服务、
openEluer操作系统、鲲鹏解决方案、鲲鹏社
区等。

● 应用迁移介绍。

● 迁移工具Porting advisor。
● 应用性能监控及调优。

● 应用调优工具Tuning kit。
● 应用部署和发布。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HCIA-Big
Data 华为认
证大数据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大数据前沿技术解
说、常用且重要组件的技术原理及华为大数据解
决方案FusionInsight HD介绍，华为在大数据领
域的成功案例。旨在帮助学员掌握大数据基础原
理和技术，掌握基于FusionInsight HD平台的大
数据组件的使用方法，以及大数据平台的综合应
用。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HCIA-AI 华
为认证AI工
程师认证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AI概览、Python编程
基础、数学基础知识、TensorFlow 介绍、深度
学习预备知识和深度学习概览、华为云EI概览、
Python编程基础实验、数学基础知识实验、
TensorFlow编程基础实验、TensorFlow 在图像
识别、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的应用实验。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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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HCIA-
GaussDB华
为认证数据
库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数据库基础理论、
SQL语法基础、数据库安全基础、数据库开发环
境、数据库设计基础、华为数据库解决方案等内
容。使学员掌握GaussDB平台的使用和数据库设
计的能力，能够在高级开发人员的指导下开展数
据库相关工作。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HCIA-
Intelligent
Computing
华为认证智
能计算工程
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计算产业发展简史及
趋势、计算系统架构概述、计算平台产品及常用
技术、行业解决方案案例实践等。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HCIA-
Security 华
为认证安全
工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防火墙/VPN/终端安
全技术基础。

提供为期10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云
计算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IT发展的趋势、云计算架构和技术概念；

● 华为云计算解决方案的架构、特点和应用场
景；

● 虚拟化和容器的概念，区分虚拟化和容器；

● 存储资源、存储设备和数据存储，描述磁盘
和存储的关系；

● 计算产业发展简史及趋势、计算系统架构概
述、计算平台产品及常用技术、行业解决方
案案例实践等。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物
联网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物联网基础知识体系；

● 典型物联网技术；

● 华为物联网解决方案，物联网典型项目案
例；

● 基于华为物联网“端-管-云”产品，完成端云
互通基础实验。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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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视
讯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终端、MCU、SMC以
及录播RSE产品介绍、协议原理、配置操作、日
常维护。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机
器视觉工程
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视频监控基础知识；

● 视频监控网络与安全基础知识；

● 视频监控摄像头介绍、安装及参数配置；

● 视频监控平台介绍、操作。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云
服务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云计算基础，华为云介绍，计算云服务，网络云
服务，存储云服务，更多云服务，华为云运维基
础。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
HarmonyOS
应用开发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HarmonyOS基本概
念及原理、HarmonyOS技术架构、HarmonyOS
应用开发流程、Ability与UI开发知识，使学员具
备HarmonyOS功能开发、调试与发布的能力，
能够胜任HarmonyOS应用开发工程师岗位。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
HarmonyOS
设备开发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HarmonyOS基本概
念及原理、HarmonyOS技术架构、HarmonyOS
设备开发流程、内核与驱动知识，使学员具备
HarmonyOS设备子系统开发、移植的能力，能
够胜任HarmonyOS设备开发工程师岗位。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智
能驾驶MDC
应用开发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AUTOSAR的产业标准，了解MDC300F的总体
硬件和软件架构；

● 能够基于AUTOSAR的AP平台开发应用程序；

● 能够在MDC300F上转换使用已有人工神经网
络算法。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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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数
据中心工程
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数据中心基本概念，
云数据中心发展趋势，华为云数据中心软件硬件
产品功能，及数据中心日常运维操作。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网
络能源工程
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安全操作、基础知
识、产品介绍。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存
储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存储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

● AI、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存储应用技术；

● 存储生态系统介绍；

● 业务连续性技术及应用；

● 数据中心存储运维管理等。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数
通工程师培
训

定位于培养数据通信网络领域具备基础通用知识
和技能水平的从业人员。系统介绍数据通信网络
基础知识，IP网络基础知识、以太交换网络基础
知识、广域网络基础知识、WLAN基本原理、网
络安全基础与网络接入原理、网络管理与运维基
础、网络服务与应用基础以及SDN与编程自动化
基础知识，使您可以胜任小型企业网络工程师岗
位，具备协助设计小型企业网络以及对华为数通
设备进行部署、运维的能力。

提供为期10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无
线局域网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WLAN通用技术基础
机基于AC6605的配置实现。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传
送网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传送网通用技术基础
原理(SDH\WDM\OTN)，MSTP系统描述、组网
保护、以太网技术原理、业务配置。

提供为期10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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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接
入网工程师
培训

能够理接入网的相关概念，掌握TCP/IP协议基
础，了解常见的各层协议，掌握IP编制技术。能
够掌握VLAN原理，掌握接入网的xDSL技术。能
够理解xPON原理，能够根据业务流和xPON帧之
间的映射关系，进行xPON的业务开通及故障的
处理。能够掌握FTTx PON设备型号及相应单板
的功能，并能够根据设备指示灯进行故障处理、
能够根据PON口的分光比进行ODN网络简单的
部署。能够掌握OLT的登录、OLT操作用户的添
加和维护、单板的添加删除、带内带外网管及防
止非法用户登录OLT配置。能够完成各类ONU的
上线操作，并根据数据规划完成xPON宽带、语
音、业务的开通及宽带、语音业务故障的处理。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LTE
工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华为LTE eNodeB常用操作维护，包括告警管
理、设备管理、传输管理和软件管理。

● 华为LTE eNodeB产品的常见故障处理，包括
传输故障、天馈故障及操作维护链路故障。

提供为期10天的
面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华为认证5G
工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5G网络与业务基础；

● 5G行业应用与解决方案。

提供为期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
地或培训中心
培训。

 

认证考试

表 2-16 HCIA 华为认证工程师考试清单

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HCIA-openGauss 华为认证数据库工程
师考试劵

建议与HCIA-openGauss 华为认证数据
库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HCIA-OpenEuler华为认证openEuler系
统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openEuler操作系统工程师培训配
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A-Kunpeng Application Developer
华为认证鲲鹏应用开发工程师培训考试
券

建议与HCIA-Kunpeng Application
Developer华为认证鲲鹏应用开发工程师
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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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HCIA-Big Data 华为认证大数据工程师
考试券

建议与HCIA-Big Data 华为认证大数据
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HCIA-AI 华为认证AI工程师认证考试劵 建议与HCIA-AI 华为认证AI工程师培训
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A-GaussDB华为认证数据库工程师考
试券

建议与HCIA-GaussDB华为认证数据库工
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A-Intelligent Computing 华为认证
智能计算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Intelligent Computing 华
为认证智能计算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
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A-Security 华为认证安全工程师考试
券

建议与HCIA-Security 华为认证安全工程
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物联网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IoT 华为认证物联网工程师
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视讯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Video Conference 华为认
证视讯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
数采购。

华为认证云服务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Cloud Service 华为认证云
服务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
采购。

华为认证云计算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Cloud Computing 华为认
证云计算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
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机器视觉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Intelligent Vision华为认证
机器视觉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
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HarmonyOS应用开发工程师考
试券

建议与HCIA-HarmonyOS Application
Developer 华为认证HarmonyOS应用开
发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华为认证HarmonyOS设备开发工程师考
试券

建议与HCIA-HarmonyOS Device
Developer 华为认证HarmonyOS设备开
发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华为认证智能驾驶MDC应用开发工程师
考试劵

建议与HCIA-MDC Application
Developer 华为认证智能驾驶MDC应用
开发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
采购。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Data Center 华为认证数据
中心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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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工程师考试
劵

建议与HCIA-Data Center Facility 华为
认证网络能源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
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存储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Storage 华为认证存储工程
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数通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Datacom 华为认证数通工
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WLAN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WLAN 华为认证无线局域
网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华为认证传送网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Transmission 华为认证传送
网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华为认证接入网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Access 华为认证接入网工
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LTE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LTE 华为认证LTE工程师培
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5G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A-5G 华为认证5G工程师培训
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更多信息

关于HCIA华为认证工程师培训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华为认证官方网站。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考券发放给客户后，以客户的考券接收记录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说明

获取考券学员需自行前往华为认证考点进行认证考试，认证考券支持1人1次对应级别的考试。
考券有使用期限要求，起始日期从考券发放激活后计算，失效后的考券将无法使用。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4.5 HCIP 华为认证高级工程师培训

培训简介

Huawei Certified ICT Professional华为认证ICT高级工程师认证，致力于技术人员专业
发展及专项能力提升，通过认证的人员具有丰富的ICT知识和实践能力。此项服务面向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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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开发者提供鲲鹏、大数据、AI、数据库、计算、安全、存储、网络等方向的培训
和认证。

培训对象
● 中高级开发者工程师

● 中高级数字化产业从业人员

培训内容

表 2-17 HCIP 华为认证高级工程师培训课程清单

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HCIP-
Kunpeng
Application
Developer华
为认证鲲鹏
应用开发高
级工程师培
训

华为认证HCIP-Kunpeng Application
Developer V1.0定位于培养与认证能够基于鲲
鹏架构进行应用开发和高阶鲲鹏应用移植的
高级工程师。

通过HCIP-Kunpeng Application Developer
V1.0 认证，您将从计算机架构层面了解鲲鹏
的硬件特点和应用开发方法论，能够基于鲲
鹏平台使用主流开发语言进行应用开发，并
进行高阶鲲鹏应用移植，进一步掌握不同层
次应用（如硬件、编译器和应用等）的性能
优化方法，及鲲鹏应用发布流程和方法，具
备胜任鲲鹏应用开发高级工程师岗位的能
力。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HCIP-Big
Data
Developer 华
为认证大数
据开发高级
工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JAVA开发基础、
开源大数据组件的开发及其实战演练。

提供为期6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HCIP-AI EI
Developer 华
为认证企业
AI开发高级
工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深度前馈神经网络、图像处理理论和应用、
语音处理理论和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理论和
应用、华为AI发展战略与全栈全场景解决方
案介绍、图像处理实验、语音处理实验、自
然语言处理实验。

提供为期9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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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HCIP-AI-
Ascend
Developer华
为认证昇腾
开发高级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了解华为昇腾处理器和Atlas产品。

● 掌握人工智能理论与实践，深入了解
MindSpore深度学习开发框架。

● 具备熟练使用昇腾AI计算平台CANN进行
模型开发、训练，在Atlas 200 DK硬件完
成部署的能力。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HCIP-AI-
MindSpore
Developer 华
为认证AI
MindSpore开
发高级工程
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神经网络基础，MindSpore介绍与API使用，
图像处理原理与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原理与
应用。

提供为期6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HCIP-
GaussDB-
OLAP华为认
证GaussDB
OLAP数据库
高级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GaussDB(DWS)数据仓库的基础知识、SQL高
阶语法、数据库设计与管理、数据库安全管
理、数据库集群管理、数据库迁移管理以及
数据库高级特性等内容。使学员掌握数据仓
库对象创建、管理和查询，数据仓库基础运
维、数据仓库的安全配置及管理等能力，能
够胜任GaussDB(DWS)数据仓库二次开发和
数据仓库管理运维相关工作。

提供为期8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HCIP-
GaussDB-
OLTP华为认
证GaussDB
OLTP数据库
高级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基础理论、
SQL高阶语法、GaussDB(for MySQL)配套云
服务使用、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日常
操作、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安全管
理、云DBA智能运维和GaussDB(for MySQL)
数据库性能调优以及了解GaussDB(for
MySQL)数据库的高级特性，将具备云上数据
库管理和运维、云数据库性能调优、云上数
据库应用开发等能力，能够胜任云数据库应
用开发及云DBA岗位。

提供为期6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HCIP-
Intelligent
Computing
华为认证智
能计算高级
工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智能计算产品介绍、智能计算产品规划设
计、智能计算产品安装部署、智能运维和故
障处理等内容。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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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HCIP-
Security 华为
认证安全高
级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防火墙可靠性/攻击防范/VPN/DDOS解决方案
等高级技术、Agile Controller终端安全技
术、IPS/AV/Web过滤/垃圾邮件过滤等UTM
技术。

提供为期15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云
计算高级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华为云计算解决方案;计算、存储、网络虚
拟化基础知识；

● 华为虚拟化平台FunsionCompute及桌面
云FusionAccess体系结构、产品和技术。

提供为期8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物
联网开发高
级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华为物联网系列产品；

● 华为云物联网平台t与物联网操作系统
LiteOS的二次开发流程；

● 基于NB-IoT通信技术,实现华为云物联网平
台与物联网操作系统LiteOS的集成开发，
物联网平台设备联动，消息通知服务
SMN。

提供为期8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视
讯高级工程
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产品进阶知识、高级协议原理、音视频技
术、会议室集成、防火墙穿越方案、故障排
查。

提供为期8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机
器视觉高级
工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智能摄像机技术原理及应用；

● 智能算法技术原理和管理；

● 视频云技术原理及应用；

● 视频图像库和大数据技术；

● 视频大联网技术；

● 视频站点规划设计、安装部署与维护；

● 视频云平台规划设计、安装部署与维护。

提供为期10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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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云
服务架构高
级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企业应用架构与云技术；计算服务规划；网
络服务规划；存储服务规划；数据库服务规
划；云安全服务规划；云原生技术；云原生
应用架构；华为云运维方案；华为云技术创
新及解决方案。

提供为期7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云
服务DevOps
高级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DevOps理念与实践：华为软件开发云模块-代
码托管、代码检查、编译、云上部署、测
试、发布、敏捷项目管理等全生命周期流程
简介和使用。培训也介绍了流行的开源工
具，如：Git，Maven等。利用华为软件开发
云平台的基础服务端到端完成一个云应用项
目从设计、配置、编译、测试、部署直至发
布的全流程。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
HarmonyOS
应用开发高
级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HarmonyOS应用场景，方舟开发框架高级组
件、分布式关键技术、服务卡片、工程调
测、功能开发、应用设计介绍以及一次开发
多端部署的内容。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
HarmonyOS
设备开发高
级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HarmonyOS应用场景，编译构建与启动恢
复、LiteOS-A内核、HDF驱动开发、系统移
植、应用安装部署、工程调测及子系统开发
能力的内容。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数
据中心高级
工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华为云数据中心层网络及IT软硬件部署及运维
操作。

提供为期14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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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网
络能源高级
工程师-部署
管理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系统知识、产品介绍、安装调测、故障处
理。

提供为期10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存
储高级工程
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存储系统介绍、闪存存储技术与应用、分布
式存储技术与应用、存储规划设计与实施、
存储运维与故障处理等。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数
通高级工程
师核心技术
培训

定位于培养具备数据通信领域各场景通用核
心知识和技能的高级工程师。系统介绍IP路由
进阶、以太网交换进阶、IPv6基础、大型
WLAN组网、网络可靠性、网络服务与管理、
企业网络解决方案等数通领域高级工程师必
备的通用核心知识和技能。

提供为期10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数
通高级工程
师高级路由
交换技术培
训

定位于培养具备数通领域路由交换高阶知识
和高级技能水平的工程师。系统介绍IGP高级
特性、BGP高级特性、IPv6路由、VLAN高级
技术、以太网交换安全、MPLS原理、网络运
维和故障定位、网络割接等知识和技能。使
您可以胜任中到大型企业网络工程师岗位，
掌握中到大型网络的特点和通用技术，具备
使用华为数通设备进行中到大型企业网络的
规划设计、部署运维、故障定位的能力，并
能针对网络应用设计出较高安全性、可用性
和可靠性的解决方案。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数
通高级工程
师网络自动
化开发者培
训

定位于培养数据通信网络领域具备网络自动
化开发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高级工程师。
系统介绍Python编程基础、Git原理、
Netconf/YANG原理、Telemetry原理、OPS
原理、RESTful原理、华为iMaster NCE-
Campus北向开放能力、华为iMaster NCE-
Fabric北向开放能力和iMaster NCE业务开放
可编程技术等知识。您可以胜任企业网络自
动化开发工程师岗位，具备使用华为数通设
备进行企业网络自动化部署、开发和运维的
能力。

提供为期10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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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园
区网络规划
与部署培训

华为认证HCIP-Datacom-Campus Network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V1.0定位于培养
大、中、小型企业园区场景下具备规划、部
署、运维、调优能力的高级工程师。通过
HCIP-Datacom-Campus Network Planning
and Deployment认证将证明您系统地理解并
掌握传统园区网络技术、华为智简园区
（CloudCampus）解决方案、网络准入控制
技术、业务随行技术、VXLAN技术、BGP
EVPN技术、园区网络虚拟化技术、园区
WLAN交付与验收、CampusInsight智能运维
等知识。您可以胜任数通领域园区场景的网
络工程师（客户经理、项目经理、售前工程
师、售后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岗位，具
备使用华为数通产品进行园区网络规划、网
络自动化部署和运维的能力。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数
通高级工程
师SD-WAN
规划与部署
培训

HCIP-Datacom-SD-WAN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V1.0定位于培养数通网络领域企
业广域互联场景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
高级工程师。通过HCIP-Datacom-SD-WAN
Planning and Deployment认证可以胜任企业
网络广域互联工程师（客户经理、项目经
理、售前工程师、售后工程师、运维工程师
等）岗位，具备使用华为数通设备进行企业
广域互联接入场景规划、部署和运维的能
力。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企
业网络解决
方案设计培
训

HCIP-Datacom-Enterprise Network
Solution Design V1.0 定位于培养与认证数通
网络领域企业网络解决方案设计场景具备专
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高级工程师。

通过HCIP-Datacom-Enterprise Network
Solution Design V1.0认证，将证明您系统地
理解并掌握园区网络常见技术、华为智简园
区解决方案、园区网络设计方法、企业广域
互联常见技术、华为SD-WAN解决方案、企
业广域互联网络设计方法、数据中心及数据
中心网络常见技术、华为智简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数据中心网络设计方法、广域承载网
络常见技术、广域承载网络设计方法等知识
技能。您将具备使用华为数通产品进行园
区、广域、数据中心网络等场景端到端规划
设计，并能够针对应用需求设计出较高安全
性、可用性和可靠性的解决方案的能力，您
可以胜任数通网络领域企业园区、广域、数
据中心网络等场景的解决方案高级工程师
（客户经理、项目经理、售前工程师等）岗
位。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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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广
域网络规划
与部署培训

华为认证HCIP-Datacom-Enterprise Network
Solution Design V1.0定位于培养与认证数通
网络领域企业网络解决方案设计场景具备专
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高级工程师。

通过HCIP-Datacom-Enterprise Network
Solution Design V1.0认证，将证明您系统地
理解并掌握企业网络解决方案全景、园区网
络常见技术、华为CloudCampus解决方案、
园区网络设计方法、企业广域互联常见技
术、华为SD-WAN解决方案、企业广域互联
网络设计方法、数据中心及数据中心网络常
见技术、华为CloudFabric解决方案、数据中
心网络设计方法、广域承载网络常见技术、
华为CloudWAN解决方案、企业广域承载网
络设计方法等知识技能。您将具备使用华为
数通产品进行企业园区网络、广域网络、数
据中心网络等场景端到端规划设计，并能够
针对应用需求设计出较高安全性、可用性和
可靠性的解决方案的能力，您可以胜任数通
网络领域企业园区、广域、数据中心网络等
场景的解决方案高级工程师（客户经理、项
目经理、售前工程师等）岗位。

提供为期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无
线局域网高
级工程师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构建大中型企业基础WLAN、安全、高可靠、
互联WLAN、华为WLAN移动办公解决方案、
WLAN简要规划、WLAN详细规划、企业
WLAN设计以及WLAN优化。

提供为期10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传
送网高级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设备调测、复杂组网时钟保护、设备对接、
ECC专题、指针调整、故障处理及ASON)。
OTN设备操作维护(设备硬件、组网、保护、
光电层业务数据配置、SOM智慧光管、日常
维护及故障处理等)。

提供为期10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2 上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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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接
入网高级工
程师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深入理解接入网相关的各种协议，掌握报
文分析的方法；

● 深入理解xPON原理，掌握网管系统的业
务配置；

● 掌握组播，语音，接入安全，保护，下一
代PON技术；

● 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客户解决方案的
设计满足客户前期及中、后期的业务发展
需求。

提供为期10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LTE
高级工程师
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华为LTE eNodeB产品的日常操作，如管理
告警、跟踪信令、管理版本软件和实时监
控等。

● 华为LTE eNodeB产品的数据配置及重配
置。

● LTE高级故障处理。

提供为期10天的面
授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认证考试

表 2-18 HCIP 华为认证高级工程师考试清单

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HCIP-Kunpeng Application Developer
华为认证鲲鹏应用开发高级工程师培训
考试券

建议与HCIP-Kunpeng Application
Developer华为认证鲲鹏应用开发高级工
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Big Data Developer 华为认证大数
据开发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Big Data Developer 华为认
证大数据开发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
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AI EI Developer 华为认证企业AI开
发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AI EI Developer 华为认证
企业AI开发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
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AI 各方向都有独立的认证证书，无
捆绑关系。

HCIP-AI-Ascend Developer华为认证昇
腾开发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AI-Ascend Developer华为
认证昇腾开发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
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AI 各方向都有独立的认证证书，无
捆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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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HCIP-AI-MindSpore Developer 华为认
证AI MindSpore开发高级工程师培训考
试券

建议与HCIP-AI-MindSpore Developer
华为认证AI MindSpore开发高级工程师
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AI 各方向都有独立的认证证书，无
捆绑关系。

HCIP-GaussDB-OLAP华为认证数据库高
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GaussDB-OLAP华为认证
GaussDB OLAP数据库高级工程师培训配
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GaussDB-OLTP，HCIP-GaussDB-
OLAP都有独立的认证证书，无捆绑关
系。

HCIP-GaussDB-OLTP华为认证数据库高
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GaussDB-OLTP华为认证
GaussDB OLTP数据库高级工程师培训配
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GaussDB-OLTP，HCIP-GaussDB-
OLAP都有独立的认证证书，无捆绑关
系。

HCIP-Intelligent Computing 华为认证智
能计算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Intelligent Computing 华为
认证智能计算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
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Security-CISN 华为认证高级安全
工程师-构建安全网络架构考试券

建议与HCIP-Security 华为认证安全高级
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说明：

需要通过HCIP-Security-CISN，HCIP-
Security-CTSS，HCIP-Security-CSSN 3
门认证考试后方可取得HCIP-Security证
书。

HCIP-Security-CSSN 华为认证高级安全
工程师-构建内容安全网络考试券

HCIP-Security-CTSS 华为认证高级安全
工程师-构建终端安全体系考试券

IoT Developer 华为认证物联网高级开发
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IoT Developer 华为认证物
联网开发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
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视讯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Video Conference 华为认证
视讯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
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云服务架构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Cloud Service Solutions
Architect 华为认证云服务架构高级工程
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Cloud Service Solutions Architect
与HCIP-Cloud Service Developer都有独
立的认证证书，无捆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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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云服务DevOps高级工程师考试
券

建议与HCIP-Cloud Service DevOps
Engineer 华为认证云服务DevOps高级工
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Cloud Service Solutions Architect
与HCIP-Cloud Service Developer都有独
立的认证证书，无捆绑关系。

华为认证云计算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Cloud Computing 华为认
证云计算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
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机器视觉高级工程师培训考试
券

建议与HCIP-Intelligent Vision华为认证
机器视觉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
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HarmonyOS应用开发高级工程
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HarmonyOS Application
Developer 华为认证HarmonyOS应用开
发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
数采购。

华为认证HarmonyOS设备开发高级工程
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HarmonyOS Device
Developer 华为认证HarmonyOS设备开
发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
数采购。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高级工程师-ITIDM考
试券

建议与HCIP-Data Center 华为认证数据
中心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
人数采购。

需通过HCIP-Data Center-ITIDM，HCIP-
Data Center-CDCDM 2门认证考试后方
可取得HCIP-Data Center证书。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高级工程师-CDCDM
考试券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高级工程师考试劵 建议与HCIP-Data Center Facility-
Deployment 华为认证网络能源高级工程
师-部署管理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
采购。

华为认证存储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Storage 华为认证存储高级
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华为认证数通高级工程师核心技术考试
券

建议与HCIP-Datacom-Core Technology
华为认证数通高级工程师核心技术培训
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Datacom-Core Technology考试是
必须通过的，在此基础上通过HCIP-
Datacom其他方向的认证考试后才能得
到对应方向的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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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数通高级工程师-高级路由交换
技术考试券

建议与HCIP-Datacom-Advanced R&S
Technology 数通高级工程师高级路由交
换技术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HCIP-Datacom-Core Technology考试是
必须通过的，在此基础上通过HCIP-
Datacom其他方向的认证考试后才能得
到对应方向的认证证书。

华为认证数通高级工程师-网络自动化开
发者考试券

建议与HCIP-Datacom-Network
Automation Developer 数通高级工程师
网络自动化开发者培训配套使用，按需
求人数采购。

HCIP-Datacom-Core Technology考试是
必须通过的，在此基础上通过HCIP-
Datacom其他方向的认证考试后才能得
到对应方向的认证证书。

华为认证数通高级工程师-园区网络规划
与部署考试券

建议与HCIP-Datacom-Campus
Network Planning and Deployment园
区网络规划与部署培训配套使用，按需
求人数采购。

HCIP-Datacom-Core Technology考试是
必须通过的，在此基础上通过HCIP-
Datacom其他方向的认证考试后才能得
到对应方向的认证证书。

华为认证数通高级工程师-SD-WAN规划
与部署考试券

建议与HCIP-Datacom-SD-WAN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数通高级工
程师SD-WAN规划与部署培训配套使
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Datacom-Core Technology考试是
必须通过的，在此基础上通过HCIP-
Datacom其他方向的认证考试后才能得
到对应方向的认证证书。

华为认证数通高级工程师-企业网络解决
方案设计考试券

建议与HCIP-Datacom-Enterprise
Network Solution Design 企业网络解决
方案设计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HCIP-Datacom-Core Technology考试是
必须通过的，在此基础上通过HCIP-
Datacom其他方向的认证考试后才能得
到对应方向的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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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数通高级工程师-广域网络规划
与部署考试券

建议与HCIP-Datacom-WAN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广域网络规划与部署
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P-Datacom-Core Technology考试是
必须通过的，在此基础上通过HCIP-
Datacom其他方向的认证考试后才能得
到对应方向的认证证书。

华为认证WLAN高级工程师-构建企业无
线局域网络架构考试券

建议与HCIP-WLAN 华为认证无线局域网
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
采购。

需要通过HCIP-WLAN-CEWA，HCIP-
WLAN-POEW 2门认证考试后方可取得
HCIP-WLAN证书。

华为认证WLAN高级工程师-规划优化企
业无线局域网络考试券

华为认证传送网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Transmission 华为认证传送
网高级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
数采购。

华为认证接入网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Access 华为认证接入网高级
工程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华为认证LTE高级工程师考试券 建议与HCIP-LTE 华为认证LTE高级工程
师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更多信息

关于HCIP华为认证工程师培训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华为认证官方网站。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考券发放给客户后，以客户的考券接收记录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说明

获取考券学员自行前往华为认证考点进行认证考试，认证考券支持1人1次对应级别的考试。考
券有使用期限要求，起始日期从考券发放激活后计算，失效后的考券将无法使用。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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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4.6 HCIE 华为认证专家培训

培训简介

Huawei Certified ICT Expert华为认证ICT专家，HCIE是华为认证体系中 高级别认
证，致力于复杂技术、方案设计及新老技术融合应用能力提升，通过HCIE认证的开发
者表明其拥有精深的领域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此项服务面向鲲鹏开发者提供大
数据计算、安全、存储、网络等方向的培训和认证。

培训对象

致力于成为领域专家的技术人员

培训内容

表 2-19 HCIE 华为认证专家培训课程清单

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HCIE-Big
Data-Data
Mining 华为认
证大数据挖掘
专家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大数据挖掘的理论基础、数学基础、挖掘
工具和平台的使用，以及挖掘实战演练。

提供为期12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HCIE-
Intelligent
Computing 华
为认证智能计
算专家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计算生态业务洞察、关键技术和应用、智
能计算解决方案架构设计和应用实践、智
能计算系统调优等。

提供为期8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HCIE-Security
华为认证安全
专家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防火墙高级技术、IPV6技术、防火墙攻击
防范技术、防火墙VPN高级技术应用、内
容安全技术、Agile Controller终端安全技
术。

提供为期1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云计
算专家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云数据中心级别的运营和运维、云计算灾
备、云计算业务迁移、云计算故障处理、
云计算规划设计和 佳实践术

提供为期1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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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融合
通信专家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视讯和统一通信的内容，介绍协作通信相
关音视频技术原理，视讯会议和统一通信
的组网设计，高级应用技术，安全与可靠
性技术，故障排查及融合会议等内容。

提供为期1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机器
视觉专家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机器视觉高级技术介绍及应用、规划设计
（智慧社区、路侧感知）、算法、调测调
优、故障排查与维护

提供为期8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云服
务架构专家培
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企业上云顶层设计；云底层技术；应用上
云概述；云上可扩展性设计；云上可用性
设计；云上性能设计；云上安全设计；云
上成本设计；华为云上云迁移服务；网络
迁移；主机迁移；存储数据迁移；数据库
迁移；容器化改造；云运维与优化；云服
务使能；泛政府解决方案；泛企业 佳实
践案例；游戏行业上云 佳实践

提供为期12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数据
中心专家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华为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云数据中心规
划设计，操作与维护

提供为期1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
规划设计专家
培训

HCIE-Data Center Facility Design V1.0关
注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整体咨询规划流
程，数据中心配电系统、制冷系统和DCIM
系统规划设计。主要培养具备数据中心供
配电架构分析及优化、制冷系统配置与负
荷计算及节能方案分析的能力专家级工程
师

提供为期7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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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存储
专家培训

HCIE-Storage v2.0培训包括如下存储产品
和方案：

传统数据中心存储方案规划设计、性能调
优等（OceanStor 5500 V3、OceanStor
18000 V3、OceanStor 2800 V3）。

云数据中心存储方案规划设计、性能调优
等（OceanStor 9000、OceanStor
FusionStorage）。

传统数据中心灾备方案规划设计、性能调
优等（HyperMetro双活方案，主备方案，
CommVault备份方案）。

传统数据中心迁移方案规划设计、性能调
优等（SmartMigration迁移方案）。

提供为期10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数通专家
认证培训

华为认证HCIE-Datacom V1.0 定位于培养
数通网络领域具备跨场景融合解决方案专
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专家。

通过HCIE-Datacom认证将证明您系统地理
解并掌握路由交换高阶技术、企业网络架
构全景、园区网络典型架构与技术、华为
CloudCampus解决方案设计与部署、广域
互联网络典型架构与技术、华为SD-WAN
解决方案设计与部署、广域承载网络典型
架构与技术、华为CloudWAN解决方案设
计与部署、网络自动化技术与实践等知识
技能。您将具备坚实的企业网络跨场景融
合解决方案理论知识，能够使用华为数通
产品及解决方案进行企业园区网络、广域
互联网络及广域承载网络的规划、建设、
维护及优化。您将能胜任企业网络全场景
专家岗位（包括客户经理、项目经理、售
前专家、售后专家、网络架构师等）。

提供为期1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数据中心
网络专家认证
培训

华为认证HCIE-Data Center Network V1.0
定位于培养与认证数据中心网络领域具备
场景解决方案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专
家。

通过HCIE-Data Center Network V1.0认证
将证明您系统地理解并掌握数据中心网络
基础知识、数据中心网络高阶技术与应
用、华为CloudFabric解决方案、数据中心
网络规划与设计、数据中心网络运维等知
识技能。您将具备坚实的数据中心网络场
景解决方案理论知识，能够使用华为数据
中心网络产品及解决方案进行数据中心网
络的规划、建设、维护及优化。您将能胜
任数据中心网络场景专家岗位（包括客户
经理、项目经理、售前专家、售后专家、
网络架构师等）。

提供为期1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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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认证无线
局域网专家培
训

HCIE-WLAN考试包含WLAN组网、可靠技
术、设备资源管理、准入控制、安全与防
御、WLAN与IoT、WLAN定位技术、
WLAN IPv6组网技术、CloudCampus解决
方案、故障排查、智能运维、网络优化以
及网络规划等内容。

提供为期10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华为认证传送
网专家培训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OTN、MSTP、
U2000、PTN、IP 微波、BITS时钟、工程
维护、专业服务

提供为期15天的面授
培训服务：

1. 每场限16人以
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
或培训中心培
训。

 

认证考试

表 2-20 HCIE 华为认证专家考试清单

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HCIE-Big Data-Data Mining 华为
认证大数据挖掘专家方向笔试考券

建议与HCIE-Big Data-Data Mining华为认证
大数据挖掘专家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HCIE 实验考试券(大数据挖掘) 建议通过HCIE-Big Data-Data Mining华为认
证大数据挖掘专家方向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
购。

HCIE-Intelligent Computing 华为
认证智能计算专家笔试券

建议与HCIE-Intelligent Computing华为认证
智能计算专家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
购。

HCIE 实验考试券(智能计算) 建议通过HCIE-Intelligent Computing华为认
证智能计算专家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Security 华为认证安全专家-
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Security华为认证安全专家培训
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安全) 建议通过HCIE-Security华为认证安全专家-笔
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融合通信专家-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华为
认证融合通信专家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
采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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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HCIE 实验考试券-融合通信 建议通过HCIE-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华
为认证融合通信专家-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
购

华为认证云服务架构专家-笔试考试
券

建议与HCIE-Cloud Service Solutions
Architect 华为认证云服务架构专家培训配套
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云服务 建议通过HCIE-Cloud Service Solutions
Architect 华为认证云服务架构专家-笔试后再
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云计算专家-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Cloud Computing 华为认证云计
算专家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云计算 建议通过HCIE-Cloud Computing 华为认证云
计算专家-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机器视觉专家-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Intelligent Vision华为认证机器
视觉专家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机器视觉 建议通过HCIE-Intelligent Vision华为认证机
器视觉专家-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专家-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Data Center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
专家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数据中心 建议通过HCIE-Data Center 华为认证数据中
心专家-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规划设
计专家-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Data Center Facility Design 华
为认证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规划设计专家培训配
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

建议通过HCIE-Data Center Facility Design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规划设计专家-笔
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存储专家-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Storage 华为认证存储专家培训
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存储 建议通过HCIE-Storage 华为认证存储专家-笔
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数通专家-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Datacom华为数通专家认证培训
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Datacom 建议通过HCIE-Datacom华为数通专家认证-
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数据中心网络专家-笔试考
试券

建议与HCIE-Data Center Network 华为数据
中心网络专家认证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
采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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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名称 配置说明

HCIE 实验考试券-数据中心网络 建议通过Data Center Network 华为数据中心
网络专家认证-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无线局域网专家-笔试考试
券

建议与HCIE-WLAN 华为认证无线局域网专家
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WLAN 建议通过HCIE-WLAN 华为认证无线局域网专
家-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华为认证传送网专家-笔试考试券 建议与HCIE-Transmission 华为认证传送网专
家培训配套使用，按需求人数采购

HCIE 实验考试券-传送网 建议通过HCIE-Transmission 华为认证传送网
专家-笔试后再按需求人数采购

 

更多信息

关于HCIE华为认证工程师培训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华为认证官方网站。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考券发放给客户后，以客户的考券接收记录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说明

获取考券学员自行前往华为认证考点进行认证考试，认证考券支持1人1次对应级别的考试。考
券有使用期限要求，起始日期从考券发放激活后计算，失效后的考券将无法使用。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4.7 数字化领导力高研班

培训简介

针对行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我们萃取业界成功经验和华为实践经验，形成数字
化领导力的高研班系列课程，涵盖数智、战规、变革、人才、文化等多个方面，以及
金融、交通等行业的实践。

培训对象

企业中高层管理者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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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表 2-21 数字化领导力高研班课程清单

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华为文化与核
心价值观分享
0.5天版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华为简介与核心价值观；

● 华为核心价值观的含义；

● 核心价值观落地与传承。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一线呼唤炮火
打赢班长战争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华为组织级项目管理全视图给您带
来的思考，组织架构设置，明确一
线、平台，管理层职责、分工与运
作机制。 构建精兵团队，培养少将
班长，通过精兵+强平台协同运作，
打赢班长的战争。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以奋斗者为本
的多元激励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了解华为激励体系，物质激励和非
物质激励，理解华为激励管理体系
设计的深层逻辑及对人性的思考。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面向商业成功
的集成产品开
发IPD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华为集成产品开发体系背景介绍，
华为集成产品开发理念的七大关键
要素，华为集成产品开发管理体系
变革。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熵减—华为活
力之源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企业之熵的表现，华为的熵减实
践，发展的企业耗散结构。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华为数字化转
型之道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介绍数字化转型趋势、华为数字化
转型背景与现状，华为数字化转
型”353“方法论及相关实践案
例。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华为数字化转
型方法与实践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华为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与现状，华
为数字化转型实践案例分享，华为
数字化转型方法论。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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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战略规划的方
法与实践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详解BLM方法论以及及其应用，战
略规划如何组织与实施。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从战略解码到
战略执行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学习华为战略解码的方法，吸取组
织、人才、文化方面的实践经验 ，
掌握系统性的提升战略执行的方
法。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提升组织执行
力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课程将组织执行力清晰打开，进
行层层解析，帮助中高层管理者
读懂组织执行力的实质，把握组
织执行力的核心脉络和关键因
素。

● 课程在业界研究的理论支撑下，
经验性地列举了组织执行力的关
键举措，帮助中高层管理者理解
打造组织执行力的思路和方法。

● 课程特别列出了在提升组织执行
力上，中高层管理者的核心要
务，帮助中高层管理者结合自身
实际，从这几个着手点在具体的
工作中承担责任、发挥作用。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高绩效团队建
设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理解建设高绩效团队特征
（GRPI），启发学员深刻理解高
绩效团队领导力的关键要素。

● 修炼自觉“做”管理者的心理反
应机制，使得管理者跨越心理盲
区，总结诊断管理问题的方法。

● 对高绩效团队的认知达成共识。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熵减——华为
激发组织活力
实践分享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深刻理解华为对组织活力的基本
假设-熵减理论。

● 理解如何从人性出发去激发个体
的活力。

● 理解如何通过获取分享的机制激
发团队的活力。

● 理解如何通过对准多打粮食和增
加土地肥力的组织变革来激发组
织活力。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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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业务变革管理
与实践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理解业务变革成功的关键原则，了
解业务变革管理体系的内容和方
法，了解业务变革实践 。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流程化组织建
设与实践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 了解华为流程化组织建设的原则
和方法，在管理上形成一套体系
化的决策和运作机制；

● 了解为承载业务流程的组织设计
的系统理念和方法。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创新策略与成
功密码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了解华为创新概述及发展历程 ，创
新战略与专题流程 ，华为创新管理
策略与实践 ，华为创新管理支撑体
系。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人才管理体系
建设与实践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了解华为人才管理理念与框架践，
学习华为干部和专家管理实践方法
和经验，为本企业的人才管理思路
起到启发的作用。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绩效管理驱动
价值创造 - 0.5
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华为绩效体系架构，理解绩效体系
设计背后的深层逻辑。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5G驱动力与行
业趋势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5G核心能力与重要意义，5G时代愿
景与商业模式，5G行业创新应用转
型实践案例分享。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卓越项目管理 -
1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华为项目管理引入背景与发展历
程，卓越项目管理43210方法论，
华为卓越项目管理实践与重要意
义。

提供为期1天的面授培训服
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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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人才规划与人
才布局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了解人才规划重要性，学习华为人
才规划方法论，通过对华为人才规
划和人才工程案例分享，为本企业
的人才规划思路提供参考和启发。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打破部门墙-跨
部门团队建设
与运作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认识部门墙和跨部门团队， 跨部门
团队的建设和运作过程（选员、确
定目标、分工、运作（绩效管理、
建立规则、冲突解决、运作评
估））， 跨部门团队中管理者和氛
围的转变。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城市数字化转
型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针对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需求
与挑战，通过对为什么要做数字化
转型、华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历程与
经验教育，华为对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总体规划思路、及对领先城市数
字化转型经验的解读，来实现提升
部委领导提升思想领导力的目的。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城市智能体实
践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通过对城市智能体样本的解读了解
城市数字化转型核心信息平台的建
设及运营，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
提供参考对比和探讨各地数字化转
型及核心信息平台的建设思路、路
径及方法，加深领导干部对城市数
字化转型工作的重视与思考。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探索政府数字
化之路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对数字政府概述及发展趋势进行说
明，并基于“十四五”数字政府发
展定位及建设路径的指导方针，结
合数字政府典型案例剖析， 终提
出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建议。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华为商务风险
管理与谈判实
践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风险管
理与合同谈判的相关知识。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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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城市长效运营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围绕智慧城市建成后客户后续关注
长效运营工作展开，讲解当下智慧
城市长效运营的主要运营模式，并
以先进区域的运营案例进行经验解
读， 终使得客户能结合自身城市
建设情况选择合适的运营模式，并
对运营工作开展及评判有相对完整
认识。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金融行业5G新
技术与业务展
望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5G产业全球发展态势、5G技术特
点、5G+新一代信息技术协同创
新、5G时代的金融行业应用和商业
机会。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区块链在金融
行业中的应用
与发展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区块链的前世今生、区块链核心技
术、区块链平台介绍、区块链全球
各国政策介绍与分析、区块链在金
融行业应用场景分析、区块链在金
融行业应用案例分析以及区块链发
展趋势分析。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金融科技前沿
技术应用培训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以及移动互联为引领的新的工
业革命与科技革命，导致金融学科
的边界、研究范式不断被打破和被
重构；金融科技涉及的技术具有更
新迭代快、跨界、混业等特点，特
别是与场景化的叠加融合；如何更
好的发挥出科技金融的特点，让科
技服务金融，让科技创新金融，更
好的助力中国金融变革。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交通行业数字
化转型新技术
应用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交通行业数字化转型新技术应用，
从交通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看，新技
术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其应用
在交通行业势在必行；通过交通数
字化转型技术参考架构介绍，详细
阐述新技术在交通行业数字化转型
的创新应用及技术支撑，旨在为交
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新技术应用提供
指引。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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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培训内容 配置说明

交通行业数字
化转型之道 -
0.5天

本培训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数字化转型是交通行业变革的必然
选择，在交通强国的背景下，交通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安全、效
率和体验的提升。交通企业如何开
展数字化转型，以及参考和借鉴华
为在交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提供为期0.5天的面授培训
服务：

1. 每场限40人以内。

2. 支持客户所在地或培训
中心培训。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4.8 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方案设计

面向鲲鹏创新中心的生态伙伴，提供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表 2-22 服务内容说明

服务名称 内容

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服务 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是华为面向鲲鹏创新中心生
态伙伴推出的解决方案认证支持服务，支撑生态伙
伴在解决方案认证过程中按流程申报、完成自测和
测试报告，缩短方案认证的周期，发展鲲鹏产业生
态。

 

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服务交付设计

表 2-23 服务交付说明

交付要素 交付设计

交付形式 在规定时间服务期，以远程联合办公为主，有必要
的情况下到客户的工作场所办公，每方案支持的总
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或10个工作日。

服务SLA 在服务期内向客户提供5*8小时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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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流程

表 2-24 服务交付流程

交付流程 工作内容

需求提交 客户提出服务请求

需求评审 评审服务需求

安排专家 安排鲲鹏领域专家

开发支撑 专家支撑客户完成方案认证

项目验收 进行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服务验收

 

交付团队

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服务由华为鲲鹏服务专家团队或经授权的合作团队交付。交付
讲师具备3年以上计算相关领域的规划管理工作经验，熟悉鲲鹏体系的应用和开发，具
备鲲鹏体系软件迁移和方案评审的能力。

验收方案

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服务验收标准条件如下；

表 2-25 服务交付件

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流程介绍 无

自测支持 方案自测报告

自测报告预审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4.9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2-11-22 第三次正式发布。

● 合并BoostKit 鲲鹏应用使能套件实训课、DevKit 鲲鹏开发套件实
训课、鲲鹏职业开发者精英实训课、openEuler操作系统工程师培
训、鲲鹏计算系统工程师培训至鲲鹏工程师进阶培训。

● 新增数字化领导力高研班、鲲鹏创新解决方案支持服务两类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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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3-31 第二次正式发布。

新增HCIA 华为认证工程师培训、HCIP 华为认证高级工程师培训、
HCIE 华为认证专家培训三类培训。

2021-06-09 第一次正式发布。

 

2.16.5 鲲鹏人才培养专家进阶服务

2.16.5.1 概述

需求背景

● 鲲鹏生态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当前，“互联网+”实现了万物相联。无人超市、智慧城市、共享出行、智能制
造、智能手机、虹膜识别、无人机、无人驾驶……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便利。互联+智能技术成为毫无争议的、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
PC为主的固定接入终端转变为以智能手机、智能终端为主的移动接入。随着云计
算在各行各业的普及，移动终端通过云数据中心接入应用和享用服务已经成为主
要的模式。由于目前移动终端架构90%以上都是采用的ARM架构，随着AI、大数
据、5G技术的到来，越来越需要多元的生态结构。

华为认为，万物互联、万物感知和万物智能的智能社会正加速到来，基于ARM的
智能终端应用加速发展并出现云端协同；与此同时，云计算下的新业务让数据类
型越发多样性，如大数据应用、分布式存储和部分边缘计算等，这些场景应用对
多核高能效计算提出明确需求，在性能和功耗方面具有优势的ARM计算系统将发
挥作用。从行业趋势和应用需求看，多样性计算时代正在到来，多种数据类型和
场景驱使计算架构的优化，多种计算架构的组合是实现 优性能计算的必然选
择。

2019年1月，华为宣布推出业界 高性能的基于ARM架构的7nm服务器处理器
——鲲鹏920，基于鲲鹏处理器打造了鲲鹏云服务和解决方案，拥有芯片、整机、
云平台、数据库、大数据、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云管等端到端自研能力的全栈
云，全面支持“云+AI+5G”的多元新架构。

● 智能计算面临巨大人才缺口

根据中国教育部门测算，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过500万，国内的供求比例
为1：10，供需比例严重失衡。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同样面临百万级的人才缺
口。不断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人才短板，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华为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30亿元来发展鲲鹏产业生态，聚焦于鲲鹏
和昇腾处理器、鲲鹏云服务和AI云服务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开放能力，使能伙
伴，共同做大计算产业。

在培育和壮大鲲鹏生态产业的过程中，必然催生对相关应用人才的需求，围绕鲲
鹏产业的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大力培养鲲鹏人才，一方面满足华为鲲鹏生态的发
展需要，同时也缓解了产业人才缺口的压力，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向智能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当地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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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计算人才培养专家进阶服务简介

鲲鹏计算人才培养专家进阶服务为客户提供鲲鹏师资建设方面培训，包含鲲鹏师资培
养、应用实践培训、课件开发支持、讲师支持、沙龙举办支持等内容。

2.16.5.2 鲲鹏师资培养服务

培训简介

面向高校老师提供鲲鹏计算体系课程、欧拉操作系统课程、Gauss DB课程的培训服
务，提供配套的理论和实训课程，使老师了解对应领域的技术课程及实验，具备将课
程素材植入已有课程的能力。

支持院校客户鲲鹏技术方向的专业内容建设，向客户提供鲲鹏技术的培训内容和实训
案例素材。

培训对象

高校老师

培训目标

面向高校老师提供鲲鹏体系课程培训服务，提供配套的理论和实训课程，使老师了解
鲲鹏及实验，具备将鲲鹏素材植入已有课程的能力。

培训内容

表 2-26 鲲鹏师资培养课程清单

培训课程 本课程包含以下培训主题

鲲鹏师资培
养服务-鲲鹏
计算

面向高校老师提供《鲲鹏计算理论与实践课程》培训服务，以及配
套的理论和实训。

课程包括以下主题：计算机组成原理（鲲鹏处理器），汇编与接口
技术（鲲鹏ARM汇编）、和高性能与并行计算（鲲鹏平台）等内
容。

鲲鹏师资培
养服务-欧拉
操作系统

面向高校老师提供《openEuler操作系统理论与实践课程》培训服
务，以及配套的理论和实训。包括以下主题：openEuler操作系统理
论及实践。

鲲鹏师资培
养服务-高斯
数据库

面向高校老师提供《openGauss& Gauss DB数据库理论与实践》培
训服务，以及配套的理论和实训。包括以下主题：openGauss概述和
云数据库、openGuass数据库实验。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每个课程的培训标准时长为2天，每班人数不超过3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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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

培训交付完成，验收通过。

2.16.5.3 鲲鹏高校教学创新实践课

培训简介

面向高校教师，提供以下课程：

● 鲲鹏计算创新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会根据鲲鹏计算产业发展持续更新和丰富。

● openEuler的创新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为熟练使用Linux操作系统、从源码开始构
建个性化操作系统，了解openEuler开源社区并体验代码贡献流程。

● openGauss的创新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为熟练使用openGauss开源数据库基本操
作及其AI特性，了解openGauss社区并体验代码贡献流程。

● 鲲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本培训包括以下主题：

● 基于鲲鹏的即时交流平台开发及调优

● openEuler开源创新实践课

● openEuler智能调优创新实践课（A-Tune）

● openGauss AI特性创新实践课

● openGauss安全体系实践课

● 鲲鹏应用数据分析与管理

● 鲲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培训对象

高校老师

培训目标

完成培训后，能够掌握以下能力：

● 将应用移植到鲲鹏平台

● 掌握RDS(for MySQL)数据库的使用

● 掌握数据库仓库DWS服务

● 实现基于数仓的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展示

● 对openEuler操作系统及其开源社区有一个概要性的了解

● 知道如何通过openEuler开源社区开发软件

● 对整个Linux系统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 构建出自己的Linux发行版

● 了解openGauss的历史发展

● 了解openGauss开源社区

● 学会如何部署openGaus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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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openGauss的基础使用，包括数据库的启停、状态查询、参数修改以及数据
库SQL语法

● 掌握openGauss数据库的产品特性（行存、列存、AI4DB）

● 掌握openGauss数据库的产品特性（DB4AI）

● 了解鲲鹏生态

● 了解基于鲲鹏生态安卓云的典型应用场景

● 掌握云手机的使用方法

● 掌握鲲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培训内容

表 2-27 鲲鹏高校教学创新实践课课程清单

培训课程 本课程包含以下培训主题

基于鲲鹏的即时交流平台开发及调优 面向高校教师，提供鲲鹏计算创新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会根据鲲鹏计算产业发展
持续更新和丰富。本项包括以下主题：鲲
鹏应用数据分析与管理。

openEuler开源创新实践课 面向高校教师，提供基于openEuler的创新
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为熟练使用Linux操作
系统、从源码开始构建个性化操作系统，
了解openEuler开源社区并体验代码贡献流
程。本项包括以下主题：openEuler开源创
新实践课。

鲲鹏高校教学创新实践课-openEuler
智能调优创新实践课（A-Tune）

面向高校教师，提供基于openEuler的创新
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为了解性能调优方法
论、了解openEuler的增强特性、了解A-
Tune的架构、功能和工作流程。本项包括
以下主题：openEuler智能调优创新实践课
（A-Tune）。

openGauss AI特性创新实践课 面向高校教师，提供基于openGauss的创
新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为熟练使用
openGauss开源数据库基本操作及其AI特
性，了解openGauss社区并体验代码贡献
流程。本项包括以下主题：openGauss AI
特性创新实践课。

鲲鹏高校教学创新实践课-openGauss
安全体系实践课

面向高校教师，提供基于openGauss的创
新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为在鲲鹏云上部署
开源数据库openGauss，openGauss数据导
入及基本操作（行存、列存、物化视
图），openGauss的高安全特性介绍。

鲲鹏应用数据分析与管理 面向高校教师，提供鲲鹏计算创新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会根据鲲鹏计算产业发展
持续更新和丰富。本项包括以下主题：基
于鲲鹏的即时交流平台开发及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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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本课程包含以下培训主题

鲲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面向高校教师，提供鲲鹏计算创新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会根据鲲鹏计算产业发展
持续更新和丰富。本项包括以下主题：鲲
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每个课程培训标准时长为2天，每班人数不超过30人。Open
班在华为培训中心培训，双月定期举办，≥12人开班。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5.4 鲲鹏高校课程开发支持服务

方案设计

面向高校老师，提供鲲鹏课程开发支持服务。

表 2-28 服务内容说明

服务名称 内容

鲲鹏高校课程开发
支持服务

鲲鹏高校课程开发支持是华为面向高校老师推出的教学课件、
实验手册等教学材料开发支持服务，支撑老师在课程开发过程
中添加鲲鹏相关素材，提升高校开课质量，发展鲲鹏产业生
态。

 

鲲鹏高校课程开发支持服务交付设计。

表 2-29 服务交付说明

交付要素 交付设计

交付形式 在规定时间服务期，以远程联合办公为主，有必要的情况下到客户的
工作场所办公，提供现场服务不超过2次，现场服务总时长不超过6个
工作日。

服务SLA 在服务期内向客户提供5*8小时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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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流程

表 2-30 服务交付流程

交付流程 工作内容

需求提交 客户提出服务请求

需求评审 评审服务需求

安排专家 安排鲲鹏领域专家

开发支撑 专家支撑客户完成课程开发

项目验收 进行鲲鹏高校课程开发支持服务验收

 

交付团队

鲲鹏高校课程开发支持服务由华为鲲鹏服务专家团队或经授权的合作团队交付。交付
讲师具备3年以上鲲鹏计算相关领域的规划管理工作经验，熟悉鲲鹏体系的应用战略和
发展规划，具备鲲鹏体系课程设计、开发能力和规范授课的能力。

验收方案

鲲鹏高校课程开发支持服务验收标准条件如下。

表 2-31 服务交付件

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素材 课程素材

课程评审 课程评审纪要

 

验收通过，以签字盖章（含电子件）《鲲鹏高校课程开发支持服务验收报告》作为服
务验收件。

2.16.5.5 鲲鹏高级技术专家讲师服务

方案设计

提供鲲鹏技术布道师服务，按人天进行收费。可为企业或高校提供鲲鹏技术宣讲、鲲
鹏技术落地指导服务、鲲鹏课程体系授课服务或者前期共同开发定制课程讲解服务。

鲲鹏高级技术专家讲师服务交付设计。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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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服务交付说明

交付要素 交付设计

交付形式 线下服务

参培人数 20人以内

交付地点 客户所在地（场地需具备电脑、网络等基础条件）

 

交付流程

表 2-33 鲲鹏高级技术专家讲师服务流程说明

交付流程 工作内容

需求提交 客户提出服务请求。

需求评审 评审服务需求。

安排专家 安排鲲鹏领域专家。

支撑准备 根据需求准备宣讲、培训材料。

服务交付 完成服务交付。

项目验收 进行服务验收，并提供本次服务交付的相关文档。

 

交付团队

鲲鹏高级技术专家讲师服务由华为鲲鹏服务专家团队或经授权的合作团队交付。交付
讲师具备3年以上鲲鹏计算相关领域的规划管理工作经验，熟悉鲲鹏体系的应用战略和
发展规划，具备鲲鹏体系课程设计、开发能力和规范授课的能力。

验收方案

鲲鹏高级技术专家讲师服务验收标准条件如下。

表 2-34 服务交付件

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鲲鹏技术宣讲 宣讲签到表

鲲鹏技术落地指导服务 《xxx鲲鹏技术落地建议书》

鲲鹏课程体系授课服务 培训签到表

验收 《xxx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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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通过，以签字盖章（含电子件）《鲲鹏高级技术专家讲师服务验收报告》作为服
务验收件。

2.16.5.6 鲲鹏开发者技术沙龙

方案设计

鲲鹏开发者技术沙龙是面向企业或高校开发人员的围绕鲲鹏计算特定技术主题的专项
技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活动，传递鲲鹏技术、产品、方案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搭建“企
业技术人员””高校学生“与“鲲鹏技术专家” 的交流平台。

表 2-35 服务内容说明

服务名称 内容

鲲鹏开发者
技术沙龙

通过技术专家现场讲解与演示，使开发人员快速了解计算产业技术趋
势、鲲鹏全栈产品知识、鲲鹏开发工具及使用方法、鲲鹏应用迁移与
调优知识、行业应用迁移与调优技术案例、软件开发、移植、调优等
现场代码演示，原厂技术专家现场指导交流等技术内容。

 

鲲鹏开发者技术沙龙交付设计。

表 2-36 服务交付说明

交付要素 交付设计

交付形式 线下面授培训

参培人数 开发者沙龙100人左右

培训地点 客户所在地

 

交付流程

表 2-37 服务交付流程

流程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确认培训需求 与客户确认培训时间、地点、
参培人数，沟通澄清通过培训
想要达到的目标、客户主要感
兴趣的内容。

《培训需求确认表》

培训交付 按照合同约定的范围、前期确
认的需求，开展培训。

《沙龙议程安排》

培训总结 根据培训交付的情况和反馈，
讲师进行总结。

《培训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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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团队

开发者沙龙服务由华为鲲鹏服务专家团队或经授权的合作团队交付。交付讲师具备3年
以上鲲鹏计算相关领域的规划管理工作经验，熟悉鲲鹏体系的应用战略和发展规划，
具备鲲鹏体系课程设计、开发能力和规范授课的能力。

验收方案

开发者沙龙服务收标准条件如下：

表 2-38 服务交付件

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议题 《沙龙议程安排》

报告 《xx总结报告》

验收 《验收报告》

 

2.16.5.7 鲲鹏高校精英创新实践课（学生版）

培训简介

面向高校学生，提供以下课程：

● 鲲鹏计算创新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会根据鲲鹏计算产业发展持续更新和丰富。

● openEuler的创新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为熟练使用Linux操作系统、从源码开始构
建个性化操作系统，了解openEuler开源社区并体验代码贡献流程。

● openGauss的创新实践课，实践课主题为熟练使用openGauss开源数据库基本操
作及其AI特性，了解openGauss社区并体验代码贡献流程。

● 鲲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本培训包括以下主题：

● 基于鲲鹏的即时交流平台开发及调优

● openEuler开源创新实践课

● openEuler智能调优创新实践课（A-Tune）
● openGauss AI特性创新实践课

● openGauss安全体系实践课

● 鲲鹏应用数据分析与管理

● 鲲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培训对象

高校学生（受限销售，仅受限于产教融合育人基地场景）

培训目标

完成培训后，能够掌握以下能力：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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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应用移植到鲲鹏平台

● 掌握RDS（for MySQL）数据库的使用

● 掌握数据库仓库DWS服务

● 实现基于数仓的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展示

● 对openEuler操作系统及其开源社区有一个概要性的了解

● 知道如何通过openEuler开源社区开发软件

● 对整个Linux系统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 构建出自己的Linux发行版

● 了解openGauss的历史发展

● 了解openGauss开源社区

● 学会如何部署openGauss数据库

● 掌握openGauss的基础使用，包括数据库的启停、状态查询、参数修改以及数据
库SQL语法

● 掌握openGauss数据库的产品特性（行存、列存、AI4DB）

● 掌握openGauss数据库的产品特性（DB4AI）

● 了解鲲鹏生态

● 了解基于鲲鹏生态安卓云的典型应用场景

● 掌握云手机的使用方法

● 掌握鲲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培训内容

表 2-39 鲲鹏高校精英创新实践课（学生版）课程清单

培训课程 本课程包含以下培训主题

基于鲲鹏的即时交流平台开发及
调优

面向高校学生提供鲲鹏计算体系课程培训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会根据鲲鹏计算产业发展进行不
定期迭代更新。本项让学生更深入了解鲲鹏，具
备实践动手能力。包含以下主题： 基于鲲鹏的
即时交流平台开发及调优。

openEuler开源创新实践课 面向高校学生，提供基于openEuler的创新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为循序渐进地了解、掌握、熟练
使用Linux操作系统、从源码开始构建个性化操
作系统，了解openEuler开源社区并体验代码贡
献流程。本项包括以下主题：openEuler开源创
新实践课。

openEuler智能调优创新实践课
（A-Tune）

面向高校学生，提供基于openEuler的创新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为了解性能调优方法论、了解
openEuler的增强特性、了解A-Tune的架构、功
能和工作流程。本项包括以下主题：openEuler
智能调优创新实践课（A-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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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本课程包含以下培训主题

openGauss AI特性创新实践课 面向高校学生，提供基于openGauss的创新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为循序渐进地了解、掌握、熟练
使用openGauss开源数据库基本操作及其AI特
性，了解openGauss社区并体验代码贡献流程。

。本项包括以下主题：openGauss AI特性创新实
践课。

openGauss安全体系实践课 面向高校学生，提供基于openGauss的创新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为在鲲鹏云上部署开源数据库
openGauss，openGauss数据导入及基本操作
（行存、列存、物化视图），openGauss的高安
全特性介绍。

鲲鹏应用数据分析与管理 面向高校学生提供鲲鹏计算体系课程培训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会根据鲲鹏计算产业发展进行不
定期迭代更新。本项让学生更深入了解鲲鹏，具
备实践动手能力。包含以下主题： 鲲鹏应用数
据分析与管理实战

鲲鹏云移动应用开发 面向高校学生提供鲲鹏计算体系课程培训实践
课，实践课主题会根据鲲鹏计算产业发展进行不
定期迭代更新。本项让学生更深入了解鲲鹏，具
备实践动手能力。包含以下主题： 鲲鹏云移动
应用开发实战课。

配置说明：

提供为期2天的面授培训（仅限客户所在地培
训），每班不超过50人。

仅受限于产教融合育人基地场景，不包含实验环
境。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仅限客户所在地培训），每个课程培训标准时长为2天，每班
人数不超过50人。仅受限于产教融合育人基地场景，不包含实验环境。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
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2.16.5.8 鲲鹏创新中心开发者技能大赛

方案设计

鲲鹏创新中心开发者技能大赛是面向企业或高校开发人员的围绕鲲鹏计算特定技术主
题的专项技术交流与人才培养活动，传递鲲鹏技术、产品、方案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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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鲲鹏计算解决方案和生态体系，组织开发者交流、学习活动，提供开发者应用竞
赛设计、竞赛赛题、评分标准和专家评委服务。

表 2-40 服务内容说明

服务名称 内容 配置说明

鲲鹏创新中心开发者技能
大赛

基于鲲鹏计算解决方案和
生态体系，组织开发者交
流、学习活动，提供开发
者应用竞赛设计、竞赛赛
题、评分标准和专家评委
服务（50人以内/ 1赛
道）。

提供用于鲲鹏技能竞赛的
竞赛赛题（理论/上机赛
题），并提供用于竞赛的
实验环境和专家评委。不
包含场地、组织运营、宣
发费用、赛前集训、奖金
等。

 

鲲鹏创新中心开发者技能大赛交付设计

表 2-41 服务交付说明

交付要素 交付设计

交付形式 线下集中比赛形式

参赛人数 根据比赛分组的情况，建议50人以内/ 1
赛道

培训地点 客户所在地

 

交付流程

表 2-42 服务交付流程

流程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确认大赛需求 与客户确认大赛时间、地
点、参赛人数，沟通澄清
通过培训想要达到的目
标、客户主要感兴趣的内
容。

《大赛需求确认表》

大赛交付 按照合同约定的范围、前
期确认的需求，提供用于
鲲鹏技能竞赛的竞赛赛题
（理论/上机赛题），并提
供用于竞赛的实验环境和
专家评委。

《大赛结果评比报告》

大赛总结 根据大赛交付的情况和反
馈，专家评委进行总结。

《大赛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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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团队

鲲鹏创新中心开发者技能大赛服务由华为鲲鹏服务专家团队或经授权的合作团队交
付。交付专家具备3年以上鲲鹏计算相关领域的规划管理工作经验，熟悉鲲鹏体系的应
用战略和发展规划，具备鲲鹏体系课程设计、开发能力和规范授课的能力。

验收方案

鲲鹏创新中心开发者技能大赛服务收标准条件如下。

表 2-43 服务交付件

服务项 对应交付件

专家评委 《xx大赛xx赛道竞赛评比报告》

报告 《xx大赛总结报告》

验收 《验收报告》

 

2.16.5.9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2-11-22 第三次正式发布。

删除鲲鹏高校精英创新实践课，新增鲲鹏高校精英创新实践课（学生
版））。

2022-03-31 第二次正式发布。

新增鲲鹏创新中心开发者技能大赛。

2021-06-09 第一次正式发布。

 

2.16.6 鲲鹏物理资源服务

2.16.6.1 服务概述

服务简介

鲲鹏物理资源服务，为客户提供鲲鹏远程实验室裸金属服务器和弹性云服务器快速申
请、发放服务，多种规格计算资源满足不同解决方案部署要求。

适用场景

本服务适用于如下场景：

● 本地资源不足

为本地资源不足的创新中心提供物理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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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认证测试

为客户进行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认证测试提供物理资源服务

● 操作演示

为客户进行操作演示、大会宣传提供物理资源服务

2.16.6.2 服务内容及范围

华为远程实验室提供鲲鹏裸金属物理机资源和弹性云服务器资源，多种规格计算资源
满足不同解决方案部署要求，以远程方式方式提供给软件企业使用。

裸金属服务器： 建议正式测试阶段申请，用于支撑鲲鹏展翅认证、高性能测试等场
景。

弹性云服务器： 建议前期开发阶段申请，用于迁移验证、版本开发等。

注：弹性云服务器不支持用于支撑鲲鹏展翅测试认证

2.16.6.3 申请流程

1. 资源申请

2. 资源审核

3. 资源发放

4. 资源使用

5. 服务验收

2.16.6.4 服务周期

物理资源服务周期从资源发放日开始，以用户申请的时长为准，单次 长使用期限为
30天。

当服务器资源使用完，但还没到截至时间，可以选择释放；当到截至时间了还需要使
用，可以选择申请延期， 多延期一次，每次 长30天。

2.16.6.5 服务清单

验收服务清单如下：

● 《资源配置清单》

● 《资源使用时长清单》

使用完毕，客户通过官网点击验收确认、或签字、盖章（含电子件）验收确认，具体
验收方式以双方约定为准，鲲鹏物理资源服务工作结束。

2.16.6.6 责任分工

责任矩阵

鲲鹏物理资源服务分工责任矩阵：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资源申请 提交物理资源使用申请 协助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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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资源发放 审核并发放资源 负责 协助

技术支持 资源使用技术支持 负责 协助

服务验收 验收服务清单 协助 负责

 

2.16.6.7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8-10 第一次正式发布

 

2.17 大数据基础设施专家服务

服务简介

结合华为云丰富的大数据平台和基础云服务经验，为企业提供高性能、高可靠的大数
据业务基础资源、AI训练推理平台，快速实现企业数据化、智能化转型。

前提条件

客户应提前至少3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专家。

服务范围

华为云大数据基础设施专家服务提供的服务内容如下：

● 华为云通过工具、访谈、信息表等收集客户的业务系统，根据客户业务系统信
息，实施设计大数据系统的架构升级方案。

● 华为云通过技术支持将客户的业务系统，采用华为云相关的云产品，推荐云上基
础环境，结合客户应用特性，推荐平滑迁移至华为云并实现大数据架构升级的方
案。

● 云平台基础架构设施及环境的设计。

说明

华为云不提供大数据应用开发或具体应用及各项系统改造的实施，但可以对其中与大数据基础设
施相关的问题提供咨询、技术指导以及解决方案，协助客户解决问题，使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以下内容是华为云大数据基础设施专家服务不包括的：

● 具体应用程序改造、应用程序设计、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

● 提供未明确认定为“范围内”的应用系统的改造建议

● 云平台基础架构设施及环境的搭建

● 实施所需的通信基础架构和组件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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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

您可以通过单击“服务咨询与购买”后留言，或拨打4000-955-988或950808按1转1
进行快速申请。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大数据基础设施
方案设计

评估大数据组件、大数据系统架构等信息，提供架构升级方
案。包含云上组网规划、云上基础设施选型等方案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在华为云大数据基础设施专家服务的服务范围内，双方商定并确认本次服务
的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顺利执行架构设计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
方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提供涉及的大数据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栈、应用架构、
部署架构、数据量和性能等）。

– 如客户提供的资料中含有第三方软件，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协助
华为云解决问题。

– 提供必要的场地及各种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服务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云

– 服务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服务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服务期间，依确认后的服务计划进行实施，编写交付件。

– 服务结束后，根据所选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服务流程

表 2-44 服务流程说明

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项目启动会议 1. 双方确认项目相关干系人

2. 召开项目启动会议

召开项目启动会，双方确认
《项目启动报告》

提交项目计划 1. 确认项目目标以及验收标
准

2. 准备项目计划

双方确认《项目计划》，并
就项目计划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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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流程说明 完工标准

评估系统现状 1. 获取现有业务系统的平
台、配置、架构以及关联
等信息

2. 评估业务系统的现状

华为云提交《项目调研报
告》，客户确认报告内容，
双方达成一致

设计大数据基础设施
方案

1. 设计云上架构，选择合适
的云产品

2. 设计合适的大数据基础设
施架构

华为云提交《大数据基础设
施方案》，客户确认报告内
容，双方达成一致

验收项目 1. 准备大数据基础设施方案
相关文档

2. 准备大数据基础设施方案
验收会议

华为云提交《项目验收报
告》，客户签名确认完成验
收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往后
三个月为截止日期或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中的验收方案或者培训结束对服务内容验收通过，并签署《大数据基础
设施专家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培训签到表。

项目完成

验收通过，签署《大数据基础设施专家服务验收报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该
服务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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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维与管理

3.1 华为云运维服务

服务简介

华为云运维服务充分利用华为云 佳实践，有效识别客户云上业务潜在隐患与问题，
提前做好预防和加固措施；协助客户做好云上资源运维管理，降低运维开销和风险；
对客户云上业务进行综合优化，提高客户业务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在客户面临重大
活动期间，为客户业务保驾护航，稳定度过业务高峰。

华为云运维服务包含四个子产品：

3.1.1 健康检查服务

服务简介

针对云上资源进行健康检查，分析运行指标并评估系统的性能、健壮性和安全性。针
对云上架构存在的问题和隐患，给出专业建议。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10个工作日申请本服务，以便华为云评估服务可行性；

● 客户授权华为云对云上资源进行查看和分析；

● 客户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否定双方已确认的建议或方案；

● 客户作为运维主体，需进行自身业务相关的运维工作。

服务范围
● 服务覆盖范围

– 华为云基于客户业务现状和目标，通过专家团队进行业务和技术调研，收集
配置和架构信息，分析历史故障，评估检查范围内的所有系统整体的架构健
康状况，针对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案；

– 架构健康检查主要针对业务系统的现有架构，通过对各业务系统的计算、网
络、存储、中间件、数据库、安全等各方面的运行参数和指标分析，结合
佳实践，提供综合的健康检查结果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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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覆盖范围

– 应用系统的设计和运维工作，包括不限于客户应用开发、测试、部署、迁
移、故障诊断等；

– 第三方软件的安装、配置指导、补丁更新、测试、故障诊断、优化等；

– IDC和硬件设备维护，如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等硬件巡检、更换、诊断
等。

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内容

弹性计算架构健康
检查

华为云针对客户云上计算资源进行健康检查，包括弹性云服
务器（ECS）、裸金属服务器（BMS）、弹性伸缩（AS）等计
算产品。结合客户业务场景和华为云 佳实践，识别计算产
品高可用部署、 佳实践、使用限制3个方面的风险，评估计
算产品稳定性、健壮性和安全性，提前发现问题和隐患，提
供优化建议

网络架构健康检查 华为云针对客户云上网络资源进行健康检查，包括虚拟私有
云（VPC）、弹性负载均衡（ELB）、弹性公网（IP/EIP）、
虚拟专用网络（VPN）等网络产品。结合客户业务场景和华
为云 佳实践，识别网络产品高可用部署、 佳实践、使用
限制3个方面的风险，评估网络产品稳定性、健壮性和安全
性，提前发现问题和隐患，提供优化建议

存储架构健康检查 华为云针对客户云上存储资源进行健康检查，包括云硬盘
（EVS）、对象存储（OBS）、弹性文件服务（SFS）等存储
产品。结合客户业务场景和华为云 佳实践，识别存储产品
高可用部署、 佳实践、使用限制3个方面的风险，评估存储
产品稳定性、健壮性和安全性，提前发现问题和隐患，提供
优化建议

数据库架构健康检
查

华为云针对客户云上数据库资源进行健康检查，包括云数据
库（RDS，GaussDB）、文档数据库（DDS）、数据复制服务
（DRS）等数据库产品。结合客户业务场景和华为云 佳实
践，识别数据库产品高可用部署、 佳实践、使用限制3个方
面的风险，评估数据库产品稳定性、健壮性和安全性，提前
发现问题和隐患，提供优化建议

中间件架构健康检
查

华为云针对客户云上中间件资源进行健康检查，包括分布式
缓存服务DCS（Redis，Memcached）、分布式消息队列
（Kafka，RabbitMQ）等中间件产品。结合客户业务场景和
华为云 佳实践，识别中间件产品高可用部署、 佳实践、
使用限制3个方面的风险，评估中间件产品稳定性、健壮性和
安全性，提前发现问题和隐患，提供优化建议

安全架构健康检查 华为云针对客户云上安全资源进行健康检查，包括DDoS防
护、Web应用防火墙（WAF）、企业主机安全（HSS）等安
全产品。结合客户业务场景和华为云 佳实践，从接入层、
应用层和数据存储层识别云上资源安全风险，审视客户安全
策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供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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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图 3-1 服务流程

其中“N”为提交服务申请时间，以工作日计。

需求确认涉及华为和客户，双方针对具体的服务内容和结果进行澄清，若双方无法达
成一致，则无法服务。

服务交付件

《健康检查报告》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双方完成合同签订。

● 华为责任

– 华为云需明确项目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导致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
日知会客户；

– 华为云得到客户授权后，授权数据仅限用于健康检查服务中涉及的服务内
容，不得超出限定范围。

● 客户责任

–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实施服务，负责协调及管理、审核及验
收华为云提供的服务；

– 客户需提供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应用架构、部署架构、资源
信息；

– 客户应提供必要的授权，配合华为云开展服务。

验收标准

华为云提供《健康检查报告》交付物，且客户书面签署《验收报告》并盖章，或者在
控制台单击验收，均视为服务验收合格。

3.1.2 辅助运维服务

服务简介

遵循华为云 佳实践，为客户提供驻场运维服务，保障业务连续性。

前提条件
● 购买本服务前必须购买企业级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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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应提前10个工作日申请本服务，以便华为云评估服务可行性；

● 客户授权华为云对云上资源进行监控和分析；

● 客户在华为云承接服务后，提供必要的访问通道和授权，协助华为云开展辅助运
维服务；

● 客户在服务开始时提供合适的办公条件，包括场地准入、办公桌椅、网络接入
等。

服务范围
● 覆盖范围

– 华为云产品使用咨询、问题处理、配置指导等；

– 华为云产品相关操作的技术指导；

– 华为云相关资源日常巡检、云上资产梳理、费用分析等；

● 不覆盖范围

– 应用系统的设计和运维工作，包括不限于客户应用开发、测试、部署、迁
移、故障诊断等；

– 第三方软件的安装、配置指导、补丁更新、测试、故障诊断、优化等；

– IDC和硬件设备维护，如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等硬件巡检、更换、诊断
等。

服务内容

表 3-1 辅助运维服务规格

服务内容 5*8驻场运维服务 7*24驻场运维服务

运维服务方式 驻场 驻场

运维服务时间 工作日9:00~17:00 每天0:00~23:59

响应SLA <5分钟 <5分钟

资源巡检 1次/每工作日 1次/每天

风险管理 √ √

变更支持 √ √

技术支持 √ √

故障应急 √ √

监控预警 √ √

备份管理 √ √

需求管理 √ √

资产管理 √ √

费用分析 √ √

服务报告 月报 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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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辅助运维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内容

运维服务工作
时间

5*8驻场运维服务工作时间：工作日9:00~17:00
7*24驻场运维服务工作时间：每天0:00~23:59

响应时间 在运维服务工作时间内，运维服务IM群响应时间<5分钟

资源巡检 定期巡检华为云资源，提前识别风险

风险管理 识别华为云服务可靠性、性能、安全风险，提供优化建议

变更支持 协助客户进行华为云服务的开通、释放、扩容、升降配等容量管
理操作

技术支持 提供华为云服务使用咨询、配置指导、问题处理等技术支持

故障应急 有效协调专家资源，推动故障快速定位恢复

监控预警 协助客户完善华为云监控体系、及时处理告警事件，提升主动预
警能力

备份管理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备份建议，定期检查备份任务有效性

需求管理 根据客户实际场景需求，推动华为云产品功能、性能、体验性等
合理需求及时上线

资产管理 协助客户梳理华为云IT资产

费用分析 提供华为云服务使用维度成本分析和建议

服务报告 按照周期提供服务权益项履约总结报告，同时包含优化建议

 

服务流程

图 3-2 服务流程

服务交付件

《华为云企业服务报告》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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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完成合同签订。

● 华为责任

– 华为云需明确项目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导致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
日知会客户；

– 华为云得到客户授权后，授权数据仅限用于辅助运维服务中涉及的服务内
容，不得超出限定范围。

● 客户责任

–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实施服务，负责协调及管理、审核及验
收华为云提供的服务；

– 在华为云提供辅助运维服务的过程中，如出现第三方软件的问题，客户需负
责与第三方厂商交涉，推动问题解决。

完成标志

以服务提供方（华为云）入场为起始标志，基于合同/订单完成交付天数为终止标志。

3.1.3 提升服务

服务简介

全链路分析业务现状并结合华为云 佳实践，提供优化建议，提升客户业务稳定性。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10个工作日申请本服务，以便华为云评估服务可行性；

● 客户授权华为云进行云上资源监控和分析；

● 压测资源需要客户自行购买；

● 客户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否定双方已确认的建议或方案；

● 客户作为运维主体，需进行自身业务相关的运维工作。

服务范围
● 覆盖范围

– 华为云对云上架构、容量、安全、监控，提供咨询、使用、配置 佳实践。

● 不覆盖范围

– 应用系统的设计和运维工作，包括不限于客户应用开发、测试、部署、迁
移、故障诊断等；

– 第三方软件的安装、配置指导、补丁更新、测试、故障诊断、优化等；

– IDC和硬件设备维护，如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等硬件巡检、更换、诊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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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表 3-3 提升服务规格

服务项 标准版 尊享版

架构稳定性提升 √ √

容量提升 √ √

安全提升 √ √

监控预警提升 √ √

高可用提升 √ √

切换演练 √

性能提升 √

 

表 3-4 提升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内容

架构稳定性提
升

通过分析业务、应用架构及技术架构，识别以下3方面的问题并提
供优化建议：

1. 识别业务性能及扩展性问题，包括动静分离、流量分发、隔离
解耦、限流、降级

2. 提高数据访问速度，包括缓存、数据库优化

3. 识别云服务单点和数据无备份问题

容量提升 1. 根据用户提供的业务现状及预期业务峰值，提供容量优化建议

2. 协助客户调整业务系统部署集群数量及云服务的规格

安全提升 从客户业务接入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存储安全和管理安全4个维
度评估客户是否具备安全防护能力、安全服务配置是否正确，提
供优化建议

监控预警提升 对华为云服务的告警、资源负载和资源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分析
业务架构、业务场景和历史故障，结合华为云监控配置 佳实
践，提供监控优化建议

高可用提升 聚焦AZ级高可用部署，评估业务故障影响和可恢复性，均衡
RTO、RPO、TCO核心指标，提供高可用部署建议

切换演练 通过主备切换、集群高可用、备份恢复等动作，对云上运行环
境、系统架构、系统性能、应急预案进行切换演练，验证业务系
统的稳定性，提前识别风险，提供优化建议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3 运维与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20



服务项 服务内容

性能提升 针对网页类应用的事务场景，如登录、概览、查询等接口进行高
并发的性能测试，根据CPTS报告中各项指标值，如：并发数、事
务成功率、响应时延等指标，协助客户识别出系统瓶颈并提供相
关优化建议

备注：仅限CPTS服务支持的压测场景,不承担在压测过程中使用华
为云性能测试服务CPTS产生的费用（VUM套餐包、测试集群、带
宽、EIP)

 

服务流程

图 3-3 服务流程

其中“N”为提交服务申请时间，“日”以工作日计。

服务交付件

《提升服务优化建议书》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双方完成合同签订。

● 华为责任

– 华为云需明确项目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导致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
日知会客户；

– 华为云得到客户授权后，授权数据仅限用于提升服务中涉及的服务内容，不
得超出限定范围。

● 客户责任

–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实施服务，负责协调及管理、审核及验
收华为云提供的服务；

– 客户需提供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应用架构、部署架构、资源
信息；

– 客户应提供必要的授权，配合华为云开展服务。

验收标准

华为云提供《XX提升服务优化建议书》交付件，且客户书面签署《验收报告》并盖
章，或者在控制台单击验收，均视为服务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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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

服务简介

在推广大促、重要节日、上线开服和云展会等活动期间，为客户业务保驾护航，稳定
度过业务高峰。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10个工作日申请本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服务可行性；

● 客户授权华为云对云上资源进行监控和分析；

● 客户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否定双方已确认的建议或方案。

服务范围

● 覆盖范围

– 保障前：确认保障业务范围和目标，进行容量、安全、性能等风险识别和优
化，输出护航方案；

– 保障中：提供专业的保障团队进行资源巡检和专家团队保障值守；

– 保障后：输出保障活动总结报告。

● 不覆盖范围

– 应用系统的设计和运维工作，包括不限于客户应用开发、测试、部署、迁
移、故障诊断等；

– 第三方软件的安装、配置指导、补丁更新、测试、故障诊断、优化等；

– IDC和硬件设备维护，如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等硬件巡检、更换、诊断
等。

服务内容

表 3-5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规格

阶段 服务项 基础版 标准版

保障前 需求调研 √ √

护航方案 √ √

风险巡检 √ √

安全评估 √

容量评估 √

按需压测 √

保障中 值守保障团队 √ √

保障后 保障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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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内容

阶段 服务项 服务内容

保障前 需求调研 与客户沟通护航保障场景、保障时间、保障业务范
围、保障目标、确保需求一致

护航方案 根据客户的需求及目标，输出护航方案

风险巡检 进行定期巡检，识别风险，提供建议

安全评估 针对安全服务部署和云服务安全配置进行风险检查，
提供优化建议

容量评估 根据用户的业务现状及预期业务峰值，提供容量优化
建议

按需压测 针对网页类应用的事务场景，如登录、概览、查询等
接口进行高并发的性能测试，根据CPTS报告中各项指
标值，如：并发数、事务成功率、响应时延等指标，
协助客户识别出系统瓶颈并提供相关优化建议

备注：仅限CPTS服务支持的压测场景,不承担在压测过
程中使用华为云性能测试服务CPTS产生的费用（VUM
套餐包、测试集群、带宽、EIP)

保障中 值守保障团队 7*24小时IM服务群、专属服务经理、WAR Room专家
值守

保障后 保障总结 对保障前、保障中的工作进行总结，输出云上保障护
航服务总结报告

 

说明

●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默认是远程保障，若需要现场支持，需要额外付费；

● 基础版、标准版包含1天远程保障，若实际远程保障天数大于1天，需额外付费；

● 安全评估主要是基于华为云提供的安全云服务进行风险检查，结合 佳实践给出优化建议，
如需要攻防演练、安全渗透测试和等保认证，请购买管理检测与响应 MDR；

● 护航中的权益项，比如保障前的检查、演练或者测试等内容需要客户配合才能完成，若客户
不配合，华为不负责且不针对单个权益项目进行退费。针对保障团队发现的风险问题并且在
明确告知客户的情况下，客户不及时整改导致出现的业务问题，保障团队不负责；

● 按需压测主要针对小于一百万并发的web场景，其他场景需要结合项目进行人工评估。另
外，CPTS压测资源需要客户单独购买。

服务流程

图 3-4 服务流程

其中“N”为提交服务申请时间，“日”以工作日计，“K”为保障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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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确认涉及华为和客户，双方针对具体的保障内容和结果进行澄清，若该部分双方
无法达成一致，则无法进行相应部分的保障内容。

服务交付件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方案》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总结》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双方完成合同签订。

● 华为责任

– 接受用户的保障申请，组建华为云专家保障团队；

– 根据用户提供的业务系统现状及预期业务峰值，制定保障方案；

– 保障前，按照保障方案，进行保障前预检和各种主动性检查，给出优化建
议；

– 保障期间，配合用户进行业务系统保障；

– 保障期间，提供专家保障团队进行7*24小时的紧急事件响应，按照保障方案
执行相关保障动作；

– 保障结束后，提供保障总结报告。

●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保障信息及业务目标（如保障时间、业务部署情况、业务上
线情况、预期业务峰值等）；

– 提供保障设施和授权，以便华为云保障人员开展保障工作；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云上保障护航方案，根据优化建议，实施相应的优化
措施；

– 客户作为运维保障主体，统筹护航保障工作。

验收标准

华为云提供《XX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方案》、《XX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总结》交付件，且
客户书面签署《验收报告》并盖章，或者在控制台单击验收，均视为服务验收合格。

3.1.5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华为云运维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变更、续
费、欠费等。

计费项

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
位

辅助运维
服务

5*8驻场运维服
务

包周期计费，按包
月数或包年数计
费。

150,000.00 每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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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
位

1,800,000.00 每
年

7*24驻场运维
服务

包周期计费，按包
月数或包年数计
费。

600,000.00 每
月

7,200,000.00 每
年

云上保障
护航服务

云上保障护航
服务 - 基础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
买套数计费。

40,000.00 每
套

云上保障护航
服务 - 标准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
买套数计费。

100,000.00 每
套

现场应急响应 一次性计费，按购
买人天数计费。

10,000.00 人
天

远程保障支持 一次性计费，按购
买天数计费。

20,000.00 天

健康检查
服务

健康检查服务 一次性计费，按资
源个数计费

起步价60,000.00元（包含
10个资源）

1,000.00元/每个资源（10<
资源数<=1000）
800.00元/每个资源（资源
数>1000）

每
个
资
源

提升服务 提升服务 - 标
准版

一次性计费，按资
源个数计费

起步价400,000.00元（包含
100资源）

400.00元/每个资源（100<
资源数<=1000）
300.00元/每个资源（资源
数>1000）

每
个
资
源

提升服务 - 尊
享版

一次性计费，按资
源个数计费

起步价700,000.00元（包含
100个资源）

1,000.00元/每个资源
（100<资源数<=1000）
800.00元/每个资源（资源
数>1000）

每
个
资
源

 

● 资源个数定义：

1个资源=1个ECS实例 或=1台BMS 或=1个CCE集群 或=1个RDS实例 或=1个
GaussDB实例 ，其他资源包括网络、安全、存储、中间件资源数赠送客户不计
费，如果只对安全、网络、存储、中间件进行检查除外；

● “辅助运维服务”需在“企业级支持计划”基础上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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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如需现场服务需每日加1万，且在远程保障天数内提供现场服
务，现场服务天数不超过远程保障天数。

● 限制说明：

– 提升服务：压测用例数10个以内，演练场景数20个以内；压测资源需要客户
自行购买。

–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压测用例数5个以内；压测资源需要客户自行购买。

计费模式

● 辅助运维服务

辅助运维服务根据购买时长进行计费，且为包周期计费产品。

●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根据服务规格套数、远程保障天数和现场应急天数进行计费，
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 健康检查服务

健康检查服务根据资源数进行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 提升服务

提升服务根据服务规格套数和资源数进行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 辅助运维服务

辅助运维服务支持退订，不支持升降级。

●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支持退订，不支持升降级。

● 健康检查服务

健康检查服务不支持退订。

● 提升服务

提升服务不支持退订，不支持升降级。

续费

● 健康检查服务和提升服务的有效期为1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后，需重
新购买

●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到期后，需重新购买。

● 辅助运维服务到期后，将停止服务。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请您及时续
费。如需续费，请在管理控制台续费管理页面进行续费操作。详细操作请参考。

到期与欠费

● 健康检查服务和提升服务的有效期为1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后，需重
新购买。

●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到期后，需重新购买。

● 辅助运维服务到期后，将停止服务。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请您及时续
费。

3.2 云会议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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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工作说明书

服务简介

华为云为客户使用华为云会议召开重要会议提供专属会议保障服务。云会议保障服务
主要包含会前预防、会中保障、会后总结，协助客户顺利高效地召开重大会议。云会
议保障服务当前分为标准会议保障（特级、重大、一般会议）和云展会两个场景，需
要单独购买。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会议保障方案及

时间计划可行性。

● 云展会场景如涉及大批量资源需求，建议客户提前一个月申请。

● 双方达成一致的会议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华为云会议保障服务主要针对客户的重要会议进行保障，协助客户顺利召开云视频会
议。

云会议保障服务范围不包含：

● 应用程序开发。

● 第三方软件的安装、测试、故障诊断、优化等日常运维服务。

服务内容

表 3-7 特级会议、重要会议以及云展会场景内容说明

阶段 服务项 服务说明

会前 需求分析与
准备

提供需求收集模板，提前收集客户会议保障需求。

保障方案设
计

和客户确认需求，输出保障方案。

高可靠性 提供双平面保障方案，备件方案。（特级会议必选）

云上独占资
源

云上专享资源，可临时调整资源数量。

会议模拟演
练

按照会议场景和会议脚本进行实际演练。

应急预案制
定及演练

结合实践经验，根据不同服务的监控指标梳理出TOP风险故
障点，给出应急预案与方法，进行模拟或者实际演练，避免
客户网络出现问题或者出现问题后预备应对措施。

会中 值守保障团
队

现场值守，远程专家值守。优先受理紧急技术事件，事件响
应时长小于10分钟。

保障日报 输出保障日报，包含每日发生的问题、资源使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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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服务项 服务说明

会后 保障总结 针对事前、事中各个阶段的工作内容进行项目回顾，汇总保
障期间全过程信息，输出总结报告。

经验总结与
分享

针对业务场景和保障方法进行总结，分析成功和不足，固化
成功经验，改进不足，并进行分享和传递。

 

表 3-8 一般会议场景内容说明

阶段 服务项 服务说明

会前 需求分析与
准备

提供需求收集模板，提前收集客户会议保障需求

保障方案设
计

和客户确认需求，输出保障方案

会议模拟演
练

按照会议场景和会议脚本进行实际演练

应急预案制
定

结合实践经验，根据不同服务的监控指标梳理出TOP风险故
障点，给出应急预案与方法，避免客户网络出现问题或者出
现问题后预备应对措施。

会中 值守保障团
队

远程专家值守。优先受理紧急技术事件，事件响应时长小于
10分钟。

保障日报 输出保障日报，包含每日发生的问题、资源使用情况等。

会后 保障总结 针对事前，事中各个阶段的工作内容进行项目回顾，汇总保
障期间全过程信息，输出总结报告。

经验总结与
分享

针对业务场景和保障方法进行总结，分析成功和不足，固化
成功经验，改进不足，并进行分享和传递。

 

服务 SLA
● 提供一对一专属技术服务经理。

● 在保障期间内向客户提供7x24小时服务支持 。
● 事件响应时长小于10分钟。

服务流程

提交服务申请第N日 -> 需求沟通确认第N+3日 -> 会议保障方案设计 -> 会前调测及演
练 -> 会中保障 -> 保障结束

需求沟通确认涉及华为和客户，双方针对具体的保障内容和结果进行澄清，若该部分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则无法进行相应部分的保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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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周期

服务周期以客户提交服务申请为开始，到会议保障完成为结束。

责任分工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会议保障需求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 提供详细准确的会议保障信息（如保障时间、详细会议情况、预期峰值
等）。

– 提供必要的保障设施和授权，以利于华为云保障人员进行保障工作的开展。

– 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云会议保障方案，针对优化建议，实施相应的优化措
施。

● 华为云

– 接受用户的会议保障申请，组建华为云专家保障团队。

– 根据用户提供的会议保障需求，分解出具体保障措施，制定会议保障方案。

– 保障前，按照保障方案，进行会议的调测和演练。

– 保障期间，配合用户进行会议保障。

– 保障期间，提供专家保障团队进行7*24小时的紧急事件响应，按照保障方案
执行相关保障动作。

– 保障结束后，根据保障情况，提供保障总结报告。

验收标准

客户已书面签名（含电子件）或者官网单击确认如下文档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云会议保障总结报告》：本次会议保障的准备工作、召开情况、问题处理记录等内
容。

项目完成

会议保障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3.2.2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云会议保障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变更、续
费、欠费等。

计费项

服务产品 服务规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位

大会保障服
务

大会远程保障服
务-标准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20,000.00 每套

大会远程保障服
务-高级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的
套数计费。

40,000.00 每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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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版：面向已经购买和使用华为云会议标准版、旗舰版的用户提供；

● 高级版：面向未购买使用华为云会议的用户提供；

● 单次保障 大1000人规格会议，超过部分按每1000人（不足1000人按1000人计
算）叠加1次服务计量，例：保障2500人规格会议，标准版或高级版的购买数量
为3。

计费模式

云会议保障服务根据购买服务规格套数计费，且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云会议保障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或服
务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客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续费

云会议保障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如有需求，请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云会议保障服务属于一次性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
买。

3.3 管理检测与响应
详情请参考管理检测与响应。

3.4 WeLink 运营支撑服务

3.4.1 工作说明书

服务简介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的价值实现方式落在“Service”上，也就是说软件以
“服务”的形式解决了什么样的业务问题。WeLink作为一款SAAS产品，解决的是提升
协同办公效率的问题，而WeLink运营服务的价值在于让协同办公的新方式深入企业用
户群体，并且效率得到实质提升。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14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
计划可行性；

● 服务期间如涉及大批量资源需求，建议客户提前14个工作日申请，具体视申请的
产品类型及数量评估而定；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保障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3 运维与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0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mdr/mdr_01_0001.html


服务范围
● 服务覆盖范围

基于企业自运营模型，分别对客户IT、运营、业务进行评估，识别客户所处的阶
段，诊断出问题并给出适合企业自身的WeLink场景方案，落地实施WeLink场景方
案及活动方案，提升企业数字化自运营能力，通过协同办公提升业务效率。

● 服务不覆盖范围

– WeLink业务We码和We码服务的场景迁移、产品设计、开发、测试、验收、
上线、部署等；

– 由客户原始业务迁移产生的SDK集成定制，WeLink客户端不支持任何前端
SDK的集成、接入、定制、开放等；

– 超出运营服务定义的需求范围，客户定制化需求的交付，WeLink推荐SI服务
商单独报价，提供需求交付及项目合同，SI服务商根据WeLink开放平台的能
力进行产品设计、开发、测试、验收、上线、部署等；

– 当客户没有购买Welink产品专家线上支持服务时，客户需要自己提交问题
单，或拨打华为云官网电话客服寻求帮助。

服务内容

阶段 编码 服务条目 客户成
功驻场
服务

产品专
家线上
支持服
务

交付
方式

华
为

客
户

重运营
准备阶
段

B-1 <导入基础体验类场景>
首先保证良好的使用体
验，如会议体验、上传
下达体验、文件协同体
验等

√ 〇 现场 R R

B-2 <运营推广高频场景>帮
助制定高频场景的运营
方案 (和平台迁移方
案) ，识别运营卡点，
梳理运营流程，并实施
方案。如考勤审批运营
方案, IM群组运营方案,
会议运营方案等

√ 〇 现场 S R

B-3 <导入能力提升类场景>
帮助企业构建运营组
织、流程、定义职责分
工、建立文档体系及方
法论。对构建运营能力
所必要的场景进行赋
能：场景调研、场景设
计、素材准备、问题反
馈&闭环、集成 佳实
践、公众号 佳实践、
活动运营、数据运营、
运营流程流转、会议室
运维、重大会议保障

√ 〇 现场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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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编码 服务条目 客户成
功驻场
服务

产品专
家线上
支持服
务

交付
方式

华
为

客
户

重运营
价值实
现阶段

B-4 <构建业务场景统一平
台>引导客户完成业务
场景统一平台立项，该
平台包含财经、HR、
行政、IT等框架，主要
承载业务效率类场景，
是客户组织内业务服务
统一入口

√ 〇 现场 S R

B-5 <启动业务场景统一平
台>打通几个高频业务
场景，让业务部门看到
价值

√ 〇 现场 R R

B-6 <建立业务场景公众号>
业务场景统一平台上线
内容在公众号里面宣传

√ 〇 现场 R R

B-7 <初步达成自运营目标>
主导场景实现25+个，
初步自运营

√ 〇 现场 R R

自运营
阶段

B-8 <导入业务效率类场景>
连接各业务部门，引导
业务部门挖掘业务场
景，拉通IT部门，持续
向业务场景导入业务效
率类场景

√ 〇 远程 S R

B-9 <导入更多模块>引入直
播平台、差旅平台、知
识库、学习平台、内部
IT热线&问题闭环流
程、小微体验

√ 〇 远程 S R

B-10 <达成自运营目标>场景
实现40+个, 完全自运营

√ 〇 远程 S R

持续运
营阶段

C-1 在服务周期内持续保障
产品使用体验（配置合
理，问题响应及时、提
供 佳实践建议、提升
考勤体验、提升会议体
验、提升高管使用体
验、提升使用稳定性体
验、构建客户自身会议
保障能力）

〇 √ 远程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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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编码 服务条目 客户成
功驻场
服务

产品专
家线上
支持服
务

交付
方式

华
为

客
户

C-2 在服务周期内持续支持
企业对核心高频场景的
运营和内部推广，具体
动作包含使用场景建
议、场景设计赋能、提
供运营素材模板、数据
运营赋能、需求跟进和
产品问题解答

〇 √ 远程 S R

C-3 在服务周期内，每月输
出运营阶段性报告

〇 √ 远程 R S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

客户WeLink相关岗位职责 人数 投入阶段 客户
人员

WeLink对接人，PMO&总体组负责人，
负责业务人员对接、运营确认和目标达成
确认

1 客户成功驻场阶段 Y

产品经理，调研并挖掘业务场景与调研 1 客户成功驻场阶
段、后期持续运营
阶段

Y

IT管理员，负责WeLink后台配置及管理
WeLink后台数据运营平台

1 客户成功驻场阶
段、后期持续运营
阶段

Y

WeLink运营人员，负责活动运营、社区
运营、宣传海报制作能力输出

1 客户成功驻场阶
段、后期持续运营
阶段

Y

WeLink运维管理员，保障重大会议、产
品问题统一归口

1 客户成功驻场阶
段、后期持续运营
阶段

Y

 
● 华为侧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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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岗位职责 人数 交付方
式

投入阶段

1. 导入基础体验类场景，如团队协助、上传下
达、会议等

2. 制定高频场景的运营方案，如IM群组运营方
案、企业文化阵地运营方案、全员收集运营
方案、高效专属办公运营方案等

1 现场
+线上

客户成功现
场服务阶段

 

服务交付件

将交付件整理后邮件提供给客户审阅，待客户负责人审阅通过并确认签字，赋能完
成。（实际场景数由双方协商确定）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如下：

● 提交服务申请：客户提交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服务的需求申请

● 需求沟通确认：华为工程师受理服务请求，双方协商服务范围，方案

● 服务订单评审确认：提交项目方案，SOW和报价，客户支付订单

● 服务交付：根据SOW安排华为工程师到现场或远程分阶段完成交付

● 服务验收：完成交付件，输出验收报告，并发起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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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约定的范围，各服务子项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确
认、签字并盖章（含电子件）。

● 验收流程针对华为负责的文档类交付件；

● 交付件的验收以SOW中对交付件的描述和要求为准；

● 对交付件的验收应着重于对文档实质内容的验收，凡交付件实质内容符合本工作
说明书约定的，应予通过验收和接受。少量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不应
被作为不验收的理由，但华为应就格式、词汇、修饰等方面的不符处按客户要求
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修改；

● 在项目进程中，所有交付件都将经过客户和华为日常讨论和评审，以保证双方对
文档内容的认识一致并缩短交付件的验收时间。客户应对华为提出的意见或要求
及时提供其建议及批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部分或所有交付件在验收签署之
前将经过项目组评审、业务部门评审、并向领导组汇报。客户应负责在SOW约定
的验收时点前推动（包括组织和安排顾问资源）并及时完成所有内部评审和汇
报；

● 华为将根据上述评审和汇报的反馈意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交付件的修改，并
在指定的工时内提供全部服务由客户验收；

● 如果因非华为原因导致完成交付件审核和批准需要更多的时间，华为项目组将依
据按工作说明书定义的变更控制流程签订的变更申请延展团队工作时间并获得相
应付款；

● 在交付件验收签署后，如果要求对任何交付件的内容作增减，华为将对该增减所
带来的工作复杂性及风险性进行评估（如对服务费用、时间计划和资源配备等的
影响），包括由此带来项目费用及时间计划的更改，在得到双方的同意后予以执
行；

● 对“企业软件研发能力诊断” 服务的交付件验收应着重于文档实质内容，凡交付
件实质内容经客户确认，应予以验收通过。

3.4.2 常见问题

3.4.2.1 关于服务咨询

3.4.2.1.1 什么是 WeLink 运营支撑服务？

从运营方法、 佳实践、人与组织等方向切入，以指导、培训、赋能、推广等方式提
升客户运营团队运营能力，助力客户高效使用WeLink，使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3.4.2.1.2 WeLink 运营支撑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分三个阶段，分为运营准备阶段、运营价值实现阶段、自运营阶
段。

1. 运营准备阶段：通讯录、基础配置、客户公告、公众号等内容初始化及上线；

2. 运营价值实现阶段：为客户侧运营团队和员工提供专家级培训赋能，快速上手和
落地场景方案；

3. 自运营阶段：以导师的身份带引客户侧运营团队从场景挖掘、方案设计、场景实
现、场景及活动推广全流程引导客户侧运营团队实现自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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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3 服务内容和服务场景是什么？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提供专家级的运营服务，为企业量身打造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景，
让客户侧运营团队持续性输出高效办公场景，助力企业抢先一步数字化。

3.4.2.1.4 WeLink 运营支撑服务购买前提条件是什么？

购买WeLink运营支撑服务前，需要完成华为帐号申请、建立企业企业租户及完成企业
实名认证。

3.4.2.1.5 服务内容和服务场景的有效期是多长？

专业服务按购买的人天数开展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服务有效期为一年，
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买。

3.4.2.1.6 可以对 WeLink 外的产品提供服务吗？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是结合WeLink全场景安全、智能、数字化能力搭建企业协同办公
平台，为企业培养运营团队，不支持对WeLink外的产品提供服务。

3.4.2.1.7 如何进行服务咨询？

您可以通过单击“服务咨询”后留言，或拨打 4000-955-988 转1 | 950808 转1进行快
速申请。

3.4.2.2 关于服务购买

3.4.2.2.1 服务如何下单？

先咨询再下单，支持自行在华为云平台下单或者通过客户经理下单。

3.4.2.2.2 服务有没有购买使用次数限制？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购买次数无限制，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购买。

3.4.2.2.3 购买这个服务是不是要先购买其他的配套服务？

1. 建议结合企业效能助手一同购买，可以为企业持续提供运营支撑服务；

2. 建议咨询客户经理同步购买WeLink配套资源（如：会议并发、企业云空间、蒲公
英表单等）。

3.4.2.2.4 WeLink 运营支撑服务怎么收费的？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按购买的人天数进行一次性收费，可通过人天数增购延长运营支
撑服务。

3.4.2.2.5 服务是否支持变更？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
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3.4.2.2.6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未使用前支持退款和退订，交付中或服务
后不支持退款和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3 运维与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6



3.4.2.3 关于服务交付

3.4.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为线下服务，服务专家提供现场交付。

3.4.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根据实际购买人天进行计算，购买多少人天交付多少天，交付完
成后进行验收。

3.4.2.3.3 是否对中国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

目前WeLink运营支撑服务仅支持办公场地在中国大陆的用户或企业，出海中国企业可
具体咨询客户经理。

3.4.2.3.4 WeLink 运营支撑服务在交付中还可以申请退款吗？

本服务交付中不支持退款。

3.4.3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WeLink运营支撑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及续费。

计费项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客户成功尊享服务 根据购买的人天计费 13,440.0
0

人天

 

计费模式

预付费，按购买的人天进行一次性收费。

变更配置

WeLink运营专业服务为人力服务交付，客户购买享受人力服务交付之后，不支持退订
或取消；如果客户对专家团队提供的服务质量不满意，可以申请更换团队成员，服务
周期不变。

续费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按人天计算，人天使用完如需延长WeLink驻场服务，可于官网继
续下单购买“客户成功尊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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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与欠费

WeLink运营支撑服务按人天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有效期为1年，请务必
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买。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WeLink运营支撑服务常见问题。

3.5 认证测试中心

3.5.1 工作说明书

服务简介

认证测试中心是依托华为云自身安全能力与安全合规生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安全
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快速、低成本完成安全整改，轻松满足安全合规要求。

前提条件

1. 已下单购买认证测试中心专业服务。

2. 开具测评授权书。

服务内容

服务项 服务流程 服务内容 备注

等保安全 系统定级 推荐权威测评机构，协助等
保定级。

等保安全基础版：

助手式服务，华为云安
全专家远程支持，推荐
权威机构的测评服务，
提供等保的安全整改建
议。

等保安全高级版：

教练式服务，推荐权威
机构的测评服务，华为
云安全等保专家现场支
持，提供等保全流程的
贴身指导服务。

系统备案 提供等保备案指引服务。

建设整改 提供技术方案建议书，协助
客户对信息系统进行整改加
固。

等级测评 对信息系统进行测评并出具
测评报告。

监督检查 配合当地网监定期进行监督
检查。

密码安全 方案评估 协助客户对密码方案进行评
审并提交材料到当地密码
局。

推荐权威机构的密评服
务。

提供密码安全建设/实
施/应急方案等全流程
指导服务。

测评准备 协助客户进行密码测评项目
启动，信息收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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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 服务流程 服务内容 备注

建设整改 参考信息系统密码安全标
准，提供密码安全建设方
案，协助客户进行差距分析
和密码安全整改。

密码测评 信息系统运营方选择密码局
认可的机构进行系统密评，
协助对发现问题进行解析及
合规应对。

监督执行 密码管理部门例行监督检
查。

 

服务范围

● 服务覆盖范围

华为云工程师只负责本章节所载明的服务，如需提供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需
要额外付费。

● 服务不覆盖范围

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

a. 认证测试中心服务不包含离开常驻工作地前往其它城市进行相关工作。

b. 等保测评备案不包含ICP备案。

服务流程

入项评估 -> 下单及授权-> 分析与优化 -> 测评实施 -> 项目验收

服务交付件

服务项 服务交付件

等保安全服务 《等保测评报告》

密评安全服务 《密码测评报告》

 

服务周期

认证测试中心服务实施阶段，以服务提供方（华为云）与服务接收方（客户）签订合
同为起始标志，以服务接收方签署《xx（客户名）专业服务验收报告》为终止标志。
如服务基于双方达成一致的合同或条款终止，亦认为是服务终止的标志。

服务实施责任矩阵

以下为职责描述案例，可根据实际项目酌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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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型

阶段 阶段内容 客户 华为云 咨询机构 测评
机构

监察
检查

等保
安全

系统
定级

信息系统运营单
位按照《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定级
指南》自行定级

业务系
统定级

与华为
云签订
服务合
同

协助定
级

推荐测
评机构

辅导客户
准备定级
报告，组
织专家评
审

- -

系统
备案

信息系统定级申
报获得通过后，
30日内到公安机
关办理备案手续

提交备
案材料

协助客
户完成
备案

辅导客户
准备备案
材料

- 公安
机关
审核
受理
材料

建设
整改

根据等保有关规
定和标准，对信
息系统进行安全
建设整改

依据等
级保护
标准

进行安
全建设
整改

提供符
合等保
2.0合
规需求
的安全
产品

辅导客户
进行系统
安全加
固，建设
安全体系

- -

等保
测评

信息系统运营单
位选择公安部认
可的第三方等级
测评机构进行测
评，提供跨地市
的情况下由本地
（本省）测评机
构交付的等保测
评服务

配合测
评机构
测评，
接收报
告

提供华
为云平
台合规
资质证
明

辅导客户
测评整改

对系
统等
级符
合性
状况
进行
测评

出具
测评
报告

-

监督
检查

当地网监定期进
行监督检查

安全运
营、维
护

保障日
常系统
合规

技术支
持

协助客户
检查和整
改

- 公安
机关
监督
检查

密码
安全

方案
评估

评审密码应用方
案的完整性、正
确性和合规性

组织密
码安全
方案评
审

协助客
户进行
方案评
审

协助客户
进行密码
安全差距
分析，设
计密码安
全方案，
协助对密
码安全方
案进行评
审

- 密码
局审
核受
理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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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型

阶段 阶段内容 客户 华为云 咨询机构 测评
机构

监察
检查

方案
实施

根据评审和评估
通过的密码应用
方案，开展系统
密码应用建设和
改造

开展系
统密码
应用建
设和改
造

提供符
合密码
合规需
求的安
全产品

参考信息
系统密码
安全标
准，协助
客户进行
密码安全
整改

- -

密码
测评

开展应用密码安
全测评工作

配合测
评机构
测评，
接收报
告

- 信息系统
运营方选
择密码局
认可的机
构进行系
统密评，
协助对发
现问题进
行解析及
合规应
对。

执行
商用
密码
应用
安全
性评
估，
输出
报告

-

监督
执行

密码局定期进行
监督检查

安全运
营、维
护

保障日
常系统
合规

技术支
持

协助客户
检查和整
改

- 密码
局进
行监
督检
查

 

共同责任

1.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2. 双方完成合同签订。

客户责任

1. 客户指派一位项目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实施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之协调及管
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提供的服务。

2. 客户必须提供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应用架构、部署架构、资源数
量和性能）。

华为责任

1. 华为云需明确此次项目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导致华为人员变更，需要提前3个工
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2. 华为云得到客户授权后，授权数据仅限用于认证测试中心服务中涉及的服务内
容，不得超出限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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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

按照服务合同约定的范围，各服务子项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官网单击验收确
认、签字或盖章（含电子件）。

3.5.2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认证测试中心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变更、续
费、欠费等。

计费项

服务
产品

服务规
格

计费说明 单价（元） 单位

等保
测评

定制版 一次性计费，根据等保
等级和测评所在区域计
费。

等保
二级

A类地区 60,000.00 每套

B类地区 70,000.00 每套

C类地区 80,000.00 每套

D类地区 100,000.00 每套

其他 130,000.00 每套

等保
三级

A类地区 80,000.00 每套

B类地区 100,000.00 每套

C类地区 130,000.00 每套

D类地区 160,000.00 每套

其他 200,000.00 每套

等保测
评基础
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
数计费。

200,000.00 每套

等保测
评高级
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
数计费。

500,000.00 每套

密评 密评标
准版

一次性计费，按购买套
数计费。

250,000.00 每套

 

● 区域（各类地区所包含的省市请以该服务的下单页面为准）：

– A类地区：云南

– B类地区：广东、河北、湖北

– C类地区：福建、山东、河南、广西、贵州、湖南、浙江、安徽、江西、甘
肃、苏北、山西、宁夏

– D类地区：辽宁、无锡、天津、苏南、四川、内蒙古

– 其他：北京、上海、陕西、重庆、黑龙江、吉林、新疆、青海、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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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 除购买该服务之外，其他云安全产品，按需购买配置，详情请与客户经理沟
通确认

计费模式

认证测试中心为一次性计费产品。

变更配置

认证测试中心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未使用前支持退订，交付中或服务
后不支持退订。在购买时，客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续费

认证测试中心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如有需求，请重新购买。

到期与欠费

认证测试中心属于一次性服务，订单服务周期为1年，订单下单1年后将自动失效，订
单失效后将不再提供相关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买。

3.6 WeLink 运维保障服务
WeLink运维保障服务包含WeLink直播保障服务。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涵盖现场拍
摄、直播推流、线上直播及保障等，提供从直播前期的筹备、现场勘验，到进行现场
直播当天的拍摄、直播、监控，以及直播结束后的视频回看服务。

3.6.1 工作说明书

工作目的

本文档主要描述了在项目实施各阶段提供的服务的主要内容，明确双方职责，确保项
目顺利进行。

服务概述

WeLink运维保障服务包含WeLink直播保障服务。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涵盖现场拍
摄、直播推流、线上直播及保障等，提供从直播前期的筹备、现场勘验，到进行现场
直播当天的拍摄、直播、监控，以及直播结束后的视频回看服务。

以下的客户与华为云，即合同或事实合作关系中的委托（客户）与被委托方（华为
云），该服务购买成功后使用期限为1年，请务必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后需重新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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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编号 类型 服务项目 描述 单位

1 拍摄服
务

单机位拍
摄服务

1. 小高清摄像机1台，收音小蜜蜂x2套
2. 摄像师1位
3. 聚合编码器x1台
4. 技术工程师1位

场/8小
时

2 双机位拍
摄服务

1. 小高清摄像机2台，脚架、收音小蜜
蜂x2套，摄像师2位

2. 高清导播台，含导播师1位
3. 调音台，含收音麦克风2支，音频师1

位

4. 聚合编码器x1台，技术工程师1位

场/8小
时

3 保障服
务

现场保障
服务

1. 项目经理1名至活动现场，针对每场
活动制定专项保障方案

2. 项目经理将协助指导客户进行平台操
作，推拉流直播，并全程监控直播情
况，监测直播视频流畅度

3. 一旦发现直播出现卡顿、黑屏或其他
功能不可用等现场，第一时间协助排
查现场原因，快速响应并协调内部运
维资源处理问题。

4. 项目经理将携带硬件设备进行直播信
号备份保障

场/8小
时

4 全局保障
服务

1. 为直播方案配置相应的云服务资源；

2. 制定备份保障方案，并在实施中进行
实施保障，协同客户相关部门进行问
题排查；

3. 提供全程质量监控，在第一时间提供
技术响应；

4. 针对CDN瘫痪的制定多链路备份方
案，在出现故障时，进行手动切换；

5. 杜绝因直播流挤占专线带宽，将直播
流的线路分离；

6. 针对直播业务所需的评论、互动等接
口进行资源配置，接口调优；

场/8小
时

 

前提条件

为了保证WeLink直播保障服务的顺利进行，我们需要的工作环境如下。

1. 拍摄环境

导播及控制区需要1.2米左右宽度的工位，安排在接近电源和网口合适的区域，便
于现场执行人员布线。如果仅用4G传输保障，则无需考虑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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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看端环境

– 在PC端、移动端的联网情况下都可以进行直播的观看。

– 对于普通高清视频（1920*1080px）要求观看端网络下行不低于4M；观看更
低清晰度视频，可适当降低对网络下行的要求，如遇到下行网络带宽限制可
咨询我们的实施人员，寻求其它解决方案。

– 观看地域仅指大陆地区，部分内网对WeLink直播网站、服务器IP限制，可能
会造成不可观看。

3. 设备、技术要求

a. 设备环境

▪ 电源：确保一个220V，总功率不低于2000W的电源。

▪ 音频：调音台需提供卡侬或音频出口，并且要求可以布线到导播台或摄
像机位置。方便混合音视频信号，保障音画同步。

b. 网络环境

▪ 按有线网络服务，要求2根上行不低于10M或1根上行不低于20M的独享
有线网线。测试方法，PC连接有线网络，打开测速网站：
www.speedtest.net测速。

按无线网络服务，确保4G网络达到稳定速率不低于10M；测试方法，手
机在仅蜂窝连接状态下，浏览器打开测速网站：www.speedtest.net测
速。

服务流程

为保障直播内容持续优质输出，打造标准化视频内容传播矩阵，需建立直播服务标
准。通过对直播前后形式、内容等进行规范，确保直播流程化执行服务。

1. 前期准备

a. 直播内容

直播内容规划确定，包括排期、主题分类等【建议客户自行整理安排】。

▪ 建议提前规划直播产品，并建立直播排期表，使得相关部门、人员有充
分时间安排分工，并有秩序地完成直播任务。

▪ 建议规划排期表时，将同类型产品整合为月度或季度主题进行系列直播
（如7、8月为XX产品专场，可策划4场直播等）。

b. 人员及场地【需客户自行整理安排】

直播出镜人员及直播场地（包括场地内桌椅等）预约。

▪ 确定主持人、嘉宾来源渠道（内部邀请或外部采购）。

▪ 如规划长期直播任务，建议安排固定场所（如搭建演播厅等），因其配
有达标的网络环境、设施等，可大幅度减少时间、精力成本。

▪ 建议提前5个工作日协调完毕。

c. 直播台本

即直播流程安排文本，分发至相关工作人员【需客户自行整理安排】。

包括直播的日期、时间、场地、人员（如嘉宾、主持人姓名等）、形式（如
对话式、问答式等）、产品名称及具体内容（如主持人及嘉宾对话内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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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前5个工作日定稿，同时分发至相关人员，确保发生意外情况时仍有时
间调整。

d. 现场物料【需客户自行整理安排】

即直播出镜所需物料（如产品、嘉宾介绍KT板、麦标等）及互动环节所需道
具、礼物等。

所有物料须与本次直播主题或产品特色相关，统一标注官方logo。
布置物料大小以实际用途为准，但不得阻挡画面及出镜人员，且须露出官方
logo。
建议提前3到5个工作日设计、采购、制作完成。

e. 宣传推广【需客户自行整理安排】

为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对直播内容进行不同形式的推广。

▪ 建议撰写宣传文章发布于公众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门户网
站等），或设计活动相关海报转发朋友圈等方式进行宣传。

▪ 建议宣传内容可包括直播时间、嘉宾、主题、内容（如主要内容提炼、
亮点内容、礼品福利、游戏规则、嘉宾介绍等）及直播观看二维码信
息。

f. 直播间装修

即直播观看页面装修及部分功能布置【客户可自行完成或提供素材】。

▪ 直播页面背景、窗口背景、直播引导页设置为直播主题画面，统一使用
品牌形象，标注直播期数、主题名称（按需标注嘉宾名称等其他信
息）。

▪ 菜单栏添加直播内容介绍，供观众了解此次直播主要内容。

▪ 建议提前3-5个工作日设计、装修完毕。

2. 直播前彩排

根据具体直播内容，提前1至2天进行直播彩排（包括设备测试），相关人员须到
场共同参与落实正式直播事项。

a. 现场布置

确定现场环境及设备布置。

▪ 现场环境须保持卫生，桌椅摆放整齐，相关物料准确摆放，确保直播画
面干净统一。

▪ 确认现场灯光设备状况、数量、位置。

▪ 确定摄像设备、数量、状态及位置，根据直播画面对机位进行调整。为
保证画面稳定高质，建议至少使用1台专业摄像机固定拍摄。

b. 现场工作人员配置

为保证直播质量，彩排时须落实现场工作人员数量及具体分工。

▪ 根据现场机位数量匹配对应专业摄像师，负责摄像设备管理、调试（调
白平衡、光圈、色温等）、控制（如画面推拉等），对摄像画面负责。

▪ 多嘉宾多机位情况下，现场至少配备1名专业导播师，负责画面切换，协
助直播推流，对直播画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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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至少配备1名直播支持人员，负责直播编码设备的管理、调试、控
制，直播平台总体技术支持，防止出现断流、黑屏、音画不同步等问
题，确保直播画面高质稳定，对直播及推流效果负责。

▪ 现场至少配备1名后台操作人员，负责直播管控平台设置操作（如聊天内
容审核、话题互动主题发布回复、专业问题回复等），确保线上观众秩
序。

▪ 现场至少配备1名场控人员，负责工作人员调配及直播流程掌控，及时处
理直播过程中的突发情况，确保直播顺利进行，对直播全流程环节负
责。

c. 出镜人员配置【需客户自行安排】

为达到企业用户的品牌形象输出，须对出镜人员形象、固定话术进行规范。

▪ 主持人须五官清晰（建议女性主持人化淡妆），发型整齐，直播中面带
微笑，坐姿挺拔，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 主持人须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语速不应过快。要求主持人对直播流
程及内容熟悉，能够脱稿主持，展现自信专业的工作形象。直播开场使
用带有企业特色的统一开场词。

▪ 出镜嘉宾着装以深色正装为主。须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语速不应过
快。并要求嘉宾对直播流程及内容熟悉，能够脱稿进行业务介绍及观众
提问讲解。

d. 应急预案

▪ 彩排时应确定应急预案以确保正式直播顺利进行。

▪ 演职人员应急方案，包括内部工作人员联系（如发生工作人员临时缺席
联系哪位负责人等）、外部采购人员联系（如发生外采人员发生问题联
系哪位负责人等）、出镜人员联系（如发生出境人员临时缺席替换人员
名单或联系哪位负责人等）等内容。

▪ 信号应急方案，提前准备画面（如企业logo、活动KV、宣传视频、产品
介绍静态画面等）并推流至导播台备用，以便在因突发情况导致画面缺
失时进行切换，及时降低损失。

▪ 网络预备方案，针对正式网络方案准备相应备用方案（如实行有线网络
直播时准备多通道4G聚合编码推流设备备用等）并设立网络负责人，以
便在既定网络方案发生意外时及时启动备用方案，保证直播顺利进行。

3. 直播执行

a. 画面质量

信号稳定性决定画面质量，须对视频比特率、分辨率、音频方面进行规范。

为综合评估所有观看端的观看网络情况，建议视频比特率为1500kbps至
2000kbps，分辨率为1280*720，音频编码格式为AAC，音频比特率为
96kbps至128kbps。

b. 画面切换效果

为体现内容丰富性、画面精美度及品牌专业度，建议在多嘉宾场景下使用多
机位。

▪ 所有拍摄及导播设备须为高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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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导播人员具有较强镜头感，操作熟练精准，保证切换效果流畅自
然。

c. 直播时长

直播正式开始后进行时长提醒及控制。

工作组织结构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项目由项目管理统一协调管理，整体工作组织结构如下：

角色 岗位职责

项目管理工程师 管控现场执行，协调团队角色间的配合。

摄影师 拍摄直播场景画面，捕捉特写画面。

调音师 切播切换音频，保障音频质量。

导播师 切播切换拍摄画面，保障画面呈现效果。

 

服务交付物

直播链接：由现场服务产生的呈现结果，即体现为直播链接。观众可以通过直播链接
观看直播，参与直播互动。直播链接在项目交付前，由项目交付经理提供给客户。

责任矩阵

1. 客户其它权益

– 您可以在直播前，向导播提出您希望拍摄的角度、画面切换的方式；

– 如果您有一个PPT或者电脑演示的画面需要切换进直播画面，请提前跟工作人
员说明，我们可以准备对应方案，满足您的需求。

2. 华为云工作职责

a. 提供的音视频编码及现场支持

▪ 我们会提供约定数量机位的现场拍摄，以及与拍摄相关的导播设备及人
员；

▪ 如果您的直播环境里不包含网络，我们会在现场提供4G聚合的网络设
备，采取4G直播的方案。

b. 提供的技术服务

▪ 华为云WeLink直播保障服务，安排一名项目管理工程师，以及对应数量
的摄像师、导播师、调音师。项目管理工程师会负责直播的现场统筹以
及业务相关的前期准备，售后交付等业务。

▪ 我们会 早提前1天，或不晚于当天直播前4小时，提出不超过4小时的勘
场、预搭建测试，在测试时完成全部设备及交付直播的联调。

▪ 直播结束后，我可以向您提供一份直播观看数据，包括直播总时长、观
看时长、用户的地域分布等信息。

3. 增效或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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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直播效果，我们推荐一些额外的增效或保障服务。这些服务可能会产生
额外的费用，建议采纳现场项目经理的建议，匹配购买对应的服务内容。

– 网络备份：在基础服务中，包含1路主线以及1路备份。在主线网络出现突发
故障时，切换到备份网络；同时您可以选择增加保障线路数量，以及匹配更
高水准的4G聚合网络设备。

– 音视频信号备份：通过备份线路，应对音视频突发故障；

– 直播平台保障：针对项目部署的云服务进行专项检查，包括配置专有的云资
源，针对所涉及功能进行专项测试、压力测试。

– 专属链路保障：涉及海外直播链路配置，确保大陆以外的观众可以正常访
问。

4. 项目不包含的工作职责

– 第三方平台的直播推流。值得说明的是，第三方平台可能会出现的直播故
障，不在本次服务的承诺范围内。

– 国内媒体合作。媒体资源采购服务需要您自行付费购买。

– 直播内容剪辑。根据剪辑需求的精度和工作量，需要您额外咨询购买。

– 个性化定制。本服务需要您额外咨询购买。

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按可感知的音视频清晰度、流畅度，以及被访问站点的稳定性、功能可用
性，双方就视频直播当时的服务质量及检查清单，进行验收，包含以下内容：

1. 视频流畅度

肉眼可视无明显卡顿现象，视频流畅标准为25帧到30帧，可以通过监测播放器调
取实时数据。

2. 视频清晰度

– 按需求正常视频直播为1080P高清信号，码率为2~2.5Mbps，可通过监测播
放器调取实时数据；

– 按客户需求或环境限制，可以将清晰度降低至720P，码率在1M~1.5M；

– 非特殊原因视频分辨率低于720P，可认定为清晰度不足。

3. 音频流畅度

人耳可清晰可辨，无回声、无底噪、没有电流音，音频码率设定
64Kbps~128Kbps。

4. 音画同步

肉眼及耳朵可感知的画面和人声是同步的，不会出现人声先至或延迟的情况。

5. 页面打开速度

– 使用PC、移动端打开播放地址，正常打开时间为3秒以内，局部出现加载3秒
至10秒的加载时间属于正常现象；

– 视频直播存在一定延时，一般使用PC打开（使用的是rtmp解码）延时时长为
3~15秒，使用移动终端打开（使用的是HLS解码）延时时长为20~60秒；

– 延时时间跟当地网络，以及终端浏览器的解码机制有关，统一网络内的台手
机打开播放延时不一致，是正常现象；

– 使用PC浏览器打开，可能会收到Flash插件未更新，单击更新提示，正确安装
Flash插件后，可恢复观看；或单击页面切换，切换至HLS格式可正常观看。

6. 服务质量验收

包括工作人员技能专业，操作准确，态度良好，主动解决问题，按时交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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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常见问题

3.6.2.1 关于服务咨询

3.6.2.1.1 WeLink 运维保障服务包含什么服务？

WeLink运维保障服务包含WeLink直播保障服务。

3.6.2.1.2 什么是 WeLink 直播保障服务？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是包含现场拍摄、直播推流、线上直播及保障的服务型产品，提
供从直播前期的筹备、现场勘验，到进行现场直播当天的拍摄、直播、监控及直播结
束后的视频回看设置、数据报告等的一站式、标准化、高品质的企业视频直播保障服
务。

3.6.2.1.3 WeLink 直播保障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服务类
型

服务规
格

服务内容 适用场景

拍摄服
务

单机位
拍摄服
务

1. 小高清摄像机1台，收音小蜜蜂x2
2. 摄像师1位
3. 聚合编码器x1台
4. 技术工程师1位

1. 50人以内小型活动直
播

2. 场地面积100平以
内，灯光条件较好

双机位
拍摄服
务

1. 小高清摄像机2台，脚架、收音小
蜜蜂x2套，摄像师2位

2. 高清导播台，含导播师1位
3. 调音台，含收音麦克风2支，音频

师1位
4. 聚合编码器x1台，技术工程师1位

1. 300人以上中大型活
动直播

2. 场地面积300平以
内，灯光条件较好

3. 适用近景切换、抓特
写、人物间切换类的
多嘉宾多角度展示活
动

保障服
务

现场保
障服务

1. 项目经理1名至活动现场，针对每
场活动制定专项保障方案

2. 项目经理将协助指导客户进行平
台操作，推拉流直播，并全程监
控直播情况，监测直播视频流畅
度

3. 一旦发现直播出现卡顿、黑屏或
其他功能不可用等现场，第一时
间协助排查现场原因，快速响应
并协调内部运维资源处理问题

4. 项目经理将携带硬件设备进行直
播信号备份保障

现场保障服务为可选方
案，可视情况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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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
型

服务规
格

服务内容 适用场景

全局保
障服务

1. 为直播方案配置相应的云服务资
源

2. 制定备份保障方案，并在实施中
进行实施保障，协同客户相关部
门进行问题排查

3. 提供全程质量监控，在第一时间
提供技术响应

4. 针对CDN瘫痪的制定多链路备份
方案，在出现故障时，进行手动
切换

5. 杜绝因直播流挤占专线带宽，将
直播流的线路分离

6. 针对直播业务所需的评论、互动
等接口进行资源配置，接口调优

针对高并发场景（高于
2w并发以上建议选
购），以进行资源隔
离，确保直播效果

 

3.6.2.1.4 WeLink 直播保障服务的套餐方案有哪些

服务
项目

项目描述 适用场景

方案一

现场
保障
服务

1. 项目经理1名至活动现场，针对每场活动制定专项
保障方案

2. 项目经理将协助指导客户进行平台操作，推拉流直
播，并全程监控直播情况，监测直播视频流畅度

3. 一旦发现直播出现卡顿、黑屏或其他功能不可用等
现场，第一时间协助排查现场原因，快速响应并协
调内部运维资源处理问题

4. 项目经理将携带硬件设备进行直播信号备份保障

应用场景：中小型
活动直播，客户现
场无专业操作人员

服务内容：提供技
术工程师现场执行
服务

方案二

全局
保障
服务

1. 为直播方案配置相应的云服务资源

2. 制定备份保障方案，并在实施中进行实施保障，协
同客户相关部门进行问题排查

3. 提供全程质量监控，在第一时间提供技术响应

4. 针对CDN瘫痪的制定多链路备份方案，在出现故障
时，进行手动切换

5. 杜绝因直播流挤占专线带宽，将直播流的线路分离

6. 针对直播业务所需的评论、互动等接口进行资源配
置，接口调优

应用场景：高级别
中小规模简易型活
动直播，高层领导
出席

保障服务：高并发
保障服务，提供主
备保障方案，多链
路备份，现场直播
监控

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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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项目

项目描述 适用场景

双机
位拍
摄服
务

1. 小高清摄像机2台，脚架、收音小蜜蜂x2套，摄像
师2位

2. 高清导播台，含导播师1位
3. 调音台，含收音麦克风2支，音频师1
4. 聚合编码器x1台，技术工程师1位

应用场景：中大规
模复杂型活动直
播，高层领导出席

保障服务：

1. 现场执行服务
+保障服务

2. 高并发保障服
务，提供主备
保障方案，多
链路备份

3. 现场项目经理
+后台运维工程
师+研发技术专
家

全局
保障
服务

1. 为直播方案配置相应的云服务资源

2. 制定备份保障方案，并在实施中进行实施保障，协
同客户相关部门进行问题排查

3. 提供全程质量监控，在第一时间提供技术响应

4. 针对CDN瘫痪的制定多链路备份方案，在出现故障
时，进行手动切换

5. 杜绝因直播流挤占专线带宽，将直播流的线路分离

6. 针对直播业务所需的评论、互动等接口进行资源配
置，接口调优

 

3.6.2.1.5 WeLink 直播保障服务的优势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提供现场拍摄+直播保障全场景企业直播解决方案，帮助企业解
决培训组织难题，节约培训成本，直播与点播结合，二次传播随时随地回顾学习，提
升培训质量。

优势项 优势介绍

直播拍摄 1. 金牌拍摄团队，常规机位、特种机位常备；

2. 导播切控，多视角沉浸体验；

3. 实时包装，画面内容精美

直播执行保障 1. 专业：国内顶级直播团队

2. 稳定：标准化流程操作

3. 可靠：500+大型活动经验

直播平台 1. 适配：多渠道观看无压力

2. 可用：多互动方式可选

3. 保障：高并发，多链路

内容沉淀服务 1. 聚合：企业视频一页聚合

2. 分类：视频内容个性分类

3. 分享：个性专题一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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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1.6 WeLink 直播保障服务的有效期是多长？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提供从直播前期的筹备彩排、现场直播当天的拍摄、直播、监
控，以及直播结束后的视频回看设置、数据等材料交付，该直播结束后交付即结束。

3.6.2.1.7 可以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吗？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是结合WeLink平台搭建的直播服务，不支持对WeLink外的产品
提供。

3.6.2.1.8 如何进行服务咨询？

可以通过单击“服务咨询”后留言，或拨打 4000-955-988 转1 | 950808 转1进行快速
申请。

3.6.2.2 关于服务购买

3.6.2.2.1 服务如何下单？

先咨询再下单，支持自行在华为云平台下单或者通过客户经理下单。

3.6.2.2.2 服务有没有购买使用次数限制？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购买次数无限制，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购买。

3.6.2.2.3 购买这个服务是不是要先购买其他的配套服务？

企业有实名认证，且购买了直播并发。

3.6.2.2.4 WeLink 直播保障服务怎么收费？

服务内容 工作量报价（场） 人力报价项

单机位拍摄服务 场/8小时 13200/场

双机位拍摄服务 场/8小时 26400/场

现场保障服务 场/8小时 7600/场

全局保障服务 场/8小时 36200/场

 

3.6.2.2.5 服务是否支持变更？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不支持变更，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
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3.6.2.2.6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未使用前支持退款和退订，交付中或服务
后不支持退款和退订。在购买时，用户可以参考服务说明和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
买。

3.6.2.3 关于服务交付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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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为线下服务，提供现场交付。

3.6.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根据实际购买场次进行计算，直播结束交付完成后进行验收。

3.6.2.3.3 使用 WeLink 直播保障服务的获得的终交付件是什么？

直播链接：由现场服务产生的呈现结果，即体现为直播链接，观众可以通过直播链接
观看直播，参与直播互动。直播链接在项目交付前，由项目交付经理提供给甲方。

3.6.2.3.4 是否对中国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

目前WeLink直播保障服务仅支持在中国大陆的用户或企业，出海中国企业可具体咨询
客户经理。

3.6.2.3.5 WeLink 直播保障服务在交付中还可以申请退款吗？

本服务交付中不支持退款。

3.6.3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WeLink保障服务包含的WeLink直播保障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
项、计费模式及续费。

计费项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单机位拍摄服务 按购买的场次进行一次性计
费

13,200.00 场/8小时

双机位拍摄服务 按购买的场次进行一次性计
费

26,400.00 场/8小时

现场保障服务 按购买的场次进行一次性计
费

7,600.00 场/8小时

全局保障服务（含现场、
专线、云服务）

按购买的场次进行一次性计
费

36,200.00 场/8小时

 

计费模式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属于按需计费，且为预付费，按购买的场次进行一次性收费。

变更配置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为人力服务交付，客户购买享受人力服务交付之后，不支持退订
或取消，用户可以参考典型应用场景和根据自身业务的实际情况购买。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3 运维与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54



续费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按场次计算，直播场次使用完后如需增加场次，可在官网继续下
单购买。

到期与欠费

WeLink直播保障服务按场次服务，建议客户购买后尽快使用，有效期为1年，请务必
在有效期内使用，到期以后，需重新购买。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WeLink运维保障服务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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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与提升

4.1 ModelArts 开发支持服务

服务概述

华为云面向各行业AI应用的开发与研究，提供ModelArts平台支持类服务，针对客户不
同阶段的需求，提供包括本地调用、模型优化、云上开发、模型迁移等支持服务。同
时，能够帮助企业快速集成ModelArts平台能力到业务应用，能够针对客户的业务场景
为企业提供场景化建模咨询及模型构建服务，以及针对上线后的模型提供训练及调优
服务。

适用产品

开发支持服务适用于ModelArts平台，华为云AI人工智能产品。

前提条件

1. 客户应提前至少10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AI专
家。

2. 双方达成一致的咨询服务目标，并完成合同签订。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算法开发指导 对客户模型开发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提供算法专家
指导。

例如，客户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AI分析服务，该
服务帮助客户分析场景的可行性，指导客户使用
什么样的AI能力解决问题。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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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模型参数指导 模型调参技巧，包含业务场景与模型调参关系说
明。

例如，客户需要基于自己实际遇到的问题场景设
计AI解决方案，需要帮助建立AI解决方案，并进
行POC演示效果。

场景化建模 针对客户特定业务场景构建模型。

例如，客户需要基于实际场景完成端到端UseCase
训练并将模型部署成一个restAPI接入客户系统
中， 终进行业务逻辑验收。

场景化调优 对上线的场景化模型进行迭代优化。

例如，客户需要对已交付的模型或在gallery上线
的UseCase进行需求扩展，在新的相似场景上使用
UseCase获取模型，并基于客户数据，优化现有
UseCase并进行指标验收。

 

责任分工

●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咨询服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和场景。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建议不低于5000元），用于咨询上所用云产品
和资源的购买。

– 审核并确认华为云提供的指导计划和交付件。

● 华为云责任

– 咨询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指导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咨询期间，依确认后的计划为指定客户进行技术指导。

– 咨询结束后，根据所选咨询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 接收用户的咨询申请，协调ModelArts平台专家与客户商定咨询详情。

责任矩阵

交付项目 阶段 工程活动内容 华为 客户

售前支撑 商务介入 商务洽谈 R S

售前调研 业务问题定义 S R

业务理解 S R

场景化建模 新业务场景的模型构
建

业务理解、建模咨询、
模型构建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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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项目 阶段 工程活动内容 华为 客户

场景化调优 场景化模型上线后迭
代优化

上线后的场景化模型调
优

R S

验收 文档移交 汇总部署信息并移交客
户

R S

确认完成 客户验收确认部署完成
并交接

S R

R：责任， S：支持

 

服务流程

序号 服务阶段 说明

1 需求分析 业务需求对接

2 业务规划 业务场景识别，调研并设计开发架构

3 方案建立 技术方案评审

4 方案实施 就是方案实施并模拟上线

5 项目移交 服务验收成功后将项目移交

 

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中约定的范围，各服务子项按如下标准提交交付件：

服务 子服务 交付件

ModelArts 场景化建模服
务

初级场景建模服
务

《指导书》

中级场景建模服
务

《指导书》、《可行性验证报告》

高级场景建模服
务

《UseCase使用文档》、《模型API
文档》、《UseCase效果测试报告》

专家级场景建模
服务

《UseCase使用文档》、《业务系统
集成文档》、《UseCase效果测试报
告》

已有模型优化服
务

《模型优化与调整指导书》

已有模型优化及
验证

《相似场景方案分析报告》、
《UseCase效果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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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终交付件根据具体项目在制定计划时与客户商定。

项目完成

各服务子项按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通过华为云官网单击验收确认，ModelArts开
发支持服务结束。

4.2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

4.2.1 工作说明书

服务概述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是为了达成客户业务系统开发、测试、上线运行提供的具体技术
支撑，内容包括数据库开发指导、性能调优、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应用对接与上线
支持等。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满足客户需求，帮助客户解决数据库开发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疑难问题，帮助客户提升开发人员的数据库开发能力。

适用产品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适用于云数据库 RDS for MySQL、RDS for PostgreSQL、RDS for
SQL Server、DDS、DRS、DDM、GaussDB(for MySQL)、GaussDB、GaussDB(for
Mongo)、GaussDB(for Cassandra)等数据库产品组件。

服务范围

华为开发支持工程师只负责本工作说明书所载明的服务，提供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
需要额外付费。不在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所示内容：

1. 应客户要求超出正常工作日和工作时间的相关工作（注：涉及加班工资和补助)。
2. 外购件产品。

前提条件

客户应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需求及协调专家。

服务内容

服务子项 服务内容

数据库开发指导 为项目应用开发阶段提供技术支持，如服务组件使用方
式、方案评估、技术指导等；提供应用开发疑难问题的
解决。

性能调优 对数据库集群进行性能评估，结合评估结果，进行数据
库参数调优和数据库资源调优，提升数据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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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子项 服务内容

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 负责第三方系统或监控平台对接数据库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咨询和解答。

应用对接联调与上线支持 在应用与生产环境数据库的正式对接联调时，由于测试
环境与生产环境的本质差异，生产环境易出现测试环境
未能遭遇的问题。协助处理未知问题。

 

责任矩阵

交付项目 交付内容说明 华
为

客
户

数据库开发指导 为项目应用开发阶段提供技术支持：

1、提供专人支持项目应用开发方案咨询与技术
支持

如服务组件使用方式、方案评估、技术指导等

R S

2、提供应用开发疑难问题的现场/远程解决。 R S

性能调优 对数据库性能进行性能评估、调优:
1、数据库性能评估

2、数据库参数调优

3、数据库资源调优

R S

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 第三方系统或监控平台对接DBS中遇到的问题咨
询和解答

R S

应用对接与上线支持 应用开发完成后上线，华为提供平台侧支持服务 S R

 

R=责任方/Responsibility，S=协助方/Support。

1. 共同责任

– 双方商定并确认本次服务的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2. 客户责任

– 提供详细准确的需求、场景和涉及的业务系统相关信息。

– 专注在满足项目交付需要，及时反馈客户管理层和关键业务部门对项目的各
种意见。

– 协调安排项目干系人参加项目会议，访谈和讨论会。

– 提供场地及各种开发环境（包括电脑、网络等）。

– 开通华为云账户并进行充值，用于项目实施。

– 及时审核并确认华为提供的服务计划和交付件。

–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客户提供的第三方软件，负责协调第三方厂商，协助华
为云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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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为责任

– 接收用户的需求申请，协调专家远程或者现场进行实施。

– 服务前，按照客户所选服务项，制定服务计划和报价清单供客户审核确认。

– 服务期间，依确认后的服务计划进行实施，编写交付件。

– 服务结束后，根据所选服务项，出具交付件清单。

4. 免责说明

– 在实施过程中，非华为云原因导致的第三方设备或系统故障。

–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自成功购买后，服务单有效期为一年，超出有效期外，
华为云有权不予提供服务。

– 客户须保证其安装、使用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
权或其他权益。如因违反前述约定所导致的第三方索赔，客户应承担全部责
任，华为云免于罹受任何损失。

服务流程

交付件

不同服务内容对应的交付件如下表所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修改：

服务内容 交付件

数据库开发指导 《XXX项目开发支持问题跟进表》《数据库开发支
持总结报告》

性能调优 《XX数据库性能调优报告》

第三方平台对接 《XXX项目开发支持问题跟进表》《数据库开发支
持总结报告》

应用对接联调与上线支持 《XXX项目开发支持问题跟进表》《数据库开发支
持总结报告》

 

专业服务
产品介绍 4 优化与提升

文档版本 01 (2023-04-17)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61



项目完成标志

验收通过，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XXX（客户名）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验收报
告》或者官网单击验收确认，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工作结束。

4.2.2 常见问题

4.2.2.1 关于服务咨询

4.2.2.1.1 什么是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是华为云为了达成客户业务系统开发、测试、上线运行提供的技
术支撑，如数据库开发指导、性能调优、应用对接与上线支持等。数据库开发支持服
务满足客户需求，帮助客户解决数据库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帮助客户提
升开发人员的数据库开发能力。

4.2.2.1.2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服务子项 服务内容

数据库开发指导 为项目应用开发阶段提供技术支持，如服务组件使用
方式、方案评估、技术指导等；提供应用开发疑难问
题的解决。

性能调优 对数据库集群进行性能评估，结合评估结果，进行数
据库参数调优和数据库资源调优，提升数据库性能。

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 负责第三方系统或监控平台对接数据库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咨询和解答

应用对接联调与上线支持 在应用与生产环境数据库的正式对接联调时，由于测
试环境与生产环境的本质差异，生产环境易出现测试
环境未能遭遇的问题。协助处理未知问题。

 

4.2.2.1.3 服务内容和服务场景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包含基础包、高级包、铂金包、钻石包、增量包，服务内容和典
型应用场景如下表所示。您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选择购买需要的服务类型。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基础包 ● 数据库相关技术支持：数据库开发指导、
性能调优、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应用对
接与上线支持等

● 服务人天数≤30人天

拟购买或者已购买华为
云数据库并且有数据库
开发需求的客户

高级包 ● 数据库相关技术支持：数据库开发指导、
性能调优、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应用对
接与上线支持等

● 服务人天数≤80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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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典型应用场景

铂金包 ● 数据库相关技术支持：数据库开发指导、
性能调优、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应用对
接与上线支持等

● 服务人天数≤150人天

钻石包 ● 数据库相关技术支持：数据库开发指导、
性能调优、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应用对
接与上线支持等

● 服务人天数≤270人天

增量包 ● 数据库相关技术支持：数据库开发指导、
性能调优、第三方平台对接支持、应用对
接与上线支持等

● 服务人天数≤10人天

 

4.2.2.1.4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服务优势

● 经验丰富的数据库服务团队：华为基于在各行各业深入的合作和项目经验中，已
然组建了一个拥有丰富行业大数据应用经验的专家团队，从架构咨询，到平台实
时，到应用开发，到全周期保障行业数据库应用的开发与落地。

● 高效便利的自研工具：集开多方能力于一体，从样例代码、开发规范等方面自研
开发，形成便于大数据应用开发的场景样例、数据库开发工具，助力企业大数据
业务开发顺畅高效。

● 本土化端到端服务体系：华为本土化自研产品与内核，需求驱动，响应能力在完
备的流程体系下，快速处理各类疑难问题，从问题出现到落地，端到端的服务体
系保证企业问题及时处理、故障快速响应、业务高效开发。

4.2.2.1.5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单的有效期是多长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单的有效期为1年，下单后请尽快联系交付人员进行交付。

4.2.2.1.6 可以对华为云外的站点提供服务吗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适用于RDS for MySQL、RDS for PostgreSQL、RDS for SQL
Server、DDS、DRS、DDM、GaussDB(for MySQL)、GaussDB、GaussDB(for
Mongo)、GaussDB(for Cassandra)等华为云数据库产品组件，如有额外需求先咨询客
户经理。

4.2.2.1.7 远程服务咨询的时候多久可以回复

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给您答复。

4.2.2.2 关于服务购买

4.2.2.2.1 服务如何下单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目前仅支持代客下单，请与客户经理评估确认后再进行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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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2 服务有没有购买使用次数限制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没有购买次数限制。

4.2.2.2.3 购买这个服务是不是要先购买其他的配套服务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适用于RDS for MySQL、RDS for PostgreSQL、GaussDB等相关
华为云数据库，但服务本身并不包含数据库费用。另外购买增量包必须先购买基础包/
高级包/铂金包/钻石包。

4.2.2.2.4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怎么收费的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具体的服务费用请参见计费说明。

4.2.2.2.5 服务是否支持变更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不支持退订和变更。

4.2.2.2.6 服务是否支持退款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无特殊情况不支持退款。

4.2.2.3 关于服务交付

4.2.2.3.1 提供现场服务吗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支持现场或远程交付。

4.2.2.3.2 下单后服务多久可以完成

交付周期根据开始交付的时间和客户实际的需求决定，例如数据库架构、业务量大
小、业务复杂程度等都有可能影响交付周期。

4.2.2.3.3 工作人员的服务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五（5*8小时）提供交付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

4.2.2.3.4 使用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的获得的终交付件是什么

不同服务内容对应的交付件如下表所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修改：

服务内容 交付件

数据库开发指导 《XXX项目开发支持问题跟进表》《数据库开发支持总
结报告》

性能调优 《XX数据库性能调优报告》

第三方平台对接 《XXX项目开发支持问题跟进表》《数据库开发支持总
结报告》

应用对接联调与上线支持 《XXX项目开发支持问题跟进表》《数据库开发支持总
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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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5 是否对中国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支持对中国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但是交付方式、具体项目需
求、工作量大小会影响交付情况，因此请与客户经理评估确认后再进行下单。

4.2.3 计费说明

计费说明

本章节主要介绍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的计费说明， 包括计费项，计费模式，以及续
费。

计费项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单价
（元）

单位

基础包 项目工作量预估少于30人天 540,000.
00

每套

高级包 项目工作量预估大于30人天少于80人天 1,440,00
0.00

每套

铂金包 项目工作量预估大于80人天少于150人天 2,700,00
0.00

每套

钻石包 项目工作量预估大于150人天少于270人天 4,860,00
0.00

每套

增量包 项目工作量预估为10人天。不支持单独购买增量
包

180,000.
00

每套

 

计费模式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属于一次性计费产品，具体的服务费用请参见产品页。

变更配置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不支持退订及变更。

续费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属于一次性消费，不支持续费。服务完成后，有需要可重新购
买。

到期与欠费

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单的有效期为1年，下单后请尽快联系交付人员进行交付。

FAQ
更多计费相关FAQ，请参见数据库开发支持服务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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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训服务

5.1 云服务

5.1.1 华为云服务工程师培训

培训简介

云时代的到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高科技创新公司，越来越多的传统产
业公司也需要大量云服务人才。基于此，华为云推出了华为云服务工程师培训专业服
务，覆盖云服务演进和价值，华为云服务架构和生态，华为公有云计算服务、存储服
务、网络服务、安全服务、监控服务、关系型数据库、云容器引擎和云桌面的基本知
识、使用场景和基础操作，旨在培养对市场流行的云服务产品及技术有基本且全面的
了解，并能够熟练使用华为八大类云服务产品的工程师。

培训对象
● 希望成为云服务工程师的人员

● 希望了解华为云服务产品使用、管理和维护的人员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对市场流行的云服务产品及技术有基本且全面的了解，快速掌握
前沿的云服务知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具备独立使用华为云服务各类产品的能力，为

云知识技能获取打好基础、抢得先机。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华为公有云及云服务简介 介绍云服务的背景和概念，价值和应用，架构和生
态

华为云服务管理系统 介绍华为云控制台的操作，华为云官网注册登录与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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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计算服务的使用和管理 介绍华为弹性云服务器、弹性伸缩、镜像服务的使
用和管理

存储服务的使用和管理 介绍云硬盘服务、云硬盘备份服务、对象存储服务
和弹性文件服务的使用和管理

网络服务的使用和管理 介绍虚拟私有云、弹性负载均衡、云专线和虚拟专
用网络的使用和管理

安全服务的使用和管理 介绍安全服务基础、云安全诉求与安全生态、安全
服务介绍、产品组成、申请与使用

云监控服务的使用和管理 介绍云监控的概述、功能介绍、告警原则、开放API
与应用

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使用和
管理

介绍关系型数据库服务的概述、关键特性、使用方
法

企业智能EI的服务介绍 介绍人工智能行业趋势、华为云EI服务介绍、行业
实践

API Gateway的使用和管理 介绍API Gateway的概述、助力API经济及其他常见
问题

 

说明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5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1.2 华为云服务高级开发者培训

培训简介

云时代的到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高科技创新公司，越来越多的传统产
业公司也需要大量云服务人才。掌握DevOps理念，集云上研发及运维能力的融合型工
程师是当前市场 急需的人才类型之一，基于此，华为云推出了华为云高级开发者培
训专业服务，覆盖DevOps的由来和发展，DevOps的流行工具（Git、Maven、Ansible
等）及实践，利用华为云软件开发云平台的基础服务端到端完成一个云应用项目从设
计、配置、编译、测试、部署直至发布的全流程，旨在培养掌握DevOps 新实践、能
利用华为云软件开发云从事开发工作的DevOps融合工程师。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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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
● 希望成为云服务工程师的人员

● 希望了解华为云服务产品使用、管理和维护的人员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对华为云软件开发云基础服务及DevOps基本知识、动手能力的掌
握，将使您具备独立使用华为云软件开发云的能力，助力软件企业利用DevOps理念加
速转型开发云应用。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软件研发模式 介绍软件工程、软件研发的发展趋势和DevOps研发模
式

敏捷项目管理 介绍敏捷项目管理及其理论方法，以及云上项目管理
实践

配置管理/代码托管 介绍配置管理和版本控制，以及使用git工具进行代码
托管

代码检查 介绍代码检查规则及方法，以及云上代码检查操作实
践

编译建构 介绍如何编译构建和云端构建优势，以及云上构建操
作实践

测试管理 介绍测试用例和软件测试的方法，以及云上测试操作
实践

部署服务 介绍部署和部署工具，以及云上部署操作实践

发布服务 介绍发布和发布包文件管理，以及云上发布操作实践

软件开发流水线 介绍软件开发流水线并通过流水线实践对整个软件项
目进行回顾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5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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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华为云服务高级解决方案架构师培训

培训简介

云时代的到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高科技创新公司，越来越多的传统产
业公司也需要大量云服务人才。企业无论是迁移传统应用上云或利用容器、微服务平
台优化云应用架构，还是从事公有云上设计、集成、部署、实施等项目任务，都亟需
云技术领域的高级工程师。基于此，华为云推出了华为云高级解决方案架构师培训专
业服务，覆盖云架构设计基础，华为云PaaS整体架构及方案，云中间件服务，云容器
引擎，微服务开发、上线、治理、运维，以及培训课程中的综合实训等模块，旨在培
养具备对传统应用进行云上架构设计及分析能力的高级解决方案架构工程师。

培训对象

● 希望成为云服务工程师的人员

● 希望了解华为云服务产品使用、管理和维护的人员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掌握云原生理念及PaaS系列产品，能利用华为云中间件、容器、
应用管理与运维平台实现业务快速上云、云架构优化，并能提供相应云解决方案。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架构设计基础 介绍架构设计基础、云原生应用设计原则及华为
企业实战

公有云PaaS架构及实战 介绍企业应用云化和业界PaaS发展趋势、企业应
用上云的业务场景与解决方案

云中间件服务及实战 介绍智慧城市、车联网、能源工业的典型应用

云容器引擎实现应用快速上线 介绍容器的应用场景及商业价值，应用公有云容
器解决方案

应用微服务化及企业应用云化
DevOps

介绍应用架构的演进之路及微服务基本概念，公
有云一站式微服务解决方案

微服务架构应用的云上立体运
维解决方案

介绍使用公有云一站式微服务解决方案、云场景
下的运维挑战，以及公有云运维解决方案

综合实战：基于微服务、容器
技术构建航空订票系统部署服
务

完成综合实战：基于微服务、容器技术构建航空
订票系统

华为云解决方案精选 介绍典型行业云架构方案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5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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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1.4 华为云服务专家解决方案架构师培训

培训简介

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所有企业都将使用云技术，而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
到85%。云时代的到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高科技创新公司，越来越多
的传统产业公司也需要大量云服务人才。掌握DevOps理念，集云上研发及运维能力的
融合型工程师是当前市场 急需的人才类型之一，基于此，华为云推出了华为云服务
专家解决方案架构师培训专业服务，覆盖云上计算、存储、数据库、大数据、应用、
租户安全设计及公有云运维解决方案与华为云迁移，旨在培养能够在华为云上实现企
业IT系统从架构规划设计、部署运维、到上云迁移等管理能力的专家级别解决方案架
构师。

培训对象
● 希望成为云服务工程师的人员

● 希望掌握华为云服务整体架构规划设计、业务场景解决方案设计、 佳实践的人
员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掌握在华为云上设计和部署可扩展的企业IT系统架构理论知识。
同时，您将具备架构设计、服务选型、应用改造、立体化运维、安全加固和上云迁移
等能力，能够胜任云系统架构师、云迁移专家等相关岗位。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华为云介绍及架构
设计原则

华为云介绍、架构设计原则及如何在云上进行设计

云上网络架构设计 华为云后不同场景的网络方案以及方案原理

云上计算架构设计 计算架构概述、云主机计算服务、云函数计算服务

云上存储架构设计 数据存储概述、云上数据存储、云上数据备份、云上数据加
速、存储容灾架构设计

云上数据库架构设
计

数据库概览及上云分析、华为云关系型数据库、华为云非关系
型数据库、华为云数据库生态

云上大数据架构设
计

大数据技术发展趋势、华为云大数据服务、华为云大数据解决
方案、数据湖治理中心（D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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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云上应用架构设计 云应用架构的背景与特征、微服务架构的设计，划分及解决方
案、构建持续演进的微服务架构、新兴的微服务架构-istio应用
架构

华为云租户安全设
计

租户云上安全诉求及方案、租户业务安全设计

公有云运维解决方
案

概述、云上基础业务运维、云上应用立体化运维、云上应用性
能优化

华为云迁移 迁移设计与实施、华为云迁移工具介绍、迁移案例介绍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10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2 物联网

5.2.1 华为物联网工程师培训

培训简介

物联网不仅改善了人的生活，还给ICT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和变革。面对物联网的市
场机遇和挑战，华为专为开发者量身打造了华为物联网工程师培训专业服务，基于华
为的“1+2+1”物联网解决方案，系统介绍华为OceanConnect物联网平台二次开发，
网关联接、无线联接两种联接方式，以及HuaweiLiteOS物联网操作系统二次开发与实
践，旨在培养掌握物联网基础知识体系，熟知华为物联网典型产品与解决方案，并具
备物联网基础开发与运维能力的工程师。

培训对象
● IoT平台运维人员

● 物联网开发工程师

● 物联网网关操作与维护人员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掌握华为IoT系列产品的概念、价值、技术架构基础以及二次开发
流程，并能够基于华为IoT产品架构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应用侧和端侧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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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物联网概述 介绍物联网的发展历程与层次架构

常见物联网通信技术 介绍物联网有线和无线通信技术

物联网行业应用与解决
方案

介绍智慧城市、车联网、能源工业的典型应用

物联网安全 介绍物联网安全的典型案例、华为物联网安全总体架构
和典型应用

IoT联接管理平台介绍 介绍IoT联接管理平台的由来，以及OceanConnect产品

OceanConnect业务流程 介绍OceanConnect业务流程，车联网典型业务流程

物联网操作系统介绍 介绍物联网操作系统的由来和Huawei LiteOS

Huawei LiteOS基础架构 介绍Huawei LiteOS Kernel、Huawei LiteOS中间件和
Open API

Huawei LiteOS开发介绍 介绍Huawei LiteOS开发环境准备、编程IDE的使用基础
以及开发实例

NB-IoT标准及解决方案
介绍

介绍NB-IoT的产业发展、架构与协议演进、关键技术，
以及华为NB-IoT解决方案与生态圈

华为SoftRadio介绍 介绍SoftRadio的价值、结构与基本操作

华为eLTE-IoT解决方案
介绍

介绍工业物联网的趋势与挑战，华为eLTE-IoT解决方案及
应用

工业物联网关介绍 介绍工业物联网关基本概念、华为工业物联网关AR及解
决方案

家庭物联网关介绍 介绍家庭物联网关和华为智慧家庭解决方案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5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2.2 华为物联网高级开发者培训

培训简介

物联网不仅改善了人的生活，还给ICT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和变革。面对物联网的市
场机遇和挑战，华为云专为开发者量身打造了华为物联网高级开发者培训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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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华为的“1+2+1”物联网解决方案，理论与实践并重，系统地介绍IoT平台原理与
实战，物联网通信技术原理与实战，物联网操作系统原理与实战，以及华为物联网网
关原理与实战。旨在培养熟悉物联网技术原理，并能够应用华为物联网产品与技术进
行综合创新的应用型人才。

培训对象

● 物联网初学者

● 物联网从业人员

● 物联网解决方案工程师

● 物联网开发工程师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掌握华为IoTaaS云服务应用侧开发流程和知识要点，华为全栈物
联网解决方案的整体架构以及在华为IoT平台线上构建数据模型和开发编解码插件的操
作。您不仅可以独立完成基于华为LiteOS物联网操作系统及华为IoT平台端云互通的实
战开发，还能够解决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智能终端的选型、低功耗设计和天线信号等常
见问题，具备物联网高级开发者岗位的知识和能力。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物联网概述 介绍物联网的发展历程与层次架构

华为IoT联接管理平台 介绍IoT联接管理平台的由来和OceanConnect产品

OceanConnect关键特性 介绍OceanConnect的特性分类及关键特性

华为OceanConnect端到
端开发

介绍华为OceanConnect的整体方案，北向业务服务开
发，设备Profile描述文件开发，南向设备对接指导及华为
OceanConnect平台管理界面

NB-IoT标准及解决方案
介绍

介绍NB-IoT的产业发展，架构与协议演进，关键技术，
以及华为NB-IoT解决方案及生态圈

华为NB-IoT芯片与模组
介绍

介绍NB-IoT芯片与模组，电池与天线

CoAP协议技术原理 介绍CoAP协议概述、报文架构，逻辑分层模型，CoAP代
理、快传输和安全，及使用示例

MQTT协议技术原理 介绍MQTT概述和发展历程，发布与订阅模式，主体和服
务质量，MQTT协议报文结构、连接的建立，MQTT保留
消息、遗嘱和心跳

物联网常用模组AT指令 介绍芯片常见AT命令， NB-IoT 3GPP相关指令及入网

物联网操作系统概述 介绍RTOS，LiteOS，IoT软件面临的共性问题，LiteOS架
构设计

Huawei LiteOS基础架构
及代码

介绍LiteOS内核应用开发，N个Huawei LiteOS中间件，
Open API，端云互通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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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华为HiLink 介绍HiLink平台，智能设备接入，开发流程概述，以及
MapleJS的使用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5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2.3 物联网高层班

培训简介

物联网为ICT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与变革，面对物联网的市场机遇和挑战，华为云专
为企业及政府部门管理者打造了物联网高层班，旨在培养全面掌握物联网知识体系，
熟知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与解决方案，并具备管理与决策能力的高级管理者。

培训对象
● 企业管理者

● 政府部门管理者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熟悉物联网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相关国家政策，掌握物联网
技术架构知识，把握新技术（5G、AI）对物联网发展趋势的影响，全方位了解智慧家
庭、园区及城市行业发展趋势与典型应用场景。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物联网的前世今生 物联网概念，发展趋势，AIoT的概念与发展，物联网对政
府和企业的重要性

物联网技术与架构 物联网分层架构，物联网与5G，物联网平台及操作系统

物联网应用案例 智慧家庭，智慧园区，智慧城市

华为物联网解决方案 物联网-云平台，物联网-管道，物联网-终端

物联网分享与研讨 生活中的物联网应用，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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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1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3 人工智能

5.3.1 华为人工智能工程师培训

培训简介

基于ICT网络、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将人们带入一个万物感知、万物
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世界。国务院于2017年7月份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将人工智能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规划明确要求“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
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然而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很大，为了抓住这一
历史机遇，加速构建人工智能人才生态，华为云推出了华为人工智能工程师培训专业
服务，旨在培养掌握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知识，并能够基于开源TensorFlow框架或
华为云一站式人工智能开发平台ModelArts进行编程、开发、设计华为云企业智能解决
方案的工程师。

培训对象
● 希望成为人工智能工程师的人员

● 希望了解华为人工智能产品和人工智能云服务的使用、管理和维护的人员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系统理解并掌握Python编程，人工智能领域的必备数学知识，应
用广泛的开源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框架TensorFlow的基础编程方法，深度学习的预备知
识和深度学习概览，华为云EI概览，图像识别基础编程，语音识别基础编程，人机对
话基础编程。使您具备人工智能售前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售后技术支持、人工智能产
品销售、人工智能项目管理、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图像处理工程师、语音处理工程
师、机器学习算法工程师等岗位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人工智能概览 介绍人工智能技术的概念、发展史、应用方向与场景，
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现有的问题及未来

华为EI 介绍华为EI服务，ModelArts平台及实验

Python编程基础 介绍Python编程相关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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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人工智能数学基础 介绍数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线性代数、概率论及更优
化问题

深度学习预备知识和深度
学习概览

介绍深度学习预备知识，深度学习概览

华为云EI概览 介绍华为AI的认知与EI的由来，并详细介绍华为云EI企
业智能

Python编程基础实验 介绍Python编程基础实验相关知识

TensorFlow介绍 介绍TensorFlow的框架，TensorFlow2.0的基础与高阶
操作，TensorFlow2.0中的Keras高层接口及
TensorFlow2.0实战

深度学习预备知识 介绍学习算法，机器学习的分类、整体流程、常见算
法，超参数和验证集，参数估计、 大似然估计和贝叶
斯估计

深度学习概览 介绍神经网络的定义与发展，深度学习的训练法则，神
经网络的类型以及深度学习的应用

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机
器翻译编程实验

与图像识别、语言识别、机器翻译编程相关的实验操作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6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3.2 华为企业人工智能高级开发者培训

培训简介

基于ICT网络、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将人类带入一个万物感知、万物
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世界。国务院于2017年7月份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将人工智能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规划明确要求“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
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IV2025预测，到2025年，企
业人工智能利用率将达到86%。新需求，新技术，新产品，成功的解决方案和具备对
应能力的开发工程师、规划设计人员和工程人员，对于这场变革和企业的蜕变更是缺
一不可的关键。基于此，华为云推出了华为企业人工智能高级开发者培训专业服务，
旨在培养具有图像处理、语音处理、自然语言处理等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应用华为云
企业智能等华为企业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通用开源框架、面向人工智能开发者的一站
式开发平台ModelArts进行开发和创新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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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

● 希望成为企业人工智能工程师的人员

● 希望了解华为人工智能产品使用、管理和维护的人员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系统地理解并掌握深度前馈网络、图像处理理论和应用、语音处
理理论和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理论和应用、图像处理应用开发、语音处理应用开发、
自然语言处理应用开发。使您具备企业业务领域的人工智能售前技术支持、人工智能
售后技术支持、人工智能产品销售、人工智能项目管理、图像处理开发工程师、语音
处理开发工程师、自然语言处理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神经网络基础 介绍深度学习预备知识，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前馈网
络，反向传播和神经网络架构设计

图像处理理论和应用 介绍计算机视觉概览，数字图像处理基础，图像预处
理技术，图像处理基本任务，特征提取和传统图像处
理算法，深度学习和卷积神经网络相关知识

语音处理理论和应用 介绍语言处理相关知识，传统语音模型，深度神经网
络模型和高级语音模型

自然语言处理理论和应用 技术自然语言处理的预备知识，关键技术和应用系统

华为AI发展战略与全栈全场
景解决方案介绍

介绍华为AI的发展战略和解决方案

ModelArts概览 介绍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以及ModelArts
相关知识

图像处理实验 介绍图像数据预处理，图像识别、内容审核、文字识
别、人脸识别、视频分析、图像搜索服务

语音处理实验 介绍语音预处理，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服务

自然语言处理实验 介绍中文文本分词、TF-IDF特征处理、Word2Vec、
Doc2Vec，自然语言处理和对话机器人服务

ModelArts平台开发实验 介绍自动学习、数据管理、深度学习预置算法、深度
学习自定义基础算法和进阶算法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9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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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3.3 行业 AI 大赛&培训专业服务

服务概述

面向行业客户及技术专家，以训练营为活动载体，组织AI赋能培训，并辅以大赛为成
果检验，训赛结合，着力培养基于AI生态的行业应用、软件开发、解决方案孵化等技
术能力。

服务优势 ● 3年AI大赛经验

● 56种AI服务和功能

● 100+AI技术专家

● 100万+AI用户生态

● 丰富的行业场景实践

服务价值 ● 提升技术认知

● 扩大品牌宣传

● 激发创新活力

● 遴选优秀企业&解决方案

● 促进应用转化&落地

● 引入优秀企业&项目

其他价值 ● 选拔AI实践人才

● 培育明星项目

● 带来商机等

 

前提条件

1. 客户应提前至少3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
计划可行性。

2.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内容

1. 行业AI大赛&培训专业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行业AI挑战
赛赛题

包含专家出题服务， baseline文档/测试和判分系统开发服务。
赛题方向面向行业客户及技术专家，围绕AI技术结合行业
KnowHow，解决当前行业痛点，降本提效。

数据服务 针对算法类、精度类比赛数据购买成本高或数据质量差的痛点，
华为云提供专家标注和审核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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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专家服
务

华为云提供专业讲师线上/线下培训服务,答疑服务和评委服务，
以便选手更好理解赛题及相关AI技术知识。

培训服务 根据参培人员的类型和能力需求，结合华为云AI体系进行培训课
程设计， 课程方向分为行业AI高层讲座培训和行业AI赋能培
训。

1.行业AI高层讲座培训班(面向政府、园区领导，引导大赛) 35
万/班次/20人 (可叠加)。
2.行业AI赋能培训班(面向参赛选手) 25万/班次/50人(可叠加)。

启动仪式 由主办方、承办方和一些参数选手、媒体等共同出席，显示出活
动主办方的诚意以及大赛目的、邀约参赛、招揽客户等目的。

颁奖仪式 由主办方、承办方和获奖选手、媒体等共同出席，向获奖选手正
式颁发奖状/证书、获奖选手介绍获奖方案等，正式宣告相关比
赛活动全部结束。

资源服务 算法比赛和开放比赛均会在云上产生资源消耗，以一般性算法比
赛为例，一个参赛队伍平均需要2千元以上的资源消耗费用，此
类云上资源由华为云提供。

大赛奖金 大赛获奖选手的奖金/证书/礼品奖励。

宣传&招募 为了保障参赛人数，作品质量和整体赛事水平，大赛尤其是特定
领域赛事需要较长时间和资源进行推广，以达到预期比赛效果。

 
2. 行业AI大赛&培训专业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a. 不提供超范围的咨询，如行业分析、人才薪酬规划等，也不提供人员招聘、
选拔等服务。

b. 不承诺毕业生的定向招聘。

c. 不承接参培人员的接待和周边游玩等需求。

d. 不负责参与训练营人员的招募、接待、组织和安保等工作。

服务流程

需求评估->客户下单->赛题筹备->开启报名->作品评审->交付验收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后三个月为
截止日期或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责任分工
● 沟通矩阵

业务流程 工作内容 华为 客户

大赛需求调研 目标、方案沟通 R S

赛题方向&可行性
调研

内容确认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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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 工作内容 华为 客户

大赛交付标准确
认

交付标准确认 S R

赛事时间点确认 时间进度沟通 R S

大赛提交作品审
核

作品质量审核 R S

评委专家确认 出具专家 S R

赛后结项总结 方案输出 R S

以上为职责描述案例，可修改：

R=责任方

S=协助方

 

● 客户侧

客户须指派一位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完成行业AI大赛&培训专业服务。此负责人应负
责双方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客户须提供涉及的当地高校、行业、企业、技术人员相关的信息。

– 在华为云提供行业AI大赛&培训专业服务&培训专业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组
织的活动中含有客户侧的第三方，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交涉，协助华为云解
决问题。

● 华为云侧

– 华为需明确此次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
更，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制定完整的人才培养方案，对方案中的技术部分进行可行性技术探讨。

● 共同责任

– 对赛事相关时间点进行及时沟通协调。

– 对参赛作品质量、选手的遴选能保持及时沟通。

– 对决赛时间、出席评委、相关活动安排能进行及时沟通确认。

验收标准

按照服务合同中约定的范围，各服务子项按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

大赛服务 验收件

专家培训服务 培训材料

赛题服务 大赛截图

数据服务 数据包

讲师/专家服务 培训照片、培训文档

集训营 培训签到表、培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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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式 现场照片

颁奖仪式 现场照片

大赛奖金 到账截图/邮件回复收据

云资源费用 资源发放名单

媒体宣传 参数人员名单、推广资源列表、推文/视频文件

 

项目完成

各服务子项按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通过华为云官网单击验收确认，行业AI大赛&
培训专业服务结束。

5.4 鲲鹏

5.4.1 华为鲲鹏应用开发者培训

培训简介

面向多样性计算时代，华为携手产业合作伙伴构建鲲鹏计算产业生态，为各行各业提
供基于华为鲲鹏处理器的高于IT基础设施及行业应用。为培养鲲鹏应用开发者，华为
面向使用华为鲲鹏产品的用户、合作伙伴工程师、ISV工程师、内部工程师、高校学生
以及ICT从业人员等，推出了华为鲲鹏应用开发者培训，旨在培养能够在华为鲲鹏计算
平台上进行业务应用的部署与迁移，性能测试与调优，以及具备处理应用在部署过程
中遇到的常见问题的开发者。

培训对象

● 应用开发工程师

● 操作系统工程师

● 运维工程师

● 系统架构师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掌握鲲鹏计算平台的使用方法，具备对鲲鹏计算平台上的应用进
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能力，并能够胜任鲲鹏平台的应用开发相关岗位。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应用迁移 介绍华为鲲鹏生态，TaiShan服务器，华为鲲鹏云服务及操
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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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应用性能测试及优化 介绍华为鲲鹏平台的使用概述，迁移评估，迁移工具及指
导，迁移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思路，迁移工具的使用和实践

应用部署与发布 介绍数据库、大数据、HPC的应用性能测试，性能优化分
析工具及性能调优案例分析

华为鲲鹏平台应用软
件移植调优综合实验

介绍应用部署及发布的概述，开发环境的搭建，华为鲲鹏
相关应用的发布与部署，应用部署常见问题及解决思路

华为鲲鹏解决方案 介绍华为鲲鹏的水平、行业及混合部署方案

鲲鹏社区 介绍鲲鹏社区的整体概况，软件栈、伙伴计划、鲲鹏学院
及论坛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5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4.2 鲲鹏人才培养专家服务

服务简介

由华为云为客户实施“鲲鹏人才培养专家服务”项目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内容。

前提条件
● 客户应提前至少30个工作日申请该服务，以便于华为云评估客户业务目标及时间

计划可行性。

● 服务期间如涉及大批量资源需求（虚拟机资源在800U以上），建议客户提前45个
工作日申请，具体视申请的产品类型及数量评估而定。

● 双方达成一致的业务目标，客户完成服务付款。

服务范围

鲲鹏人才培养专家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鲲鹏人才培养方案咨询与设计服务：为客户提供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解决方
案和生态体系的鲲鹏人才培养方案咨询与设计。

● 院校专业建设服务（鲲鹏方向）：为院校提供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与生态体系
的课程内容，并提供讲师培训服务。

● 鲲鹏课程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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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云鲲鹏高研班，面向高层的华为云鲲鹏云服务、解决方案和生态体系战
略培训。

– 华为云鲲鹏工程师培训，面向开发者/架构师的华为云鲲鹏云服务认证专业培
训。

– 华为云鲲鹏高级工程师培训，定位于培养与认证能够基于鲲鹏架构进行应用
开发和高阶鲲鹏应用移植的高级工程师。

– 华为云鲲鹏技术应用与实践培训，定位于培养具有基于鲲鹏的Docker和
Kubernetes集群环境运维能力的工程师。

● 鲲鹏应用大赛：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与解决方案及生态体系，提供应用竞赛设
计、竞赛赛题、评分标准和专家评委服务。

● 鲲鹏训练营：为鲲鹏训练营提供课程架构设计、课程内容开发及讲师服务。

鲲鹏人才培养专家服务不包括以下内容：

● 不提供超范围的咨询，如行业分析、人才薪酬规划等，也不提供人员招聘、选拔
等服务。

● 不承诺毕业生的定向招聘。

● 不承接参培人员的接待和周边游玩等需求。

● 不负责参赛队伍选拔/推荐；不负责大赛的奖品/奖金设置与发放。

● 不负责参与训练营人员的招募、接待、组织和安保等工作。

服务内容

服务种
类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咨询与
设计

鲲鹏人才培
养方案咨询
与设计

为客户提供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与
规划

院校专业建
设（鲲鹏方
向）

专业内容建设：提供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解决方案和
生态体系的技术培训课程和实训案例素材

鲲鹏师资培训：提供鲲鹏体系课程的讲师培训服务。

培训内容：鲲鹏核心基础课程，任选一个方向，每个方向
里面有配套的理论和实训课程，100课时左右，并提供专
业讲师授课。

● 鲲鹏云服务基础方向

● 鲲鹏迁移和灾备方向

● 鲲鹏大数据应用基础方向

● 鲲鹏应用开发与移植方向

● 鲲鹏系统运维方向等

鲲鹏师资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定位于鲲鹏师资能力的提
升培训。

鲲鹏专业建设-技术应用与实践课：定位于大中型企业系
统的搭建与运维实践的培训，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企业系
统搭建、运维、性能优化等能力。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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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种
类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鲲鹏专业建设-方向课：定位于培养不同技术方向的鲲鹏
技术人才。

鲲鹏专业建设-平台课：定位于鲲鹏的基础平台内容的培
训，使学生掌握鲲鹏生态常见软硬件的使用与维护，熟悉
云服务和容器的相关操作。

中级讲师服务：华为认证中级讲师为高校/企业提供鲲鹏
课程体系授课服务或者定制课程服务，按人/天进行收
费。

高级讲师服务：华为认证高级讲师为高校/企业提供鲲鹏
课程体系授课服务或者定制课程服务，按人/天进行收
费。

鲲鹏课
程培训

华为云鲲鹏
高研班（1
天）

面向企业高管、政企领导，高校领导的鲲鹏生态体系战略
培训，提供基于产业发展趋势、鲲鹏战略、数字化转型策
略的课程内容。

华为云鲲鹏
工程师培训
（5天）

定位于培养能够在鲲鹏计算平台上进行业务应用的部署与
迁移，性能测试与调优，以及具备处理应用在部署过程中
遇到的常见问题的工程师。您将掌握对鲲鹏计算平台的使
用与维护方法，具备对鲲鹏计算平台上的应用进行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能力，能够胜任鲲鹏平台的应用开发和运维岗
位。

华为云鲲鹏
高级工程师
培训

定位于培养与认证能够基于鲲鹏架构进行应用开发和高阶
鲲鹏应用移植的高级工程师。

华为云鲲鹏
技术应用与
实践培训

定位于培养具有基于鲲鹏的Docker和Kubernetes集群环
境运维能力的工程师。

鲲鹏竞
赛

鲲鹏应用大
赛

提供赛题、评分标准、评委

（规格：50人/1赛道）

鲲鹏训
练营

鲲鹏训练营 提供训练营课程设计、开发及讲师

（规格：每班50人以内/5天）

 

服务 SLA
在服务期内向客户提供5*8小时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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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

表 5-1 鲲鹏人才培养方案咨询与设计

流程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需求调研 接到需求后与客户负责人进
行需求调研，以鲲鹏人才培
养方案框架为基础，结合客
户需求调研分析。

提供《鲲鹏人才培养方案》

鲲鹏人才培养方案
设计

基于客户需求输出具体的学
习实施方案和实施计划。

 

表 5-2 院校专业建设服务（鲲鹏方向）

流程阶段 流程任务 任务说明 完成标准

专业内容建
设（鲲鹏方
向）

课程内容建设
（鲲鹏方向）

提供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
务、解决方案和生态体系
的，用于开发课程教材的文
档、实践试题，设计实践案
例及相关任务和指导书，完
成评审、验证。

提供用于开发课程教
材的文档，测试试
题，实践案例和操作
指导书。

鲲鹏师资培
训

确认参训人员
名单

院校提供鲲鹏讲师培养参训
人员名单，华为方面专家确
认人数和其他方面的要求。

《参训人员名单》，
《培训签到表》，
《培训总结报告》

准备教学资源 云上实验帐号及资源准备。

鲲鹏培训 完成理论和实践案例的学
习。

培训总结 培训总结，输出培训总结报
告。

鲲鹏师资能
力提升高级
研修班

确认参训人员
名单

院校提供鲲鹏师资能力提升
高级研修班参训人员名单，
华为方面专家确认人数和其
他方面的要求。

准备教学资源 云上实验帐号及资源准备。

培训交付 完成理论和实践案例的学
习。

培训总结 培训总结，输出培训总结报
告。

鲲鹏专业建
设

确认参训人员
名单

院校提供参训人员名单，华
为方面专家确认人数和其他
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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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阶段 流程任务 任务说明 完成标准

准备教学资源 云上实验帐号及资源准备。

培训交付 完成理论和实践案例的学
习。

培训总结 培训总结，输出培训总结报
告。

 

表 5-3 鲲鹏课程培训

流程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确认培训需求 与客户确认培训时间、地
点、参培人数，沟通澄清通
过培训想要达到的目标、客
户主要感兴趣的内容。

《培训签到表》，《培训总结报
告》

培训交付 按照合同约定的范围、前期
确认的需求，开展培训。

培训总结 根据培训交付的情况和反
馈，讲师进行总结。

 

表 5-4 鲲鹏应用大赛

流程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竞赛调研 与客户进行前期的竞赛调
研，组织相关专家针对赛事
选题、比赛数据、赛程安排
等方面进行研讨，确定竞赛
方案。

《竞赛赛题》，《总结报告》

竞赛赛题开发 依照调研报告，组织赛题开
发，与客户专家共同评审并
完成验证。

竞赛评判 提供评委，与组织方共同组
成评审组，根据评分标准，
完成对参赛队伍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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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鲲鹏训练营

流程 流程说明 完成标准

需求调研 与客户进行前期需求调研，
对训练营的内容、方向、受
众等展开研讨，确定训练营
方案。

《课件》（PDF版），《总结报
告》

训练营课程开发 依照调研报告，输出训练营
课程框架，组织方确认后组
织开发提交课件。

训练营交付 提供讲师，完成训练营交
付。根据培训交付的情况和
反馈，完成总结。

 

服务周期

项目服务周期为客户合同签订后，支付服务订单日开始，以双方启动项目启动会往后
三个月为截止日期或以项目验收日期为截止日期。

责任分工

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鲲鹏人才培养方案咨询与设
计服务

需求调研 负责 协助

鲲鹏人才培养方案设计 负责 协助

院校专业建
设服务（鲲
鹏方向）

专业内容建
设（鲲鹏方
向）

课程内容建设（鲲鹏方向） 负责 负责

鲲鹏师资培
训

确认培训人员名单 协助 负责

参训人员测评 负责 协助

鲲鹏培训 负责 协助

鲲鹏师资能
力提升高级
研修班

确认培训需求 负责 负责

培训交付 负责 协助

培训总结 协助 负责

鲲鹏专业建
设

确认培训需求 负责 负责

培训交付 负责 协助

培训总结 协助 负责

鲲鹏课程培训服务 确认培训需求 负责 负责

培训交付 负责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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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任务 华为 客户

培训总结 协助 负责

鲲鹏应用大赛 竞赛调研 负责 负责

竞赛赛题开发 负责 协助

竞赛评判 协助 负责

鲲鹏训练营 需求调研 负责 负责

训练营课程开发 负责 协助

训练营交付 负责 协助

训练营总结 协助 负责

 

共同职责

● 双方商定并确认具体业务目标及范围。

● 完成合同签订。

客户职责

客户须指派一位负责人协助华为云完成鲲鹏人才培养专家服务。此负责人应负责双方
之协调及管理，负责审核、验收华为云服务。

● 客户必须提供涉及的业务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教学平台配置、人员当
前真实的技能水平等）。

● 在华为云提供鲲鹏人才培养专家服务的过程中，如客户组织的活动中含有客户侧
的第三方，客户须负责与第三方交涉，协助华为云解决问题。

华为职责

● 华为需明确此次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因特殊情况华为人员变更，需
要提前3个工作日知会客户，直至项目 终验收完成。

● 制定完整的人才培养方案，对方案中的技术部分进行可行性技术探讨。

验收标准

客户通过官网单击验收，确认如下文档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服务项 交付件

鲲鹏人才培养方案咨询与
设计服务

鲲鹏人才培养方案规划

专业内容建设 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解决方案和生态体系的课程
教学素材，测试试题，实践案例，操作指导书

鲲鹏师资培训 《培训签到表》,《培训总结报告》（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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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 交付件

鲲鹏师资能力提升高级研
修班

鲲鹏专业建设-技术应用与
实践课

鲲鹏专业建设-方向课

鲲鹏专业建设-平台课

中级讲师服务

高级讲师服务

鲲鹏课程培训服务

鲲鹏应用大赛 《竞赛赛题》、《大赛总结报告》（可选）

鲲鹏训练营 《课件》、《总结报告》（可选）

 

项目完成

各服务子项按验收标准提交交付件，客户通过官网单击验收确认，鲲鹏人才培养专家
服务工作结束。

5.5 VR/AR

5.5.1 VR 高层班

培训简介

随着5G时代的到来，VR产业正面临变革，瘦终端和云端渲染将成为VR发展主流，华为
云专为企业、政府部门、高校管理者打造了VR高层班，旨在培养全面掌握Cloud VR知
识体系，熟知Cloud VR行业发展趋势与解决方案，并具备管理与决策能力的高级管理
者。

培训对象

● 企业管理者

● 政府部门管理者

● 高校管理者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熟悉VR的基本概念、技术原理、发展阶段、相关国家政策，掌握
Cloud VR解决方案架构，把握新技术（5G、云计算）对VR产业发展趋势的影响，全方
位了解Cloud VR在工业、教育、生活、娱乐等典型场景的应用。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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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VR产业发展趋势 VR行业发展趋势，概念、原理、技术发展阶段、价值、市
场、痛点介绍

5G赋能Cloud VR 移动通信发展史、5G的愿景、5G的关键技术、5G建网标
准，5G+云导引VR行业变革介绍

Cloud VR解决方案 VR上云、华为CloudVR解决方案、CloudVR生态介绍

Cloud VR应用场景 Cloud VR市场洞察、5G+Cloud VR细分场景分析（游戏、教
育、制造、直播、视听、游玩）

Cloud VR案例分享与
研讨

各个场景下Cloud VR解决方案的实际应用剖析，分析客户价
值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1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官网单击确认《培训专业服务签到表》作为
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6 数据仓库

5.6.1 华为云数据仓库高级工程师培训

培训简介

智能数据时代，数据库产业技术趋势发生着显著变化，早期数据库产品形态从单机到
集群、一体机，当前已经向分布式、云化、智能化演进。面对这些变化趋势及市场机
遇，华为云专为打造了云化分布式数据仓库高级工程师培训，旨在培养掌握分布式数
据仓库知识体系，熟知数据仓库行业发展趋势与解决方案，协助企业管理者构建具有
竞争力的数据仓库解决方案，助力数字化转型。

培训对象

● 信息技术主管

● 数据库管理员

● 数据库开发者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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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熟悉云化分布式数据仓库的架构、数据库设计与管理、数据迁
移、数据库的运维与调优，数据库的安全管理和高可用设计等知识，全方位了解数据
仓库发展趋势与典型应用场景。

培训内容

表 5-6 华为云数据仓库高级工程师培训

培训内容 说明

DWS数据仓库概述 OLAP数据库概述

DWS产品架构

DWS相关案例

集群HA

SQL基础语法 数据字典

数据类型

函数和操作符

语法分类

查询语句

DWS相关服务介绍 EIP
CDM
OBS
MRS
DGC

数据库对象设计与管理 用户

数据库

表空间

schema
表

索引

视图

sequence

事务管理 事务介绍

事务管理

事务并发管理

事务日志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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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集群管理 管理集群

管理快照

监控集群

事件通知

资源负载管理 资源负载管理介绍

基础框架

主要功能

管理配置

分布式执行 核心算子

分布式执行框架

执行计划

执行方式

数据库安全管理 连接认证

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

对象权限

安全审计

数据加密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1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或者官网单击确认
《培训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7 基础服务

5.7.1 基础服务人才培养服务

培训简介

华为云基础服务人才培养服务，为客户提供华为云基础生态体系人才培养服务，包括
华为云基础服务人才培养服务高研班、技术沙龙、技术训练营及云基础服务大赛，为
云基础服务产业培养高质量高可用的产业技术人才。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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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

● 企业管理者

● 政府部门管理者

● 院校领导、二级学院院长、专业带头人、教师和学生

● 企业技术人员

培训目标

完成华为云基础人才培养服务后，将会对华为云基础服务所涉及的云原生、边缘计
算、云容器以及鲲鹏昇腾云计算生态体系有更加清晰的了解，通过政府、企业以及院
校的不同对象，提供包括国家政策解读、云基础服务基础技术框架、云基础服务时间
操作与云基础开发者大赛，以此提供全方位的云基础服务培养服务，让所有学员全面
掌握相关岗位专业知识，可将云基础服务与自身业务相结合。

培训内容

表 5-7 基础服务人才培养服务培训

培训内容 说明

政企应用上云高研班 面向企业高管、政企领导，高校领导的政企应用上云
体系战略培训，提供基于政企应用上云、云产业发展
趋势、产业上云转型策略的课程内容。

（规格：20人/1天）

云原生高研班 面向企业高管、政企领导，高校领导的云原生体系战
略培训，提供基于产业发展趋势、云原生战略、云原
生实践策略的课程内容。

（规格：20人/1天）

边缘计算高研班 面向企业高管、政企领导，高校领导的边缘计算体系
战略培训，提供基于产业发展趋势、边缘计算战略、
边缘计算实践策略的课程内容。

（规格：20人/1天）

昇腾高研班 面向企业高管、政企领导，高校领导的鲲鹏昇腾体系
战略培训，提供基于产业发展趋势、鲲鹏昇腾战略、
鲲鹏昇腾转型策略的课程内容。

（规格：20人/1天）

工业互联网技术沙龙 面向工业互联网实践应用技术开发与运维人员，提供
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实践应用以及沙龙专项研讨
等课程内容。

（规格：50人/0.5天）

政企应用上云技术沙龙 面向政企应用上云实践应用技术开发与运维人员，提
供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实践应用以及沙龙专项研
讨等课程内容。

（规格：50人/0.5天）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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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VR/AR技术沙龙 面向VR/AR实践应用技术开发与运维人员，提供前沿
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实践应用以及沙龙专项研讨等课
程内容。

（规格：50人/0.5天）

云手机/云游戏技术沙龙 面向云手机/云游戏实践应用技术开发与运维人员，提
供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实践应用以及沙龙专项研
讨等课程内容。

（规格：50人/0.5天）

云原生互联网技术沙龙 面向云原生互联网实践应用技术开发与运维人员，提
供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实践应用以及沙龙专项研
讨等课程内容。

（规格：50人/0.5天）

边缘计算技术沙龙 面向边缘计算实践应用技术开发与运维人员，提供前
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实践应用以及沙龙专项研讨等
课程内容。

（规格：50人/0.5天）

鲲鹏技术沙龙 面向鲲鹏实践应用技术开发与运维人员，提供前沿技
术发展趋势、产业实践应用以及沙龙专项研讨等课程
内容。

（规格：50人/0.5天）

昇腾技术沙龙 面向昇腾实践应用技术开发与运维人员，提供前沿技
术发展趋势、产业实践应用以及沙龙专项研讨等课程
内容。

（规格：50人/0.5天）

云计算开发者训练营 向云计算技术开发人员、产业运维人员以及有计划从
事该产业的高校学生，提供训练营课程设计、开发及
讲师。

（规格：每班50人以内/5天）

云原生开发者训练营 向云原生技术开发人员、产业运维人员以及有计划从
事该产业的高校学生，提供训练营课程设计、开发及
讲师。

（规格：每班50人以内/5天）

昇腾开发者训练营 向昇腾技术开发人员、产业运维人员以及有计划从事
该产业的高校学生，提供训练营课程设计、开发及讲
师。

（规格：每班50人以内/5天）

华为云基础服务应用开发大
赛

提供赛题、评分标准、评委。

（规格：50人/1赛道）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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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华为云容器高级工程师培训 定位于基于X86的容器技术培训，培养具备容器技术
开发，部署及运维能力的高级工程师。

（规格：每班20人以内/5天）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或者官网单击确认
《培训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8 工业互联网

5.8.1 工业互联网高层班

培训简介

工业互联网为传统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与变革，面对新基建、工业4.0、中国制造
2025等场景的机遇和挑战，华为云专为企业及政府部门管理者打造了工业互联网高层
班，旨在培养全面掌握工业互联网知识体系，熟知工业互联网发展趋势与解决方案，
并具备管理与决策能力的高级管理者。

培训对象
● 企业管理者

● 政府部门管理者

培训目标

完成该培训后，您将熟悉工业互联网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相关国家政策，掌握工
业互联网技术架构知识，把握新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对工业互联网发
展趋势的影响，全方位了解工业互联网技术在工业企业中的发展趋势与典型应用场
景。

培训内容

表 5-8 工业互联网高层班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工业互联网发展与
演进

工业4.0与智能制造、政策解读：新基建与工业互联网、工业互
联网全球发展概况。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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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工业互联网技术体
系介绍

工业互联网标准与总体框架、工业互联网技术环境。

华为数字化转型实
践

为什么要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转什么”？

华为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

华为对工业互联网的理解。

华为云工业互联网
解决方案

“三链模型”看工业互联网、华为工业互联网平台、信息化解
决方案、数字化解决方案、智能化解决方案。

工业互联网案例解
析

华为云工业互联网案例解读。

分享与研讨 工业互联网对企业发展的启示or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研讨。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1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已签名盖章（含电子件）或者官网单击确认
《培训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9 WeLink 培训服务

5.9.1 华为云 WeLink 数字人才高研班

培训简介

随着“新基建”的号角吹响，以技术驱动业务增长和运营成本降低成为了发展关键，
大多数企业迫切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华为云推出了华为云WeLink数字人才高
研班，旨在面向对数字化转型有信心、有兴趣、或有困难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以华为
数字化转型和协同办公实践经验为实例，帮助进一步加深对企业数字化的正确认知和
转型决心。

培训对象
● 企业管理者

培训目标
● 深刻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发展趋势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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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企业高层对数字化转型的决心

● 学习华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经验和方法论

● 初步具备基于自身企业现状设计转型路线的能力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 介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发展趋势和重
要性，深刻解读华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标
及关键实现步骤。

华为数字化转型及协同办公平台 介绍华为数字化转型的愿景、方向和工作框
架，解读办公协同平台的演进历程和发展情
况。

场景化应用解决方案 介绍场景化解决方案“是什么？”、“为什
么要做？”及“怎么做好？”

数字化办公安全可信管理 介绍在全球信息安全挑战下，华为云WeLink
是如何通过“信任链”设计，打造安全可信
的办公协同平台。

化繁为简的用户体验设计 介绍用户体验的定义及价值，拆解华为云
WeLink产品体验设计流程。

产品敏捷交付 介绍华为云WeLink的敏捷实践的策略、成果
和关键点，提炼可视化交付项目管理经验。

华为云WeLink开放生态与平台介绍 介绍华为云WeLink开放平台及其能力、集成
思路与步骤及相关案例。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1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签字盖章（含电子件）或者官网单击确认
《培训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标志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5.9.2 华为云 WeLink 数字人才专家班

培训简介

随着“新基建”的号角吹响，以技术驱动业务增长和运营成本降低成为了发展关键，
大多数企业的迫切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华为云推出了华为云WeLink数字人才
专家班，旨在面向对数字化转型有信心、有兴趣、或有困难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以华
为数字化转型和协同办公实践经验为实例，帮助进一步加深对企业数字化的正确认知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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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型决心。同时通过开发实战，协助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人才队伍培养，结合华为
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输出，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

培训对象

● 企业管理者

● 企业主导数字化转型的骨干技术人员（CTO、CIO等）

培训目标

高层领导：

● 深刻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发展趋势

● 提升企业高层对数字化转型的决心

● 学习华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经验和方法论

● 初步具备基于自身企业现状设计转型路线的能力

企业主导数字化转型的骨干技术人员（CTO、CIO等）：

● 深刻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必要性和重要性

● 学习华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经验和方法论

● 提升数字化建设能力：产品管理和设计、运营/运维、开发集成等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 介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发展趋势和重
要性，深刻解读华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标
及关键实现步骤。

华为数字化转型及协同办公平台 介绍华为数字化转型的愿景、方向和工作框
架，解读办公协同平台的演进历程和发展情
况。

场景化应用解决方案 介绍场景化解决方案“是什么？”、“为什
么要做？”及“怎么做好？”

数字化办公安全可信管理 介绍在全球信息安全挑战下，华为云WeLink
是如何通过“信任链”设计，打造安全可信
的办公协同平台。

化繁为简的用户体验设计 介绍用户体验的定义及价值，拆解华为云
WeLink产品体验设计流程。

产品敏捷交付 介绍华为云WeLink的敏捷实践的策略、成果
和关键点，提炼可视化交付项目管理经验。

华为云WeLink开放生态与平台介绍 介绍华为云WeLink开放平台及其能力、集成
思路与步骤及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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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说明

华为云WeLink We码介绍和接入指
导

华为云WeLink We码介绍和接入指导。

华为云WeLink开放平台UI设计和交
付实践

介绍WeLink We码的设计原则、组件设计规
范和进阶技巧。

华为云WeLink APP Cube介绍和接
入指导

介绍WeLink APP Cube和接入指导，以及开
展开发实践。

 

本培训为线下面授形式，培训标准时长为1天，每班人数不超过20人

验收标准

按照培训服务申请标准进行验收，客户以签字盖章（含电子件）或者官网单击确认
《培训服务签到表》作为验收合格依据。

项目完成标志

培训专业服务工作结束，验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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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权限管理

如果您需要对华为云上购买的专业服务资源，为企业中的员工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
以达到不同员工之间的权限隔离，您可以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进行精细的权限管理。该服务提供用户身份认证、权限分
配、访问控制等功能，可以帮助您安全的控制华为云资源的访问。

通过IAM，您可以在华为云帐号中给员工创建IAM用户，并授权控制学员对华为云资源
的访问范围。例如您的员工中有负责软件开发的人员，您希望员工拥有专业服务的使
用权限，但是不希望员工拥有删除专业服务等高危操作的权限，那么您可以使用IAM
为开发人员创建用户，通过授予仅能使用专业服务，但是不允许删除专业服务的权
限，控制员工对专业服务资源的使用范围。

如果华为云帐号已经能满足您的要求，不需要创建独立的IAM用户进行权限管理，您
可以跳过本章节，不影响您使用专业服务的其它功能。

IAM是华为云提供权限管理的基础服务，无需付费即可使用，您只需要为您帐号中的
资源进行付费。关于IAM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AM产品介绍。

专业服务权限

默认情况下，管理员创建的IAM用户没有任何权限，需要将其加入用户组，并给用户
组授予策略或角色，才能使得用户组中的用户获得对应的权限，这一过程称为授权。
授权后，用户就可以基于被授予的权限对云服务进行操作。

专业服务部署时不区分物理区域，为全局级服务。授权时，在全局级服务中设置权
限，访问专业服务时，不需要切换区域。

如表1所示，包括了专业服务的所有系统策略。

表 6-1 专业服务系统策略

系统策略 描述 依赖关系

PSDMFullAccess 专业服务交付管理平台的所有权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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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策略 描述 依赖关系

PSDMReadOnlyAcc
ess

专业服务交付管理平台的只读权限。 无

 

表6-2列出了专业服务常用操作与系统权限的授权关系，您可以参照该表选择合适的系
统权限。

表 6-2 常用操作与系统权限的关系

系统策略 支持的操作

PSDMFullA
ccess

创建服务请求、查询服务请求列表、客户取消请求服务。

创建管理检测与响应工单、查询专业服务单过程记录、验收专业服务
单、评价专业服务单。

创建支持计划服务单、查询支持计划服务单列表、验收支持计划单、
评价支持计划单。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订购询价、云上保障护航在线自助下单、订购线上
产品、订购线下产品、租户申请交付、激活包周期产品、更新项目制
云服务状态、更新云服务metadata信息、更新云服务状态、上传检查
文件、清理专业服务资源、清理支持计划云服务资源。

查询产品列表、查询包周期任务列表、查询服务类型信息列表、查询
桶列表、查询检查文件列表、查询专业服务单列表等。

PSDMRead
OnlyAccess

查询服务请求详情、查询可售云服务、查询客户保障额度、查询支持
计划服务单、查询专业服务单等。

 

相关链接
● IAM产品介绍

● 创建用户组、用户并授予PSDM权限，请参见：创建用户并授权使用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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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2-11-22 第三十一次正式发布。

● 新上线数据库迁移服务。

2022-11-07 第三十次正式发布。

● 新上线云视频交付实施服务。

● 新上线云视频咨询规划服务。

2022-11-02 第二十九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WeLink运营支撑服务。

2022-10-28 第二十八次正式发布。

修改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

2022-09-21 第二十七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数据管理实施专业服务。

2022-08-25 第二十六次正式发布。

● 下线ROMA专家服务。

● 下线应用性能调优专家服务。

2022-07-11 第二十五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华为云运维服务。

2022-04-29 第二十四次正式发布。

更新数据库咨询服务。

2022-01-24 第二十三次正式发布。

新增认证测试中心。

2021-11-22 第二十二次正式发布。

新增ModelArts开发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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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11-17 第二十一次正式发布。

修改敏捷与DevOps专家服务。

2021-10-12 第二十次正式发布。

新增行业AI大赛&培训专业服务。

2021-09-30 第十九次正式发布。

更新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

2021-06-16 第十七次正式发布。

新增数字化诊断治理专家服务。

2021-4-14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

● 新增华为云WeLink数字人才高研班。

● 新增华为云WeLink数字人才专家班。

2021-04-02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

新增数据仓库专家服务。

更新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

2021-03-24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

优化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标准版）。

优化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尊享版）。

2021-03-10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

优化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标准版）。

优化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尊享版）。

2021-03-05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

优化Leading SAFe认证。

2021-02-22 第九次正式发布。

优化鲲鹏人才培养专家服务。

优化基础服务人才培养服务。

2021-01-05 第八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基础服务人才培养服务。

2020-12-31 第七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交通智能体专家服务。

2020-11-05 第六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企业上云网络规划设计服务。

2020-09-18 第五次正式发布。

●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标准版）服务内容优化。

● 云上保障护航服务（尊享版）服务内容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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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8-25 第四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ROMA集成专业服务。

2020-08-12 第三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华为云数据仓库高级工程师培训、工业互联网高层
班。

2019-11-27 第二次正式发布。

新上线“鲲鹏人才培养专家服务”，“华为物联网高级开发
者培训”，“物联网高层班“，“华为云服务专家解决方案
架构师培训”，“华为鲲鹏应用开发者培训”。

2019-09-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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