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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名

称 
智能计算与软件中心 

团队 

负责人 

杨小虎 

联 系 

人 
张芳芳 Email zhangff@zju.edu.cn 电话 0571-87952420 

主要情况介绍： 

浙江大学智能计算与软件中心 www.icsoft.zju.edu.cn（原“超大规模信息系统实验室”），起源于 2001

年 11 月与美国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Corporation）联合成立的浙江大学道富技术中心，在过去的十几

年实验室发展迅速，从成立之初的十几人发展成为上千人的全球化软件研发中心，已完成项目 200 多

项，团队到校科研经费逾 2 亿元。 

在浙江大学道富技术中心基础上，实验室团队先后成立道富杭州公司（www.statestreet.com）和浙

江网新恒天软件有限公司（www.hengtiansoft.com），目前公司人员规模合计约 6000 人，年软件产值超

20 亿元。团队已成功孵化浙江邦盛科技有限公司（www.bsfit.com.cn）、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

（www.hyperchain.cn）、杭州谐云科技有限公司（www.harmonycloud.cn）等多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

新创业公司，在资本市场广受关注，获得多轮融资，其中邦盛科技和趣链科技估值均超 30 亿元，成为

准独角兽企业。 

实验室与多所国际著名高校（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加拿大皇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读博士生可以获得海外著名高校 1-2

年合作培养。同时，实验室参与创建浙江大学宁波研究院软件工程国际研究中心、深圳鹏城实验室陈

纯院士工作室，在读学生可获得来自海内外著名专家指导，有频繁的对外交流合作机会，开拓国际化

视野。 

在产学研+创业孵化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实验室已累计培养学生超 1000 人，遍布高校、研究

院、海内外金融机构、国际驰名互联网企业，在行业内形成良好品牌效应。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杨小虎 研究员/博导 软件工程，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区块链 yangxh@zju.edu.cn 

孙建伶 教授/博导 
数据库、分布式计算、机器学习、 金融信

息学、软件工程 
sunjl@zju.edu.cn 

http://zjuem.zju.edu.cn/cgi-bin/compose?uid=wangxinyu&token=eomcU1qjt&disk=-1220656996&method=ind&addr=yangxh@zju.edu.cn


李善平 教授/博导 
分布式计算、Linux 平台及应用、 软件工

程与人工智能技术 
shan@zju.edu.cn 

周波 研究员/硕导 
云计算、数据处理技术、金融信息学、软件

工程 
bzhou@zju.edu.cn 

蔡亮 研究员/博导 
区块链、云计算与边缘计算、金融科技及信

息安全 
leoncai@zju.edu.cn 

黄忠东 副教授/硕导 超大规模信息系统，金融信息学、数据库 hzd@zju.edu.cn 

王新宇 教授/博导 
大数据分析处理（实时），智能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wangxinyu@zju.ed

u.cn 

鲍凌峰 副教授/硕导 
软件工程、软件仓库挖掘、经验软件工程、

区块链 

lingfengbao@zju.ed

u.cn 

万志远 副教授/硕导 软件工程、区块链 
wanzhiyuan@zju.ed

u.cn 

目前承担的主要项目： 

1. “以链治链”监管架构与关键技术研究 

2. 深圳鹏程实验室陈纯院士工作室项目 

3. 智能软件工程技术与平台研发 

4. 基于编程现场大数据的软件智能开发方法和环境 

5. 实时的软件缺陷预测、定位与修复推荐技术研究 

6. 基于深度学习的程序文档自动化生成技术研究 

7. 境内区块链链上监管系统 

8. 基于随机可验证抽签共识的非许可链的研究与开发 

9. 基于区块链的数据交易清算原型系统 

10. 数字票据区块链支撑平台开发 

11. 公有区块链关键技术开发合同 

12. 面向贸易金融开放平台的分布式账本基础技术研究 

13. 区块链在云化可靠性的应用研究 

14. 上海金融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区块链场外交易平台 

15. 面向边缘计算的分布只能部署与动态调整(教育部) 

16.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容器技术开发合同 

17. 基于云计算的物流信息服务关键技术与云平台研究与开发 

18. Kubernetes 千台规模集群可靠性研究和行业测试标准探 

19. 基于 AI的 Pouch容器及运行时环境稳定性解决方案研究与实践 

20. 基于 OpenStack的 IaaS云平台研究 

21. 基于 Cloudfoundry的 PaaS云平台研究 

22. 大规模分布式云存储技术研究 

23. 新型存储设备(闪存)及其相关技术研究 

24. 自动化云迁移技术研究 

25. 海量数据分析挖掘与检索技术研究 

26. 基于时空向量回归的服务质量预测方法研究 

27. 面向公众财富管理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发 



主要研究方向： 

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区块链与分布式、智能软件工程、边缘计算、大数据实时智能分析、智

能数据库系统等。 

 

方向一：区块链与分布式计算 

区块链与分布式计算方向主要研究国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底层关键技术平台，并以此为基础

面向金融、贸易、物流、能源、政务、医疗等领域研发新型分布式商业应用系统，为未来数字化社会

和下一代价值互联网提供可信技术支撑。重点研究鲁棒性高效共识、节点与数据的动态恢复、高性能

智能合约执行引擎、基于硬件加速的交易签名与验签、智能合约安全验证、基于同态加密和环签名的

隐私保护、基于零知识证明的智能合约隐私保护、基于状态快照的数据归档与恢复、区块链分级权限

管理、联盟自治、跨链协议等区块链关键技术。 

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团队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正成立了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由

中国工程院陈纯院士担任中心主任，CCF区块链专委会副主任、浙大软件学院副院长蔡亮担任常务副主

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由中国工程院潘云鹤院士担任，由 IEEE联合主席、挪威科学院院士容淳铭教授、

美国道富全球执行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 Jerry Cristoforo担任副主任。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覆盖

区块链技术、软件理论、金融、经济、数学等多个研究学科，创办了国内首本区块链学术期刊

《Blockcha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区块链研究与应用》）(刊号：CN33-1414/TP)。 

目前，团队在区块链规划咨询、关键算法和前沿技术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在区块链

的理论、技术、安全和监管方面初步形成了覆盖较为全面的研究基础。承担了科技部关于国家区块链

战略规划重大问题研究的任务，完成了《区块链技术发展总体战略研究报告》等多个国家与地方规划；

在包括共识协议的改进和高效实现、区块链的分布式决策系统，区块链智能合约安全性（包括智能合

约脆弱性分析、智能合约自适应分析系统、智能合约隐私保护系统），以及区块链恶意攻击追踪、溯

源和暗网数字资产监管等方向上，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区块链研究团队孵化了估值超过 30亿元人民币的创业公司趣链科技，所研发的区国产自主可控联

盟链底层技术平台研发，该平台在各大型金融机构的技术测评中均名列第一，也是国内第一批通过工

信部标准院与信通院区块链标准测试及中央网信办备案的底层平台。基于该平台，团队已申请专利 200

余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50余项，出版区块链专业著作《区块链技术进阶与实战》、《区块链解密：构

建基于信用的下一代互联网》，并参与制定区块链国标标准 20 余项，国家标准 2 项，团体标准 20 余

项，总计 50余项，其中 7项已发布应用于工信部信通院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同时该平台已经应用于



中央网信办、国家住建部、国家市场监督局、国家电网、云南省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工农中建四大

行总行、沪深交易所、主流股份制商业银行等数十家金融机构及谷歌、道富、微软等国际知名企业，

领导区块链团队针对区块链在企业级场景推广面临的性能与安全技术瓶颈，围绕高性能高可靠共识机

制、混合式多层级区块链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高性能高可靠数据管理监控体系等技术难题展开攻关，

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研究成果。 

 

方向二：智能软件工程 

智能软件工程方向主要研究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

掘、程序分析等前沿技术,基于现代软件工程产生的大数据，解决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面临的软件工程

新问题，提高软件开发和维护自动化水平，达到减少软件开发和维护成本，提高软件质量和生产效率

之目的。具体研究方向包括：①智能化软件缺陷预测、定位与修复；②基于深度学习的代码与文档自

动生成与补全；③面向编程知识的智能问答、搜索与推荐；④开源生态群体智能的软件开发方法经验

研究；⑤智能化持续集成技术研究；⑥智能代码推荐与生成。 

实验室在智能软件工程，特别是软件仓库挖掘、软件维护、经验软件工程等方向具备多年的研究

积累，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200 余

篇，其中包括软件工程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CCF-A类，包括 19篇 TSE, 5篇 ICSE, 8 篇 ASE等）论文

四十余篇,多次荣获会议杰出论文奖项，包括顶级会议 ICSE 2018、2020，ASE 2018、2019、2020杰出

论文奖，以及 ESEC/FSE 2019 Best Tool Demo 奖。此外，实验室在 AI 领域也有突破进展，部分论文

发表在 IJCAI 2018和 NIPS 2019 上。 

实验室培养的博士、博士后在国内外众多高校拿到教职，比如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的助理教授和重

庆大学的百人计划教授等。 

2019年2月24日至27日，实验室承办了第二十六届IEEE软件分析、演化与再工程国际会议(The 26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Analysis, Evolution and Reengineering, 简称 SANER 

2019)，SANER会议属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高级别学术会议(CCF-B)，软件维护领域权威会议。该会议首

次在国内举办，也是浙江大学首次举办软件工程领域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2019年 11月 22日至 24日，

实验室承办了第十八届全国软件与应用学术会议（NASAC 2019）, 该会议是国内系统软件、软件工程

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会议。 

 

 



方向三：边缘计算 

在全球开源软件领域，特别在开源云计算领域取得世界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实验室在容器云计

算开源项目 Kubernetes等贡献核心代码超 2000万行，贡献度排全国第二，全球第五，仅次于 Google、 

Redhat 等 IT 巨头，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深度解析容器技术的专业书籍《Docker 容器与容器云》，同

时与 Google、 Redhat、华为、 IBM、思科等国际大公司创建了 CNCF 基金会，共同推进下一代面向云

原生应用的云计算平台。 

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 Gartner 预测，未来五年，专业的人工智能芯片以及更强大

的处理能力、存储及其他高级功能将被添加至数百亿的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制造、智能家居

等边缘设备当中。考虑到数据传输成本、传输延迟、集中式云计算数据中心处理能力的限制、以及数

据存储在云计算中心带来的潜在数据泄露风险，这些终端设备产生的数据将有一半需要在靠近数据产

生源的边缘侧进行处理。边缘计算未来将在延迟敏感性的智能制造、自动驾驶、以及隐私敏感性的智

能家居等场景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边缘计算将与云计算一起构建云-边-端一体化计算平台，因而被

Gartner 列为 2019 年十大技术趋势之一。目前实验室已经于国内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上汽建立边缘计

算联合研究关系，开展边缘计算在 CDN、车辆网等场景下的边缘计算核心技术研究。 

 

方向四：大数据实时智能分析 

大数据实时智能分析方向主要研究如何建立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可用性的实时智能处理平

台，研究实时智能模型的建模技术与方法，研究新型数据分析方法与金融数据分析领域的应用，研究

超大规模关联计算技术与关联图谱分析挖掘技术。 

具体研究课题包括分布式存储与计算、无边界数据流式计算、关联图谱建图与查询技术、图挖掘与图

嵌入算法、有监督与无监督机器学习建模、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与算法模型，以及研发非结构化数据

管理系统、实时流式计算引擎、三核智能决策引擎、机器学习建模平台、时序图谱智能分析平台。以

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数据智能风险分析项目、金融科技公司的产学研合作项目为依托，将各类技术与

算法成果进行应用实践，并持续跟踪与优化在金融机构上线应用后的效果。 

 

方向五：智能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系统在大规模互联网应用、大数据分析处理和云计算模式下面临新的挑战，硬件技术和人

工智能的发展为智能数据库系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主要研究方向 1）自治数据库系统，具

备自我驱动、自我管理、自我优化的能力，具有很强的自适应性，需要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方法。2）云数据库，基于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环境，为大量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服务。3）新型硬件

支持的数据库系统，包括基于 RDMA的分布式内存和分布式事务管理，基于 NVM的存储、索引和系统架

构，基于 FPGA的数据库密集型计算，基于 GPU的大规模数据处理并行算法。4）数据库自然语言接口，

实现自然语言到数据库查询语言 SQL 的自动转化，综合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技术等技

术，突破英文和中文查询到 SQL 的转换，支持面向通用型问答场景和面向垂直领域的自然语言查询应

用。 

 

 

 

 

 

 



智能计算与软件中心

团队介绍



面向公众财富管理服务模式导师团队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杨小虎 研究员 软件工程，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区块链 yangxh@zju.edu.cn

孙建伶 教授 数据库、分布式计算、机器学习、 金融信息学、软件工程 sunjl@zju.edu.cn

李善平 教授 分布式计算、Linux 平台及应用、 软件工程与人工智能技术 shan@zju.edu.cn

周波 研究员 云计算、数据技术、金融信息学、软件工程 bzhou@zju.edu.cn

蔡亮 研究员 区块链、云计算与边缘计算、金融科技及信息安全 leoncai@zju.edu.cn

黄忠东 副教授 超大规模信息系统，金融信息学、数据库 hzd@zju.edu.cn

王新宇 教授 大数据分析处理（实时），智能软件工程，人工智能 wangxinyu@zju.edu.cn

鲍凌峰 副教授 软件工程、软件仓库挖掘、经验软件工程、区块链 lingfengbao@zju.edu.cn

万志远 副教授 软件工程、区块链 wanzhiyuan@zju.edu.cn



面向公众财富管理服务模式历史

• 2001年起与全球金融服务巨头——美国道富公司（State Street Corporation）合作成立浙江大学道富技术

中心

• 团队积极开展全球化金融软件系统研究开发，从十几人发展成为上千人的全球化金融软件研发中心，在金融

科技（FinTech）、大规模金融软件系研发、金融大数据处理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是迄今为止浙江大学规

模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面向公众财富管理服务模式国内外媒体报道

⚫ 中央电视台（2007年5月）

⚫ 人民日报（2006年4月10日、2007年5月18日）

⚫ 浙江日报（2007年1月9日）

⚫ 美国《CIO Magazine》（2003年8月、2005年12月）

⚫ 美国《Gartner Industry Research》（2007年4月）

⚫ 美国《Boston Globe》（2010年7月）



面向公众财富管理服务模式规模

⚫ 2001年至今，已完成项目200多项，团队到校科研经费2亿元。

⚫ 孵化的道富杭州公司3000余人，网新恒天公司2500余人，年均软件研发产值超10亿元。

⚫ 孵化的浙江邦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估值均超20亿元，成为准独角兽企业。

⚫ 智能软件工程学术研究团队在软件工程领域顶级国际期刊和会议发表大量论文，跻身世界一流。



面向公众财富管理服务模式部分项目列表

这些系统已在北美、欧洲、亚太的金融市场运行，每天经过这些系统处理的资金达成千上万亿美元。

• 股票交易执行系统 • 基金风险监管系统

• 证券交易撮合系统 • 在线基金信息发布和报表系统

• 外汇交易指令管理系统 • 金融服务信息发布门户网站

• 外汇交易执行系统 • 金融交易指令输入系统

• 外汇交易风险管理系统 • 抵押品管理服务系统

• 债券投资组合分析管理系统 • 金融企业客户信息管理系统

• 债券投资交易系统 • 共同基金托管和会计系统

• 共同基金交易系统 • 银行间金融数据交换协议

• 共同基金业绩分析系统 • 在线支付系统

• 共同基金规范与管理系统 • 资产投资组合管理系统

• 共同基金TA系统 • 订单管理系统



累计培养学生近1000人，遍布海内外金融机构

• State Street

• Goldman Sachs

• Morgan Stanley

• UBS

• Citi

• Thomas Reuters

• Barclay Capital

• 中国人民银行

• 国家外汇管理局

• 银监会

• 中国银联

• 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招商银行

• 国家开发银行

• 博时基金/华夏基金/……

•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 Google

• Facebook

• IBM

• Microsoft

• ……

• 阿里巴巴/蚂蚁金服

• 华为

• 网易

• 百度

• 腾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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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理论学术研究



研究方向

1. 智能化软件缺陷分析、预测、定位及修复

2. 面向编程知识的智能问答、搜索与推荐

3. 基于深度学习的代码与文档的自动生成与补全

4. 智能化持续集成技术研究

5. 开源生态群体智能的软件开发方法经验研究

阶段一：建立智能软件工程理论与技术体系

基于软件工程大数据的智能化软件开发方法与技术体系

阶段二：研制智能化软件开发支持云平台

基于智能编程机器人的人机协同开发云平台

研究目标



研究成果
➢ 发表论文：2012年至今共发表论文150余篇

--包括TSE, ICSE, ASE等CCFA类期刊和会议长文40余篇；

--包括EMSE, TSC, IST, JSS, ISSTA, ICSME等CCF B类期刊和会议长文60余篇;

--其中自2015年1月以来，国内高校以第一单位共发表软件工程顶级期刊TSE

论文 117篇，浙江大学以第一/通讯发表 17篇，占比15%。

➢ 论文奖项：获得论文奖项多项，包括软件工程顶级会议ICSE 2020、2018，ASE

2019、2018 杰出论文奖） （CCF A)，TSE 2016 亮点论文，以及 ICPC 2018 (CCF

B), MSR (CCF C) 杰出论文奖等



国际交流与学术活动

➢ 国际交流：

--聘请加拿大女皇大学教授 IEEE会士Ahmed Hassan和加拿大女皇大学教授Ying Zou

作为兼职教授，入选浙江省海鸥计划引进人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与多所国际著名高校顶尖软件工程研究团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包括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 学术活动：

--多次组织和担任各大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会成员和期刊特约审稿人

包括ICSE, TSE, ASE, FSE, SANER等

--主办SANER 2019会议 (CCF B, 国内首次主办)

--主办NASAC 2019会议（国内软工旗舰会议）

--主办ZJU-UBC软件工程研讨会



技术驱动创新创业



技术驱动创新创业

邦盛科技

谐云科技

大数据实时智
能分析技术

区块链技术 云计算技术

趣链科技



融合实体经济

数字经济模式

民生领域

智慧城市建设

互联互通

技术研究

产业应用

监管服务

区块链技术发展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和产业创新发展

强化基础研究 推动协同攻关 推进核心技术突破 构建区块链产业生态

推动集成创新、融合应用 深度融合前沿信息技术

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银行风控难、部门监管难

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

信息基础设施、智慧交通、能源电力

信息、资金、人才、征信；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务数据共享

引导与规范 安全风险、发展动态、发展规律 安全保障体系 依法治网

区块链技术探索数字经济模式创新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作讲解



降低区块链部署成本和运维门

槛，提高技术可得性和可用性。

区块链作为新基建基础设施之一，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其他新型技术的黏合剂，

各项技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共同开创更大价值空间，加快新兴技术商业落地

融入大数据采集和共享中，作

为数据源接入大数据分析平台。
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计算

物联网
强化分布式数据存储和边缘计算能

力，拓展物联安全边界和应用范围。

为训练深度学习系统提供可信数据，

优化分析决策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大数据



创立了国内首个高校校级级别区块链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

创办了国内首本区块链学术期刊：《Blockcha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区块链研究与应用》）

承担了科技部关于国家区块链战略规划重大问题研究的任务，完成了《区
块链技术发展总体战略研究报告》等多个国家与地方规划

孵化了国内区块链领域的独角兽企业：趣链科技

成果汇总

已出版区块链学术专著：《区块链技术进阶与实战》、《区块链解密：构
建基于信用的下一代互联网》



团队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趣链科技创

始人兼首任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陈纯教授领衔

技术

公司拥有国产、自主、可控区块

链底层平台Hyperchain，200+

专利, 50+软著，80+标准

产业

服务于金融、政务、司法、电力、制造

业、军事等关键业务领域。支撑业务规

模规模数千亿人民币，全国服务人数近

1.5亿人，估值超70亿

融资

数轮融资近17亿人民币，区块链行业最

大融资记录保持者，投资者包括国有基

金(国投创业)、上市公司（新湖中宝）

和专业投资基金

区块链底层技术的领军者

区块链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区块链开放生态的赋能者

公司简介



全球单链峰值速度最快、支持节点最

多、存储容量最大、安全程度最高的

联盟链基础设施。

• 2017-2019年，参加工信部信通院组织的“可信区

块链技术平台”评测，综合性能遥遥领先；

• 多次参与人民银行、银联、建行、农行等多家权威

机构技术测评，各项指标名列第一；

• 2019年11月，在工信部组织的20家“可信区块链

技术平台”评测中，趣链平台获得“功能评测”、

“性能评测”双项第一。

1 源自银联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国家工程实验室发布《中国典型区块链成熟度评测报告》 报告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DfMYvnc7NU0axfEDsWhDuw

2 源自2019年11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可信区块链评测结果通报》 报告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oUvPrPHdRMCyYyxjMpc1Qg

技术领军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30余项，国家标准6项，行业和团体标准40余项，是参与区块链

重大标准最多的企业

标准制定



支撑建立完善区块链
综合治理体系

完善省内区块链
安全监管能力

完善境外区块链
监测能力

浙江省委网信办指导，趣链科技、浙江大学共同成立

全国第一家政、校、企共建的区块链技术研究院——

浙江省区块链技术研究院。

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加

强对区块链安全风险的研究和分析，密切跟踪发展动

态，积极探索发展规律。要把依法治网落实到区块链

管理中，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智慧政务、数字身份、电子证照、公积金

互联、税务、医疗互联、精准扶贫等

房屋租赁、养老金托

管、疫苗溯源、抽奖摇

号公证、慈善溯源等

分布式电力交易、新能源充电桩、

绿色能源、电力施工管控等

审计、设备巡检、制造、物

流、文旅、医疗等

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信用保

险、数字仓单、外贸、资金监管、

证券交易等

电子合同、监狱计分考

核平台、电子证据、市

监链、数据保护等

信息传输与共享、军事

装备等

生态赋能



金
融

其
他

政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建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云南省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 娄底市人民政府成都市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厦门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

政
法

山西省委政法委员会 杭州互联网法院

生态赋能



公司简介

科研型团队
由中国工程院陈纯院士及浙江大学王新宇

教授共同组成的科创型专家团队，核心成

员来自浙江大学、阿里巴巴、IBM、道富银

行、华为，公司超过60%为研发团队成员。

在实时智能计算、复杂事件处理、实时挖

掘、图计算等领域拥有顶尖人才团队。

核心技术

02

04

03

01

公司概况

公司成立于2010年，专注于数据实时智能

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拥有员工450余人，总部在杭州，在北京、

上海、深圳、成都设分公司，已形成覆盖理

论科研、技术研发、产品设计、方案咨询、

市场推广、售后服务等在内的完整团队。

产品与应用领域



实时智能核心技术平台-流立方

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流立方
数据实时智能处理技术/热数据价值最大化核心技术

2019年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特等奖

2016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时序数据处理
的动态时间窗口

动态时序数据
的实时计算

时序复杂风险
时间序列识别

流立方

复杂统计指标
的增量计算

热数据流

1

2

3

4

5

6

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产权，20多项核心专利成果。

突破时序大数据高并发情况下低延时处理技术瓶颈。

数据处理性能世界领先：百万级吞吐，毫秒级延时。

已有金融、交通、政务等近400大中机构及部门使用。

已在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完成国外风控软件替代。

促使中国金融风控从事后跨越到实时风控时代。



实时智能细分市场冠军

实时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国际领先，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经过众多商业场景应用考验已成为特有技术体系，在形成核心技

术竞争壁垒的同时，符合国家大数据实时处理战略方向；

领域 解决方案产品线或产品价值 典型合作客户

金融实时智能
风险监控

金融交易实时智能风险监控产品 ①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
行、兴业银行等10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上海银行、徽商银行、浙江农信
、重庆农商行等多家大型城商行及农商行，合计银行客户60余家。现有订
单涉及交易反欺诈、信贷管理、商户风控、智能案防、反洗钱等多个新增
领域。
② 银联商务、银联电子、拉卡拉等近70家第三方支付公司。
③ 国泰君安、新华保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20多家证券保险公司。

实时信贷授信产品

证券行情指标实时计算平台

保险实时智能反欺诈产品

网络安全/社
会治安

实时智能机器防御产品 ① 中央网信办、中国铁路12306；
② 信用浙江、重庆公积金中心、浙江工商、环保厅等公积金、社保、电子
口岸、工商信用、市场监督管理、环境保护等互联网政务
③ 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教育领域实时网络异常行为识别

信息通信
实时分析用户的通讯行为、海量账户实时报
表生成、通讯数据的实时防控等

中国移动的用户行为实时计算平台

交通与物联网
实时智能运营和安全监控；实时智能分析与
运营监控等

中国中车安全运营监控项目；
港珠澳大桥安全运营监控项目



典型案例应用：银联商务

应用效果

1、已将核心交易系统与移

动支付系统的全量数据接入

邦盛科技流立方平台，由邦

盛帮助完成核心业务的风控。

2、实现各类业务监控覆盖，

有效防范伪卡、移机、套现

等欺诈行为。

3、监控超过800万家商户、

1000万台POS及500万台便

民终端。监控日均交易近亿

笔，TPS最高4万笔。

基于“流立方”的银联商务银行卡交易业务实时智能反欺诈平台

PipeACE



典型案例应用：中国铁路12306

通过邦盛科技“流立方”核心技术平台的支撑，为全国最大铁

路票务平台提供了能够准确识别“机器黄牛“的解决方案，使得该

票务平台为大量客户去掉了影响用户体验的图形验证码。

春运期间日处理请求最大达到1500亿+，最大TPS达到178w+，

99%延时控制在1ms以内，挡住了海量的”机器黄牛”请求。



实时智能战略价值

邦盛科技独立研发，打破了数据处理时效性难题。大数据实
时智能处理技术属新兴研究方向，对占领数据实时智能处理
的全球技术制高点，及我国在万物互联时代的技术卡位有重
要的战略价值。

抢占新基建实时智能技术全球制高点

主流仍是国外企业在提供，严重依赖国外。“流立方”技术
性能高出国外同类型产品10倍以上，拥有极高技术壁垒，在
近三年与国际知名大公司的技术竞争中保持不败战绩。

突破国际厂商垄断

我国绝大多数研发团队基本采用国外某一开源技术进行增量
式“创新”，造成我国相关人才团队跟随助力国外技术体系。
邦盛流立方技术，摆脱对国外开源技术的依赖，在自主可控
同时，有效保障信息安全。

打破开源技术体系禁锢

数据实时智能处理作为5G技术普及、万物互联时代的信息基
础设施，应用场景在互联网、物联网、金融、国防军工、交
通物流等领域广泛存在。

新一代数据处理基础设施



发展历程

SEL实验室成立

2011年，在浙大计算
机学院的支持下，我
们成立了软件工程实
验 室 （ SEL ） ， 专 注
于开源云计算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名声渐起

2013年，成为Cloud
Foundry中国唯一两
家核心代码贡献组织 。

技术卓越

2015年，成为谷歌发起的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CNCF）创始
成 员 ， 在 Kubernetes 开 源
项目的核心代码贡献达到了
国内第一，全球第四。

公司成立

2016年成立公司并完成

Pre-A轮融资1500万，

正式推出产品观云台。

标杆客户

2017年产品发布2.0版本，

同时也在各行业树立了一

些标杆客户，年末A轮融

资数千万元。

深耕容器技术

2020年完成由阿里巴巴集团

战略领投的B轮融资。

谐云助力更多500强企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



谐云科技核心团队来自于浙大SEL实验室，其成立于2011年，在开源PaaS/CaaS云计算技术上的

研发能力国内数一数二。团队为Kubernetes、Docker、Cloud Foundry等开源项目累计贡献大量代

码。是国内最早投入到PaaS/CaaS云计算技术研发的机构之一，目前国内掌握Docker技术熟练的技术

团队之一、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两家与Cloud Foundry开源基金会签订源代码贡献协议的机构之一，其

成员长期活跃在顶级社区前沿。

浙大SEL实验室核心成员、谐云科技VP丁轶群作为主要作者之一曾著书《Docker容器与容器云》，

该书详细的描绘了容器和容器云技术发展的浪潮和生态系统，以Docker和Kubernetes为典型进行了

深度分析，从Docker源代码层面深入解读再加上多年的实战经验分享，深入浅出的帮你在技术上更上

一层楼，让你重新认识容器与容器云。

容器技术的布道者

x



国内最强的容器技术研发团队

• 研究开始于2011年，是国内最早从事开源云计算研究的团队，为Kubernetes社区贡献
1400+万行代码，全球领先

• 拥有国内独有的两个Kubernetes项目Feature Owner

Kubernetes 项目的代码贡献, 按照贡献行数统计,截止2018/3
-- by http://stackalytics.com/

网络性能
提升50%

调度效率
提升3倍

安全
高可用

事前故障
预警



云原生计算组织创始会员



权威认证资质

CNCF
创始成员、白银会员

可信云服务认证
可信云容器云场景认证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认证Kubernetes
服务提供商

认证Kubernetes
培训

认证Kubernetes
管理员

CMMI3认证
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模型

ISOISO2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

系认证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

双软企业认证

国家、市级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Kubernetes一致性

认证

DevOps工作组成员

云原生产业理事联盟
理事会员证书

华为鲲鹏
凌云伙伴认证

开源发明网络会员

自主知识产权



谐云专注云原生， 助力企业IT转型

持续交付

技术运营

应用微服务化

敏捷开发

项目管理平台（HPM）

容器云平台（HCP） 自动化运维平台（HAO）

微服务平台（HSF）

自动化测试平台（HTS）

应用监控平台（HAPM）

谐云云原生产品线

• 项目需求管理
• 项目过程管理
• 项目计划管理

• 多集群
• 多租户
• CICD流水线
• 负载均衡
• 高可用
• 灰度发布
• 日志管理
• 告警管理

• 微服务一键部署
• 微服务监控
• 微服务重置

• CMDB
• 主机管理
• 流水线管理
• 告警管理
• 作业平台
• 服务监控
• 。。。

• 压力测试
• 自动化测试
• 静态扫描

• 监控预警
• 全链路查询
• 错误查询
• 慢方法查询
• 大屏展示
• 硬件监控
• 。。。

DevOps

IT支持/能力

转型规划

云原生咨询

应用迁移

统一运维

持续演进

项目试点

平台建设

企业云原生之路

拥抱云原生
• 咨询、培训
• 项目POC验证

智能运维平台（HAO）

• 告警压缩
• 故障定位
• 服务降级、自愈



2016年底中国移动各省10086呼叫业务全部整合至该公司，实行专业化经营，公司已全面承接中国移动10086呼叫服务及APP、微信、
微博和邮箱、网上社区等服务渠道的集中化运营。形成了“31省+两园区”的整体格局，成为一家聚焦于数字化服务的全国性公司。

⚫总公司与各省市缺乏集中统一调度管理，多数
据中心的业务应用统一管理，统一调度。

⚫资源利用率低，错峰利用资源，从而节约成本。

⚫业务从开发到上线，部署周期长，加速业务上
线速度，降低复杂度

⚫业务访问量大，传统架构，动态弹性不足，目
前架构不足以应对突发性访问，业务应用按最高
并发准备的资源，资源利用率非常低。

行业案例—国内除BATJ以外最大的容器云平台：中移在线(10086)



行业案例—国内最大的互联网电视容器云平台：海信聚好看

终端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电视
运营商

截至2018年4月
海信互联网电视用户数突破
3200万
国内2600万海外600万

服务

国内互联网电视用户日
活跃DAU超44.80%

国内最活跃的用户社群

互联网

国内最大的开放智能终端
云平台

服务超过2800万智能电视和
智能家具用户
平台对终端和服务开放
服务稳定性达到99.99%

用户

最丰富的运营服务内容

视频内容超过100万小时
国内最大的电视端教育资源库
国内应用数量最多的应用商店



热烈欢迎有志青年联系本实验室，

攻读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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