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极指南

从功能概述到升级指导



 

导言

随着组织不断发展，其需求和要求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寻找可扩展的企业级解决方

案可能是当务之急，因为会有更多的用户访问您的应用程序。您可能已经经历了应用程序

停机或性能下降的情况，并且缺乏扩展应用程序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引爆点”。当您

遇到“引爆点”时，重要的是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不仅可以扩展以满足您的用

户需求，而且还需具有足够的可靠性。

但这可能不仅仅是扩展。安全和合规性可能也会成为您最关心的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用

户访问您的应用程序，保持合规性并意识到潜在的安全隐患变得更加困难。您的组织需要

能够显示用户是如何使用您的应用程序，同时还需要基于您的技术堆栈中已有的行业标准

和软件进行构建。

构建了专为满足企业需求打造的自托管版本 版本，在组织发展到

下一阶段时，为 版本的客户提供更好地支持。本指南将带您全面了解 版

本，并帮助您快速入门，以及 版本如何在扩展时为您提供支持。您将深入了解

版本的功能和特性，以及如何将现有版本成功升级到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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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产品？

，企业版，提供以下领域的特性和能力：

合规，治理和安全

用户管理和控制

基础架构和业务

操作规模、性能和可用性

应用程序和可扩展性

合规，治理和安全

随着组织的发展，组织必须遵守的规则也会增加。 产品可以帮助您深入了解您

的组织，保持合规性，并识别潜在的风险。 产品提供以下两个关键功能：

· 高级审计

· 允许列表 阻止列表

高级审计

在实例中跟踪和记录操作可以帮助您保证合规性，提高安全性并更好地管理风险，同时还

为管理员提供了监控业务状况所需的可见性。

使用高级审计，您可以针对每个覆盖区域选择不同级别的覆盖范围（无，基本，高级，完

整）。这意味着您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适合组织及其规模的事物。每个不同的日志级别

都使您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实例中发生的事件。

高级审计生成的任何日志都将临时存储在数据库中，以进行短期存储。管理员可以快速诊

断实例和项目中最近发生的变化。数据库存储受到保留期限的限制，并且记录数量的上限

为 万条，因此不会引起性能问题，但是您可以自定义数据库保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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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长期存储解决方案，高级审计还可以通过文件外部化来构建。文件外部化允许您

与第三方监控工具（例如， ）集成。然后，日志副本将被发送到监控软件，并在那

里进行长期存储。这意味着您的团队可以利用已经拥有的工具。

允许列表 阻止列表

允许列表 
 

阻止列表 
 

您的数据很有价值，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以确保其安全性。数据安全不仅仅是保护其免受

安全威胁，还需要确保有正确的人在查看数据，同时还要减少不需要查看数据的访问人员

的数量。通过速率限制功能，您可以使用允许列表来开发有关您希望允许访问数据的用户

规则。您还可以根据组织中每个人的角色和工作流来调整用户限制。在 或

中，您可以定义要阻止哪些人访问您的数据。

以下是 一些特定于产品的特性，用于支持您对于安全性与合规性

的需求： 

◼ 委托管理

通过分配组级管理员在组中添加或删除用户，可以消除瓶颈并节省时间。

◼ 集中授权可见性

查看环境中所有 产品的实际许可证消耗情况。

◼ 微软 活动目录用户过滤

通过对 的分组成员过滤用户，以减少不必要的许可证消耗，提高效率。

◼ 单点登录支持多个

管理跨多个域的单点登录。

 

◼ 高级权限 

使用粒度权限控件（如审计、批量编辑和故障排除）减少开销

Co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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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和控制

用户每天访问多个应用程序来完成他们的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安全地登录到这些应

用程序中。 随着组织的发展，管理组织中每个访问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变得越来越困难。

产品支持两种不同类型的用户管理认证方式：

· 

· 

每个核心 产品都包括对 的支持，它允许每个应用程序连接到 以提供

单点登录（ ）。授予对应用程序或授权的访问权限，例如验证用户是否属于正确的组

或角色。您可以使用您的用户目录或应用程序。 目前通过以下身份提供商执行测

试：

每个核心 产品都包含对 的支持，该功能允许访问到 授权框架

顶部的身份验证层。 正在迅速成为 和身份规定的标准。

是 框架之上的身份层，根据授权服务器执行的身份验证来验证用户身份。

此授权收集基本用户个人资料信息。例如，如果您登录到一个站点，并且您可以选择使用

帐户登录，即 。该网站将联系谷歌验证服务器收集您的凭据。

与 不同， 依赖于站点和身份提供者（ ）之间的显性信任。如果您想使用公

司内网连接到 。 使用基于 的标准在站点和受信任的 之间交换身

份验证和授权数据。因此，它独立于 。

https://www.atlassian.com/blog/enterprise/openid-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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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架构和运营

在构建组织基础架构时，您可以做出很多选择。 产品为您提供了满足组织要求

的环境中部署它们所需的灵活性。以下是 提供基础架构自动化和灵活性的两个

关键领域：

· 基础架构的选择

· 映像

· 支持

基础架构的选择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使用基础设施即服务（ ）提供商来部署 工具。

事实上， 的客户运行在云提供商上。您可以选择使用 （ ）

或 部署 。

这些供应商还为您的 实例提供了许多开箱即用的托管服务，并自动处理所有配

置和维护。

容器映像

随着您的团队变得越来越分散，创建一个一致的环境变得极其重要。传统的软件升级可能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有时还会导致环境中的某些程序崩溃。对于容器映像，升级应用程序

所需的一切都包含在文件中，升级就像下载一样简单。使用 ，您可以通过利用

容器映像在任何硬件上复制应用程序节点。这使您可以灵活地添加与已经构建的节

点相匹配的附加节点。您可以在架构之间几乎相同的环境中配置官方容器映像——允许您

在任何可用的硬件上无缝地复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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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的产品支持 ，这是一个高可用性数据库 ，它在

整个应用程序中提供了额外的弹性层。 利用分布式数据库集群来提高容错

能力。 增加的运行时间为您的终端用户提供了可靠的体验，为管理员提供

了优化的工作流，并建立了持久的基础架构，以随着团队的增长轻松管理负载。

以下产品的特性可以帮助您管理 产品的基础架构：

只读模式 

尽量减少停机时间，并通过打开只读模式，让您的团队在维护或升级期间访问内容。 

零停机备份                      

根据需要尽可能频繁地备份实例，而不需要将其锁定以进行维护或给用户带来不便，并使

用频繁的停机时间构建代理。 

零停机升级  仅限集群 

仅限集群 

https://www.atlassian.com/blog/enterprise/amazon-aurora-atlassian-dat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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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性能和可用性

人们在企业或企业级解决方案中最看重的一点是其可靠性和扩展能力。特别是当您的组织

遍布全球的时候。随着组织的发展，这种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您不能让您的应用程序长时

间宕机，从而干扰团队的工作。为了提供增强的扩展、性能和可用性， 的产品

具有以下功能：

· 集群以实现高可用性

· 集群以获得横向扩展

· 容灾

· 内容分发网络（ ）

· 速率限制

集群以实现高可用性

当您的团队需要依靠 工具完成工作时，确保高可用性尤其重要。当事故发生时，

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为环境造成的，停机会都导致生产力和收入的损失。避免任何潜在

的停机时间是成功的关键。使用 的双活集群模型，您可以确保您的团

队始终能够访问他们完成工作所需的工具。

你可能会问，什么是集群？就 而言，我们指的是集群架构。在集群架构中，应

用程序位于负载均衡器之后。您可以添加多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有一个应用程序实例，可

以在需要时独立运行。

集群以获得横向扩展

除了高可用性， 还具扩展性。如果您已经在集群环境中配置了 产

品，您可以通过添加更多节点扩展集群。负载均衡器根据可用性在集群中的节点之间路由

和分配传入流量，从而使实例可以支持更多并发用户。

仅限集群 

仅限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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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灾

帮助您的团队运行的应用程序是任务关键型的，您应该为组织依赖的每个工具创建一个灾

难恢复计划。灾难恢复计划描述了如何在不减少进一步中断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且能在灾难

发生时帮助减轻任何进一步的风险。使用 ，您的团队可以在发生灾难时设置冷

备实例。只要拥有有效的 许可证，就不需要再购买额外的或单独的许可证即可

在冷备实例中启动 产品或实例。

一开始，在不启动的情况下您的团队需要创建一个备用系统。 然后，您需要实现一个数据

复制策略。将数据复制到备用位置对于冷备策略至关重要。您不希望故障转移到备用实例

时发现它已经过期，或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重新建立数据库索引。

内容分发网络

随着组织的成长，组织中的团队分布越来越广泛，团队成员也随之更加分散。从而可能导

致他们在尝试加载应用程序时遇到延迟。 支持内容分发网络（ ）。 是

一个全球分布的服务器网络，通过减少服务器与团队之间的物理距离，在尝试加载内容时

最小化延迟发生。通过分配这些操作的静态资产， 有助于加快对组织中不同团队的响

应时间。

速率限制

进出网络的流量增加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产品提供速率限制，允许您控制可

以发送或接收的请求的最大数量。在限制速率的情况下，您可以为您的数据建立更好的流，

并通过减轻 攻击获得额外的安全保护。

仅限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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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特定于产品的特性，以提高 产品的可靠性：

◼ 项目存档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清理不相关的，过时的项目，从而减少 的混乱并优化性能。

◼ 问题存档

通过单独或批量归档问题，提高性能并释放额外的空间。

◼ 自定义字段优化器

扫描您的实例以查找影响性能的自定义字段，并一键删除它们的全局上下文。

◼ 外部流程池

分别处理内存密集型任务，并最大程度地减少中断。

◼ 智能镜像

通过设置实时镜像节点（远程位置的存储库副本），提高与大型存储库合作的分布式团

队的 克隆速度。

◼ 智能镜像集群

在集群环境中配置时，通过设置镜像集群覆盖本地区域中的负载来提高 克隆速度。

仅限集群 

 

仅限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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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和可扩展性

您的应用程序就像组织使用的工具一样对任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不能正常

工作，那么你的团队就无法完成工作。为了确保您从您的应用程序中获得预期的企业级体

验， 做了以下工作

◼ 适用于 的 开发及测试标准

◼ 为市场合作伙伴提供 ，以增强 应用程序的能力

的应用程序开发和测试标准

在批准应用程序用于 之前， 供应商必须按照更严格的标准去构建

和测试他们的应用程序。包括测试它们如何处理缓存操作，是否支持必需的数据库，是否

可以在集群环境中实现锁定和可用性，以及管理事件处理程序等等。在一个、两个和四个

节点上测试 应用程序，以确保它们能够在集群环境中工作。所有测试结果必须

提交给 进行完整的审查和验证。只有符合这些要求的应用程序会出现在

市场上的“ ”列表中。

查看 Data Center 应用程序性能工具包。

只为市场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提供

市场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可以利用 来提升研发适用于 的企业级应

用能力。通过使用 并通过 的测试与审核，此应用程序便可向用户提供企业级

的体验。

https://github.com/atlassian/dc-app-performance-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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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团队需要将什么升级到 ？

升级到 所需的唯一组件是数据库。您可以在 中使用与当前使用的

实例相同的数据库配置。 有关 支持的数据库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

通过使用数据库和许可证密钥升级到 ，您将在非集群环境中配置

产品。想在集群环境中配置 吗？你需要一些额外的组件：

◼ 负载平衡器

◼ 应用程序节点

◼ 文件系统

如果您已经配置在集群中，那么负载均衡器是在用户请求中遇到的第一件事。请求进入负

载均衡器，然后负载均衡器将每个请求分发到应用程序节点。 支持基于硬件和

软件的负载均衡器。对于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负载均衡器应使用高速局域网连接到应用

程序集群，以确保高带宽和低延迟。所有软件负载平衡器应在专用机器上运行。

添加额外的保护层，并通过向负载平衡解决方案中添加冗余来防止负载平衡器成为单个故

障点。您可以在主被动配置中设置两个负载均衡器来实现这一点，跨两个负载均衡器使用

虚拟 地址。如果主动负载均衡器失败，它将会把故障转移到被动负载均衡器上。

 

提示： 应用程序将每个用户的请求在会话期间转到同一

个节点。如果请求转到不同的节点，用户可能不小心地注销，甚至可

能丢失存储在会话中的信息。因此，在负载均衡器上启用基于

的“粘性会话”（或会话关联性）需要将会话绑定到同一个节点。当

使用基于 的粘性会话时，您可以使用 应用程序发出

的 ，也可以使用负载均衡器生成的 。 

https://support.atlass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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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节点

应用程序节点是实际的 应用程序存在的地方。 集群中的每个节点必

须运行在相同版本的应用程序上，并且位于相同的物理位置。这些节点应该配置在一个集

群中，作为一个节点，为用户提供应用程序。集群中的节点数量取决于您的需求和配置应

用程序的方式。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集群来说， 个节点就足够了。但是使用节点大小调

整指南能帮助您做出正确的决策。

重要说明： 需要一个专门用于同步的应用程序节点，该引擎支持 中的协

作编辑。而 需要一个专用于 的附加应用程序节点，该节点可以进行代码

搜索。

文件系统

共享文件系统是存储产品所有基础内容的地方，就是存储附件、图标、用户信息、应用程

序和源代码的位置。

在 环境中，您需要将共享文件系统设置为自己的节点。您可以为共享文件系统

使用任何基于 的 或 程序。但要确保不要用到类似 这样的分布式协议，因

为暂不支持这些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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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升级到 ？

当你最终决定要升级到 时，你需要制定一个升级计划。您将需要尽可能多的人

员配置、计划和决策来管理整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并非每一次

升级都是相同的，因为某些步骤可能不适用于您的组织。

建设项目团队

选出合适的组员

升级到 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尽早组建合适的团队。

在组建团队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组织都像一片雪花：独特但又有相似的样子。根据

员工的可用性，技能集，员工资历和组织结构，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的团队配置。你可能会

发现一个人可以涵盖多个专业领域，或者你需要扩展你的团队。虽然你不确定要包括什么

角色和多少角色，您可以使用此指南来帮助您为项目确定组织中适合项目的人员。

如果您计划从 升级到 ，我们可以指导您！作为认证的 解决方案

合作伙伴，我们提供手把手的系统集成、配置和升级。

我们还将与您的团队合作，根据您的具体需要提供定制化的 软件。无论您有复杂的

要求或正在寻找现场帮助，请即刻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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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角色

应用管理员

应用管理员处理日常管理工作。他

们对产品有深入的了解，熟悉产品

的性能、可靠性，并评估和维护

中的应用程序。 他们

还可以与最终用户密切合作，了解

他们的需要，并提供支持或培训。

系统管理员

应用管理员处理从基础设施到应用

程序接口的所有事务，包括备份、

存储、网络和性能。

 
 配置职责 

·  收集所需的硬件（物理或虚拟）。

· 执行 应用程序的实际安装。

· 如果选择在集群中配置，请确保所有组件都正

常工作。这包括配置负载均衡器，确保数据库

可以连接到多个节点，设置文件系统。

· 将日志从磁盘上传送到日志聚合器

 
 部署期间的职责

· 在测试期间验证功能和性能，以确保

应用程序正常运行

· 升级时，确定包含哪些应用程序，并决定是否保

留未经 认证的应用程序

· 确保用户和权限在整个过程中得到正确的维护或

更改、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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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与业务部门有很深的关

系，知道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应用

程序来满足公司的目标。他们还知

道如何做出正确的权衡来维护应用

程序之间的治理。

高层管理者

考虑到升级到 所涉及

到的范围，高层管理者对项目的支

持是有用的。

  
 

配置职责

 

· 遇到障碍时的最终决策者

· 便于概念验证和生产推出时的预算审批

 
 配置职责 

·  通过关键里程碑和完成这些里程碑的估计日期

来保持项目的正常运行。

· 掌握进度，确保任务完成，解决跨职能问题

· 将项目进度及时传达给各关系方，并向最终用

户发布公告

· 与负责 的采购代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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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人员

除了这些角色，您可能还希望团队成员涉及一些其他的专业领域。根据您在 升

级的产品或配置的架构，您可能需要以下部分或全部人员：

网络工程 数据库管理

网络提供了 部署架构中

不同部分之间的连接。优化这些连接

将能确保您有一个良好的部署环境。

数据库专家保证数据库运行平稳。他

们了解大规模操作 所面临

的复杂性以及如何进行调整。

网络可靠性 安全

网络可靠性专家确保每个应用程序在

性能峰值时运行。有助于确保正常运

行时间，并在发生故障时使系统恢复

上线

通常有必要从安全的角度来测试和审

计您的系统是否是有利的。那些在安

全实践方面有专长的人将确保该系统

是安全并符合规定的。

 

提示：成立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由关键的高级用户和最终用户等

利益相关者组成，他们可以就产品在个人和团队层面的使用情况提供

反馈。他们可以同意升级，在治理变革上签字，或者帮助为新的定

制、应用程序等的请求进行优先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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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目标并团队团结一致

一旦您组建了项目团队，重要的是让所有成员在升级的业务、功能和性能目标上保持一致。

预先协调利益相关者保持步调一致可以确保更流畅的安装、测试和发布过程，这样您的团

队能够更有信心地将 部署到生产环境中。

记得协商好一个目标上线日期。您可能有一个要求你在某个日期前完成的业务计划，或者

一个对时间敏感的预算请求，要求您在某个特定的季度内完成购买。当您牢记这一点的时

候，需要去沟通并根据商定的目标日期建立您的时间表。

检查您现有的服务器环境

对服务器应用程序进行基准测试

对系统现有的功能和性能进行基线测量。这样，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您就可以通过与原始

服务器实例比较来衡量升级到 所期望的改进。

对服务器应用程序进行微调

即使您计划立即使用我们的功能（如归档和自定义字段优化器）来冷却您的实例，在升级

之前，您仍然需要对服务器应用程序进行优化。查看当前的服务器应用程序，并花时间识

别和纠正任何次优配置。早期在这方面的投入将有助于为您的 实例建立一个更

坚实的基础。

评估和更新治理

用户与应用程序的交互方式也会影响应用程序性能。在配置 之前，评估这些使

用特性，并确定是否需要对诸如进行 调用的脚本或其他集成设置限制，以保证性能。

检查已安装的市场应用程序

使用大量的应用程序可能会降低应用程序的性能。审计和删除对系统功能不重要的应用程

序是提高系统整体性能的关键。您还需要确保您的应用程序与 兼容，因为您的

应用程序需要升级到数据中心版本（如果有对应版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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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应用程序目前没有 版本，您可以继续使用您的 应用程序，一

旦推出相应的 版本，就会要求您对应用程序进行升级。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 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

记录当前流程

应用程序调优后，就需要记录服务器环境了。此文档可以帮助指导 部

署中的配置决策、影响流程修改，并确定配置后发现的问题是新的还是已经存在

的。

评估技术决策

超前的技术决策可以加快 产品生产准备环境的设计，这是根据组织的

需要量身定做的。无论您是否打算在集群或非集群环境中配置 产品，

都需要查看当前用于运行应用程序的基础设施，并考虑在 、 或您自己

的硬件上配置是否有意义。如果您决定在集群环境中配置， 你需要开始评估你需

要的额外组件，例如负载均衡器、文件系统和应用程序节点。花点时间确定您有

什么可用的，或者您可能需要购买什么。

选择适合您的 部署架构

使用 ，您可以灵活地在集群或非集群环境中配置 产品。

如果您决定在非集群环境上配置，就像输入许可证密钥一样简单，因为非集群

环境的基础设施与 基础设施相同。一个应用程序节点位于网络、数据库和文件系统

之间。通过将 许可证升级到 ，您可以利用 的关键特性，同

时继续使用与 应用程序已经使用的相同的基础设施，从而节省时间和一些额外的前

期升级成本。

您还可以在集群环境中配置 产品。在集群环境中， 产品位于负载

均衡器后面。集群中每个节点都可以作为您正在使用的任何 应用程序的活动实

例进行操作。

 

 

https://www.atlassian.com/licensing/data-center-approved-apps
https://www.atlassian.com/licensing/data-center-approved-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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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节点出现故障，负载均衡器将自动对会话进行故障转移，并将新请求定向到集群中任

何剩余的活动节点。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或完全避免停机时间。而且，由于对

集群中可以运行的节点数量没有限制，因此您的环境可以随着业务的增长和对 应

用程序的需求增加而进行扩展。

非集群

两种部署选项不分伯仲。在这两种架构中，您仍然可以访问 的企业级特性。您

选择的部署架构取决于您的组织需要什么。 如果您还处于计划阶段，那么移动到非集群

环境可以使您使用到 的几个关键特性，同时也让您有机会调查您

的组织规模是否在集群环境中部署更好。如果您知道您的工具很关键，而且您不能承受任

何停机时间，那么将 应用程序升级到集群 部署可能是正确的选择。

无论您的组织有什么要求，您都可以选择适合您和您的团队的方式来部署 。

非集群 集群



22 

 

 

关于哪种 部署架构更适合您的建议

关于决定哪个 配置体系结构最适合您，我们建议您考虑一下几点：

非集群 

 您不需要使用到 特性，不依赖于集群，比如零时间升级

 您对当前的 基础设施很满意，希望在不添加任何额外硬件组建的情况

下升级到

 对于高可用性的要求不高

集群 

 您使用的 应用程序是任务关键型的，并且需要高可用性和灾难恢

复支持

 您需要访问依赖于集群的 特性 

虽然非集群 是最简单的架构选择，但它有一些局限性。就像 安装一样，

您仍然是将应用服务器作为单点故障，因此它不能支持高可用性或灾难恢复配置。

与非集群架构相比，集群需要额外的基础设施和更复杂的部署拓扑，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

间和资源来管理。您可以通过在公有云基础设施（如 或 ）上部署来帮助减轻这

种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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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Help Tips 

Got a new license? 

New licenses aren't automatically 

执行并测试配置过程

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在配置之前，确保您已经评估

并确定了之前提到的团队、技术和其他关键因素。

如果您选择在集群环境中配置 应用程序，需要在升级之前构建集群。

构建您的集群

是时候构建 集群了。除了在集群中设置每个不同的组件（应用程序节点、负载

均衡器、数据库、文件系统）之外，还需要根据性能需求调整集群中的应用程序节点的大

小。

整理了一些您可以参考的示例配置。 不认可、批准或推荐任何特定的供

应商或配置。这些都是作为参考提供的。如果您需要更多关于配置最佳环境的知道，请马

上与我们联系以获得专业建议。

文件共享目录 负载平衡器 第一个节点 额外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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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产品

集群的主机都设置好了吗？似乎您已经准备好升级了。根据您计划安装的产品，我们建议

您阅读以下指南之一：

监测和扩展 环境

最后，为了有把握地将 配置到生产环境中，您需要运行一组迭代的功能测试、

集成测试和性能测试，以检查 安装。为未来做好准备，现在就采取正确的步骤

来维持和扩展你的环境。

测试

测试应用程序有助于确定基础设施是否能够在典型负载下支持足够的性能水平。 您需要预

测实际的使用模式和负载来进行有用的测试。我们创建了几个性能测试框架，不仅帮助您

进行自己的测试，同时也为您提供了关于我们如何测试我们自己的 应用程序的

见解。

· 性能测试框架

· 性能测试示例

监测

为了保证实例正常运行，您需要对其进行定期监测。要做到这一点，您需要知道要跟踪哪

些指标，为关键阈值创建警报，并为您何时完成它们制定计划。正确地执行此操作，您的

应用程序将会一直以最佳状态执行。

每个部署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为您提供了指导方针，以帮助您制定最适合您的环境的性

能监控计划。

· 从 监测开始

· 用于监控 应用程序的工具

· 是如何监控他们的企业配置

分级

初始部署之后，随着情况的变化和实例大小的增长，继续评估是否使用了正确的硬件和配

置来支持您的发展，这一点很重要。

https://confluence.atlassian.com/enterprise/data-center-performance-testing-939694288.html
https://confluence.atlassian.com/enterprise/atlassian-performance-testing-framework-935575100.html
https://confluence.atlassian.com/enterprise/atlassian-performance-testing-examples-946041214.html
https://confluence.atlassian.com/enterprise/how-atlassians-monitor-their-enterprise-deployments-947849816.html
https://confluence.atlassian.com/enterprise/how-atlassians-monitor-their-enterprise-deployments-947849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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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帮助您升级到 Data Center 做准备吗？我们来帮您！ 

 

作为 Atlassian 方案解决合作伙伴，我们进行实际操作的系统集

成、部署和升级。 

 

给您满足您需求的自定义解决方案。 现在就联系我们吧！ 



 

 

想了解更多关于 或 的产品和活动信息，请关注 官方公众微

信号： 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