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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
借助 IBM Cloud 技术助力企业实现行业领先的
链接管理
通过迁移到 IBM® Cloud™ 环境，Bitly 建立了一个高度可扩展的托管

结果
• 250 亿个数据融合链接
从单个托管站点迁移到 IBM Cloud 基础

平台，确保面向全球各地企业客户的低延迟交付。在此过程中，该公司
与 IBM 建立了价值无可估量的合作关系，两家企业在创新型销售与营
销计划方面展开了密切合作。

架构，该基础架构的数据中心遍布全球

业务挑战

• 10 亿个用户交互数据集

为了继续推动作为企业级解决方案的链接管理平台的不断演变，Bitly

存储并托管在一个灵活的、成本高效的

需要与一家云提供商合作，该云提供商要能够提供强大的技术并确保全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环境中

球数据中心覆盖及行业专业知识。

• 实现了 IT 运营转型

转型

可根据业务增长进行扩展，确保成本控
制并使宝贵资源专注于新产品的开发

Bitly 迁移到了 IBM Cloud 环境，建立了一个可扩展的托管平台，确保
了面向全球各地企业客户的低延迟交付，并与 IBM 建立了价值不可估
量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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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故事

“我们研究了云托管市场上的所有大型厂商。所

对企业级规模的需求

有研究结果都重新指向 IBM Cloud。在整个迁移
过程中，IBM Cloud 团队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支

2008 年，Bitly 发布了智能链接缩短技术，该技术很快就成
为了行业标准。Bitly 的平台不仅可帮助用户缩短社交媒体

持。IBM 极其擅长提供合作伙伴管理服务，因

贴文、Web 内容及短消息服务 (SMS) 文本冗长的 URL，还

此，作为一家初创企业，我们在发展壮大的过程

可帮助企业改善品牌可视性，提高点进率并分析用户线上行

中并未迷失方向。”

为。

- Rob Platzer，Bitly 首席技术官

Bitly 首席技术官 Rob Platzer 介绍说：“Bitly 创立的初衷在

转型故事

于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即：如何缩短链接。但是链接缩
短很快就变成了企业进行品牌推广、建立客户关系的一种工

强有力的合作

具。”

针对云基础架构解决方案发布请求建议书 (RFP) 后，Bitly 评

这些年来，Bitly 一直在升级产品，以满足对前沿企业功能

估了多家领先的全球提供商的产品。“我们研究了云托管市场

的需求。“Bitly 化身为企业产品，成为了一个链接管理平

上的所有大型厂商，”Platzer 说道，“所有研究结果都重新指

台，提供数据和工具，供营销人员控制客户体验，”Platzer

向 IBM Cloud。”

解释道。

IBM Cloud Platform 提供强大的裸机服务器技术，并且数据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Bitly 发现不断增长的业务也给企业

中心遍及全球，因此，它能为 Bitly 提供所需的高性能托管解

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一家初创企业，Bitly 问世已有多

决方案，以支持其作为企业持续增长。此外，该初创企业高

年。我们发现，我们的客户真切地期望我们转型为企业公

度赞赏了 IBM 团队的响应速度，对于与 IBM 建立战略合作关

司，”Bitly 首席产品官 Matt Thomson 指出，“我们需要从全

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球的角度思考我们的规模和交付能力。”

“ 我 们 和 IBM 一 起 ， 通 过 不 懈 的 努 力 实 现 了 这 一 目

Bitly 要想转向企业级交付模式，他们需要从基础的 IT 运营

标，”Platzer 表示，“合作的大门自此打开，我们发现了一个

入手。“我们需要升级平台背后的技术基础架构，”Platzer 表

通过云互动与 IBM 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机会。在合作初期，我

示，“我们通过单一接入点 [POP] 租借数据中心环境。我们

们就进行了互相了解，并就重要事项作了多次会谈。”

以传统方式采购硬件，购买多个服务器，然后必须在三四年

随后，Bitly 与 IBM 签订了协议，旨在将整个基础架构（包括

的租用期间使用这些投资的技术。每当我们作出技术决策，

250 亿个数据融合链接）迁移到 IBM Cloud 托管环境。然

想要发布新产品时，我们必须在内部进行一些交换，才能完

后，Bitly 需要迅速行动起来。

成这一任务。”

“一旦我们下定决心告别以往的数据中心，我们就必须在一定

为了获得更敏捷、更经济高效的 IT 基础架构，Bitly 开始计

的时间内完成迁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非常复杂的

划实施云迁移。“我们希望采用云模式。这种模式应该采用

任务，”Platzer 坦言，“我们拥有数百个微服务。我们基于数

即用即付定价模式，能够向上和向下扩展，覆盖全球更广的

百个服务器运行，每分钟需要处理数十亿消息和数据块。但

范围，并且能够在地理上分布至更多接入点，”Platzer 解释

是，在整个迁移过程中，IBM Cloud 团队为我们提供了极大

道，“但是，我们的很多平台都是为裸机服务器构建的。最

的支持。有些团队成员甚至堪称真正的英雄，他们随叫随

终，我们想要以低风险的方式迁移至裸机安装，这样就可享

到，没日没夜地与我们一起完成部署。”

受云带来的所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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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将基础架构迁移到华盛顿的 IBM Cloud 数据中心

IBM 组建了一支优秀的团队来与 Bitly 合作，这支团队负责快

后，Bitly 又开始评估其他位置的数据中心。“我们正在将我

速实现愿景，推进项目。“过去，光是与合作伙伴一起开发业

们的基础架构分散至不同的地理位置，我们正在研究还有哪

务就需要 3 个月的时间，”Thomson 指出，“但是，我们能立

些 IBM Cloud 数据中心能够为我们所用，”Platzer 阐释道，

即与 IBM 的开发人员投入工作，在 2 到 3 月的时间内开发出

“首先，我们希望将部分无状态设备虚拟化，然后隔离一两

一些成果。我们能够快速筛选出合适的人选来负责实施，这

个影响力最大的数据中心，在这些数据中心搭载我们的边缘

一点至关重要。”

服务器。”

Bitly 与 IBM 的合作还带来了一些其他的创新机会。“在初创企

Bitly 及时与 IBM 和虚拟化领导者 VMware 建立了合作关

业的世界里，确定事情的轻重缓急非常重要，因为您不可能
一蹴而就，”Thomson 说道。“过去我们将数据当作一项闲置

系，以发布 IBM Cloud for VMware Solutions 产品组合。

资产，现在我们正在询问 IBM 数据能用于哪些强大的新用

借此，他们获得了一个理想的平台来运行虚拟化概念验证

例。”

(POC)。“IBM 宣布与 VMware 达成合作，我们随即直接进
入测试阶段，”Platzer 表示，“我们获得了一些开发人员许

他们提出的想法包括以下计划：将 Bitly 数据与 IBM 针对线上

可，并运行了为期 1 个月的概念验证，旨在验证我们能否在

用户的销售工作结合一体。“我们发现，每个月 2.6 亿用户的

裸机服务器上将多个托管虚拟化，并实现所需的性能。”

点击率提高了至少 5 倍，也就是说，单个用户每月点击 Bit
链接的次数提高了至少 5 倍，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

除了将关键的工作负载虚拟化外，Bitly 还想要部署更灵活

点，”Thomson 解释道，“因此，我们正在研究那些点击了

的存储平台来满足扩展基础架构的需求。借助 IBM Cloud

B2B [企业对企业]市场上一系列不同链接的潜在 IBM 买家，

Object Storage 服务，该公司构建了高度可扩展的解决方

并且正在执行 POC，以期将这些数据植入 IBM 面向线上媒体

案，以更轻松、更经济高效地管理迅速膨胀的数据环境，其

的实时购买平台。”

中包括超过 10 亿个与 Bitly 用户交互有关的数据集。

此外，Bitly 预测还将继续利用认知技术发展其产品，目前，

在整个基础架构转型过程中，Bitly 与 IBM 密切合作，同时

他们已经在 POC 环境中探索 IBM Watson 服务。“Bitly 正在

还探讨了其他机会，以便战略地集成产品与服务。“IBM 极

处理海量受众数据，下一步，我们将使得这些数据更具可执

其擅长提供合作伙伴管理服务，因此，作为一家初创企业，

行性，”Platzer 表示，“我们的策略是着手增加认知增强技

我们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并未迷失方向，”Thomson 评价

术，提高数据的价值，然后将数据传输到客户能充分利用的

道，“IBM 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比如他们给我们做了

位置。”

很多介绍，并帮助我们建立了跨部门的合作。我们双方都在
努力将这个供应商交易变成更广泛的战略合作。”
在不断探讨 IBM Watson® Campaign Automation 平台
后，Bitly 和 IBM 瞄准了一个双赢的业务场景。“由于 IBM
的云营销工具提供了一些 SMS 交付功能，但是尚未提供衡
量 SMS 消息的指标，这 使得我们发 现了一个 共同的需
求，”Thomson 表示，“我们的链接能够提供这样的指标。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战略方式掀起在 SMS 消息内融合 Bit
链接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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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进展

构建有利的网络是 IBM Business Partner 计划的一个关键焦
点。“通过将 Bitly 这类企业推介给类似的行业合作伙伴，我

日以继夜的转型

们能够围绕基于 IBM Cloud 运行的解决方案，建立类似中

事实证明，从传统的数据中心环境迁移到 IBM Cloud 托管

介的新合作关系，”IBM 业务开发高管 Amanda Stout 说

基础架构给 Bitly 的 IT 运营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力。“区别

道，“IBM 本身就是技术的消费者，但是我们也会帮助企业

在于我们能够日以继夜地实施迁移，”Platzer 表示，“我们

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增加价值，建立双赢的合作关系。归根

将机架的配置周期从 6 周缩短到了 4 个小时的 SLA [服务级

结底，这需要合作伙伴彼此以及与 IBM 通过全新且有创意

别协议]。我们只需点击一下即可实施服务器的机架与堆

的方式开展合作。”

栈，在数小时内上线运行，按月付费，如果想降低容量，我

对于 Bitly 来说，他们与 IBM 围绕创新型联合计划开展协作

们也可以向下扩展。”

是一次独特的经历。“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全球最糟糕的事

灵活的 IBM Cloud Platform 为成长型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

情就是花费大量时间与大公司打交道，”Thomson 抱怨道，

本效益。“能够向上和向下扩展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控制成

“我们发现在与该领域的其他企业共事时，我们不得不与不

本，”Platzer 指出，“如果某个产品功能很少使用但又耗资

同的角色接洽，这相当浪费时间。一直以来，IBM 最擅长的

巨大，我们也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清晰地衡量该功能。我们

就是更快速地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对接人员。”

可以快速完成评估，阐明这些成本，从财务的角度来看，这

对于 IBM 来说，与 Bitly 的成功合作证明他们能够有效地突

对于企业管理影响巨大。”

破传统界限，并与 IBM Business Partners 密切合作，满足

借助 IBM Cloud Platform 预配置的基础架构选项，Bitly 减

客户和行业的需求。“我们与 Bitly 的合作证明，IBM 与其合

少了花在管理性任务上的时间，将 IT 资源重新聚焦到更高

作伙伴能够携手创造新价值，”IBM 首席数字官 Bob Lord

价值的活动上。“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将每种特定的微服务

认为，“我们期待继续推进与 Bitly 的合作，开展联合创新，

迁移到完全按我们想要的方式配置的新硬件上就是一场巨大

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的胜利，”Platzer 解释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工程师
能够更迅速地解决资源使用问题、硬件问题、硬件故障，或
常见的警报和系统资源限制问题。我们减少了解决问题所花
的时间，将更多时间放在开发新产品上。”
此外，IBM Cloud 基础架构提供 Bitly 所需的广泛的数据中
心覆盖面和强大的网络，从而在全球任意位置都能实现低延
迟的交付。“70% 的 Bitly 流量都需要跨国。我们发现每月
90 亿 次 点 击 中 ， 近 70 亿 次 点 击 来 自 美 国 以 外 的 地
区，”Platzer 表示，“能够通过高速光纤网络将 46 个 POP
互联，这一点相当吸引我们。”
与 IBM 的合作不仅能为 Bitly 提供所需的高性能托管平台，
用于响应不断扩展的运营，还能提供宝贵的连接和支持，满
足企业持续发展的需求。“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更稳健的基础
架构，提高整个企业的可扩展性。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企业发展所带来的问
题，”Thomson 坦言，“我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尝试建立战略
性渠道合作关系，而 IBM 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能为我
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和额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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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itly

采取下一步行动

Bitly 成立于 2008 年，该公司每月会优化针对 3 亿个链接

如欲了解有关 IBM Cloud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和流程的 90 亿次点击并提供相关智能，这些点击来自社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 IBM Cloud 网站：

交媒体、电子邮件、短消息服务和几乎所有其他的数字渠

http://www.ibm.com/cn-zh/cloud/。

道。通过提供品牌链接、移动深度链接以及全渠道营销追

•

IBM® Cloud™

品牌跨越日益复杂的数字架构洞悉和管理客户体验。作为

•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IBM Business Partner，Bitly 是一家私营企业，总部位于

•

IBM Cloud Virtual Servers

•

IBM Cloud for VMware Solutions

踪和实时分析，该公司的企业解决方案能帮助当今的领先

纽约市，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丹佛和科罗拉多州成立
了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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