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 IT
编排和简化多云环境
49% 的企业通过部署多个云环境来推动创新。1要想在今天的数
字时代开发更出色的产品和服务，多云环境至关重要。
如何在混合多云世界中简化 IT 管理？

®

如何有效管理多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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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管
理多云环境
如今，企业的 IT 部门都身负重任，需要在日趋复
杂且规模不断扩大的环境中完成更多工作。您的
IT 基础架构可以位于本地、云端或在集成了这两
者的混合平台之上。不过，您很可能正在多个供
应商提供的多个云环境中开展工作，因为现在有
71% 的企业都在使用三个甚至更多的云环境。2

来自不同供应商的云技术都有自己的操作和管理工具，
因此您可能会面临复杂性和成本增加的问题。新的 IT 管
理和多云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优化性能和访问；控制成本；
同时保护应用、环境和数据的安全，无论它们是在你的数
据中心内部还是在云端。

有效的 IT 管理意味着监控企业的所有信息技术
系统。优化和简化混合多云环境已成为企业敏捷
性的关键，而在多个供应商提供的多个云环境中
开展工作则可能会带来显著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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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多云环境：
IT 管理的核心要素
多云环境是绝大多数 IT 组织必须面对的现实。
尽管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的调研结果显示，98% 的受
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在多云环境中运营业务，但仅
有不到一半的企业制定了专用的多云流程。3

加快实现创新价值

精简 IT 环境管理流程

跨平台和供应商进行集成和管理

提升 IT 环境的安全性、
合规性和连续性

此外，许多企业使用的云服务数量都超出了它们的预期。
近 60% 的企业报告称，其组织内的独立业务部门最终积
累了多个云，从而造成了一个难以处理且实际存在的
多云环境。4
采用多云服务的企业其表现优于同行，实现了最初引领他
们拥抱云服务模型的关键目标：全面降低 IT 成本，提高
运营速度和敏捷性，以及改善 IT 与业务的契合度。5
因此，在未来，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采用混合多云方
法势在必行，而且理由很充分：部署了多云管理的企业所
获得的利润比还未部署的企业高出 67%。6
在您完成多个云环境的统筹协调之前，事实将证明这些
互不关联的异构环境是企业的负担而不是资产。
如何确保云环境始终是企业的资产？如何加入从多云部
署中获益的前瞻企业行列？通过制定合理的战略并依靠
强大的工具，企业可以在一站式视图中集成所有环境，
除此之外，还可以：

利用人工智能和数据获得差异化
优势

一体化多云管理解决方案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环
境选择，加强治理，并根据工作负载需求部署应用 –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一个仪表板上完成。
组建您的 Cloud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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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多
个云环境

多云解决方案的三
大关键功能

分散的工作负载。安全漏洞。有限的可见性。尽管将多云战略
纳入大型 IT 战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管理多个云环境的确
会带来诸多复杂事宜。这就需要制定额外的战略来优化性能、
控制成本和保护复杂的应用组合。

要引导业务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消除多云管理固有的
挑战，就需要一个合理的战略和正确的多云管理解决方案。

在多云环境中，企业需要一个自动化管理层，以便其业务可以
随着服务的拓展而扩张。为了满足企业上云的关键驱动因素，
即成本优化、快速创新和面向未来，您需要一个管理平台，
该平台应包含特定功能，并且能够与 IT 运营内外的一系列
其他企业管理系统轻松集成。
多云管理的十大最佳实践

具有以下功能的敏捷多云集成架构对于成功的 IT 管理
至关重要：
1. 可见性
了解业务应用组件在何处运行非常重要。您必须在相应的业
务背景下，监控不同 Kubernetes 环境中资源（例如，部署、
Pod 和 Helm 发布）的运行状况，无论它们是处于公有云还
是私有云中。
2. 治理
随着云原生环境在整个企业中迅速蔓延，DevOps 团队的
任务是确保根据企业的治理和安全策略来管理这些环境。
一站式仪表板可以为您提供一系列连贯一致的必要配置和
安全策略，用于管理日益增多的云原生组件。
3. 自动化
无论是云原生应用还是传统应用，通过端到端自动化高效地
管理和交付服务，同时支持开发人员构建符合企业策略的应
用，这些都十分关键。与之同样重要的是，采用灵活、一致的
方法在不同环境中部署应用，包括备份和灾难恢复选项，此
外还要有能力迁移工作负载。不仅如此，您还要能够在任何云
端将单个 Kubernetes 集群即服务进行供应、配置和交付。
高效的 IT 管理需要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实现集成，而正确的
多云解决方案则可以为您提供清晰的应用视图、内置的合规
管理支持以及自动化所带来的便捷和智能。

借助 IBM Services for Multicloud Management 管理混合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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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管理：
IBM 如何提供帮助
IBM 利用自动化以及开源工具和技术，为传统 IT 管理、
企业应用和混合多云部署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方法。这种方
法可以帮助提升业务连续性，改善安全与满足合规管理。

现在，在 Red Hat® OpenShift® 上运行的 IBM Cloud Pak™ for
Multicloud Management 同样提供这一功能。这是一款企业就绪容器
化软件解决方案，支持您采用开放式方法更快、更安全地将核心业务应
用迁移至任何云端。

IBM 多云管理平台将整个企业的云环境和服务管理功能
整合在一起，提供一站式管理体验，让您能够在协作式自
助 IT 环境中使用、编排和管理多个云环境。

IBM Cloud Pak for Multicloud Management

在 IBM 多云管理平台中，IBM Multicloud Manager 以
其内置的安全与合规功能，支持您监督公有云或私有云
上的多个 Kubernetes 集群，此外还提供：

结论
尽管您的企业可能已经使用了多个云服务，但它是否拥有正确的发展策
略来充分释放云计算的强大能量？您的策略是否有助于加速创新，并提
供至关重要的可见性、治理和自动化功能来助力 IT 运营收获成功？
借助 IBM 的多云解决方案，您可以简化、统筹和优化从本地到边缘
的多个云环境，并在扩大业务优势的同时优化成本。了解智能运营、
应用和多云管理解决方案如何提高敏捷性和灵活性。

管理多云环境的一站式用户
体验

持续变更管理，让企业与更大的
云生态系统保持同步

开放式框架，避免被云供应商
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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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了解有关 Red Hat 的更多信息
降低 IT 支出并推动创新。

多云管理的十大最佳实践
全新多云世界正在改变 IT 的面貌。

管理你的多云架构
了解如何通过一致方式管理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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