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Cloud
解决方案简述

借助 IBM Cloud Private
和 Data Science
Experience Local，打造
您的互联世界
利用最佳开源工具和 IBM 专业技能，驾驭数据
科学的艺术
引言
•

亮点

我们被数据所包围，但是我们必须通过数据科学家才能将这些数据转

统一无数开源组件和 IBM 技术，

化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数据科学团队必须

为数据科学团队提供工作所需的工

拥有正确的工具，比如，一个强大的集成式平台；同时，若要满足数

具
•

•

在高度安全且可扩展的私有云平台

据敏感性要求，该平台可能需要管理由客户控制且高度安全的环境。

上享受公有云的优势

IBM® Data Science Experience Local 为数据科学家及其团队提供了一

提供灵活性，让您能够在单一部署

个协作式平台。通过 IBM Cloud Private 交付的 IBM Data Science

模 式 下 利 用

Science

Experience Local 不仅为数据科学团队提供所需的工具，还帮助他们

Experience 开发应用，并将应用

在企业内部部署这些工具。基于 IBM Cloud Private 的 IBM Data

投入生产

Data

Science Experience 融合了无数开源技术和 IBM 技术的精华，能帮助
数据科学团队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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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内部和云端实现一切事物的互联

更智慧、更快速地开展团队工作

借 助 基 于

Data Science

IBM Data Science Experience Local 提供了一个统一无数开

Experience，您能够开放您的现有资产、专业知识和流程，

源组件的平台，帮助数据科学家与同行围绕项目开展协作，

支持更加敏捷的消费模式，进而推动创新，满足业务需

一起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能够共享知识与代码，帮助

求。以容器技术、Kubernetes 和 Cloud Foundry 为基础，

他人加速推进数据科学的发展，或者获得同行对自己工作的

企业能够加速采用容器技术作为战略要素，提高应用开发

建议。数据科学家能够与整个社区共享他们的笔记本，向社

人员的工作效率，解放开发团队，实现快速、敏捷的应用

区的其他成员展示成功方法或者获取他人对自己工作的反馈

开发。

意见。

借助自动化的内置仪表板和分析功能，您能够管理多个云

此外，IBM Data Science Experience Local 中包括共享数据

端的应用和服务，提高灵活性，获得更多选择。针对连接

集、许多教程和指导性文章，确保新的数据科学家和团队能

API 和数据，同时监控、记录和管理事件这类关键功能的执

够获得上述工作所需的一切。此外，有经验的数据科学家还

行，新增了一些必需服务，为快速生成优质代码和加速实

能利用这些资源，尝试新方法。因为 Data Science Exchange

现业务价值奠定了基础。

旨在提供现成的预配置数据科学平台，所以，用户不需要担

IBM Cloud Private 的

心数据科学工具的安装、设置和维护任务。

它结合了两者的优势，能帮助企业借助私有云的力量，采
用新的技术和 DevOps 模式，开发和部署新的云应用，并
且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平台上完成。

2

IBM Cloud
解决方案简述

为什么选择 IBM Cloud Private？

更高的合规性与管理效率

IBM Cloud Private 的设计宗旨是帮助您在当今的数据大爆

•

炸时代解决问题、创造机会，为您提供：

功能

业务创新
•

•

•

•

投资保护

码库、部署、测试自动化与生产提升

•

采用下一代的云软件，能够防范或推迟风险性应用变更

能以虚拟化的方式无缝集成到 IBM Public Cloud，旨在确

•

能够实现现有遗留应用的现代化，同时确保与新应用的集
成

创新技术

•

提供软件与服务类目，便于开发人员和运营团队更自信地
将应用迁移到新版本和云端

集成

您是否准备试一试？

有助于轻松访问平台及其他服务，可帮助开发人员在云环
境内部及之间实现轻松集成

•

数据和应用的管理、备份和恢复

新的集成式 IBM 与开源 DevOps 工具与服务，可用于代

保您可以安全地访问和集成认知/AI、区块链、物联网等

•

可实现高度安全的公司数据与合规性管理，确保符合政府
法规和/或行业标准

新的基于微服务的应用，可提供动态可扩展性与可变需求
管理，便于您更轻松地实现构建、部署和管理

•

专为微服务的监控、安全保护与规模化运营设计了一系列

安装免费的 IBM Cloud Private Community Edition：

提供服务类目及集成工具，可为内部和外部开发人员提供

www.ibm.com/marketing/iwm/dre/signup?source=urx-

高效协助

19310&S_PKG=ov60811

有关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及 IBM 数据科学体验 (Data Science
Experience) 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ibm.com/data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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