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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云端优势，拓展电子商务
IBM 公有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开展云端电商业务所需的
专业知识和基础架构。

全天候业务支持

确保客户数据安全

我们的在线商店遵循全天候运营原则，在线电商没有"停止运营" 时

考虑到数据漏洞、身份信息盗用等方面的因素，消费者会对在线购物

间来完成维护等任务。同时，我们也会考虑瞬息万变的购物需求，

的安全性产生质疑。不论您的企业是专注于处理支付信息，还是存储

尽量做到万无一失。IBM 公有云 能够帮您做好应对流量高峰的准

了地址、电话号码等客户数据，能否让客户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产生安

备、延长正常运行时间、保证客户数据的安全，以及按需进行扩

全感始终是开展各项业务的基础。

展。而且，实现这一切都完全不需要您耗费成本拥有和自己运营基
础架构。

对此，IBM 公有云 将协助您制定内部控制流程，确保各个环节均与
合规要求相符。同时，我们也会为您提供有助于推动创新的网络，以

此外，我们还会根据您的需求，按小时或按月提供 IBM 公有云 虚

及高级硬件技术，最大程度地降低数据中心及服务器暴露给外部的风

拟服务器及裸机服务器。您可以根据当前的规格要求，配置裸机服

险。

务器，以便获取所需的性能支持。当然，您也可以根据云环境的情
况，添加虚拟服务器，以便提升部署速度及灵活性。
必要时，您可以扩展计算能力，甚至按需添加负载均衡器、防火墙
等服务来提升性能和安全性，而无需担忧由此产生任何宕机情况及

帮助您确保数据安全,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长期负担。借助我们的自动化平台及独特的网络设计，您将能够实

我们不仅会为客户提供不同层级的标准安全功能，还会再根据客户需

现与解决方案的全方位无缝整合，并通过单一管理系统提升可控性

求提供附加安全选项。此外，我们也会以您的需求为出发点，创建定

水平。

制型安全概要文件，提供一系列配备有入侵防御系统 (IPS) 及入侵侦

安全、效率、可扩展性及成本是实现
24/7 全天候运营的基本要素。构建在
IBM 公有云上，您可以全天候开门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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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系统 (IDPS) 的软件、多重保护支持达 1 GB 的防火墙、用以与客
户建立加密连接的 SSL 证书，以及用作基础架构附加安全层的 Intel®
Trusted Execu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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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扩大客户覆盖面
如今，选择在线购物的消费者人数在逐年递增。消费者只需进行简

借助高速、全球一体化的 IBM 公有云 网络架构，您将能够最大程度

单的点击操作，便可浏览各类产品并按需选择，他们再也不必为停

地提升页面加载速度，轻松满足客户的各项需求。我们会对公共、私

车位紧缺、排队结账而烦恼，也不需要担心因来回奔波于各家实体

有及管理网络实施流量分割，以期实现顺畅、高效的数据迁移。

供应商而耗费过多的时间。

IBM 公有云 全球网络

不过，在线购物虽有诸多优势，但因延迟或宕机而造成的页面崩溃
依旧会让消费者懊恼不已，而这也很可能对销量及营收造成非常不
利的影响。

•

面向公共互联网，提供 2,500 GB 以上的连通性支持

•

在 IBM 公有云 数据中心与网络 PoP 之间实现 2,600

每一秒页面加载的时间都可能是您提供

GB 以上的连通性支持
•

给客户离开您的线上商城的机会.。

凭借面向全球的广泛互联支持，IBM 公有云 网络现
已拥有 4,000 万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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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和网络接驳点
网络接驳点
新位置
专用网络
专用网络扩展
1

当前网络接驳点；未来数据中心

2

未来数据中心和网络接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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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扩展或自动扩展
不论您是在筹划运营全新的在线商店，还是希望通过添加服务器来
提升性能水平，以便应对假日购物高峰，我们都能够根据您的需

虚拟服务器
按需扩展虚拟云服务器，满足流量高峰期的站点负载需

求，提供适于任何在线业务的服务器。通过使用我们的标准配置，

求。

您只需短短 5 分钟时间，便可启动运行虚拟服务器，而启动运行裸

裸机服务器

机服务器的时间也不过 20 分钟。

提供定制型配置，最大程度地提升数据库性能。

在难以衡量电子商务访问量的情况下，Auto Scale 将为您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信息，以便您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同时，明智地选择是否

负载均衡

需要增添或删除服务器。Auto Scale 是为我们的所有客户提供的

通过在本地或全球的资源间分发流量，提高应用或站点

一项免费服务。您可以根据使用需求或预期需求，在必要时购买所

的可用性和性能。

需的资源。不论流量大小、使用率高低，您完全可以在掌控需求的
情况下，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

即用即付
节省成本，是您和客户的双赢
。IBM 公有云 自动化平台能够帮助您全面掌控基础架构，按需执
行伸缩操作。而对于私有网络，我们将提供无限制带宽支持，您可
以选择按月支付或按小时支付。无承诺负担长期。

裸机服务器

虚拟服务器

针对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提供高性能及可靠性支持

针对高可变性工作负载，提供灵活性及可扩展性支持

单租户

单租户与多租户

公共网络 - 出站带宽

公共网络 - 出站带宽

起价：$0.09/GB*（按月购买，即提供 500 GB 免费容量）

起价：$0.09/GB*（按月购买，即提供 250GB 免费容量）

公共网络 - 入站带宽免费
私有网络及管理网络 - 入站/出站带宽：免费
无限制畅聊及话务支持：免费

* 带宽定价取决于数据中心所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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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解决方案

与 IBM 公有云 携手拓展电子商务，以业务效率为关注重点，而非基础架构。通过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您将能够随时根据工作负载要
求，在提升页面响应速度的同时，改善购物者体验。
提升节假日期间的流量支持 - IBM 公有云 自动化平台可按需提供

提升页面加载速度，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网站使用体验 - 由于门户响

公共云服务器或私有云服务器，以便应对季节性流量高峰。

应速度及带宽升级是整体性能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会将 IBM 公

面向全球客户群，提供快速内容加载支持 - 借助 IBM 公有云
CDN，您可以通过 21 个云端节点，就近为客户提供 GB 级内容。
借助 I/O 应用，降低云端性能损耗 -IBM 公有云 专用服务器具备优
质 RAM 配置和 CPU 配置，可确保计算密集型应用的性能稳健性。

有云 CDN 定位于如何迅速、有效地向用户提供内容。
降 低 IT 基 础 架 构 及管 理 所需 的 成 本 - IBM 公 有 云 Managed
Hosting 可支持数据库监控及管理支持，以便用户能够进一步缩减管
理基础架构所需的成本。
确定后备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业务发展 - IBM 公有云 可提供企业
级自动化后备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业务发展。

关于 IBM 公有云
IBM 公有云可通过各个数据中心及全球网点提供云基础架构即服务。我们的客户范围从网络初创企业到全球企业。
我们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涉及裸机服务器、虚拟服务器、联网、大数据解决方案、专用云解决方案等各个方面。我们的独特优势在于，在业内
率先采用 Network-Within-a-Network 拓扑结构，提供不受带宽限制的访问支持。不仅如此，我们还可提供易用型客户门户及性能稳健的
API，以便用户能够以完全远程的方式，访问所有产品及服务管理选项。

了解更多 IBM Bluemix Infrastructure 公有云 信息：
访问官方网站： https://www.ibm.com/cloud-computing/cn/zh/newinfrastructure/
拨打免费海外业务公有云咨询电话： 400-065-6183（工作日 9:00-17:00）
发送电子邮件至： ibmcloud@cn.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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