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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引言

引言
如今，企业都认同一点：人工智能 (AI) 为他们
提供了开展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捷径。大多
数企业已经在测试、采用和实施 AI，并释放 AI
的所有潜能。结果就是，企业的 AI 解决方案投
资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大幅增加。

每个成功的 AI 项目都会经历一个多步骤流程，
这个流程的第一步是拥有正确的数据，最后一步
是广泛使用 AI。

40%

到 2019 年，40% 的数字化
转型项目将使用 AI 服务 1

47.9 亿美元
2019 年用于 AI 的 IT 存储开支达到了 47.9 亿美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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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数据管理。假如开发人员需要不断测

这也就难怪很多企业不知道如何推进下一步工作，也不清

与框架能帮助您直截了当地交付您的首个 AI 项目或概念

试、重复使用和扩展数据集，以提高 AI 模

楚如何以最佳方式让 AI/机器学习为己所用。这也是 IBM

验证。但是，企业在支持 AI 开发团队或者部署和扩展生

型准确性，那么如何整理和跟踪 AI 项目中

全程助您一臂之力的原因。

企业在采用 AI 时会碰到挑战。开源和商用开发人员工具

产 AI 工作负载时，却面临挑战

•

1。

数据量和数据质量。AI 离不开高质量、多样化且

的数据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

增，这意味着，他们对高技能专家的需求

源中识别正确的数据集是一项棘手的工作。

也将随之增加。由于 AI 依然是一个相对新

作负载时，数据量和质量、高级数据
管理以及技能缺口是他们面临的核心
挑战。

技能缺口。企业对 AI 服务的需求与日俱

带标签的数据输入。从有动态数据特征的多个数据

企业在支持 AI 开发团队或部署 AI 工

的领域，企业很难找到经过培训的人才和
最佳实践，来提高数据科学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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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IA（信息架构），不 AI
摄取

AI 管道指的是您摄取、整合和分析数据乃至最终训

整理

分析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练模型以便从数据中生成 AI 驱动型洞察力的方式。
AI 管道对于高效的数据科学至关重要。AI 管道的效

输出洞察力

临时存储

率与您利用正确的 IT 基础架构解决上述挑战直接相
关。
经过训练的模型

输入数据

全球摄取

分类和元数据标记

Hadoop/Spark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数据湖

准备 | 训练 | 推理

推理
快速摄取/实时分析

ETL

归档

统一的数据访问

数据吞吐量性能

通过支持容器，提高敏捷性

数据孤岛是阻碍企业高效利用数据，尤其是在 AI 领

AI 模型的准确性取决于良好的数据输入和充足的

通常企业在容器内管理 AI 项目，因为容器具有轻

域高效利用数据的一大障碍。实施 AI 项目时，收集

计算资源，以供分析 AI 时使用。图形处理单元

量级、可快速部署的特性，可与多个程序和脚本一

数据是最耗时的阶段。您投资的数据集整理和分类

(GPU) 常用于 AI，因为 GPU 能够快速分析大型数

起使用。要想从初期试验迅速扩展至生产级别的

技能应该应用于所有 AI 项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据集。IT 基础架构必须搭配存储性能，才能匹配

AI ， 您 需 要 采 用 能 与 Kubernetes 和 Red Hat

您需要一个满足以下要求的数据和存储基础架构：

计算资源使用数据的能力。同样的，获取实时洞察

OpenShift 协同运行的永久性存储。容器不仅能简

最小化延迟；提高效率；在多个项目中启用通用、

力可能会用到流数据，这需要能够正确分发数据工

化开发，还能提高 IT 基础架构的敏捷性，以应对企

共享的数据，并支持各种数据分析工具。

作负载的属性。

业 AI 服务需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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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强大的基础
开发 AI 实践看似复杂，但实际并非一定如此。如果其
构建基础稳固，那么 AI 项目将变得更加简单，也更易
成功。面向 AI 的 IBM 存储提供了这样的基础，同时
还提供了一系列产品，旨在帮助您解决与部署 AI 工作
负载有关的重大业务挑战，进而快速提高 AI 生产效
率。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赋予了云原生应用和
AI 框架性能与可扩展性。这是一个安全的软件定义
存储平台，它能够轻松将容器和吞吐量从 TB 级扩展
至 EB 级。假如团队使用的是需要数据安全性或高性
能本地数据的最新云开发环境，那么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是他们的理想选择。

IBM Spectrum® Scale

了解有关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的更多信息

IBM Spectrum Scale 是一款高性能文件系统解决方
案，它能够自动随着存储基础架构的扩展而扩展，并确
保存储基础架构的统一。它是一款软件定义解决方案，

IBM Spectrum Discover

通过快速、高效地将文件数据移动至最佳存储层，实现

IBM Spectrum Discover 是一个现代化的元数据管

性能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借助 IBM Spectrum Scale，

理软件，它能够跨越多个存储平台（包括公有云）快

您可以安全地收集和整理数据，利用统一的数据基础，

速摄取、整合和索引元数据。借助 IBM Spectrum

简化 AI 的采用，访问任意位置的数据。

Discover，数据科学家和存储团队能够对元数据实

了解有关 IBM Spectrum Scale 的更多信息

施有效的统一、编目及扩充操作，进而从非结构化数
据不断增长的各种存储中挖掘更多洞察力，最终提高
生产效率。
了解有关 IBM Spectrum Discover 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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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建立竞争优势
利用数据的力量，实现巨大的竞争优势。AI 是解锁数据价
值、以创新方式变革企业的钥匙，具体方式如下：

• 预测和重塑未来结果
• 优化员工队伍，让员工从事更高价值的工作
• 实现决策、流程和体验的自动化

L7 Informatics
用于突破性研究的高性能 Genomic Cloud

基因组学指的是有机体的整个 DNA 组研究，这门学科需
要科学家处理海量数据。因此，很多组织都在困斗于自己
生成的大量数据。

• 重构业务模式
L7 Informatics 与 IBM 携手，合作构建高性能计算 (HPC)
下面我们将介绍 IBM 客户如何使用 IBM 存储解决方案，改

环境，进而利用 IBM Spectrum Storage 技术，以便：

进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加速 AI 之旅，并实现企业转
型：

• 统一数据
• 处理大量非结构化数据
结果：

• 提供对数据的并行访问，同时消除瓶颈

运行时缩短 96%

• 提供内置分层，支持数据的灵活移动
• 允许从实验室无缝迁移至云端，用于分析和长期存

基因组分析管道的运行时缩短 96%

1/3 的成本

储

大规模执行同样的工作，其成

本只相当于商用解决方案的 1/3

2 周 从概念设计到功能全面的云端 HPC 环境只
需2周
阅读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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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大学

我们支持多个领域的研究，包括利

通过管控数据，推动创新型研究的发展

用和开发各种技术来使用 AI 和深

当今的研究模拟生成的数据量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

度学习。比如，我们与诺丁汉大学

的。为了满足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伯明翰大学部署了 IBM

合作开展 Centre of Membrane

Spectrum Scale 和 IBM Spectrum Protect，旨在：

Proteins

and

Receptors

• 提供跨越多个存储系统的单一数据管理平台

[COMPARE] 项目。通过分析最新

• 在匹配工作负载与平台时，做出性价比更高的决策，

一代显微镜生成的超高清图像，该

避免因复杂性的增加而失去可控性
• 允许研究人员在适当的位置部署应用，即时获取数据

项目能够为更好地预防和治疗心血
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与癌症提供
启示。
Simon Thompson，伯明翰大学研究计算基础架构架
构师
阅读案例研究

预约专家

产品官网

咨询电话：4006692039

38

05 | 结语

结语
AI 之旅起步于一个成功的概念验证，然后迅速扩展

面向 AI 的 IBM 存储能够端到端地优化数据管道，进而

至整个企业。为了成功驾驭 AI 之旅，您首先应该建

改进数据治理，加速获取洞察力。通过结合利用行业领

立强大、敏捷且经过优化的 IT 基础，该基础应能够

先的产品、创新成果和经过验证的领导力，IBM 能帮助

满足独特的数据要求，提高生产效率和采用率。理

您构建所需的基础架构，用于管理数据，处理 AI 工作负

想的存储平台必须交付 AI 项目要求的性能、可扩展

载，发挥 AI 的潜能，最终更深入地挖掘洞察力，获得更

性和灵活性。您在建立基础时所制定的决策将产生

卓越的业务成果。

深远的影响，它们会影响您在 AI 之旅的每一步，甚
至最终决定您的成败。正因为此，从一开始就拥有
理想的合作伙伴这一点至关重要。

了解面向 AI 的 IBM 存储如何帮助贵企业步入
从数据摄取到洞察力的快速通道。
探索面向 AI 的 IBM 存储

资源
1.

IDC Worldwide Storage for Cognitive/AI Workloads Forecast, 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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