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 AI 的儲存設備：

從吸收內容到獲取見解
的快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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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今日的組織都同意 人工智慧 (AI) 是邁向創新
及產能的快速之路。大多數的組織都已經

在測試、採用、實作 及實現 AI 的完整潛能，

因此 企業對 AI 解決方案的投資預期在 未來數年
將會大幅 增加。

每個成功的 AI 專案都經歷過 多步驟程序，

此程序從 擁有正確的資料和進度來廣泛使用
AI 開始。

40%

的數位轉型將在 2019 年之前使用
AI 服務1

$47.9 億美元

的 2019 年用於AI 的 IT 儲存設備費用1

收集

組織

分析

灌輸

讓資料簡單易懂且容易取得

建立受信賴的分析基礎

利用機器學習擴大見解範圍

預測、自動化以及在程序之間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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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AI 仍具挑戰性。開放原始碼 及商業開發人員工具及架

構可直接 為您提供第一個 AI 專案或概念驗證 。然而，在支援

•

AI 開發團隊1或部署及擴充生產 AI 工作負荷時，組織會面
臨挑戰：
•

資料數量及品質。AI 需要優質、多元化且加註標籤的輸
入內容。利用動態資料特性在多個資料來源之間識別
出正確的資料集可能令人難以承受。

•

進階的資料管理。組織 及追蹤 AI 專案中的資料集，

許多組織不確定如何繼續且對於其對於 善用 AI/ML 以

AI 模型準確性的開發人員而言是一項挑戰。

IBM® 在此協助您落實每個步驟的原因。

對於需要重複測試、重複使用及擴充資料集以提升

技能差距。AI 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代表對於熟練技術
人員的需求也隨之增加。 因為 AI 仍然是相對較新的
領域，所以難以 找到受過訓練的人員及最佳實務

實現優勢沒有明確瞭解，這一點都不令人驚訝。這就是

資料數量及品質、進階資料管理及技能

差距都是組織在支援 AI 開發團隊或部署
AI 工作負荷時面臨的核心挑戰。

以實現資料科學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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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需要 IA (資訊架構) 的 AI
AI 管道 - 您如何灌輸、組織及 分析資料，最終則是訓練模

灌輸

科學至為關鍵。有了適當的 IT 基礎架構，AI 管道的效率

暫時儲存裝置

型，以便從資料建立 AI 導向的見解 - 這對於 高效率的資料
與解決上述挑戰息息相關。

組織

分析

ML / DL
見解提取

訓練的模型

資料位於

全球灌輸

分類及中繼資料加註標籤

快速灌輸/即時分析

ETL

Hadoop /
Spark 資料湖泊

ML / DL

準備 | 訓練 | 推斷

封存

推斷

統一資料存取

資料吞吐量效能

敏捷應變力及容器支援

AI 時。收集 資料可能是 AI 專案最曠日費時的階段。應該

算資源來加以分析 。圖形處理器 (GPU) 通常會用於 AI，

快速部署，而且 可以結合多個程式及指令碼。若要快速地從

資料筒艙是積極使用 資料時的主要障礙，特別是談到

在所有 AI 專案之間善用資料集組織及分類的技能投資。

其需要可盡量降低備援、提升效率以及將共同、共享資料用

於多個專案 並支援各種資料分析工具的資料及儲存架構。

AI 模型準確性是理想資料 輸入的功能，而且有足夠的運

因為它們可能快速分析大型資料集。IT 基礎架構必須具備

AI 專案通常會包含在容器中加以管理，因為它們是輕量型、可
初始實驗擴充到工業級 AAi，則需要能與 Kubernetes 和 Red

強大效能，才能符合運算資源的能力來 使用資料。同樣地，

Hat®OpenShift®搭配使用的永久性儲存設備。容器不僅可簡化

工作負荷的屬性。

AI 服務的需求。

串流資料可能 用於即時見解，這類見解需要適當分散資料

開發，同時還能 為 IT 基礎架構賦予敏捷應變力，以因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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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強大的基礎
日益增加的 AI 實務看似複雜，但不盡然非得如此。AI 專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功。IBM Storage for AI 可提供這樣的基礎，而且還具備廣泛

IBM Cloud™Object Storage 為雲端原生 效能及 AI 架構提

您快速獲致 AI 產能。

鬆地將容量及吞吐量從 TB 擴充到 EB。IBM Cloud Object

案如果奠基於穩固基礎，就能更輕鬆且更有可能獲致成

產品，可藉由解決與部署 AI 工作負荷相關聯的業務挑戰，讓

IBM Spectrum Scale
IBM Spectrum® Scale 是高效能檔案系統解決方案，期會

自動隨儲存基礎架構 成長並統一。這是軟體定義解決方案，
可快速且有效率地將檔案資料移至最佳儲存層，進而在效能
及成本之間取得平衡。IBM Spectrum Scale 可讓您安全地

收集及組織資料，透過可簡化 AI 採用的統一資料基礎，提供
無所不在的資料存取權限。
了解 IBM Spectrum Scale

供效能及 可擴充性。這是安全、軟體定義 儲存平台，可輕

Storage 是適用於團隊的理想解決方案，其使用也需要資
料安全性或高效能本機資料的最新雲端開發環境。
了解 IBM Cloud Object Storage

IBM Spectrum Discover
IBM Spectrum Discover 是現代中繼資料管理軟體，可迅
速灌輸、整合中繼資料以及在多個儲存平台 (包含公用雲

端) 之間編製索引。其可讓 資料科學家及儲存團隊 有效率
地統一、分類和充實 中繼資料，以增加未結構化資料日益
成長、多元化的儲存區，進而提升產能。
了解 IBM Spectrum Dis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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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建立競爭優勢
利用資料的威力，可提供強大的競爭優勢。AI 是釋放該資料價值
並讓您的企業進行轉型創新的一項關鍵，包含：
• 練習和型塑未來的成果

• 最佳化您的工作團隊，以投入更高價值的工作
• 自動化執行決策、程序及經驗
• 重新想像商業模型

以下是一些用戶端使用 IBM Storage 來改善整個資料生命週期、
加速其實現 AI 之旅，以及讓他們的組織轉型：

結果：

標準基因組分析管道縮短了
96%的執行時間

L7 Informatics

高效能 Genomic Cloud 適用於突破性的研究

基因組學 - 研究生物的完整 DNA 組 - 需要科學家處理大量
資料。因此，許多組織都因為 處理他們產生的巨量資料而
疲於奔命。

L7 Informatics 與 IBM 攜手合作，建立一個高效能運算

(HPC) 環境，而可善用 IBM Spectrum Storage 技術以：
• 統一資料

• 使用大量的未結構化資料

• 可平行存取資料，而且不會遭遇任何瓶頸
• 提供內建分層，可彈性地移動資料

• 可無縫地從實驗室移轉至雲端，以進行分析和長
期儲存

使用商用解決方案的 1/3
價格，以便在擴充時執行相同作業

自概念設計到雲端中完全
運作的 IBM HPC 環境僅需
2 週時間
請閱讀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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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罕大學

藉由掌握資料，讓創新研究向前邁進

今日的研究模擬會產生比以往更多的資料。為了符合這項與
日俱增的需求，伯明罕大學部署了 IBM Spectrum Scale 及
IBM Spectrum Protect 以：
•

在多個儲存系統之間提供單一資料管理平台

•

將工作負荷與平台配對時，可制定符合性價比的決策，

•

可讓研究人員部署應用程式，同時還能立即滿足

而不會產生超出控制的複雜性問題
資料可用性

我們支援眾多領域的研究，包含應用
和開發技術以使用 AI 和深度學習。例
如，我們與諾丁漢大學合作 Centre of
Membrane Proteins and Receptors
[COMPARE] 專案。藉由分析最新一
代顯微鏡產生的高解析度影像，此專
案會著重於瞭解如何更妥善地預防和
治療心血管疾病、呼吸 疾病和癌症。
Simon Thompson，伯明罕大學研究運算基礎架構建構師
請閱讀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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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AI 之旅從單一成功的 概念驗證開始，而且可以在組織之

IBM Storage for AI 提供資料管道的端對端最佳化，以提

靈活敏捷的 IT 基礎，而且針對獨特的資料需求進行最佳

的產品、創新及業界公認的領導能力，IBM 可讓您建立管

間快速成長。這項轉型之旅的成功始於 建立一個穩健且

化，以促進產能和採用。正確的儲存 平台必須提供效能、
可擴充性及彈性，這也是 AI 專案要求的重點項目。您在
建立該基礎時 所制定的決策影響無遠弗屆，不僅會影

響您未來發展的每一步，最終也是您能否獲致成功的關
鍵。這就是一開始就擁有適當的合作夥伴如此重
要的原因。

升資料治理和加速獲得見解的時間。藉由結合領先業界
理資料、處理 AI 工作負荷、善用 AI 威力，最終促進更深
入見解的基礎架構，從而實現更理想的業務成果。

瞭解 IBM Storage for AI 如何讓您的組織邁向
從吸收內容到獲取見解的快速之路。
探索 IBM Storage for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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