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按需服务、统一管理和互操作性，IT 部门可以优化基础设施、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缩短上市时间

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帮助
实现快速创新

执行摘要

设想一款云解决方案可以应对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厂商特定技术、多种硬件解
决方案、与新型创新解决方案的不兼容性，以及维护传统系统的高成本等。 
如果该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快速变化的技术和最新创新，帮助企业减轻现有 IT  
基础设施和专用系统的管理负担，从而释放创新活力和获取竞争优势，您觉得
如何？

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 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提供按需服务、高效资源分配、
统一管理以及互操作性，从而实现出色的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创新。这些好处
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快速创新并缩短上市时间 (TTM)，同时有助于企业降低运营
成本。

解决方案简介
数据中心：云/ SDI 
自助式私有云/混合云

图 1.借助 Red Hat* 私有云，IT 部门可实现快速创新、更高的可管理性及出色
的成本效益。

本解决方案简介描述了如何通过投资
创新技术来应对业务挑战。 

如果您负责以下领域…

• 业务战略： 
您将进一步了解 Red Hat* 私有云
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成功实现业务
成效。

• 技术决策：  
您将了解 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
如何帮助实现 IT 价值和业务价值。

Red Hat* 私有云

更加灵活

快速上市

更高的可管理性

 成本效益
强大的 IT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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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传统基础设施妨碍可扩展性

在不断变化、基于技术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传统 IT 系统的
企业需要采用全新策略来保持快速响应能力。成本高昂的
老式基础设施可能无法满足业务需求，进而造成瓶颈和利
用率失衡。这类企业面临以下方面的挑战：

• 更高的成本。旨在满足单一用途的现有基础设施会让 
企业受制于厂商的特定技术，这类技术的维护成本通常
较高。 

• 更低的可扩展性。多个现有基础设施解决方案通常无法
应对技术的快速变化，给企业造成利用问题并妨碍扩展
能力。 

• 拙劣的灵活性。现有基础设施通常采用专有技术， 
无法与新的创新解决方案兼容，从而阻碍了互操作性。 

• 更高的总体拥有成本 (TCO)。传统系统的维护成本较
高，可能致使企业错过优化解决方案和降低其生命周期
成本的机会。

为了满足安全性与合规性等方面的当前需求，企业需要采
取全新策略，以降低开支、达成服务等级和缩短上市时间 
(TTM)。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可帮助企业获取可扩展
性与敏捷性。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帮助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MyRepublic* 提供超快速光纤宽带。客户之所以选择 
MyRepublic，主要是考虑该公司能在任何应用中可靠提
供一致的可预测用户体验。例如，MyRepublic 需要跨多
种硬件扩展应用，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但碎片化
的传统基础设施削弱了这种灵活性。MyRepublic 还希望
优化资源和解决利用率失衡问题，改善系统管理，减少停
机并缩短上市时间。 

为此，MyRepublic 使用 Red Hat CloudForms* 和 Red 
Hat Gluster Storage* 支持的 OpenStack* 平台，迁移至
统一的私有云。结果，MyRepublic 缩短了新服务的上市

时间，简化了管理，提升了可用性，并大幅降低了硬件成
本和总体拥有成本 (TCO)。 

解决方案价值：灵活的解决方案让您事半功倍

IT 部门需要高效和按需扩展的基础设施。Red Hat 私有云
解决方案可提供卓越的可扩展性和安全性，并为 IT 部门 
提供快速创新所需的工具。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
极限的企业，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可提供按需服务、
统一管理、高效的资源分配和互操作性等功能，帮助其降
低成本和复杂性。 

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采用英特尔® 技术构建，具有下
列优势：

• 灵活性。Red Hat 可帮助 IT 部门构建、安排和自动实 
施服务，提升可扩展性，同时自由选择新的创新技术。

• 敏捷性。企业需要快速解决方案，通常会在 IT 部门  
无法满足需求时使用未经批准的服务（影子 IT）。 
Red Hat 支持的自动化配置可帮助 IT 部门加速创新 
和消除影子 IT。

• 可管理性。多个隔离的系统、应用和工作负载会导 
致复杂的集成问题，降低可视性。Red Hat 可为 IT  
部门提供所需工具，以提升可视性，加强治理， 
实施优化，增强工作负载的控制与配置。 

• 成本效益。通过加速 IT 服务交付，提高云管理的效
率，IT 部门可使用现有基础设施和更广泛的解决方 
案帮助降低总体成本，改善对运营支出的预测。

私有云可消除厂商方面的限制，提供按需存储和计算， 
大幅减少工作负载瓶颈。私有云可帮助有效使用内部设
备，将利用率提升至平均水平以上，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投
资回报。数量庞大的开源开发人员可提供更丰富的解决方
案和服务选择，进一步提升互操作性。

解决方案架构：高性能与强大安全性并存

Red Hat 依赖英特尔技术实现高性能和增强安全性。英特
尔的开源生态系统可促进软件定义基础设施方面的协作与
创新，通过数百款全新解决方案满足互操作性标准。 

解决方案的利益

借助 Red Hat，IT 部门可使用现有资源实现更高成
效，同时降低成本。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采用注
重安全性的可靠英特尔® 技术构建，具有下列优势：

• 灵活性

• 敏捷性

• 可管理性 

• 成本效益

减少工时
借助 Red Hat CloudForms*，我们的客
户可为每个配置工作负载减少 25-30 人
的工时，每年节省 250 万美元。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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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特尔技术的 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可提供卓越的
可扩展性和灵活性（见图 2）。

英特尔的软件和硬件设计方法帮助私有云解决方案提供以
下优势：

• 安全性。英特尔® Trusted Execution Technology 
（英特尔® TXT）可为云运营商提供自动安全性与合规 
性监控。英特尔®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New Instructions（英特尔® AES-NI）可对加解密算法
进行加速。英特尔® 睿码技术帮助企业降低遭受复杂 
网络攻击的可能性。

• 性能。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家族和英特尔® 以太网千 
兆位服务器适配器可为虚拟化环境提供可靠的高性能 
网络、计算和存储功能。

• 可扩展性。英特尔® 固态盘可为数据存储提供高性能 
和稳定的可扩展性；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可改进高 
性能计算；英特尔® Resource Director Technology 
(英特尔® RDT) 将可视性和控制能力提升到了全新 
水平，可帮助企业进一步了解和控制应用、虚拟机 (VM) 
和容器使用共享资源的情况，如末级高速缓存 (LLC) 
和内存带宽。

Red Hat 可提供更高的可视性与高效管理，帮助 IT 部门快
速满足业务需求。

总结

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现有 IT 系统会延缓创新，让企
业受到专有平台的限制。企业必须立足于现有系统实施新
策略，获得互操作性、更高速度和更多选择。 

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可提供企业需要的优势，以及 IT 
部门追求的可扩展性与更高安全性。借助 Red Hat 私有云
解决方案，按需服务、高效资源分配、互操作性和统一管
理均不在话下。

寻找适合贵公司的解决方案。 
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或访问 intel.cn/cloud。

了解更多信息

请查看以下实用资源：

• Red Hat 云计算

• 云解决方案提供灵活选择帮助改进创新和功能解决
方案简介（请咨询您的英特尔代表）

图 2.Red Hat* 私有云解决方案基于英特尔® 技术， 
可提供卓越的安全性、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Red Hat* 简介

Red Hat 是一家领先的开源解决方案提供商， 
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各
地。Red Hat 提供的领先 Linux* 和开源解决方案采 
用了易于使用的高品质、低成本技术，如操作系统
平台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以及各种应用、管理
和中间件解决方案。Red Hat 正加速向服务导向型架
构转型，支持下一代 Web 支持的应用在注重安全的
低成本开源平台上运行。Red Hat 还通过顶级合作
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一流的支持、培训和咨询服
务。Red Hat 的开源策略可帮助客户实施长期的基础
设施构建计划，充分利用各种开源技术，并注重安全
性和管理的简单性。 

解决方案提供者：

1 内部测量，Red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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