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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概述
为了帮助英特尔 IT 加速迈向联合、可互操作的开放式混合云，我们将扮

演内部云代理的角色，通过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托管选项为英特尔

应用负责人提供丰富的选择和出色的灵活度。我们综合考虑信息安全、

控制、成本、位置、应用要求、容量和稳定可用各方面的要求，这种有

系统的方法可帮助各使用案例制定最佳的托管决策。

我们的私有云目前可满足英特尔 85% 的托管需求。因此，我们可完全

管理控制这些托管的应用，并尽量利用现有投资。

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预计公有云的使用将会增长：

• 越来越多公有云使用开源软件和开放标准，这不仅带来了必要的相互

操作，还可帮助企业根据工作负载、业务需求和成本结构变化制定动

态托管决策。

• 在一些业务使用案例中，公有云提供了关键优势，比如在特殊的地理

位置能满足在性能、数据主权或规范方面的需求；提供不常用的资源

或技术；并为应用试验和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简称 PoC）

提供演练沙盘（sandbox）。

• 更多英特尔开发人员擅长于创建云感知应用，后者能够发挥云计算的

最大优势，比如随处运行设计、自助供应、灵活扩展、多租户以及容

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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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来的混合云模型将有效融合私有云和公有云，为各使用案例提供更灵活

和正确的选择。随着支持动态托管决策的能力提升，公有云的使用范围将不断

扩展，并将能够根据典型负载（而非峰值负载）扩展企业容量。在为英特尔应

用负责人提供选择并在弹性、扩展功能、灵活度和成本节约之间实现平衡的过

程中，我们主要专注于为这类决策提供指导。

背景
英特尔 IT 迁移至云计算已经过四年的努力，将继续致力于完善私有-公有-混合

云托管模型，旨在开发出联合、可互操作的开放式云。通过有战略地使用私有

云和公有云资源，我们可向英特尔应用负责人和 IT 员工提供丰富的选择和出色

的灵活度，以帮助他们提升性能、弹性、扩展功能和效率。

为了指导云计算方面的各项工作，我们参考开放数据中心联盟（Open Data 

Center Alliance，简称 ODCA）提供的云发展模型（Cloud Maturity Model，

简称 CMM）。1 在 2015 年，我们已进入 CMM 的第 3 阶段，这阶段包含复杂

的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简称 SaaS）模型，以及私有平台即服

务（platform as a service，简称 PaaS）和基础设施即服务模型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简称 IaaS）的全面上线使用（如图 1 所示）。

1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开放数据中心联盟的信息，请访问：www.opendatacenteralliance.org

缩略词

API   应用编程接口

CMM   云发展模型

DBaaS   数据库即服务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

PaaS   平台即服务

PoC   概念验证

SaaS   软件即服务

SLA   服务等级协议

VM   虚拟机

图 1. 英特尔 IT 按照开放数据中心联盟的云发展模型（CMM）的指引，逐步迈向联合、可互操作的开放式云 —— 也就是这行业

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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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可互操作的开放式混合云所具备的优势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 CMM 的第 5 阶段，提供一个覆盖所有云服务模型

（SaaS、PaaS 和 IaaS）的联合、可互操作的开放式混合云。

CMM 第 5 阶段将带来以下优势：

• 私有云和公有云中的联合用户身份。

• 以最低的切换成本在云中轻松移动工作负载

• 使用开放标准和 API 在云中实现云组件的集成与自动化

• 利用高效的开源社区交付最新的开放云软件特性与功能

• 根据用户需求、成本、位置和法规要求等标准，在快速提供云服务的同时

提升弹性、扩展功能和灵活度

私有云优势
在推进联合、可互操作的开放式云模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依靠托管于英特尔

网络的私有云。英特尔遍布全球的大型 IT 基础设施可提供巨大的容量，从而

支持我们以云服务提供商和代理的角色经济高效地提供服务。

根据历史数据来管理容量，通常旨在确保拥有足够的容量满足新的托管要求，

并实现企业增长。我们直接与英特尔业务小组合作，以预测他们的需求，并

确定新项目的时间表。

我们倾向于首先使用私有云，在某些需求无法得以满足时，才开始战略性的

使用公有云。和其他 IT 机构一样，我们不会将机密的数据置于不在控制范围

内的基础设施。保护英特尔的知识产权、机密的数据与品牌至关重要。

目前，由于私有云与公有云在发展上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不愿过多使用

公有云。由于公有云在相互操作和开放方面还未完善，我们没有机会实现与

公有云的集成，也无法采取标准的方式来快速供应和扩展工作负载。

在应用负责人看来，公有云托管在容易时用和部署速度方面的优势也在减弱。

最近，我们显著改善了自动化与自助服务，目前可满足大多数应用负责人的

需求。过去，供应服务器以响应新容量请求需耗时 90 天；现在，私有云 IaaS 

的自助服务功能可支持应用负责人在不到 3 小时内获取带有服务等级协议

（service level agreement，简称 SLA）的虚拟机（virtual machine，简

称 VM）。     

云发展的三个因素
在迈开放数据中心联盟的云发展模型的第 

5 阶段时，我们寄希望于可提供以下核心

功能的公有云提供商。

• 联合。该术语指身份和访问管理软件能

够安全地分享用户身份信息和资料。通

过联合，特定机构的用户可使用位于多

个云中的资源，而无需分别在每个云中

生成证书。联合支持 IT 管理一套身份信

息、授权和安全审核流程。从用户的角

度看，联合可实现与系统和应用的无缝

集成。

• 相互操作。该功能包含两个概念。第一

个概念是能够连接两个同时运行在云环

境中的应用。第二个概念是能够以最低

的切换成本，快速、轻松地在云环境之

间移植应用。这两个概念均使用服务协

调和管理方面的标准机制，支持动态业

务模式的弹性运营和灵活度，同时尽量

避免要依赖单一提供商的局面。

•	 开放。“开放”指采用开放的标准和软件。

开源软件的迁移速度较快，而且有许多

活跃的社区为其提供支持。较快的更新速

度有利于快速获取最新的特性和功能，包

括性能和效率方面的提升。借助标准、通

用的 API 和抽象层，最终用户能够更加轻

松地快速使用来自不同提供商的云服务，

以满足业务需求。如果为非开源软件，则

必须满足开放标准，以便用户尽量发挥云

部署的优势。开放标准指公开发布的软硬

件规范，由标准组织或团体制定。开放

标准带有非专有性质，有助于支持相互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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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私有云自助服务 PaaS 解决方案可支持开发人员在私有云中快速构建

和托管自定义应用，无需进行服务器供应或管理。2 此外，我们最新推出的

数据库即服务（database-as-a-service，简称 DBaaS）解决方案可支持应

用团队定义新的数据库，并管理表格和数据，且无需进行全数据库管理。

公共云的使用
服务器和虚拟实例数量（包括所有托管部分中的 IaaS 和 PaaS）的测量结果

显示，由于私有云发展较为成熟，并具备容量和容易使用的优势，公有云目

前仅满足约 15% 的托管需求。在英特尔私有云无法满足特定需求的情况下，

我们会根据经验以及与认可的公有云提供商的合作关系，向应用负责人推荐

最佳的托管解决方案。我们开始使用公有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在特定的地理位置能满足在性能、数据主权或规范等方面的需求

• 帮助应用和团队更轻松地获取处理、存储和信息安全的资源

• 提供英特尔 IT 目前没有且不愿购买的软硬件资源

• 提供演练沙盘，以便安全实施应用试验和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

简称 PoC）

随着公有云行业的发展日趋成熟，以及对选择与灵活便捷的需求不断增加，

我们预计私有云与公有云托管的使用比例将发生变化。该比例将呈现动态变

化的趋势，以在特定时间根据不同标准发挥最佳托管解决方案的优势。

解决方案
英特尔 IT 认为，私有云和公有云各具优势。为根据情况选择最佳的托管选

项，我们自身充当内部云代理，以帮助英特尔应用负责人根据各自的情况、

资源和需求来制定决策。在决策制定过程中，采取有系统的方法，充分考虑

不同应用对信息安全、控制、成本节约、位置、容量和高度稳定的需求。

本部分将介绍在公有云上托管应用时所考虑的标准。我们还将探讨扩展公有

云服务使用范围时所采取的措施。

2 请参阅英特尔 IT 白皮书 “借助平台即服务扩展英特尔的企业私有云。”

15%

云部署模式
云计算有助于以便捷、按需的方式访问可

配置的共享计算资源池，该资源池有助于

实现快速供应，并尽可能简化管理或减少

云提供商的干预。这些资源包括网络、服

务器、存储、应用和服务。本文将探讨三

种云部署模型。

•	 私有云。这类基础设施主要为单个机构所

用，以便为多个业务部门提供服务。通

常由该机构（在某些情况下由第三方）拥

有、管理和运营这类基础设施。私有云

可部署在本地（企业私有云）或外地（虚

拟私有云）。

• 公有云。这类基础设施以满足普通公众

使用而进行供应和托管，可为不同客户

提供资源。第三方云提供商拥有该基础

设施，并在本地管理和运营。

• 混合云。这类基础设施由两种或多种不

同的云（私有云、公有云，或同时存在）

组成，保留了独立的实体，但需要通过

开源和标准化技术支持数据和应用的移

植，比如云之间的负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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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云托管标准
随着云解决方案的扩展，我们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公有云可带来出色的业务

优势，也可帮助实现联合、可互操作的开放混合云目标。在制定托管决策时，

我们主要考虑信息安全、控制、成本、位置、应用需求、容量和高度稳定可用

等因素。

信息安全

在英特尔 IT 及业内其他 IT 机构扩展公有云托管解决方案时，信息安全和隐私

是两个主要的障碍。不管是私有云托管，还是公有云托管，所有英特尔应用都

需遵循所有相关的安全策略。

由于高风险以及安全评级，许多工作负载要求采用私有云托管。这些工作负载对

英特尔运营至关重要，相关的数据十分机密和重要，因此不能在企业外托管。

英特尔的安全部门将数据分成四类：

• 公共数据。仅提供信息，无须登录证书，也不会收集用户数据。

• 英特尔机密数据。可能需要使用用户名、电子邮箱或其他身份数据先注册。

访问这类信息不需要收集信用卡信息、医疗数据其他较为机密的个人数据。

• 英特尔有限制的秘密资料。银行信息、医疗信息和其他机密的个人数据。

• 英特尔最高机密数据。芯片设计、财务数据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或高度

机密的信息。

目前，只有在应用已提供可公开使用的数据，或仅要求英特尔机密的安全等级的

情况下，我们才允许公开托管这类应用，这取决于公有云提供商的能力。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选择的公有云提供商必须能够提供广泛的、并且能够保护数据和知

识产权的安全功能。“英特尔安全在外”（Intel Secure External Presence）的项

目团队与应用负责人协作，以确保所有公开托管的英特尔资产符合英特尔的安全

在外策略。

一些技术有助于我们增强对公有云提供商的信心，包括专用虚拟 LAN，它能够

隔离虚拟机，并分离网络和服务器管理职责。我们寻找使用英特尔® 架构的提供

商。英特尔® 架构通过硬件的辅助（比如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Intel® Trusted 

Execution Technology，简称英特尔® TXT）来提供安全的虚拟化功能。

探索数据匿名化
英特尔 IT 正努力探索数据匿名化 

—— 经过模糊处理才公开的数据以

防止识别关键信息的流程 —— 以保

护托管于公有云的个人身份机密信

息。该安全技术可扩大用例范围，这

样我们会考虑使用公有云提供商。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英特尔	

IT	白皮书	“使用数据匿名化增强云安

全”。

https://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goo.gl/x3oORA%26title%3DMaking%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6summary%3DHow%2520do%2520you%2520make%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3F%2520%26source%3DIntel%2520IT
https://twitter.com/home%3Fstatus%3DMaking%2520Private%2520%2523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520%253E%2520http://goo.gl/x3oORA%2520%2523IntelIT%2520%2523CloudComputing%2520%2523Intel%2520%40IntelIT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3Fu%3Dhttp://goo.gl/x3oORA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best-practices/enhancing-cloud-security-using-data-anonymization.pdf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best-practices/enhancing-cloud-security-using-data-anonymization.pdf
mailto:?subject=New IT@Intel Paper to Share&body=Check out this new paper on making private-public cloud decisions on the way to a hybrid cloud: http://goo.gl/x3o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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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在实现开放式混合云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将公有云环境视作数据中心

服务的扩展，并对其实行严格控制。这种控制需要公私云之间通过 web 服务、

数据服务和身份服务之间的配合和交流互动来实现联合与无缝操作。

除非服务等级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简称 SLA）规定所有参数必须

确保这种相互操作 —— 并且云服务的提供商可以满足这些参数指标 —— 否则

英特尔 IT 宁愿使用私有云或寻求其他提供商。我们预计，随着开放标准和开

源云解决方案在行业内的普及，公有云提供商将能够满足这些标准。

通过使用抽象层和通用 API，我们可以更轻松地使用不同提供商的计算服务、

存储和网络资源。开源 web 服务（已发布的 API）将在此发挥重要作用，可通

过 web 或云在网络地址提供软件功能。提供这种 web 服务有助于促进云自动

化（私有云和公有云）和自助服务。

如果所有软件产品和基础设施均包含开源 web 服务，而且这些服务均采用了出

色的 API 设计和云计算实践，我们将更能控制复杂业务工作负载中的自动化和

集成功能。此外，由于现有的用户门户可以与按需使用的基础设施、平台和软

件组件进行交流互动，英特尔开发人员可加快部署应用速。

在私有云中，我们将 OpenStack 用作 IaaS 的控制层面，并希望所有与我们合

作开发混合模式的公有云提供商均能够支持 OpenStack API。因为这有助于降

低用于与各提供商网络连接的开销。

由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对公有云资源无法达到所希望的控制水平。所以在

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之前，会计划有限制地使用公有云，比如那些安全等级要求

不高，无需私有云之中的应用互动，或不用放置在防火墙后方的应用。

成本

确定在公有云中托管应用的成本优势与劣势时，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寻找成本

最低的解决方案，还应考虑其他因素。对于短期项目，比如 PoC，使用公有云

服务可能更加方便，成本也更低。如果后续项目需要长期托管，可将其转回私

有云，以降低长期开支，且避免对提供商的依赖。

IT 即云代理
英特尔 IT 可确保应用负责人明智、经济

高效、安全地使用私有云和公有云。为提

供出色的服务，我们将作为内部云代理，

将应用负责人的需求与可用的云服务相匹

配，以实现快速、轻松的服务获取与使

用。

以云代理的身份进行操作需具备全新的

技能与视角。对于私有云和公有云，无

论其构建者是谁，IT 必须掌握整个云环

境的所有权，而不应将公有云视为竞争

对手。

我们可提前获取公有云服务，并不断对其

进行评估。我们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云

联合目标，以及通过支持工作负载与服务

在企业内外的 IT 基础设施之间实现轻松

迁移，以尽量提升弹性与效率。

作为云代理，我们将：

• 让服务获取与使用变得更加快速和轻松

• 确保全部云服务组合的云实例满足英

特尔 IT 在信息安全、相互操作、冗

余、经济高效、符合开放标准的规范

以及企业品牌指南等方面的要求

• 如果需要，确保公有云具备私有云的

灵活度

• 为应用开发人员提供云感知设计概念，

以及其他设计、实施与支持方面的培训

 IT

https://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goo.gl/x3oORA%26title%3DMaking%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6summary%3DHow%2520do%2520you%2520make%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3F%2520%26source%3DIntel%2520IT
https://twitter.com/home%3Fstatus%3DMaking%2520Private%2520%2523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520%253E%2520http://goo.gl/x3oORA%2520%2523IntelIT%2520%2523CloudComputing%2520%2523Intel%2520%40IntelIT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3Fu%3Dhttp://goo.gl/x3o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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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的容量，与外部提供商相比，我们的私有云的总体拥有成本极具竞争

力。由于附加容量的递增成本较低，我们的成本优势远胜于按使用付费的提供

商。过度订购技术和就地容量供应使递增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如果不考虑其

他因素，单以成本的角度来看，在私有云中托管云计算应用更加合理。

如果因为其他原因决定在公有云中托管应用，我们可以借助少数云提供商整合

工作负载，从而节约成本。通过与尽量少的云提供商订立合约，可以实现规模

经济，并避免管理不必要的联接。

除成本之外，考虑其他的因素可帮助我们在各公有云提供商之间做出选择。即

便其成本可能会更高，我们通常会选择在各个方面表现更加出色的提供商，比

如特性、性能、可靠程度或信息安全。

地理位置

所在地通常是选择公有云提供商的其中一个推动因素。在一些没有部署数据中

心的地区，我们会使用当地的提供商，以降低延迟并确保性能，从而提供更出

色的用户体验。如果某个特定应用的所有用户处于英特尔外部，且位于某个特

定区域，我们可能选择靠近在这些用户的地点来托管该应用。

如果在某个特定地点有数据主权或规范的要求，应用和团队可使用当地公有云

服务来处理和存储数据，使用安全的资源。数据主权是一个法律概念，它规定

以二进制数字形式转化和保存的信息受所在国的法律的管辖。在这些国家，企

业必须确保客户数据始终处于客户所在的国家。当地公有云提供商可解决这一

问题。云计算的广泛运用以全新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地理政治壁垒，我们今后会

遇到更多这样的情况。

应用要求

我们的私有云有时会缺乏应用负责人所需的功能或特性。应用负责人可能需要特

定的工具、更高的应用程序编写水平来以部署应用、特定的计算要求、应用代码

生成器，或其他我们尚不支持或不计划支持的功能或特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会将负责人的应用置于与其签订了服务协议和 SLA 的公有云。

英特尔 IT 有时可能不愿托管实验式的或短期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诉

诸于支持我们的 SLA 并能够为应用及其用户提供位置优势或特殊功能优势的公

有云解决方案。

理论财务模型
在 2013 年，我们开发了理论财务

模型，作为用于分析云计算成本的 

PoC。该模型可提供关于混合云托

管解决方案在成本节省方面的重要

信息。它有助于确定高效的私有云-

公有云比率，该比率可随容量与功

能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总言之，该

模型表明，我们最终的云托管目标

应为：约 2/3 的私有云和 1/3 的公

有云。英特尔 IT 公布该模型后，其

中一个主要假设发生了变化，公有

云托管的目标数量有所减少。这一

变化说明需要灵活运用私有-公有-

混合托管，以适应当前的业务环境。

请参阅英特尔	IT	简介，“云计算成

本：混合云模式实现成本节约”，了

解更多关于	PoC	的信息。

https://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goo.gl/x3oORA%26title%3DMaking%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6summary%3DHow%2520do%2520you%2520make%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3F%2520%26source%3DIntel%2520IT
https://twitter.com/home%3Fstatus%3DMaking%2520Private%2520%2523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520%253E%2520http://goo.gl/x3oORA%2520%2523IntelIT%2520%2523CloudComputing%2520%2523Intel%2520%40IntelIT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3Fu%3Dhttp://goo.gl/x3oORA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best-practices/cloud-computing-cost-saving-with-a-hybrid-model-brief.pdf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best-practices/cloud-computing-cost-saving-with-a-hybrid-model-brief.pdf
mailto:?subject=New IT@Intel Paper to Share&body=Check out this new paper on making private-public cloud decisions on the way to a hybrid cloud: http://goo.gl/x3o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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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爆发
（Cloudbursting）
如果对计算容量的需求急剧增长，

在私有云中运行的应用可使用公有

云中的容量。

应用负责人有时候希望接触专门的内部或外部受众，在这种情况下，公有云提

供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分布全球的英特尔营销团队使用代理机构开发的微

型网站开展短期营销活动，并借此吸引客户的参与，宣传特定的计划、竞赛或

产品。公有云托管能够为此类微型网站带来诸多优势，比如详细的成本估算、

跟查代理用户以增强信息安全功能、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主动管理

网站终止等。在上述情况中，我们的职责是帮助应用负责人找到合适的提供商，

以满足他们的具体需求。

容量

为满足托管的需求，企业必须能够快速扩展或订购容量。例如，英特尔于几年前

在一次推广活动中提供了一款免费的游戏《愤怒的小鸟*》，吸引了很多玩家，

因而并产生了巨大的计算需求。在本例中，公有云服务（混合云模式的一部分）

帮助将云爆发扩展至公有云中。

云爆发是一种应用部署模式 —— 当计算容量需求急剧增长时，在私有云中运行

的应用可以使用公有云中的容量。通过按需添加公有云资源，能够快速扩展应

用实例，同时继续管理私有云中的实例。我们计划使用 OpenStack 架构创建自

动化解决方案，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多个公有云提供商的资源，并尽量降低

切换成本。为了实现爆发，应用和数据必须具备一定的结构，以便支持上述自

动化功能。

另外一个例子是当有大量应用需要在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托管。我们可以使用

东海岸的公共托管服务来降低延迟，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降低成本的考

虑，可能会在那里投资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并将公共托管的应用移回使用新设

施的私有云中。公有云最早是作为一种应急性质的短期解决方案使用，如果私

有托管模式在成本节约方面能够证明其优势，我们最终还会使用这种模式，即

便这意味着要投入一定的建设资金。

在构建混合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能够满足突发的计算需求，并在主要使用

案例中有效处理被放弃的资源。通过配置公有云资源并满足 SLA，在某些地区

可以使用公有云服务，而不是依赖于英特尔数据中心，以避免因地理距离的问

题而造成延迟。

此外，另外一个试点应用可能需要大量的计算容量，而在这款应用证明其价值

之前，我们不希望投资购买服务器。几年前，英特尔的一个事业部需要配置大

量的计算资源，以确保机顶盒设备具备流传输能力。通过使用公有云，我们可

以先评估这项业务是否能取得成功，然后再考虑相关的投资。

https://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goo.gl/x3oORA%26title%3DMaking%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6summary%3DHow%2520do%2520you%2520make%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3F%2520%26source%3DIntel%2520IT
https://twitter.com/home%3Fstatus%3DMaking%2520Private%2520%2523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520%253E%2520http://goo.gl/x3oORA%2520%2523IntelIT%2520%2523CloudComputing%2520%2523Intel%2520%40IntelIT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3Fu%3Dhttp://goo.gl/x3o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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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稳定

某些应用，如传统的企业应用（财务应用、企业服务、销售和营销、供应链）需要 99.99% 稳定。

要实现这种成绩，全年的宕机时间不能超过 53 分钟。但是满足普通公众的要求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用户希望服务具备 7/24 全天候可用。

因此，我们使用主动/被动或主动/主动模式，在三个位置（两个在英特尔内部，一个由公有云提供

商提供）将应用托管。此举有助于打造分布式的托管环境，进而实现高度可用（图 2）。通过对应

用的设计，以及借助三个数据中心网络位置来打造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托管环境，能够快速检测并

纠正应用及基础设施故障。

我们最近关注的重点是把具备云感知能力的应用在多个位置同时上线（主动/主动），将会有更多的

应用能够有效应对基础设施中断。3 当一个组件发生故障时，这有助于应用以冗余的方式传输数据，

从而尽可能降低对最终用户造成的影响。使用云感知应用，以及配置能够自动满足突发需求的混合

云服务，让我们可以确保服务质量和客户的满意度。

提高公有云使用率的方法
随着 CMM 不断地发展，预计公有云的使用率将会提高。为确保顺利迁移，我们采用了开放标准和开

源软件，以便帮助用户更快、更简单地使用云服务，并鼓励设计云感知应用。4 通过提供通用的协调

层和控制面板，我们使用的开放云技术有助于提高资源管理的自动化程度，并使业务更为灵活。

3 请参考英特尔 IT 白皮书 “通过云感知应用发挥云计算的最大优势。”
4 请参考英特尔 IT 白皮书 “借助开源软件加快云服务开发速度” 和 “简化企业私有云的构建流程。”

 
 

 
 

图 2. 英特尔 IT 的主动/被动设计使用数据库的一个被动副本支持故障切换。这个设计使用两个主动的应用拷贝及其数据，不单高

度可用，并支持故障切换。

https://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goo.gl/x3oORA%26title%3DMaking%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6summary%3DHow%2520do%2520you%2520make%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3F%2520%26source%3DIntel%2520IT
https://twitter.com/home%3Fstatus%3DMaking%2520Private%2520%2523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520%253E%2520http://goo.gl/x3oORA%2520%2523IntelIT%2520%2523CloudComputing%2520%2523Intel%2520%40IntelIT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3Fu%3Dhttp://goo.gl/x3oORA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white-papers/maximizing-cloud-advantages-through-cloud-aware-applications-paper.pdf
https://software.intel.com/sites/default/files/accelerating-deployment-of-cloud-services-using-open-source-software.pdf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it-management/intel-it-best-practices/simplifying-the-path-for-building-an-enterprise-private-cloud-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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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些技术以及支持这些技术的公有云提供商，我们能够像云服务提供商那样提供公有和私有云

服务。

我们为业务部门提供了相关的培训，以便快速完成从英特尔软件开发到云感知应用的过渡。云感知应

用能够发挥云计算的最大优势，例如随处运行（公有云或私有云）设计、自助式供应、弹性扩展、支

持多租户以及容灾设计。无论应用位于何处，云感知应用都能够令其更为可靠、安全和灵活，从而帮

助顺利迁移至混合云的计算环境。我们最近在应用识别系统中定义了相关的标准，以便能够准确识别

云感知应用，并帮助追踪在应用使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借助云感知应用以及未来的智能协调层，我们预计在公有云中直接托管应用将带来显著的业务优势。

通常，此类应用包含那些我们没有选择在私有云投入额外的资源来支持运营的应用。

结果
在帮助应用负责人确定在哪种环境（私有云、公有云或混合云）中托管云服务时，作为云代理的我

们因为看到了其中的显著优势，所以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帮助应用负责人在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做

出选择，进而快速高效地获得所需的资源，实现出色的性能、信息安全和规范。

我们以云代理的身份，帮助应用负责人使用英特尔 IT 的公有云解决方案，并基于相应的服务协议及 

SLA 来衡量，实例包括：

• 满足应用的需求：概念验证（PoC）。英特尔教育事业部门需要计算资源以开展概念验证。他们

有四款用于管理教育策略的应用，并且还需要在不同的地区为教育管理人员和讲师提供服务，而

英特尔在这些地区并没有数据中心。针对该测试阶段，我们选择了一家外部云提供商来托管这些

应用，该提供商能满足该事业部门的地区托管需求以及英特尔的安全要求。

• 满足应用的需求：特殊资源。一支英特尔应用团队需要为其产品配备专门的 GPU。由于服务器上

没有私有云基础设施和专门的 GPU，我们选择了一家公有云提供商来托管该应用，以便提供作为

其虚拟机一部分的 GPU。该应用团队最终决定不发布这款产品。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在需要

特殊资源的产品进入上线使用的阶段之前，通过使用公有云服务避免前期资本投入。

• 满足地理位置的需求。一支位于印度的英特尔服务团队需要收集用户信息，以便在亚太地区部署

一项云服务。出于法律方面的原因，所收集的数据不能在英特尔数据中心内托管。为满足法律要

求，我们选择了一家位于新加坡的公有云提供商，它可以在东京提供灾难恢复设施。我们与该云

提供商以及英特尔的安全部门紧密合作，以确保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数据托管要求，并超出英特尔

机密数据级别。

https://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3Fmini%3Dtrue%26url%3Dhttp://goo.gl/x3oORA%26title%3DMaking%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6summary%3DHow%2520do%2520you%2520make%2520private-public%2520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3F%2520%26source%3DIntel%2520IT
https://twitter.com/home%3Fstatus%3DMaking%2520Private%2520%2523Cloud%2520Decisions%2520on%2520the%2520Way%2520to%2520a%2520Hybrid%2520Cloud%2520%253E%2520http://goo.gl/x3oORA%2520%2523IntelIT%2520%2523CloudComputing%2520%2523Intel%2520%40IntelIT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3Fu%3Dhttp://goo.gl/x3oORA
mailto:?subject=New IT@Intel Paper to Share&body=Check out this new paper on making private-public cloud decisions on the way to a hybrid cloud: http://goo.gl/x3oORA


又比如，英特尔在完成一次收购后，其中的一个产品部门需要在其“本国”保留

用户数据，而我们在这个国家并没有数据中心。为此，我们选择了该国的一家

提供商来提供公有云托管服务。

结论
相互操作和开放的标准能有助于在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更为灵活，而且通过使

用更多的公有云资源，我们能够将英特尔的云使用模式改造为大规模、自动化

的混合云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不仅可以让有所选择，还能够帮助英特尔应用

负责人在灵活便捷、功能扩展和成本方面实现平衡。

随着云服务的发展日趋成熟，通过提供内部云代理服务，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

候使用公有云服务，确保英特尔以及应用负责人获得最大优势。随着公有云提

供商与我们一起推动改进云发展模型（CMM），预计借助自动化的决策制定流

程，能够在更广范更高效地使用公有云服务。借助该流程，可以针对更多的应

用选择私有云或公有云托管解决方案，并且能够在这两者之间灵活的切换。

为实现自动化，我们继续对智能协调层进行优化，该协调层可通过相应的策略

将工作负载置于主机之上。混合云可以处理大多数的云负载分配工作，并根据

应用的具体情况，如安全要求、地理因素及其他标准，自动选择托管位置。

尽管我们预计私有云还将继续托管大多数应用，但通过无缝的方式迁移到公有

云后，可以根据需求提供重要的资源，以满足高峰时段的计算需求，同时为需

要公有云资源的应用提供支持，满足支持业务所需。随着内外部云解决方案的

日益发展，我们将使用更多公有云来快速提供可用的服务，以便为英特尔应用

负责人提供支持、提高业务周转速度、提供新的服务和收入渠道，以及获得更

良好的用户体验。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的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IT@Intel

我们致力于促进 IT 专家与英特尔内部的 IT 

同行联系。英特尔 IT 解决了一些当今最为

严苛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希望在这个开放

式对等论坛中与大家直接分享这些经验。

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即提高整个部门

的效率，增加 IT 投资的业务价值。

如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intel.com/

cn/IT 或联系您当地的英特尔代表。

相关内容

请访问：intel.com/cn/IT 查看与主题相

关的内容：

• 使用开源软件加速部署云服务

• 云计算成本：混合云模式实现成本节约

• 部署高度可用的动态混合云环境

• 使用数据匿名化增强云安全

• 通过云感知应用发挥云计算的最大优势

• 简化构建企业私有云的路径

本文旨在提供一般的信息，并非特定指南。推荐（包括潜在成本节省）全部基于英特尔的体验，仅为预估。英特尔不确认或担保他人会得出
类似结果。

本文件中包含关于英特尔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本文件不构成对任何知识产权的授权，包括明示的、暗示的，也无论是基于禁止反言的原则或其
他。除英特尔产品销售的条款和条件规定的责任外，英特尔不承担任何其他责任。英特尔在此作出免责声明：本文件不构成英特尔关于其产品
和服务的使用和/或销售的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不就其产品的（i）对某一特定用途是否适用、（ii）适销以及（iii）对任何专利、版权
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侵害的承担任何责任或作出任何担保。

英特尔和 Intel 标识是英特尔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英特尔公司 © 2016 年版权所有。所有权保留。    C 请注意环保 1114/WWES/KC/PDF

IT@Intel 白皮书：在迈向混合云的过程中制定明智的私有-公有云决策 第 11 页，共 11 页

http://intel.com/cn/IT
http://intel.com/cn/IT
http://intel.com/c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