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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借助自助服务置备，加快开发 
到生产的速度。

借助可自动交付应用的自助 
服务集群部署，释放 IT 部门的生
产力。

可跨分布式集群快速部署传统和
云原生应用，从而提高应用 
可用性。

通过跨集群的集中化策略实施，
轻松实现安全合规性。

通过统一的管理界面，降低运营
成本。

引言 

应用正在从单体式架构转向云原生方法，即由跨多个集群和云提供商的多个组件构建而成。随着应用
工作负载从开发进入生产，IT 部门通常需要多个适用的 Kubernetes 集群来支持 DevOps 流程的持续集
成/持续交付 (CI/CD)。不仅如此，随着为特定目的配置更多新集群，例如实现边缘部署、加快响应时
间、减少延迟、缩减资本支出 (CapEx) 以及遵守数据驻留要求，使得集群不断扩张。 

无论您的企业是刚开始使用单个集群还是已经在使用多集群环境，您都可能会面临一些艰难的抉择： 

• 如何利用单个控制平面来管理多个集群的生命周期，而无需考虑它们驻留在何处（内部或跨 
公共云）？ 

• 如何方便快捷地了解集群的健康状况及其对应用可用性的影响？

• 如何自动实现集群的置备和移除？

• 如何确保我的所有集群都符合标准和自定义策略？

• 如何获取有关配置偏移的警报？如何进行补救？

• 如何根据容量和策略来自动分配工作负载？

面向 Kubernetes 的红帽高级集群管理
面向 Kubernetes 的红帽® 高级集群管理可提供端到端的管理可见性和控制力，能够跨多个数据中心和
公共云管理集群和应用的生命周期，以及整个 Kubernetes 域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借助红帽 OpenShift®，它用一个视图来管理本地和公共云中部署的 Kubernetes 集群，以及由 AWS、
Microsoft Azure、Google 和 IBM 等公共云提供商所提供的集群。

红帽 OpenShift 是容器编排的明智之选，它提供了一个在标准、统一的控制平面内部署和管理容器的
理想平台。红帽 OpenShift 和面向 Kubernetes 的红帽高级集群管理所提供的平台和功能可以应对管
理员和站点可靠性工程师 (SRE) 在多种环境（包括多个运行 Kubernetes 集群的数据中心、私有云和
公共云）下工作时所面临的各种常见挑战。 

产品规格说明

面向 Kubernetes 的红帽高级集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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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redhat.com/
clustermanagement。

特性和优势
统一的多集群生命周期管理

借助支持并提倡使用基础架构即代码 (IaC) 最佳实践和设计原理的开源编程模式，大规模且可靠一致
地创建、升级和销毁 Kubernetes 集群。

表 1. 统一的多集群生命周期管理的特性和优势

特性 优势

集群生命周期管理 使用 Hive 进行集群生命周期管理，获得第一天的体验。Hive 是
红帽 OpenShift 置备与适用于红帽 OpenShift 集群的红帽高级集
群管理控制台和应用编程接口 (API) 的集成。创建和升级新的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集群，或导入现有的 OpenShift 容器平台和托管
式 Kubernetes 集群，以利用红帽高级集群管理控制台进行管理。

动态搜索 使用图形控制台，通过动态搜索来识别、隔离和解决影响分布式工作
负载的问题。

可视化 Web 终端（基于 Kui） 对多集群使用单一命令行界面，直接从控制面板运行操作。与 Helm、
kubectl、oc、istioctl 配合使用，并允许使用 Bash 和 grep 命令。

多集群端点代理 异步工作请求模型将来自多个托管式集群的信息汇聚到面向 
Kubernetes 的红帽高级集群管理中央 Hub 集群。

基于策略的监管、风险和合规性

应用基于策略的监管方法，自动监控并确保安全防护与配置控制均符合行业合规要求或公司自定标准。

表 2. 基于策略的监管、风险和合规性的特性和优势

特性 优势

用于安全防护和配置控制的
即用型策略模板

使用预构建的安全防护和配置控制器，跨集群对 Kubernetes 配置、身份
和访问权限管理 (IAM)、互联网安全中心 (CIS) 以及证书管理等实施相关
策略。

监管和风险控制面板 使用监管和风险控制面板可以查看和管理所有集群和应用中的安全风险与
策略违规数量。

http://cn.redhat.com
http://redhat.com/clustermanagement
http://redhat.com/clustermanagement
https://github.com/openshift/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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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优势

自定义策略违规视图 自定义针对各种合规标准的策略、监管控制面板视图，以及对特定标准影
响最大的控制视图。

开源可扩展策略框架 开发自定义策略控制器并进行无缝集成，以便在监管和风险控制面板中实
现集中管理。

高级应用生命周期管理

利用集成到现有 CI/CD 流程和监管控制中的放置策略，应用开放标准并部署应用。

表 3. 高级应用生命周期管理的特性和优势

特性 优势

应用拓扑视图 快速查看与应用拓扑相关联的服务端点和容器集的健康状况 - 包括所有已
连接的依赖项，例如镜像版本、关联的放置规则、Kubernetes 资源以及 
ConfigMap。

渠道和订阅 通过订阅不同的工作负载（资源）渠道（例如 GitHub，Helm 存储库、
ObjectStore 和资源模板），自动将应用部署到特定的集群。

放置规则 根据放置规则定义将工作负载部署到集群，以确保它们仅在具有匹配标
签的特定集群上运行。

技术规格 

Hub 集群

• 基于操作员的安装

• 从 OperatorHub.io 获得

• 需要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 4.3.x 或 4.4.x

Spoke 集群

• OpenShift 容器平台 3.11、4.1.x - 4.4.x 的完整生命周期管理

http://cn.redh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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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三方 Kubernetes 集群的有限生命周期支持：

•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EKS)

• Azure Kubernetes Service (AKS)

• IBM Cloud Kubernetes Service (IKS)

• Google Kubernetes Service (GKE)

• 红帽高级集群管理针对导入的托管式集群，提供基于可观察性、应用和策略的管理。

• 此外，红帽高级集群管理还提供了完整的集群生命周期管理功能（创建、升级、销毁），以及针对 
OpenShift 容器平台集群的额外安全合规功能。

高可用性

• 支持 OpenShift 容器平台可用性区域

• 限制使用基于 RedisGraph 的搜索组件

资源要求

• 测试：1 个主节点，3 个基础架构节点，4CPU，16GB RAM

• 生产：3 个主节点，3 个基础架构节点，16CPU，128GB RAM

• 生产要求会因管理域中的集群数量以及正在运行的工作负载类型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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