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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 Ansible 
Tower 实现流程自动化。
现在，即使是不了解其
他操作平台或网络设备
的人员也可以管理和解
决完全超出他们专业领
域之外的事情。他们不
需要手动输入或遵循指
南。这些都已经编写好

并实现了自动化。”1

首席架构师 
托管服务提供商

产品概述
红帽® Ansible® 自动化是一个用于企业环境编排的强大工具。Ansible 自动化管理着全球数千家企业机
构使用的 Ansible 技术，帮助他们实现 IT 任务的自动化，例如配置管理、置备、工作流编排、应用部
署和生命周期管理。 

Ansible 的特点之一就是准入门槛低。Ansible 无需代理，这意味着在使用之前无需对服务器或网络
设备进行任何更改。只需数分钟的时间，即可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一切准备就绪后，红帽 Ansible 
Tower 还可通过提升安全性、可扩展性和范围来进一步简化 Ansible。 

Ansible 让您能够使用工作流来简化任务，并提供容易使用的工具与您的团队共享解决方案。您可以使
用可视化控制面板、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作业调度、集成通知和图形化库存管理功能轻松
实现对 IT 基础架构的集中控制。此外，您还可以通过 RESTful 应用编程接口 (API) 轻松地将 Ansible 
Tower 嵌入到现有的工具和流程中。 

让您信心十足，轻松扩展
红帽 Ansible Tower 具有自动化、调度和集群等功能，可以帮助企业更安全地进行扩展，无需增加额外
人员或昂贵设备。

• 多环境管理。借助 Ansible Tower 控制面板，可同步管理多个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或其他）的多样
化环境。一个人即可管理多个系统或将应用程序部署到各种环境中。

• 维持安全性和权限要求。红帽 Ansible Tower 的 RBAC 可针对用户和资源创建必要的分隔和隔离。
为同一服务子集工作的运维团队和开发人员团队均可以安全地使用 Ansible Tower，仅在具有访问权
限的环境中使用系统。

• 团队赋能。红帽 Ansible Tower 为不同的团队提供一个集中式自动化环境。群组可以在多个团队之
间共享 playbook 和工作流，而当他们在整个企业内分享有关应用部署和基础架构管理的知识时，彼
此之间还能保持明显的分隔。

Ansible Tower 扩展了运维规模，以满足管理员、开发人员、网络工程师、其他 IT 团队以及业务部门
的需求。

 1 Forrester，“红帽 Ansible Tower 的总体经济影响力”，2018 年 6 月。

产品规格说明

红帽 Ansible 自动化
扩展IT自动化，管理复杂部署，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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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编排
很少有供应商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的需求，更不用说提供最好的基础架构和系统了。红帽 Ansible Tower 
是一个用于管理多供应商、多云、混合云等环境的工具。可以用来编排： 

• 操作系统：红帽企业 Linux®、Windows、Ubuntu 等。

• 服务器：HP、Dell、Cisco 等。

• 云：Amazon Web Services、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 Platform、DigitalOcean、
CloudStack、OpenStack®、Rackspace、Packet 等。

• 基础架构：红帽 OpenShift®、VMware、NetApp、Kubernetes、Jenkins、JBoss®、Docker 等。

• 网络：Arista、Cisco、Juniper、F5、Palo Alto 等。

图 1：红帽 Ansible Tower 的管理功能

应用程序管理和部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日常运营有重大的影响。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可以帮助管
理整个生命周期，包括： 

• 代码部署 

• 自动化构建 

• 工件管理 

• 认证管理 

• 服务重启 

• 停用资源

使用涵盖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工作流，可以让不熟悉的员工即便没有多学科工程师的指导也能安全地进
行变更。红帽 Ansible Tower 将每个团队常用的工具和流程安全地连接到一致的编排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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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基础架构的窗口 

支持员工按需使用资源，加快开发速度，大幅减轻基础架构和运维的负担。借助红帽 Ansible 自动化，
您可以构建一组定制化的自助服务功能，从而使开发人员能自主完成授权责任。

Ansible 自动化让您能够代码化组织流程，并将其转化成自动化管理的工作流，以帮助您更好地管理资
源。它还可以给资源标上标签，以识别出资源的创建时间、创建方式、创建人、运行环境或部署内容。

借助红帽 Ansible Tower，您可以： 

• 优化成本。将企业常用的资源模板化，优化对内部资源或公共云提供商的使用，使企业以最经济高
效的方式使用工作负载和数据。在夜间将标记为 Dev 的资源关闭，或停用标记为概念验证的资源，
可大幅降低企业环境的蔓延。

• 划分责任。RBAC 让合适的人员，使用对应级别的权限，准确地访问所需资源。红帽 Ansible Tower 
让企业能够轻松管控，有哪些人员，可以在哪些库存上执行什么任务。Ansible Tower 更容易实现 
Sarbanes-Oxley Act (SOX) 合规性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合规性。

• 审计。可以使用红帽 Ansible Tower 集中管理和编排环境。Ansible Tower 中每个页面上的活动流都
会显示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还可以将活动转发到日志聚合器、安全工具和其他端点。

• 维持安全性。使用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可以创建满足您企业安全和访问需求的标准化可重用配置。
Ansible Tower 允许员工创建满足各种监管、合规或授权框架（PCI、DSS、NIST、CIS、FISMA、
HIPAA）要求的可靠基础架构。

DevOps 可视化 

创建稳定安全且功能良好的软件交付流程是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流程透明度对于
建立信任来说至关重要。红帽 Ansible Tower 可完成许多以往由运维团队来负责的工作，并帮助开发人
员获取所需功能的访问权限。Ansible Tower 是一个完成软件交付的窗口，它可以确保企业内开发和运
维工作的安全实施。

• 一切尽在软件交付管道。将所有工具集中在由红帽 Ansible Tower 编排的软件交付管道中有诸多益
处。代码可以安全可靠地从检入切换至测试、安全扫描、通过环境并进入生产。

• 持续改进。对于那些以迭代的方式改进堆栈并添加功能的企业，可以持续地从其基础架构和系统中
获得经验。在红帽 Ansible Tower 中展示整个软件交付流程时，您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出哪些具有价
值，哪些没有价值。指标非常重要，而 Ansible Tower 可以展示 IT 组织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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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命令、playbook、工作流。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单个命令来修复，有些问题则需要通过多个步
骤。软件部署是一系列流程的总和。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可以覆盖整个企业的所有这些任务。

• 想在每个 Windows Server 2016 系统上运行同一个命令？Ansible Tower 可以通过直观的用户界面 
(UI) 实现这一点。

• 想要在所有系统上运行命令以减少零日漏洞？Ansible 自动化可以在全球多个操作系统上同步完成
这一点。

• 需要作为版本的一部分更新一组系统？Ansible Tower 工作流可将一组独立的作业作为统一单元进
行跟踪。

Ansible Tower 订阅的业务价值 

不同于传统的许可模式和供应商锁定，红帽的软件方法可以让您更加自由地选择符合公司需要的解决
方案。红帽订阅不仅为您提供各种最新的技术功能，还能确保企业能力的提升和正常运营。同时，您
还可以享受开源软件工程师所提供的专业知识和全力支持。

客户可以随时联系红帽，而不只是在遇到问题时。使用红帽支持服务时，不管您是在进行规划、测试、
部署、维护，还是要更新基础架构，通常都可以与软件编写和测试人员进行协作。这是一种真正的协
作和咨询关系。

开源软件的成功已经表明，这个世界可以从一群人协作解决问题中获益。红帽 Ansible 自动化订阅所带
来的集体智慧，知识共享能力可以帮助您的企业更安全、更快速地实现发展，并从数十年的经验教训
中获益。此外，订阅服务还提供专门针对企业需求的定制解决方案。

http://cn.redh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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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帽
红帽是世界领先的企业开源软件解决方案供应商，依托强大的社区支持，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而且高性能
的 Linux、混合云、容器和 Kubernetes 技术。红帽帮助客户集成现有和新的 IT 应用，开发云原生应用，在
业界领先的操作系统上开展标准化作业，并实现复杂环境的自动化、安全防护和管理。凭借一流的支持、培
训和咨询服务，红帽成为《财富》500 强公司备受信赖的顾问。作为众多云提供商、系统集成商、应用供应
商、客户和开源社区的战略合作伙伴，红帽致力于帮助企业做好准备，拥抱数字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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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卓著 

全球数千名客户使用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完成了服务器、云、网络等 IT 任务的自动化。研究咨询公司 
Forrester 2018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红帽 Ansible Tower：2 

• 3 年期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146% 。

• 不到 3 个月即可收回投资。

请访问 www.ansible.com/resources 获取有关红帽 Ansible 自动化的更多信息，并观看客户成功案例 
视频。

2 Forrester，“红帽 Ansible Tower 的总体经济影响力”，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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