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速应用开发并降低成本和复杂性

利用托管式云服务实现 
IT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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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至托管式云服务 

开发创新型软件应用是在现代商业领域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为提高敏捷性、速度和灵活性，各大企业都在向云迁移，并开始采用云原生开发。

IDC 的研究表明，预计全球 97% 的企业都会利用连接的混合和多云基础架构，跨内部资源
和一个或多个公共云平台来支持这些云原生应用。1

借助云原生开发，您可以灵活、敏捷且更为安全地在任何云上构建和运行应用，同时也可
以支持众所周知的开发最佳实践，即持续测试、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监控。

然而，向云迁移也会面临新的挑战。
要想在任何云环境中管理、监督和维护软件应用，需要具备新的技能、流程和资源。

IT 团队持续承受着各种压力，既要在多种环境中运行，又要全天候提供全方位的关键运维
服务。团队需要获得灵活性、便利性和选择权，以简化管理并继续提供可推进业务成果的
解决方案。

托管式云服务可帮助企业提高速度和效率 

许多企业都在考虑迁移到托管式云服务以享受以下优势：

托管式云服务让企业不再需要专门的资源来安装、配置、维护和管理基础架构。这样一
来，这些宝贵的资源就可以专注于构建战略性业务应用。

合适的云管理策略可以帮助您通过云原生开发平台在任何公共云、私有云或混合云上创建
和运行差异化的创新应用。

71%
的企业认识到需要一致的跨
云管理和自动化来保障有效
的应用性能和业务运营。1

 • 加速产品上市。

 • 专注于核心竞争力。

 • 减少对 IT 资源的依赖和使用。

 • 现代化改造其云原生开发方式。

 • 削减总成本。

简介

1  IDC 技术聚焦，红帽赞助。“数字业务的成功离不开高效的多集群 Kubernetes 管理”。IDC，#US47479221，2021 年 2 月。

https://www.redhat.com/zh/solutions/cloud-native-development#why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advanced-cluster-management-analyst-paper?source=resourcelisting&search=kubernete+operators&f%5B0%5D=taxonomy_resource_type_tid%3A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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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您的云管理策略

为充分利用云原生开发，IT 领导者需要就其企业的关键方面提出关键问题。
当您的企业转向云和云原生开发时，务必需要解决安全性与合规性、运维与 IT 复杂性以及
当前员工的技能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关键领域将有助于确定您是否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时
间来专注于管理、维护、升级和保障云基础架构的安全性，还是说托管式云服务才是更好
的选择。

云采用已成为市场现状，随着企业接受基于容器的现代应用，Kubernetes 也在朝着类似的
方向发展。Qualtrics 的研究表明，76% 的企业已经或正在计划采用 Kubernetes 作为其云
战略的一部分，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2

尽管容器技术得到了快速采用，但许多企业还是很难有效地实施管理和保护。在 IDC 调查
中，只有 15% 的企业制定了优化或完全成熟的策略，以求在应用的整个生命周期管理和充
分利用容器。1

图 1 突出强调了企业采用容器和 Kubernetes 后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寻求托管式云服务解决
方案的原因。

为获得全面支持，提高可见性并吸引人才，许多企业都在转向托管式云服务，包括托管式 
Kubernetes。3 

合适的云管理策略可以简化可能非常复杂的云迁移。

在开启混合云旅程之
前，先通过此检查表回
答六个关键问题。

下载检查清单

急需获得云成本管理/工作负载评估能力

取代传统补丁和配置自动化策略

安全性/变更管理与合规性挑战

需要优化性能和分析功能

增加使用公共云管理服务

需要同时管理容器和虚拟机

需要获得新的人员/管理员技能

42

40

37

36

33

32

42

图 1：使用容器和 Kubernetes 后的重大云管理挑战1

（受访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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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DC 技术聚焦，红帽赞助。“数字业务的成功离不开高效的多集群 Kubernetes 管理”。IDC，#US47479221，2021 年 2 月。
2 2021 云原生开发调查。由红帽通过 Qualtrics 开展，2020 年 12 月 23 日 - 2021 年 1 月 9 日。
3 由红帽委托制定的 451 Research 探路者报告，“云原生：云中任务关键型应用的推动力”。2020 年 11 月。

https://www.redhat.com/zh/engage/hybrid-cloud-destination-s-202004160916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advanced-cluster-management-analyst-paper?source=resourcelisting&search=kubernete+operators&f%5B0%5D=taxonomy_resource_type_tid%3A7311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cloud-native-analyst-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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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云管理并提高开发人员的
生产力 

考虑到很多企业都在内部和多个云上部署了 Kubernetes，而托管式云服务
有助于降低复杂性并提高一致性。2 

在快速变化和日益复杂的开发环境中，开发人员不断承受压力，需要做出反应。托管式云
服务是一项托管式解决方案，让您不再需要安排开发人才去从事基础架构的管理和维护工
作。

各大企业都非常希望消除在吸引、雇佣、培训和留住人才方面的负担。

为软件开发提供端到端支持有助于提高团队生产力
随着基础架构管理负担的消除，整个 IT 企业将在以下各个方面受益：

加快应用开发。

全托管式云服务可以让团队立即启动开
发，不断发展基于微服务的应用程序以
应对变化，同时又快又轻松地部署现代
技术。

 

减少对 IT 资源的依赖和使用。

使用托管式云服务可享受托管、管理和维
护服务，让开发团队不用再为基础架构技
能烦恼，而是可以专注于核心竞争力。

现代化改造云原生开发方式。

托管式云服务可为以开源方法构建容器原
生应用提供理想支持，帮助企业更轻松地
构建新的应用，并对既有系统进行现代化
改造。

02

2 2021 云原生开发调查。由红帽通过 Qualtrics 开展，2020 年 12 月 23 日 - 2021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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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托管式
云服务提供商

托管式 Kubernetes 服务可提供持续的运维，并支持容器部署。

托管式云服务可帮助企业简化 Kubernetes 部署，减少运维支出和复杂性。由此可以让开
发人员和 IT 企业快速采用企业级 Kubernetes 应用开发和部署。

如果要选择合适的托管式云服务提供商，需要寻求的重要能力有：

加速应用交付和 DevOps。

转移到云有助于团队加快交付，并且采用
托管式云服务后将不再需要安装、配置和
培养技能来维护基础架构。

简化云服务集成。

如果需要跨混合云和多云环境整合资产，
则增加了运维的复杂性。跨公共云和私有
云的一致开发和部署经验降低了在混合云
和多云环境中构建战略业务应用的难度。

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应用到智能应用当
中。

利用可帮助您在应用程序中构建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AI/ML）并创建自动化数据
管道的服务，将您宝贵的业务数据转化为
竞争优势。

建于云端，助力腾云。

合适的托管式云服务解决方案可提供专业
技术来构建灵活的平台和应用，由此满足
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同时应对现有 IT 基
础架构和流程的实际情况。

随时随地运行和管理应用。

开发人员和主营业务领导者希望使用最新
技术，并在各种云端和数据中心空间运行
这些技术。红帽的托管式云服务可以在整
个堆栈和所有主要云上提供一致的体验和
工具。

03

红帽可在 Amazon Web 
Services（AWS）、
Microsoft Azure 和 IBM 
Cloud 上联合提供原生托
管式产品，还可在 Google 
Cloud Platform（GCP）
上提供托管式云服务，从
而保障跨公共和私有云的
一致性和运维简洁性。

https://www.openshift.com/learn/topics/managed-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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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托管云服务对云计算
进行现代化改造 

无缝构建和部署战略性业务应用。
红帽为在混合云环境中构建云原生应用提供了统一平台。通过红帽® OpenShift®，您可以
获得围绕 Kubernetes 构建的全面容器平台，该平台可提供基础架构和运维工具来简化开
发人员的体验。

作为 AWS 上的托管式云服务，红帽 OpenShift 提供各种部署选项可选，其中包括：

红帽 OpenShift 专业版
由红帽运维和支持的全托管式服务可全天候提供高级站点可靠性
工程（SRE）支持和 99.95% 的服务水平协议（SLA）。

AWS 上的红帽 OpenShift 服务
借助在 AWS 上原生运行的全托管式红帽 OpenShift 服务，
您可以快速而敏捷地在 AWS 公共云中加快构建、部署和管理 
Kubernetes 应用。从 AWS 控制台按需访问此项服务。

04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openshift-managed-services-cost-savings-brief
https://www.openshift.com/products/dedicated/
https://www.openshift.com/products/amazon-open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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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云技术的
全部潜力 

如果您的企业希望在混合环境中构建、部
署、管理和扩展云原生应用，而又不影响
开发人员的生产力，则托管式云服务可能
是您的正确选择。

红帽托管式云服务还提供托管式应用、
数据和平台云服务，并且可在领先的 
Kubernetes 平台跨混合云环境简化用户体
验。4

红帽携手 AWS 等主要云提供商提供了一
个完整平台，通过跨混合云创建精心策划
的一致性高生产力开发环境，提供了简化
的、开发者优先体验。

红帽与 AWS 的合作有助于简化建立混合云
环境的复杂步骤。通过两个全托管式部署
选项，客户可以自由选择如何在 AWS 上运
行红帽 OpenShift。

最新的一个联合产品是 AWS 上的红帽 
OpenShift 服务，该产品是在 AWS 上部署
和运维的全托管式红帽 OpenShift 服务。

该解决方案可帮助您在 AWS 公共云中的
综合 Kubernetes 平台上更快、更轻松地构
建、部署和管理 Kubernetes 应用。

AWS 上的红帽 OpenShift 服务提供了一
种 AWS 原生体验，可以从 AWS 控制台访
问，其中包括：

 • 按需提供，按小时计费。

 • 为 AWS 部署开具单张发票。

 • 与其他 AWS 云原生服务无缝集成。

 • 由红帽和 AWS 提供联合支持。 

您的 IT 团队因此将有能力更轻松地采用容
器化和部署应用程序。除了 AWS 上已经提
供的服务外，红帽 OpenShift 还提供构建
和自动化工具，包括容器镜像存储库、监
控解决方案和规范化安全性，以加速应用
程序的开发和部署。

使用在 AWS 上原生运
行的红帽 OpenShift 
构建、部署和管理 
Kubernetes 应用。

了解更多

4 Forrester。“多云容器开发平台，2020 年第 3 季度”2020 年 9 月 15 日。

https://www.redhat.com/zh/partners/amazon-web-services
https://www.openshift.com/products/amazon-openshift/
https://www.openshift.com/products/amazon-openshift/
https://www.openshift.com/products/amazon-openshift
https://www.redhat.com/zh/engage/forrester-wave-multicloud-container-platform-analyst-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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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构建差异化应用，
而非基础架构管理

获取所需工具，全力助您加快创新，提供优质客户体验，并根据
不断变化的需求及时扩展。 

红帽托管式云服务可通过以下功能为使用红帽 OpenShift 的 IT 团队提供帮助：

合适的托管式云服务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
的开发团队快速启动并加快应用开发，而
且运维效率的提升以及复杂性的降低对于
您的企业来说也是大有裨益。

由红帽托管的云服务。

团队可以立即开始开发，并保证其平台始
终可用且最新，并且可享受全天候 SRE 支
持。

跨所有云和服务的一致体验。

通过统一的平台和跨混合云和多云环境的
所有服务来提高生产力，因此开发团队无
需学习新的工具、流程或环境。

开发人员优先平台。

开发人员可以自由选择语言和工具，并且
将用户功能与管理任务分开了，以提供对
整个 Kubernetes 堆栈的访问权限，从而支
持构建、测试和部署业务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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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可以获得一系列的应用和数据服务，并将其用作云原生应用开发构件。作为托管式云
服务，这些组件完善了平台，并可按需提供，从而为开发团队提供支持。红帽应用和数据
服务可以相互配合并与红帽 OpenShift 协作，以便在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内提供一致且
精简的体验。 

红帽可提供很多应用和数据服务，其中包括： 

红帽 OpenShift API 管理
跨公共云和私有云为服务、应用和企业系统提供安全性、共享功
能和访问控制。红帽 OpenShift API 管理是以开放的现代化方法
构建基于微服务的应用程序的关键组件，支持您有效更新和重用
资产，以保持敏捷，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用于 Apache Kafka 的红帽 OpenShift Streams
无论在哪里部署，都可以创建、发现并连接到实时数据流。用于 
Apache Kafka 的红帽 OpenShift Streams 可赋予您对数据流的更
大控制权，这也是提供实时体验、事件驱动架构和数据分析应用
的关键。

红帽 OpenShift 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家和开发人员需要强大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工具来构建
智能应用。红帽 OpenShift 数据科学是一项云服务，团队利用该
服务可以在一个相互协作的一致环境中快速实现从实验性想法到
生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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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您只需从容构建和扩展应用，剩下的工作交给红帽来管理。
了解红帽的托管式云服务如何跨混合云环境提供全堆栈管理和精简的用户体验。

更多详情，请参阅 redhat.com/cloud-native-development 

 
了解红帽和 AWS 如何为您提供工具，以加快创新，并随着需求的变化而进行扩展。
访问 http://red.ht/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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