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化基础架构工作流  |  内容

目录

第 1 页
IT 基础架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业务资产

第 2 页
什么是基础架构自动化？

第 3 页
哪些方面可以实现自动化？

第 4 页
自动化您的构建管道： 
基本基础架构注意事项

第 5 页
自动化您的构建管道： 
操作系统、网络和存储注意事项

第 6 页
自动化您的构建管道： 
应用注意事项

第 7 页
使用统一的自动化平台，简化整个工作流

第 8 页
借助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实现基础
架构自动化

第 9 页
客户成功案例要点： 
西门子

第 10 页
准备好对基础架构实施自动化了吗?



自动化基础架构工作流  |  1

自动化需求

不同行业的企业都在追求自动化， 
以克服基础架构管理方面的挑战。

当今的企业依赖 IT 基础架构和应用。因此，IT 团队现在对于公司的成功发挥着战略支
撑作用。即便是这样，IT 预算却没有增加，而且 IT 团队必须在不增加新员工的情况下
管理日益庞大、复杂且分散的 IT 基础架构。

大多数企业都使用基于领域的方法进行基础架构管理。每个团队都使用自己喜欢的
工具和方法来管理自己的专业领域。团队之间很少共享工具、技术和最佳实践。这
种冗余性和缺乏协作会导致成本升高、效率降低。此外，由于专业领域知识集中度
较高，因此只有少数工作人员可以执行既定的任务，如果这些人员无法到岗，则会
造成延误。

基础架构自动化可以帮助您优化 IT 并实现转型
自动化对于 IT 优化和数字化转型都至关重要。为了支持业务走向成功，IT 环境必须高
效、可靠且可扩展。基础架构自动化可以帮助您的企业简化运维、提高敏捷性、推动
生产力并且增加安全性和可用性。

大多数已经开始实现基础架构自动化的企业都在按相应的领域逐步推进。与总体基础
架构管理一样，每个团队都使用他们选择的自动化工具和流程，从而导致更高的成
本、更低的效率和有限的协作。此外，许多自动化工具是无法相互集成的，而且不同
的团队通常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基础架构自动化。这导致团队之间的手动移交繁琐
而耗时，即使对工作流中的任务应用自动化，也可能大大延迟项目和资源的交付。

IT 基础架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业务资产

86%
的企业将过多的手动流程视为管
理 IT 支出方面的挑战。2

52%
的企业董事会都期望通过自动化 
提高 IT 效率。1

 1 Harvey Nash 与 KPMG：“2019 全球 CIO 调查报告：变化中的视角”，2019 年。
 2 Flexera：“2020 Flexera 数字化转型计划报告”，2020 年 2 月。

加快运营和发展 提升敏捷性和 
响应速度

推动生产力和 
提升效率

提高可用性和 
可靠性

改善安全防护和 
合规性

通过一种全面的方法发挥自动化的优势
全面的自动化方法可以帮助您节省时间、提高质量、提升员工满意度并降低整个基础架构和企业的成本。这样，IT 团队可以提高生产
率、减少错误、改进协作，腾出时间去做更有意义、更有思想的工作。

基础架构全面自动化的方法可以帮助您的企业：

https://home.kpmg/xx/en/home/insights/2019/06/harvey-nash-kpmg-cio-survey-2019.html
https://info.flexera.com/SLO-REPORT-Digital-Transformation-Plann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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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架构自动化是使用软件来创建可重复的指令和进程，以此取代或减少人与 IT 系统
的交互。自动化软件可以根据设置的指令、工具和框架，几乎不需人工干预地执行任
务。大多数 IT 任务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动化。示例包括：

• 管理物理基础架构

• 管理虚拟环境

• 置备云资源

• 管理网络

• 管理存储和数据

• 部署应用

• 运行标准操作环境（SOE）

简化正在进行的基础架构操作
您还可以在整个环境中自动化正在进行的操作。示例包括：

• 用户和访问权限管理。添加、删除和更改用户对资源的访问权限。

• 故障排除与调试。检查系统运行状况并收集和记录数据。

• 库存管理。创建资产库存清单并将配置与所需状态进行比较。 

任务自动化还是工作流自动化？
有效的 IT 基础架构管理要求您同时自动化单个任务和整个工作流。

什么是基础架构自动化？

 3 IDC 白皮书（红帽赞助），“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可提升 IT 敏捷性并加快产品上市”，2019 年 6 月。文档 #US45090419。

任务自动化可以简化一个人在一种基础架构资源上执行的一项功能。
它会在员工行动级别上加快操作速度，并减少执行特定工作任务所需
的时间。

工作流自动化则是将多项任务整合到一个进程中。它会在流程级别上
加快操作速度，并自动从一项任务转到下一项任务，从而减少了由于
团队间交接而造成的等待时间。此外，工作流自动化还方便了自助服
务操作，同时又保留了 IT 对资源的控制。

自动化的好处

那些部署全面自动化平台的企业 
实现：

68%
的 IT 基础架构团队效率提升3

44%
的基础架构配置管理效率提升3

31%
的网络管理团队效率提升3

20%
的网络置备和部署速度提升3

41%
的应用环境管理团队效率提升3

20%
的应用安全管理效率提升3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business-value-red-hat-ansible-automation-analyst-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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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架构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可以实现自动化。实际上，基础架构自动化的一个关键用例就是将团队、流程和工具连接到单个自动化工
作流中。统一的自动化构建管道的示例如图 1 所示。

哪些方面可以实现自动化？

下列部分便遵循此工作流，演示了如何使用自动化来简化 IT 资源请求过程，同时也提供了其他一些特定领域的用例。

步骤 1：明确工作负载要求
每个工作负载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决定了应将其部署到何处。有些工作负载需要高性能基础架构，而另外一些工作负载则需要
高可用性或更高的灵活性。资源使用和成本可能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应明确工作负载的主要要求。具体取决于您的 IT 环境，您可以选择在物理、虚拟或云基础架构上部署工作负载。同时，还应该考虑
存储、网络和安全性要求。

IT 

图 1.  自动化可以帮助您简化整个工作流，例如构建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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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设置基本基础架构
基础架构是所有用户和 IT 运维工作的基础。实现底层基础架构生命周期管理的自动化可以简化运维并提高准确性和安全性。同时，
它还使您能够在混合环境（包括物理、虚拟和云基础架构）中一致地部署应用和工作负载。无论基础架构如何，自动化可以帮助您：

自动化您的构建管道

基本基础架构注意事项

• 更改资源配置。

• 监控和改正配置偏差。

• 应用和实施安全策略。

• 更新和修补系统。

• 监控系统运行状况并记录结果。

• 轮转系统日志。

• 跟踪基础架构中的库存。

• 在配置管理数据库（CMDB）中执行
更新、同步和比较。

硬件和服务器
通常是为对性能较为敏感的应用（例
如生产数据库）选择物理基础架构。

为什么要自动化？
将服务器安装到数据中心后，大多
数管理操作都是利用管理界面来完
成的。自动化平台可以与这些工具
进行交互，以加快操作速度并减少
设置错误。

自动化用例
• 置备物理服务器资源。

• 配置 BIOS 和磁盘设置。

• 在服务器上安装介质。

• 打开和关闭服务器。

• 诊断硬件问题。

推荐
寻找一个通过基于开放标准（例如 
Redfish）的应用编程接口（API）
与您的硬件管理接口集成的自动化
平台。

虚拟资源
通常是为需要高可靠性的工作负载
（例如业务应用）选择虚拟环境。

为什么要自动化？
自动化可以帮助您更有效地管理虚拟
环境，以优化成本并控制无序扩张问
题。您甚至可以自动化虚拟机监控程
序本身，以简化更新。

自动化用例
• 置备虚拟机（VM）。

• 分配 IP 地址并将存储附加到虚
拟机。

• 移动工作负载并实现负载平衡。

• 管理集群内的主机。

• 查找和删除未使用的虚拟机。

• 为主机和虚拟机创建、管理和应用
模板。

推荐
寻找一个支持您所选虚拟化虚拟机监
控程序的自动化平台。

云服务
通常是为需要投入使用和移除的工作
负载选择云基础架构，以优化资源使
用及开发环境等方面的成本。

为什么要自动化？
云环境是为自动化而设计的。大多数
云组件和服务都需要完全自动化，以
实现其价值最大化。

自动化用例
• 根据模板和安全配置文件置备虚
拟机。

• 设置用户凭据、角色及虚拟私有云
（VPC）访问权限。

• 一致地管理混合云和多云环境。

• 编排故障转移。

• 确保云之间网络连接的一致性。

推荐
寻找一个与您所选云提供商实现集成
的自动化平台。

https://www.dmtf.org/standards/red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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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您的构建管道

操作系统、网络和存储注意事项

步骤 3：安装操作系统
大多数企业在业务中都会使用各种 IT 堆
栈。手动管理各个不同的组件既比较繁
琐，也容易出错。

为什么要自动化？
自动化可以帮助您定义和管理标准操作
环境，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正
常运行时间并提高安全性。此外，您还
可以实现对混合 Linux® 和 Windows 环
境的统一管理。

自动化用例
• 安装、更新和管理操作系统（OS）
镜像。

• 应用安全设置并设置身份验证
服务。

• 管理对企业和法规要求的合规性。

推荐
寻找一个支持您操作系统的自动化平
台。无代理平台简化了多个操作系统所
带来的管理工作，因为系统本身没有需
要维护的代理。

步骤 4：设置网络
网络连接了 IT 和业务基础架构的各个方
面。您必须对它们加以管理，以确保始
终向正确的用户、应用和数据提供正确
的访问权限与带宽。

为什么要自动化？
自动化可以帮助网络团队安心地根据需
要做出预先定义、预先测试的变更。此
外，它还可以帮助团队在每个变更窗口
内完成更多工作。最后，自动化可以提
高变更的准确性。

自动化用例
• 创建和管理防火墙端口访问控制列表
（ACL）及虚拟局域网（VLAN）。

• 修补和维护开关。

• 修复预定义问题。

• 管理和审核变更

推荐
寻找一个可以通过单一界面来连接和
维护诸多供应商的网络设备的自动化
平台。

步骤 5：配置存储
应用要依赖于数据，因此数据称得上
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业务资产。您必须
对存储系统进行配置和管理，以便向
正确的应用和用户提供正确的数据。

为什么要自动化？
自动化可以帮助存储团队减少人工
作业，从而加快操作速度。您可以
自动置备预定义的存储请求，并可
以动态扩展存储资源以满足不断变
化的需求。

自动化用例
• 配置存储并将其连接到服务器、
虚拟机、应用和用户。

• 设置备份代理并验证备份客户端
配置。

• 扩展存储分配。

• 整合存储系统并迁移数据。

推荐
寻找一个可通过单一界面来管理诸多
供应商的存储系统的自动化平台。

西门子
使用自动化来加快管理任务并提高整
个企业的通信安全性。

“实际上，我们正在实施一个
流程，即通过自动化完成大约 
97-98% 的工单。”
Bart Dworak
Microsoft 软件工程经理

HCA Healthcare
自动为其脓毒症预测和治疗优化
（SPOT）平台执行数据收集、分析和
主动通知流程。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tandardized-operating-environment-checklist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tandardized-operating-environment-checklist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linux-system-management-ebook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ansible-automation-for-windows-checklist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iemens-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microsoft-case-study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hca-healthcare-cas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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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部署应用
应用部署是本构建流程示例的终极目标。作为关键业务资产，应用和工作负载必须进
行正确配置，以确保最佳性能和安全性。

为什么要自动化？
自动化可以帮助您根据企业、法规、绩效和成本要求，在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以及
物理、虚拟和云基础架构中以统一的方式部署应用。

自动化用例
• 安装、配置和修补应用。

• 将数据加载到应用中并连接到所需的其他系统。

• 配置应用的凭据访问。

• 动态扩展应用资源。

• 通过 DevOps 方法和持续集成/持续部署（CI/CD）管道管理应用生命周期。

推荐
寻找一个可通过单一界面来管理尽可能多的应用生命周期的自动化平台。CI/CD、
DevOps 和软件堆栈管理功能可以加快您的开发和部署速度。

自动化您的构建管道

应用注意事项

轻松迁移您的 SAP 环境

许多企业都依赖于 SAP® 数据库和应
用来管理其业务。要想继续获得 SAP 
的支持，它们必须在 2027 年之前迁移
至 SAPHANA® 和 S/4HANA®。

主要的迁移步骤包括：

• 创建和配置目标基础架构。

• 在目标基础架构上部署新的 
SAP 软件。

• 将数据从现有环境复制到目标
环境。

• 将虚拟 IP 地址移动到数据的
新副本上。

• 测试新的设置。 

• 弃用旧的环境。

所有这些步骤都可以通过基础架构自
动化来完成，从而提高了流程的速度
和准确性。

那些部署全面自动化平台的企业实现：

 4 IDC 白皮书（红帽赞助），“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可提升 IT 敏捷性并加快产品上市”，2019 年 6 月。文档 #US45090419。

26%
的应用修补速度
提升4

25%
的应用配置管理
效率提升4

20%
的应用安全防护
管理效率提升4

https://www.redhat.com/zh/engage/idc-ansible-automation-s-201906060343
https://www.redhat.com/zh/solutions/digital-transformation/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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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实现自动化

IT 自动化可以给您的企业带来深远影
响。请阅读以下电子书，了解自动化
如何帮助您实现人员、流程与平台协
作的转型、管理网络基础结构并简化
安全防护运维中心：

• 自动化企业：实现人员和流程的
统一

• 面向所有人的网络自动化：借助
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实现网
络现代化

• 简化您的安全防护运维中心

 
使用统一的自动化平台，简化整个工作流

统一的自动化平台对于实现高效的工作流自动化至关重要。自动化平台为多人实现一
致自动化提供了统一的基础。此外，它们还提供了一些在整个企业内高效管理和共享
自动化内容的方式。一个统一的平台将允许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尽管每个团
队仍可以针对各自的领域创建自动化，但所有这些领域都将被统一到相同的自动化工
作流和策略中。同时，一个统一的平台还鼓励团队展开协作并共享自动化资产、最佳
实践与经验。

可用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有许多，但并非全部包含让您的企业跨整个基础架构实现有效
自动化所需要的功能。寻找具备以下特征的自动化平台：

全面支持
通过提供企业级支持的平台来提高 IT 可用性和可靠性，包括质量
和安全性测试、集成以及清晰的路线图。

供应商互操作性
通过标准的开放式界面，使用首选的基础架构技术并实现其自动
化，从而使供应商可以为您的自动化平台创建模块或插件。

易于采用
借助简单易懂的自动化指令和直观的工具，使企业的员工能够快
速、有效地构建和部署自动化。

大规模可扩展性
借助可在基础架构、操作系统、管理工具和用户角色之间扩展的
平台，以一致的方式在整个 IT 组织中部署自动化。

无代理部署
快速、安全地连接和自动化基础架构组件，而无需在每台设备上
安装和维护代理。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automated-enterprise-e-book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automated-enterprise-e-book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network-automation-for-everyone-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ebook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network-automation-for-everyone-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ebook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network-automation-for-everyone-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ebook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ecurity-automation-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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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是构建和运作自动化服务的基石，提供所有的必要工具和
功能来帮助您实现基础架构自动化。它将简单、易读的自动化语言与可信、可组合的
执行环境相结合，同时融合了专注于安全性的共享与协作功能。由此，多个领域团队
就可以使用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从而能在整个 IT 组织范围内创建、扩展和部署
自动化。

作为一个单一框架，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可以帮助您全面实现基础架构的自动
化⸺从服务器和网络设备，到操作系统、应用及安全。通过模块，它可以使用通
用语言来连接现有的自动化工具和流程。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还是一个无代理平
台，您可以轻松地实现组件自动化，而无需在组件上安装自动化软件。最后，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中包含监控和日志记录功能，可帮助您了解如何在整个企业内使
用自动化并进行管理。

借助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 
实现基础架构自动化

 5 Flexera：“2020 Flexera 云现状报告”，2020 年 4 月。

“在我们的客户群中，[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被公认为
是一个出色的自动化和编排
语言平台。”
Joseph Tejal
红帽认证 Ansible 自动化专家，曾就职于 Datacom

的企业目前正在使用或计划使用 Ansible 
作为其云配置工具。564%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management/ansible
https://info.flexera.com/SLO-CM-REPORT-State-of-the-Cloud-2020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datacom-cas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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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门的专家咨询和培训， 
增强企业的 Ansible 专业知识

通过自动化管理任务， 
提高 IT 效率

针对基于 Windows 的安全环境， 
对 Ansible 进行优化

“我们需要更多的自动化，红
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堪称
是理想的选择，但我们并不是 
Ansible 领域的专家... 最大限
度利用好我们的 IT 投资非常
重要，因此需要红帽专家在细
节部分为我们提供尽可能多
的帮助。”
Rufus Buschart
西门子 PKI 主管

挑战
西门子是一家专注于电气化（从发电、输电和配电，到智能电网解决方案以及电能的
高效利用）及医学成像和实验室诊断领域的全球性技术公司。整个公司采用了公钥
基础架构（PKI）（一个流程和策略的集合，用于创建、使用、管理和存储数字证书
及其他安全通信组件），以有效保护对敏感信息的访问。西门子正越来越多地依靠 
PKI 来保护物联网（IoT）通信的安全。现在，公司针对不同的用例维护了两个 PKI 环
境。为了支持不断增长的 PKI 使用量，公司寻求一种更强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以帮
助其团队适应需求，同时降低配置复杂性。

解决方案
为了简化并更好地实现其 PKI 环境的自动化，西门子与红帽咨询紧密合作，用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取代了原有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借助专家支持和培训服务，西门子的 
PKI 团队现在得以使用 Ansible 自动化平台来自动化其人工管理任务，从而提高了整个
业务的通信安全。

客户成功案例要点

西门子
通过自动化增强通信的安全性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iemens-case-study


准备好对基础架构实施自动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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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业依赖于您的 IT 基础架构和应用。IT 自动化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员工满意
度并降低成本。红帽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自动化平台，可以连接您的 IT 基础架构、
流程和团队，从而为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

借助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实现基础架构自动化： 
redhat.com/zh/technologies/management/ansible

充分利用 IT 自动化专业知识
红帽提供了相关的服务、培训和认证，以帮助您按照最佳实践快速、有效地实施基础
架构自动化。

红帽服务计划： 
自动化技术采用

红帽培训与认证： 
红帽 Ansible 自动化平台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management/ansible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ervices-program-automation-adoption-brochure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services-program-automation-adoption-brochure
https://www.redhat.com/zh/services/training/all-courses-exams?f%5B0%5D=taxonomy_product%3ARed+Hat+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
https://www.redhat.com/zh/services/training/all-courses-exams?f%5B0%5D=taxonomy_product%3ARed+Hat+Ansible+Automation+Platform

	TOC

	Button 15: 
	Button 16: 
	Button 17: 
	Button 18: 
	Button 21: 
	Button 22: 
	Newsletter 27: 
	Newsletter 29: 
	Newsletter 30: 
	Button 23: 
	Newsletter 31: 
	Button 26: 
	Button 25: 
	Newsletter 32: 
	Button 24: 
	Newsletter 10: 
	Button 19: 
	Butt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