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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帽与 SAP 的深厚
渊源。

― 
红帽的强大技术产品 
组合。

― 
了解用于 SAP 解
决方案的红帽企业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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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AP® 客户对技术堆栈进行数字化转型时，红帽® 开源解决方案可提供支持。

了解为 SAP 工作负载选择红帽在本地和任何云端运行、开发、简化和扩展端到端业务流程
的 10 个理由。

简介



4

在《财富》500 强公司中，超过 90% 的公
司使用红帽企业 Linux®3，其中包括数量迅
速增加的 SAP 客户。 

运行 SAP 的企业知道他们可以信任红帽。作为第一家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的开源公司1，
红帽是开源技术领域备受认可的领先企业。

1 2

3

第 1 章

1“我们的公司”。红帽，2021 年 6 月 14 日发布。 
2  Forrester Research。“Forrester Wave：2020 年第 3 季度基础架构自动化平台”，2020 年。
3 2020 年红帽客户数据和《财富》500 强榜单。 
4  Forrester Research：“Forrester Wave：2020 年第 3 季度多云容器开发平台“，2020 年。

在 2020 年第 3 季度的 Forrester Wave 报告
中，红帽被评为多云容器开发平台领域的
领导者4。

在 2020 年第 3 季度的 Forrester Wave 报告
中，红帽还被评为基础架构自动化平台领
域的领导者2。

信誉

如果客户想要一个能够与其他供应商的众多基础架构相集成的
整体自动化平台，红帽的解决方案是客户的不二之选2。

Forrester WaveTM：2020 年第 3 季度基础架构自动化平台

4

http://redhat.com/about/company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forrester-wave-infrastructure-automation-analyst-asset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forrester-wave-multicloud-container-platform-analyst-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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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客户可以放心使用红帽解决方案，因为他们知道红帽具有全球影响力、广泛的开源能
力和专业实力、丰富且可靠的技术产品组合，并与 SAP 建立了深厚关系。

第 2 章

信任

红帽和 SAP 建立坚实的联盟，拥有 20 

多年的联合创新历史。20 多年前，红帽 

Linux 被选为第一个运行 SAP5 的 Linux 

发行版，自此成为了彼此的用户与拥护
者。

红帽的全球 SAP 业务专家致力于帮助企业扩充其知识库。这些专家包括：

面向 SAP 的红帽
咨询。

红帽 SAP 大客户技术
经理⸻基于红帽
技术优化 SAP 解决方
案的使用。

IBM 的全球业务服
务⸺来自红帽的总
公司。

4

6

5
红帽为开源社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甚至在 

Kubernetes 发布之前，便已经是与 Google 

合作开发 Kubernetes 的公司之一。红帽继
续为 Kubernetes 上游项目提供大力支持6，
2020 年红帽与 SAP 合作开发自己的内部 

Kubernetes 容器项目7。

5 红帽新闻稿。“SAP 创业基金对红帽进行股权投资”。1999 年 3 月 30 日。 
6 云原生计算基金会。“Kubernetes 公司统计数据”。2021 年 5 月 6 日发布。
7 红帽博客，“IBM 和 SAP：通过协作连通智能企业与未来的云原生技术”。2020 年 6 月。

5

https://www.redhat.com/de/about/press-releases/press-venturefund
https://k8s.devstats.cncf.io/d/9/companies-table?orgId=1
https://www.redhat.com/zh/blog/red-hat-ibm-and-sap-collaborating-bridging-intelligent-enterprise-cloud-nativ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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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红帽的庞大生态系
统汇集了软件和硬件合作
伙伴、集成商与合作组织，
因此，您的需求均可得到
满足。
借助红帽之力，可以让支持变得既简
单又轻松。红帽与 SAP 及经过认证的
硬件和云提供商合作，为您的整个环
境提供全面的支持。支持团队之间会
密切合作，找出根本问题并快速有效
地解决问题。

Henrik Voss 

SAP 内部咨询师， 

高可靠性业务部， 

德国 Unimicron8

借助红帽的专家建议、
指导和测试协助， 
确保我们选择了红帽
和 SAP 技术的最佳组
合，充分利用了我们
的投资，这是非常有
价值的。

8 红帽客户成功简介，“Unimicron 携手红帽为 SAP S/4HANA 建立可靠基础”。2019 年 11 月。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unimicron-success-snapshot?source=resourcelisting&f%5B0%5D=taxonomy_resource_type%3ACase+study&search=Uni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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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具备强大的技术产品组合，可支持您目前的 SAP 需求，并且能够灵活支持未来增长与
创新。从基于标准的自动化、管理和集成解决方案，到应用容器化和开放混合云，红帽的 

SAP 产品组合支持任何本地或云环境。

第 3 章

一致性

红帽为所有  SAP 工作负载提供完整的端到
端开源基础架构，从而为混合云打造理想
基础和工具。

7 8
红帽的丰富产品组合为 SAP 工作负载提供
可扩展性、稳定性、灵活性和更高安全性。 

随着容器和 Kubernetes 等云原生技术快速成熟，要打造新软件
体验并跨云对现有应用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云原生技术逐渐
成为首选的新方式。9

Forrester WaveTM：2020 年第 3 季度多云容器开发平台

9  Forrester Research：“Forrester Wave：2020 年第 3 季度多云容器开发平台”，2020 年。

7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forrester-wave-multicloud-container-platform-analyst-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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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让 SAP 客户不再受到供应商锁定的约束。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自由选择所需的
技术、应用方式和使用时间。由于红帽企业 Linux 在整体付费服务器操作系统部署中占有 

35.1% 的份额10，因此基于红帽技术运行 SAP 工作负载可扩展您的 IT 环境，简化过渡过程。

9

在一流的客户服务与支持、开源贡献、产品功能维度、
部署灵活性和创新步伐方面，受访客户给予了[红帽] 
OpenShift® 高度评价。11

10  “红帽：引领企业级 Linux 服务器市场”，红帽，2019 年 12 月 5 日。
11  Forrester Research：“Forrester Wave：2020 年第 3 季度多云容器开发平台,”，2020 年。

Forrester WaveTM：2020 年第 3 季度多云容器开发平台

https://www.redhat.com/zh/blog/red-hat-leading-enterprise-linux-server-market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forrester-wave-multicloud-container-platform-analyst-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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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提供的不仅仅是操作系统。为 SAP 和非 SAP 工作负载选择一个统一的基础与体验。 

第 4 章

用于 SAP 解决方案的红帽企业 Linux 是价格优惠的捆绑产品，该产品经过验证和认证，受
到广泛支持，与 SAP 联合设计而成。该产品也是红帽开放混合云产品组合的支柱产品。

10

12    IDC 业务价值简介，由红帽赞助，为 SAP 工作负载使用红帽开源
   解决方案的业务价值，#US47835721，2021 年 6 月。

IDC Research 研究了为 

SAP 工作负载使用红帽开
源解决方案的业务价值，
并发现了以下优势12：

IT 基础架构团队效率提高 61%

IT 安全效率提升 24%

部署新计算资源的时间缩短 

54%

部署新存储资源的时间缩短 

63%

开发人员生产力提高 32%

新应用的开发生命周期缩短 

24%

为您的需求而定制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business-value-using-red-hat-open-source-solutions-sap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business-value-using-red-hat-open-source-solutions-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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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SAP 解决方案的红帽企业 
Linux 还包括：

红帽企业 Linux 是一款智能操作系
统（OS），为跨混合云的应用提供
一致的基础。红帽企业 Linux 包括 

红帽智能分析， 用于主动识别和修
复问题。

扩展阅读

使用高可用性附加组件，用于增加正
常运行时间，并使用资源代理、脚本
和经 SAP 验证的最佳实践。

扩展阅读

使用红帽智能管理，用于生命周期
管理。

扩展阅读

• 四年 E4S 技术支持，仅为 SAP 客户提供。

• SAP 的系统角色，同样仅为 SAP 客户提供。

• 就地升级和实时内核修补。

• 特定于 SAP 的运行时库，用于支持 SAP HANA 的性能。

用于 SAP 解决方案的红帽企业 Linux 包括：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management/insights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red-hat-enterprise-linux-sap-solutions-technology-overview
https://access.redhat.com/articles/3671571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management/smart-management
https://access.redhat.com/articles/3671571
https://www.redhat.com/rhdc/managed-files/pa-red-hat-enterprise-linux-for-sap-solutions-technology-overview-f17289-201905-en.pdf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management/smart-management
https://www.redhat.com/rhdc/managed-files/pa-red-hat-enterprise-linux-for-sap-solutions-technology-overview-f17289-201905-en.pdf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management/smart-management
https://access.redhat.com/articles/367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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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适用于 SAP 的红帽解决方案产品规格说明，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redhat.com/sap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ap@redhat.com 联系我们，
详细了解如何从适用于 SAP 的红帽解决方案中获益。

结论
立即开启旅程。 

尝试  
用于 SAP 解决方案的红帽企业 Linux 的 
60 天免费订阅。

为 SAP 选择红帽。开放，面向企业。

© 2021 年红帽版权所有。红帽、红帽企业 Linux、红帽标识以及 JBoss 均为红帽及其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Linux® 是 Linus Torvalds 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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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及技术支持

800 810 2100 
400 890 2100

红帽北京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侨福芳草地大厦 A 座 8 层 邮编: 100020 
8610 6533 9300

红帽官方微博 红帽官方微信

cn.redh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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