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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企业需要现代化的基础架构

随着技术的进步，客户对数字化服务的需求也在增长。很多公司都在利用云原生基础架构
和方法对其 IT 环境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满足这些期望。利用新兴技术和文化创新，企业可以
提供动态的个性化数字客户体验，同时改善内部业务实践。

要想成功进行现代化改造，需要对应用、流程和基础机构进行升级演变。新的应用架构能
够快速而灵活地交付新功能，从而加快实现业务价值。敏捷的业务流程可以提高运营效率，
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也能更快做出反应。基于云的基础设施让企业能够更好地控制
成本并利用新兴创新。在对 IT 进行现代化改造和优化时，容器是一项关键技术。

什么是容器？

Linux® 容器技术能够让您对应用及其整个运行时环境（包括全部所需文件）一起进行打包
或隔离。从而让您可以在不同环境之间轻松迁移容器化应用，同时还可保留应用的全部功
能。主机操作系统为容器提供资源管理、抽象和安全功能，同时还会强制执行容器资源配
额和隔离。图 1 显示了传统、虚拟与容器软件堆栈的对比。

Gartner 预测到 2022 年，超过  

75% 
 的全球组织将在生产中运行容

器化应用。1

 1 Gartner 新闻稿。“Gartner 预测到 2024 年全球容器管理软件和服务的收入将大幅增长” 
2020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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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虚拟与容器软件堆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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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应用、流程和基础架构的现代化改造

IT 现代化改造计划可使用容器（与提供开发和部署能力的容器平台集成），从根本上改造
应用、流程和基础架构。凭借应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自动化和持续集成/持续部署（CI/
CD）功能，容器成为理想的开发基础。此外，通过自动化部署、扩展和管理功能，容器还
可以利用现有应用和 IT 投资跨混合环境运行。

应用

借助容器和微服务，您可以快速开发云原生应用，缩短新产品和功能的上市时间。现代应
用的构建模块（微服务）是非常小的完整可组合服务，依赖关系也非常有限。容器化的微
服务可以快速且独立地部署和更新。容器编排平台可以规模化管理微服务的部署，并提供
集成式服务发现。

流程

容器还可以帮您采用敏捷的开发流程，提高开发和运营团队的效率和协作水平。通过将应
用程序和依赖关系打包到容器中，开发人员可以在所有应用程序之间，为运营部门提供一
致的管理流程。不可变动的应用程序包可在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之间轻松移动，而无需
重新构建应用程序。因此，开发和运营部门只需使用一个共享容器平台就能解决两个团队
的核心需求。

基础架构

容器化应用和服务可以在混合环境中轻松扩展（包括物理、虚拟以及私有云、公共云和边
缘云基础架构），方便您按照企业工作负载灵活选择。容器提供了标准的可移植软件包，
可以快速统一地部署到任何现场或云环境中的物理和虚拟机上。

携手红帽与微软成功实现容器采用

红帽和微软提供了一个基于混合云的生产就绪型容器化环境。如图 2 所示，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是一个企业就绪型 Kubernetes 容器平台，可以实现全堆栈自动化运维，
以管理混合云和多云部署。红帽将其优化从而提高开发人员的生产力并推动创新。自助服务
功能支持您跨物理、虚拟和云基础架构，无缝开发、部署和管理基于容器的传统应用。先
进的安全功能有助于保护您的容器化环境，防止租户入侵其他容器或底层主机。

Microsoft Azure 是一个全球网络，跨越 60 多个地区，由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些数据中心
组成。该网络可以与您的现场数据中心无缝集成，为构建、部署和管理基于容器的应用提
供一整套云服务。70 多款合规性产品可帮助您确保您的资源符合法规和政策的要求。此
外，Microsoft Azure 安全中心还提供了一个 Azure 资源中央视图，以帮助检测和缓解威胁。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提供身份治理和访问管理功能，可与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无缝
协作。

http://cn.redhat.com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devops/what-is-ci-cd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devops/what-is-ci-cd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cloud-native-apps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microservices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devops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cloud-computing/openshift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cloud-computing/openshift
https://www.redhat.com/zh/topics/containers/what-is-kubernetes
https://azure.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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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Azure 的原生高可用性功能与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的高级应用管理功能相结
合，共同创造了一个可靠且稳定的容器就绪环境。您可以通过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界
面使用基于 Linux 的微服务，在 Microsoft Azure 上轻松创建和部署应用程序。将现场开发
和测试环境迁移到容器就绪型环境还可以提高性能、灵活性和控制力。

红帽和微软提供了两个部署选项来在 Microsoft Azure 上运行红帽 OpenShift。拥有容器经
验或具有严格控制要求的组织可以自行构建和管理其安装工作，而缺乏时间、资源或经验，
无法自行构建环境的组织则可借助 Azure 红帽 OpenShift 进行部署，这是 Microsoft Azure 
上联合设计和完全托管的红帽 OpenShift 部署方式。

最后，红帽和微软还提供了现代化改造 IT 所需的资源，包括为 Microsoft Azure 上运行的
红帽解决方案提供集成的企业级支持系统。您可以享受红帽以及微软工作人员提供的支持，
可以获得集成式工单系统、强大的门户集成以及无缝协调的升级和解决流程。您还可以利
用庞大的认证合作伙伴解决方案生态系统以及广泛的合作伙伴和专家社区来自定义您的 IT 
环境。

加快应用开发和发布

企业正在积极开发基于微服务的生产级应用，以便更快向客户提供新的服务和功能。事实
上，62% 的企业认为，应用程序对其业务至关重要，还有 36% 的企业认为，通过应用程序
提升了竞争优势。2 

红帽和微软可满足您在构建和部署基于微服务的现代应用程序时的所有工具需求。使用自
动化工作流快速创建容器镜像。使用附加的持久存储库构建有状态和无状态的应用程序。
通过负载平衡、自动缩放和协调功能，快速而轻松地部署和管理微服务和应用程序。

更快更轻松地部署容器
Azure 红帽 OpenShift 是一个
基于云的全托管容器环境，可
以让您更快、更轻松地采用企
业级 Kubernetes 平台。由微
软和红帽来管理和运营底层
基础架构，并通过您订阅的 
Microsoft Azure 服务向您收
费，以便您可以立即实现无缝
部署。

 2 F5 Networks，“2020 年应用服务状态报告”，2020 年。

图 2.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架构 

http://cn.redhat.com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services/openshift/
https://access.redhat.com/public-cloud/microsoft-azure
https://www.f5.com/state-of-application-service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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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敏捷开发流程可以帮助您提高运营效率，面对动态的市场环境更快做出反应。那些能够以
最高效的方式采用 DevOps 方法的组织可以将代码部署频率提高 208 倍。3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和 Microsoft Azure 提供的工具和功能可以帮助您采用敏捷的开发
流程，更快开发和更新应用程序。使用基于策略的控制和自动化，快速实施基于容器的应
用程序变更。通过基于云的灵活资源，动态扩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提高灵活性并降低成本

拥有一个可扩展、可管理的混合云环境有助于您在利用新兴技术的同时控制成本。因此， 
87% 的企业实施了混合云策略。4

红帽和微软可以为您提供构建高成本效益的混合云环境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支持。跨现场和
云资源采用无缝统一的部署流程。在最需要的地方部署应用程序，并随着需求的变化而迁
移。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动态扩展应用和资源。通过 Microsoft Azure 提供的即付即用灵
活价格选项，只为您使用的资源付费。利用红帽云接入计划将红帽产品订阅转至 Microsoft 
Azure，进一步降低成本。

了解更多

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在采用新的方法来处理应用、流程和基础架构，从而在数字化世界中获
得竞争优势。红帽和微软提供了一个容器就绪型企业级混合云环境，可帮助您使用敏捷开
发流程快速构建和部署基于微服务的现代化应用，以满足客户需求。

进一步了解红帽和微软的容器解决方案：

• Microsoft Azure 自助式红帽 OpenShift

• Microsoft Azure 红帽 OpenShift 托管式服务

• 架构和技术文档

 3 DevOps 研究与评估（DORA）和 Google Cloud。“加速发展：2019 DevOps 现状报告”2019 年 8 月。
 4 Flexera。“2020 Flexera 云现状报告”2020 年 4 月。

概述

http://cn.redhat.com
https://www.redhat.com/zh/technologies/cloud-computing/cloud-access
https://azuremarketplace.microsoft.com/en-us/marketplace/apps/redhat.redhat-openshift-4-iaas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services/openshift/
https://docs.openshift.com/aro/4/architecture/architecture.html
https://cloud.google.com/devops/state-of-devops/
https://info.flexera.com/SLO-CM-REPORT-State-of-the-Cloud-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