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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CloudCenter 解决方案

好处
• 单一平台：通过一个管理和协调
解决方案，在数据中心、私有云
和公共云环境的情况下运行能够
避免出现云锁定。
• 企业级通过统一管理和治理的
方法：用户可以在安全可升级
可扩展的多租户网络解决方案
帮助下,拓展现有的投资。

单一平台可以支持任何应用和云
• 卓越的安全性: 用户将获得
精准访问控制,网络隔离服
务, AES-256 加密功能,
FIPS兼容的密码系统，客
户控制的密钥跳跃等多项
能力。

• 应用程序支持：此解决方
案可以支持多种应用和技
术。这些应用和技术包括
批处理，多层级应用和
• 时间效率: 在一个逻辑化和自主化
集群应用（比如说
的管理平台基础上减少安装和
Hadoop应用），并支持
总拥有成本，无需后续服务。
Ruby on Rails, Java, thick
client, .NET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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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CloudCenter™解决方案是一个以应用为中心的混合云管理平台，它可以
安全地操作基础架构资源，在数据中心、私有云和公共云环境下部署应用。
在思科Cisco CloudCenter 以应用为中心的突破性技术的帮助下，用户可以
（图1）：
• 建模：迅速并简单地创建一个云无关的应用配置文件——定义部署和管理一
整个应用程序堆栈的要求。
• 部署：轻松一键就可以将应用配置文件和相关组件部署到任意数据中心或
者云环境下。
• 管理：通过运用多种应用生命周期操作去设定策略，允许就地缩放，支持
跨环境突发或者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以及终止部署。
思科Cisco CloudCenter管理和治理面向应用，云和用户。管理者可以集中管
理云账户，通过财务计划来控制开支，和使用报告。管理者也可以管理使用
者和用户，提供标签管理和角色访问控制服务（RBAC）。
IT组织依次实现混合IT策略，将IT即服务(ITaaS)，自动化DevOps运营模式或
持续交付，临时容量提升和永久性应用迁移等技术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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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CloudCenter 解决方案优势
思科CloudCenter 解决方案混合云管理的方法，通过使用一系列创新专利
组件的组合将应用从云基础架构中抽象出来。
• 思科CloudCenter管理器是一个管理门户，允许用户按需轻松快速创建，
迁移和管理应用程序堆栈。这一管理门户给管理员企业级可见性，以及
对应用、云和用户的治理控制。
• 思科CloudCenter 应用配置文件，是用户使用云无关的模式创建的，其
包含用户对每个应用程序堆栈的部署和管理需求。利用现成或客户定制
服务库，映像和多个容器，每个应用配置文件可以通过使用一个简单可
视的拖放拓扑建模工具来创建。（图2）
• 思科CloudCenter 协调器为用户提供一个针对特定云资源的多租户编排
层。这一编排层对用户是透明的，可用于协调本地部署和持续管理。
思科Cisco CloudCenter 是一个企业级的解决方案，它可以为客户提供一
个安全的，可升级可扩展的多租户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从简单开始，
可以升级以满足IT组织和云服务提供商们最苛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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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单向复杂的成长
企业IT解决方案通常以通过在数据中心或者一个云环境下自动部署操作
系统映像或者虚拟机作为开始。接着，在不同环境下，复杂的应用程序
堆栈也可以通过自动化完成。系统运转顺畅以后，许多IT组织通过增加
应用和云来展示融合IT策略的商业价值。
• 对开发人员：Cisco CloudCenter 解决方案，可以让用户通过一个自助
系统为任何环境提供完全配置的应用程序堆栈，所以能够大大提
高生产效率并减少投入市场的时间。用户无需学习底层云计算环境，
也不再需要手动安装和配置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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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工程师：Cisco CloudCenter 解决方案以其自动化的工作流程
在集成工具链中扮演了一个基础性的角色。工程师们可以在一个持续
部署工作流中，实现多步骤的部署软件和基础设施自动化。这一过程
可能会使用数据中心，私有云和公有云资源。
• IT运营: 思科CloudCenter解决方案通过一个单一的管理和协调解决方案
使系统在多个应用、云，和多用户的环境下，提高运作效率，增强可视
性和控制。IT可以为用户带来操作的速度和灵活性，同时也控制成本和
保证对基础设施和应用的管理控制.
• IT 执行管理人员：Cisco CloudCenter 解决方案使得客户的混合IT策略
能够将数据中心和云IT服务灵活混合，在经营需求改变的情况下，能
够避免云锁定，并节省退出成本。执行管理人员可以同时满足业务快
速推向市场和成本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使用混合云策略，来减少复杂
性并完成对混合云固有风险的管理。

图3 .

思科CloudCenter 支持各种私有和公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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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CloudCenter 解决方案既可以被当做一个软件即服务(SaaS)解决方
案，或者一个传统的内部应用程序包来提交。部署过程无需长时间的专
业服务支持。很多客户在短短几天, 而不是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内，
成功地实现了概念验证系统的安装并部署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个应用。

混合IT选择
思科CloudCenter 解决方案对超过19种不同环境提供预装支持
（图3），这些环境包含，
• 数据中心：管理方案包含Cisco UCS® Director, Cisco® Application
Centric Infrastructure (Cisco ACI™), VMware vCenter,以及其他由软件
定义的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
• 私有云：多种架构的实现，以及CloudStack, VMware vCloud Director,
Microsoft Azure Pack, 也支持Bracket Computing Cells技术。
• 公有云：该解决方案支持的服务范围包括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和 AWS GovCloud, Microsoft Azure 和 Azure Government
cloud, Google computing platform, Dimension Data platform, IBM
SoftLayer, Rackspace platform, 还有 VMware vCloud Ai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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