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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如果能從您應用程式的角度來管理整個應用程式堆疊，
那會怎麼樣？有了適用於容器的 Cisco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您便可以簡單、高效且一致的部署、協調、保護、擴展、
改進和管理您所有現代化應用程式及其相關的基礎架構。

一直以來，應用程式團隊都無法與其基礎架構管理團隊建立良好的聯繫。隨著越
來越多人採用微服務架構，軟件定義基礎架構需要以 DevOps 為重。基礎架構不
應再採用固定及繁複的操作，而需要根據新應用程式快速適應、回應及調整，以
全新的營運靈活性和簡單性跟上節點發佈速度。

適用於容器的 Cisco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是這種以應用程式為重的
基礎架構之基礎。Kubernetes 平台可為您的應用程式帶來簡潔有力的超融合基
礎架構。Cisco Intersight™ 軟件即服務 (SaaS) 提供整個基礎架構的生命週期管
理，包括部署以至工作負載最佳化。這樣可以大幅簡化 IT 營運並提高 DevOps 
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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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 為未來作好準備：用於現
在和未來應用程式現代化
的基礎平台 

• 經濟實惠：支援容器即服務 
(CaaS)，無需支付額外的
第三方虛擬機器監視器授
權費用 

• 靈活性：以 DevOps 為重
的特性讓各個團隊得以提
高程式碼發佈速度，並確
保其一致性

適用於容器的 Cisco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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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容器的 Cisco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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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級儲存空間功能
將 Kubernetes 結合至 Cisco HyperFlex 系統
的其中一個好處是，您不用再為容器提供長期
儲存空間的難題而煩惱了。由 Cisco HyperFlex 
HX 數據平台提供支援的分佈式群集檔案系統旨
於提供企業級儲存空間，而無需使用儲存空間
管理員來整合、配置或啟用其功能。自動增加
至 Kubernetes 環境的企業儲存空間功能包括：

• 高可擴展性、業界領先的超融合儲存空間
效能 

• 重複資料刪除和壓縮功能，用於提高儲存空
間效率 

• 同步和非同步資料複製功能（分別適用於較
長及較短的地理距離） 

• 適用於靜態資料的加密功能

• 精簡設定 

• 節省空間的快速再製功能 

• 資料保護 API，以便企業備份工具保護永久
容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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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惠、敏捷且為未來作
好準備
適用於容器的 Cisco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是可供即時使用的 Kubernetes 容器即服
務 (CaaS) 平台，並可在提高應用程式發佈速度的
需求與傳統 IT 對降低成本和複雜程度的需求之間
取得平衡。它是一款全方位整合解決方案，提供支
援現代微服務應用程式所需的每個基礎架構層級。
此平台的物理層和軟件堆疊均由 Cisco Intersight 
管理。它可處理應用程式平台群集管理，以及支援 
Kubernetes 環境所需的虛擬機器（圖 1）。

平台架構
這是我們首個使用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架構的解決方案，而此架構則是一種應用程式定義
的操作方法，有助迎合現時的需求，並不斷演變以
滿足未來需求。此平台屬於應用程式定義平台，這
是因為它會優先處理您的工作負載，然後調整其資
源以便為工作負載提供最佳支援。此平台可整合運
算功能、儲存空間和網絡資源，讓您無需應付整合
硬件組合和軟件元件，以及安裝和配置軟件層時的
費時且易出錯過程。奠定基礎後，此平台便能分析
您的工作負載元件及其資源用量，從而採用智能方
式自我改進。您將可獲得以下功能：

圖 1：Cisco Intersight 平台可管理 Kubernetes 環境的各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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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負載最佳化
Cisco Intersight Workload Optimizer 使用應用
程式效能指標，以助作出更佳的工作負載安置決
策，讓您的應用程式平台能夠更輕鬆地因應業務
關鍵型應用程式的需求作出調整。此軟件為您提
供整個應用程式堆疊的能見度，以便您根據遇到
的工作負載了解應用程式資源需求。它亦提供人
工智能輔助見解分析，以協助作出應用程式效能
最佳化決策。它也可以根據見解分析提出行動建
議，甚至將行動自動化，以助確保工作負載提供
最佳效能。

• 容器和基礎架構即服務 
• 快速部署 
• 出色效能 
• 獨立的資源規模擴展功能（運算和儲存空間）
• 完整生命週期管理 
• 整合至公用雲端，輕鬆安置工作負載 
• 應用程式和數據安全與保護措施 
• 分佈式永久儲存空間

應用程式運算服務
在虛擬化環境中部署容器時，您一般需要支付虛
擬機器監視器的授權費用。適用於容器的 Cisco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內置整合式應用
程式運算服務；此服務可讓您無需使用額外第三方
虛擬機器監視器授權，以及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
從常見的 SaaS 管理平台擴展規模：

• 政策型工作負載安置 
• 動態資源排程功能 
• 即時移轉功能
• 負載平衡功能 
• 親和性和反親和性規則

Cisco Intersight 軟件
Cisco Intersight 可在數據中心、雲端和邊緣環境
中管理應用程式服務。這個集中型 SaaS 平台可整
合基礎架構、虛擬機器、容器管理功能和應用程式
最佳化功能，以提供強大的應用程式平台管理功
能。它可讓您在混合式雲端環境中採用微服務型雲
端原生應用程式架構。此外，它亦支援整個基礎架
構和 CaaS 生命週期管理，並可透過您應用程式
的能見度、見解分析和行動，提供應用程式資源改
進功能（參見側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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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優勢
此應用程式平台可改進數據中心的經濟效益，為您
提供更高的靈活性，讓您能夠從容面對未來。它是
一款可供即時使用的容器平台，可為您帶來新的平
衡。靈活的開發團隊可獲得他們所需的指定基礎架
構，而 IT 機構則可使用維護服務品質與合規性所需
的工具。

經濟實惠
到目前為止，若要為您的 Kubernetes 部署提供多
組織用戶管理功能，您將需要投放大筆資金於虛擬
機器監視器軟件。適用於容器的 Cisco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可透過更低的授權成本、一站
式設定功能、分配功能和存取權限，以助降低營運
成本。Cisco Intersight 可透過單一供應商提供整個
堆疊的基礎架構生命週期管理功能和主動式支援。
我們的解決方案可簡化第 2 日容器營運，同時助您
運用現有的技能、工具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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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容器的 
Cisco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可助您在提升程式碼
發佈速度的需求，以
及複雜程度降低及營
運效率提高的需求之
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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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敏捷
您的 DevOps 團隊需要控制其環境，IT 工作人員同樣如此。此解決方案為開發人員和營運團隊提供一種共用
的操作模式，以便提高軟件發佈速度。我們成功開發了一款獨一無二的新一代解決方案，以助實現您的業務
目標。我們能夠快速設定預先整合的永久儲存空間、虛擬化功能、容器技術和管理功能，從而利用超融合技
術，讓您隨時隨地輕鬆開發和部署項目、讓應用程式能夠在任何數據中心或雲端環境、跨環境或任何環境組
合中執行及管理應用程式。開發人員能夠在任何地方存取一致的 Kubernetes 環境，或透過自助服務開發人
員入口網站存取虛擬機器和容器。

為未來作好準備
HyperFlex Application Platform 和 Cisco Intersight 軟件可消除阻礙新一代應用程式環境部署過程的障礙。
我們提供新一代超融合解決方案，且此解決方案可不斷演變以支援各種應用程式。您可在任何位置部署和維
護它，包括您的企業數據中心、遠程地點、私人雲端和多雲端環境。如果有一個應用程式平台能讓您的業務
在未來變得更靈活、更具經濟效益、適應性更強，而且更高效，為何要妥協只使用解決方案的一小部分呢？

了解更多資訊
• Cisco HyperFlex 系統

• Cisco Intersight 軟件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rvers-unified-computing/intersight/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