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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企业只关心速度
就在不久前，技术完全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率以及节省成本。但如今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企业最看重的是敏捷性。一些规模小但颇有竞争力的公司高度专注于快速创新和更快地进入市

场。技术正改变所有规则，并颠覆旧的业务模式。新的变革浪潮正迅速传播，这迫使企业竭尽所能加

快自身运维。

对敏捷性的需求不只是为了更快地迁移，最终目的是更有效地吸引客户，提供卓越的体验，并最大限

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满足业务相关人员越来越高的期望，IT 部门必须加快运维速度。自动化便是
确保做到这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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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为提高敏捷性扫清了道路
自动化是一项强大的功能，它使 IT 部门能够快速、一致并且可靠地提供业务所需的服务和应用。借助合适的

平台，企业不仅可以自动化基础架构的调配和管理，还可自动执行应用交付流程的各个方面，包括网络连接

和安全性。自动化方法使企业能够：

加快交付：多年来，许多企业都添加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和系统。总体而言，这些孤立的

基础架构复杂且难以管理，并且需要许多不同的工具和技能组合。实现手动 IT 流程自

动化可以帮助企业简化运维，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满足新的需求。流程自动化意味着 IT 

部门可在业务部门需要时，立即为其开发和推出新的或改进的应用，以及提供其他服务

（如云计算或安全功能）。 

提高效率：配置和管理网络服务、应用体系和其他资源通常需要手动操作，这一过程速

度缓慢且易于出错。自动执行常见流程可以加快应用交付并精简端到端基础架构的配置

与调配。通过减少手动流程，IT 部门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返工需求，保持更长的正常运

行时间并减少错误。这一切都对提升 IT 服务级别产生了重大影响。

增强运维：借助合适的自动化解决方案，IT 部门可以精简其运维，以满足业务相关人

员不断增长的需求。他们可以实施一致且可重复的流程，以控制管理负担和成本。使用

涵盖自动化支持的所有云计算和基础架构环境的单一运维模式，IT 部门可以帮助整个

业务部门提高敏捷性并缩短销售就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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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一种集成的自动化方法
IT 部门如何制定自动化计划？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侧重于两个关键领域的自动化： 

1 2

基础架构自动化                   多云环境运维和业务流程自动化

自动化计划应基于跨不同云环境的单个控制平面，在多个团队之间实现更好的敏捷性。它应支持访问原生云计算 
API，以使企业能够在任何云环境中使用原生服务，同时还确保能够持续集成、开发和交付其关键应用和服务。
VMware 提供集成的解决方案组合（包括 vRealize Suite 和 NSX、VMware Cloud Foundation 以及 Cloud 
Services），以共同处理两个关键的自动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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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项目持续时间
IT 资源是推动当今战略业务流程的引擎。为缩短项目持续时间，IT 部门需要快速且一致地提供业务线所需的
资源。传统的基于硬件的基础架构可能是手动操作，难以实现自动化，效率低下并且不合规，从而在运维一

致性、安全性和监管方面带来风险。

自动化可帮助解决传统数据中心面临的挑战。借助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之类的解决方案，IT 部门
可以建立一个集成了云计算管理的一致且软件定义的基础架构。这种内置的云计算管理使企业可以轻松使用

自助式功能来自动交付可组合的基础架构和应用服务。该解决方案支持性能优化、主动容量管理以及智能故

障排除和修复，从而提高效率并加快服务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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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手动配置
手动配置和调配任务的速度缓慢，容易出错，并且可能会导致出现代价高昂的人为错误和返工。借助 VMware 
Cloud Foundation，IT 部门可以回避这些手动流程，并跨混合云环境部署生命周期自动化。利用 NSX，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使企业能够利用 Software-Defined Data Center 的优势自动执行部署和配置
任务。 

对于应用，自动化可以集成新功能并灵活地应用新策略，而无需耗时的手动流程，例如配置、更新以及安全性

或存储需求。VMware 提供了一种基于策略的独特方法，使应用能够利用信息处理能力变得更加独立，并且
只需极少的人工干预即可持续即兴创作。简而言之，通过使应用能够持续决定其需求，可以始终确保尽可能高

效、安全且有效地运维，并且最大限度减少 IT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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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可重复的流程
常见的可重复流程非常适合自动化。vRealize Automation 之类的 VMware 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些专门构建的功能，用
于自动交付应用、桌面和基础架构服务以及对这些服务进行日常管理。VMware 使 IT 部门可以标准化和部署可重复的流
程，从而在开发、测试和质量保证 (QA) 方面提供更加一致的环境。

企业也可以通过创建自定义蓝图来自动调配和维护业务团队请求的资源，这些自定义蓝图包含所请求服务的所有组件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HR 企业可以使用蓝图来自动化可重复的流程，例如新员工调配。企业可以将时间和技能应用
于更高级别的任务（如人才招聘和面试），而不是把时间花在手动的员工入职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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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按需云计算服务注入自动化
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将需要交付 VMware 的即时可用功能未涵盖的其他业务和 IT 服务。
作为 vRealize Suite 的一部分，“一切即服务”(XaaS) 提供一种向导驱动型设计方法，
可设计交付给定 IT-业务服务所需的端到端流程（从提出请求一直到自动交付）。企业可以
通过 vRealize Automation 目录选择这些应用和基础架构服务产品，以及其他应用和基础
架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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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的优势 
业务步伐正不断加快，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对 IT 部门而言，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多地腾出时
间，投入更多资源来鼓励创新和推动业务增长。

为了提供业务部门所需的敏捷性，VMware 可帮助企业跨数据中心和公有云管理和运行一致
的基础架构和操作，从而交付其最关键的应用。VMware 的解决方案构建于软件定义的 HCI 
体系结构之上，将计算、网络和存储虚拟化技术进行了原生集成，还可进行自动驾驶式运维和

管理。这一创新方式可在任何云环境中交付一致的运维模式。

了解有关 IT 自动化的更多信息 >
立即通过动手实验室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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