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真正的
混合云
埃维诺基于 Microsoft Azure Stack 解决方案

通过埃维诺基于 Microsoft Azure Stack 的解决方案，
体验真正的混合云

为什么企业需要 Azure Stack
为迁移到公有云做准备：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进行云迁
移迫在眉睫，却没准备好下一步。现在，企业可以通过
Azure Stack 将业务应用运行在私有云环境下，同时从容
不迫地进行云迁移的准备工作。

拥抱云技术的企业发现他们必须要部署公有云和私有云来
满足特定的企业需求。这经常意味着 IT 部门需要支持多
种技术，并且进行重复性的劳动。通过 Microsoft Azure
Stack，埃维诺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创建、运
营、并进行创新，让企业享受如公有云一样的私有云服务。

孤立和边缘化的解决方案：通过 Azure Stack，企业可以
在本地处理数据，并且经通用的业务逻辑进行及时的数
据分析，这就解决了数据交互延迟和互通互连的问题。

埃维诺 Microsoft Azure Stack 解决方案价值
满足业务和技术的需求，同时兼备选择公有云和私有
云的自由组合

无论云端还是本地部署的现代化应用：通过 Azure 网
站和移动端的服务、容器和去 - 服务器的微服务架构来
更新旧的应用系统，同时在云端和本地都采用一致的
DevOps 流程。

专注于创建业务应用，同时享受物理部署环境下的云
服务
获得应用开发、测试和部署的效率，通过单一的开发
平台，无论系统是运营在 Azure 或 Azure Stack 之上

符合任何法规的云应用：在 Azure 上进行开发和部署，
同时通过 Azure Stack 兼备了在本地部署的灵活性，从
而满足政策法规的要求。完全不需要改写 Code!

提升企业合规性的能力，这要感谢公有云在本地部署
的方式

门户 | PowerShell | DevOps 工具

门户 | PowerShell | DevOps 工具

开发人员

Azure Resource Manager

Azure Resource Manager

一个 Azure 生态圈

Azure IaaS | Azure PaaS Compute | 网络 | 存储
应用服务 | Service Fabric

统一的应用开发
在企业数据中心的 Azure 服务

Cloud 激励的架构

IaaS | PaaS

Cloud 架构

IT
Microsoft Azure
私有云 | 托管

Microsoft Azure
公有云

在云端创建，运营和创新业务的一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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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埃维诺基于 Microsoft Azure Stack 的解决方案，
体验真正的混合云

埃维诺 Microsoft Azure Stack 解决方案
埃维诺提供一套一站式的、托管式的 Azure Stack 解
决方案。通过一个服务提供商，您可以获得微软认证
的硬件平台， Azure Stack 软件开发、安装及设置，
一个混合云基础培训，然后我们帮您进行系统运营和
维护。这套解决方案可以在本地部署，在第三方地点
部署，或者运行在埃维诺数据中心里。Azure Stack 启
动了真正的混合云模式，让企业可以在私有环境中部
署和在 Azure 公有云环境中一样的功能。
企业必须拥抱云来满足业务需求
近期埃维诺进行的 Avanade IT modernization study
中显示，近三分之二 (65%) 的受访者同意，传统的应
用和方法已经不再满足未来的数字化业务需求。CIO
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对 IT 系统进行云优先的审视，但公
有云环境也许不是所有应用系统的最佳选择。在此调
研中，受访者反馈，企业将在未来两三年里迁移越来
越多的应用系统到云端 (IaaS 占比将从今天的 14% 提
升到未来的 30%, PaaS 将从 8% 提升到 25%), 创建一
个混合云的 IT 世界。

在未来 3 年里，企业将迁移越来越多的本地应用到云端
(IaaS 占比将从今天的 14% 提升到 30%, PaaS 将从 8% 提
升到 25%)，创建一个混合云的世界。*
公有云选项将带动私有云的部署
公有云的最大挑战在于访问公有云本身。一些企业发现一
些陈旧的或者接近边缘化的应用无法实现公有云部署。也
有一些企业发现，法规和合规性限制了企业部署公有云的
可能性。对于一些被迫进入私有云选项的系统，企业发现，
由于缺乏 API、开发工具和流程，私有云下的系统很难部
署和管理。这一切意味着企业往往需要双倍的时间和精力
来运营和维护在本地和在云端的系统。
埃维诺 Microsoft Azure Stack 解决方案
作为全球系统集成商和托管服务提供商，埃维诺解决方案
交付混合云服务，不仅仅是硬件。我们为企业提供经验、
人员以及服务来优化和管理混合云新环境。所以，企业可
以更加专注于业务创新本身，而无需花时间和精力在管理
云平台本身。

87% 的受访者指出，他们的企业正在计划实施由厂商提供的云（例如 Microsoft Azure Stack）
来整合本地数据中心和公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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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埃维诺基于 Microsoft Azure Stack 的解决方案，
体验真正的混合云

Capabilities

Benefits

能力
Microsoft certified

价值
The
Avanade hardware platform delivers:
• 埃维诺硬件平台交付：
Hyperconverged commodity hardware with high node density to maximize value
• •Flexibile
configuration options to address specific client needs
全系统超融合的硬件，具备高节点密度来将价值最大化
• •Azure
Stack
adjacent storage options to meet complex requirements
灵活的设置选项来满足特定的业务和客户需求

Hybrid cloud
foundations
workshop to uncover
your specific needs
混合云基础培训来解锁企

• Azure Stack
相匹配的存储选项来满足复杂业务需求
Through
this workshop
we will:
• Provide you with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Azure Stack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and features
• 通过培训，我们将：
Document high-level design infrastructure decisions, providing starting points for future
•implementation
为企业提供基础的 Azure Stack 架构服务和功能介绍
•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loud operating model and governance necessary for a
记录战略性的架构和决策，为企业提供未来部署的起点
successful Azure Stack implementation

hardware designed
for optimal
微软认证的硬件，为了优
performance
化应用系统性能而设计

业特定需求

Azure Stack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services
to get
you
Azure
Stack
安装
和设
up
and
running
置服务，方便快速业务启
动

• 为企业提供更好的云运营和监管模式，从而实现成功的 Azure Stack 实施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services include:
• Conduct and coordinate all aspects of hardware installation from unboxing to fully tested with
安装和设置服务包含：
connectivity
组织和进行所有硬件拆包、安装、测试及连接性工作
• •Configure
all tools to enabl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platform
•
安装所有工具从而实现对平台的管理和监控
• Install,
configure and customize application in preparation for production
• 安装、设置和定制化企业应用系统，为生产做好准备

Avanade Cloud
Transformation
services to enable
通过埃维诺云转型服务实
your business to
现云端创新
innovate on the cloud

Once your Azure Stack infrastructure is in place, we will help you:
• Understand and choose the right cloud approach with portfolio assessments and pilot migrations
Azure
Stack 架构准备好时，我们帮助您：
• 当企业的
Modernize
applications
that enhance the scale, cost and flexibility of the cloud, while still retaining
•control
理解和选择正确的应用系统来进行试点迁移
and extending the value of existing systems
• •Standardize
and consolidate your IT infrastructure and help strengthen governance and reduce
通过应用系统现代化，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系统可升级性，同时保留了对现有系统的管理和
掌控力risk

Managed solution
to deliver optimal
performance

• 标准化和整合企业
IT 架构，帮助您加强监管，降低风险
Avanade
managed services
will provide you with:
• Service delivery management through a single point of contact responsible for reporting and
governance of the solution
埃维诺托管服务将帮助企业：
• Monitoring of the environment to collect, aggregate, filter and analyze key data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ce
通过单一的联系人进行服务交付管理，包含了解决方案报告及监管
management
监管、整合、筛选和分析关键数据来进行服务管理
• •Proactive
and reactive service management to provide patching and maintenance of the
to deliver optimal performance
•environment
主动和被动的服务管理来提供补丁和维护，从而达到理想系统表现
• •Standard
reporting
made
available 仪表盘与您时时分享
to you through the ServiceNow dashboard
标准化的报告模板通过
ServiceNow
• •Avanade’s
Azure
billing
solution
to
help
you keep
of your
Azure
and Azure Stack consumption
埃维诺的 Azure 账单解决方案帮助您随时跟进
Azuretrack
和 Azure
Stack
消费情况

托管服务解决方案来交付
优化的应用系统性能

For more information

更多信息
Adopting
cloud technologies makes you more agile, efficient and innovative without the burden of managing infrastructure.
Microsoft Azure Stack provides an Azure-consistent experience in an on-premises solutionAzure
so you
can
get the benefits of cloud
采用云技术来让企业更加敏捷和高效，允许自由的创新，同时不必再受管理云架构的工作所累。Microsoft
Stack
为企业提供了与本地化相同的
technologies
and
move
to
the
cloud
at
your
pace.
Learn
more
about
how
the
Avanade
Solution
for
Microsoft
Azure Stack can
云端一致性体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节奏进行云部署、开发和迁移。了解更多埃维诺 Microsoft Azure Stack 解决方案能如何帮准您，请浏览我
enable
you
to
take
advantage
of
public
cloud
technology
in
an
on-premises
solution.
www.Avanade.com/AzureStack
们的网站：www.Avanade.com/AzureStack
About Avanade
North America
Asia-Paciﬁc
Avanade is the leading provider of innovative digital
Seattle
Australia
and cloud-enabling services, business solutions
Phone +1 206 239 5600
Phone +61 2 9005 5900
埃维诺介绍
and design-led experiences, delivered through
America@avanade.com
AsiaPac@avanade.com
the power of people and the Microsoft ecosystem.
埃维诺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创新、云服务、商业解决方案以及设计为驱动的用户体验领导者，通过人的力量和
South America
Europe
Majority owned by Accenture, Avanade was founded
微软生态系统，埃维诺将大胆而新鲜的想法与丰富的行业及商业知识，以及先进的科技相结合，帮助我们的客
Sao Paulo
London
in 2000 by Accenture LLP and Microsoft Corporation
户以及他们的客户进行业务转型和发展。今天，埃维诺拥有遍布全球
24 个国家的 35,000 名专家。我们推崇多
AvanadeBrasil@avanade.com Phone +44 0 20 7025 1000
and
has
30,000
professionals
in
24
countries.
元和协作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运营实践，引领前沿的思维。埃维诺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由埃森哲和微软成
Europe@avanade.com
Visit us at www.avan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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