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

HPE EZMERAL 容器平
台 1 年指定订阅 9X5 支
持电子使用许可 (LTU)
(R4T45AAE)
人工智能和分析

新增内容

·
·

策略管理（图像拉取、Pod 安全
性、偏移检测）和容器运行时安
全性 — 开箱即用的功能，如
Falco（仅开源）。
GPU 主机提供对 RHEL 8 的支
持（Kubernetes 主机全新安装和
Kubernetes 主机升级（包括
GPU 支持）和 Kubernetes 1.19

概述
HPE Ezmeral 容器平台是一个可以通过 100% 开源的
Kubernetes 大规模部署和管理容器化企业应用的软件
平台，适用的用例包括机器学习、分析、IoT/边缘、
CI/CD 和应用现代化。Kubernetes 一经面世，实际上
便已立下适用于容器编排的开源平台标准，同时也是
云原生架构的基本构建基块。然而，虽然在容器中部
署现代化云原生应用很简单，但这些应用仅占企业应
用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企业应用仍然是非云原生或整

产品介绍

·
·
·
·

版）。
利用机器学习 (ML) 工作流集成
对模型进行管理，并借助 Airflow
Operator 实现 Spark 调度
将 Spark Operator 升级至 3.0.1
版 — 仅适用于 K8s
Global FSMount — 支持与租户
中的 Global FSMount 进行共享
适用于 Apache Spark 3 的
Apache L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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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式应用。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在不对整体式应用
进行重新架构的情况下，在容器中进行部署并运行。
此外，随着将容器和 Kubernetes 的使用范围从开发
和测试扩展到生产环境，企业还需要解决安全性和数
据保留等关键问题。

功能
在云原生和非云原生应用上皆实现容器的高速度和高效率
完整的解决方案可为云原生和非云原生应用提供一致的流程和通用服
务。
提高非云原生应用的敏捷性和效率并提供类似于云的体验，而无需对
其进行重新架构。
为使用非云原生整体应用的应用开发人员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提供一个通用的容器平台，满足整个 IT 领域中的各种用例需求，其
中包括 AI/ML、分析、IoT、CI/CD 和应用现代化。

使用裸机容器降低成本，并通过企业级安全性降低风险
提供采用 Kubernetes 的集成容器平台，借此解决网络、负载平衡、
存储、安全性和访问控制相关的问题。
使用裸机容器，大幅减少虚拟化的成本和性能支出。
裸机容器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减少基础设施成本。
通过 AD/LDAP 集成和身份验证，保证多租户安全隔离。借助容器化
计算服务和对共享数据结构的安全访问，实现计算与存储的分离，从
而提高效率。
超高的可用性、容错性和弹性，可支持企业工作负载。配备的管理控
制台支持运维、配置和监控，可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一键式容器部署，加快交付新的代码版本
通过简化的自助服务体验和一键式部署，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
快速部署多个开源 K8s 群集和多个 K8s 版本，而且毫不影响本机
K8s 体验。
自动化功能和生命周期管理可轻松创建和复制 Kubernetes 群集。
使用针对云原生和非云原生应用的开箱即用型模板，快速启动测试、
开发和生产环境。

构建一次即可在任何地方运行，实现混合云可移植性
统一的控制面板可在包含数据中心、公有云和边缘在内的任何位置快
速构建和部署应用。
利用容器的可移植性，在任何基础设施（HPE 或非 HPE 基础设施
）和公有云上运行。
支持裸机、虚拟机或云实例上的容器部署。
随时可用于边缘，适用于企业边缘的分布式应用。在产生数据的附近
进行应用开发，减轻数据重力和延迟问题。
减少移动应用和数据的阻力，同时消除公有云成本中的数据流出。

有关其他技术信息，可用的
型号和选项，请参阅
QuickSpecs

HPE POINTNEXT SERVICES
HPE Pointnext Services 整合了相关技术和专业知识，帮助您推动业务向前迈

进，并为后续发展做好准备。

HPE Pointnext Services 的运维服务
HPE Pointnext Tech Care 可帮助客户快速联络特定产品专家、获得 AI 驱动型

数字体验和通用技术指导，从而实现持续创新。我们彻底改变了 IT 支持，能
够更快速地解决您的问题，为您提供更丰厚的价值。通过不断精进工作方式
，而非一味地“亡羊不补”，HPE Pointnext Tech Care 可帮助您专注于实
现业务目标。
HPE Pointnext Complete Care 是模块化的边缘到云端 IT 环境服务，为您提供

优化整个 IT 环境的整体方法，而且通过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个性化体验实现
预期的 IT 成果和业务目标。这些服务由我们专门指派的 HPE Pointnext
Services 专家团队提供。
HPE 集成和性能服务包含一系列基于个体需求、工作负载和技术的服务，可
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体验，无论您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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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设计与转型
部署
集成与迁移
运营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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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GreenLake 管理服务
淘汰与清理
IT 培训与个人发展

其他相关服务
HPE Education Services 提供全面的服务，可帮助员工掌握组织数字化转型
所需的技能。如有任何其他疑问或要了解任何支持选项，请与 HPE 销售代表
或 HPE 授权渠道合作伙伴联系。
缺陷介质保留是可选服务，它可允许您保留因故障而被 HPE 更换的磁盘或符
合条件的 SSD/闪存驱动器。

HPE GREENLAKE
HPE GreenLake 是 HPE 推出的一款畅销市场的“IT 即服务”产品，可通过一

体化运营模式将云体验整合到数据中心、多云环境和边缘等各个位置的应用
及数据当中。HPE GreenLake 可为本地工作负载提供公有云服务和基础设施
，并以即用即付模式统筹管理。
做出正确采购决策。
联系我们的售前专家。

若您正在寻求更多像 IT 融资解决方案这样的优质服务，请点击此处进行探索
。

Find a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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