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簡介

HPE EZMERAL 容器平
台 1 年指定訂閱 9 小時
X 5 天支援電子使用授權
(LTU) (R4T45AAE)
人工智慧與分析

概觀
新增功能

·
·

原則管理 (映像提取、Pod 安全性、
漂移偵測) 和容器執行階段安全性
，以及各種隨拆即用的功能，例如
Falco (僅限開放原始碼)。
GPU 主機 (Kubernetes 主機全新安
裝和 Kubernetes 主機升級 (引入
GPU 支援)) 和 Kubernetes 1.19 版
支援 RHEL 8。

HPE Ezmeral 容器平台是一款利用 100% 開放原始碼
Kubernetes 來大規模部署及管理容器化企業應用程
式的軟體平台，適用於包括機器學習、分析、IoT/邊
緣、CI/CD 以及應用程式現代化在內的各種使用案例
。Kubernetes 實際上已經成為容器協調的開放原始
碼標準，並且是雲端原生架構的基礎建置區塊。不過
，雖然在容器中部署現代化雲端原生應用程式很容易
，但這些應用程式僅占企業應用程式的一小部分。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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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利用機器學習 (ML) 流程整合和適用
於 Spark Scheduling 的 Airflow
Operator 進行模型管理
Spark Operator 升級至 3.0.1 – 僅限
K8s
Global FSMount - 支援跨租用戶與
Global FSMount 共用
適用於 Apache Spark 3 的 Apache
L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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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企業應用程式仍然是非雲端原生或單體式。因
此，企業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不重新架構單體式應用程
式的情況下，就在容器中部署及運作這些應用程式。
此外，隨著企業組織將容器和 Kubernetes 的使用範
圍從開發和測試擴展到生產環境，他們還需要妥善解
決一系列的關鍵考量因素，其中包括安全性和資料持
續性。

功能
讓雲端原生和非雲原生的應用程式都能享有容器的速度和效率
統包式解決方案可同時為雲端原生和非雲端原生的應用程式提供一致
的流程和通用服務。
為非雲端原生應用程式提供增強的敏捷性、更高的效率和媲美雲端的
體驗，且無需對其執行任何重新架構作業。
為使用單體式非雲端原生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開發人員提供更優異的
同位檢查。
為您整個 IT 資產的各種使用案例提供通用容器平台，適用的使用案
例包括 AI/ML、分析、IoT、CI/CD 以及應用程式現代化。

採用裸機容器降低成本，並利用企業級安全性降低風險
提供內建 Kubernetes 的整合式容器平台，同時滿足網路、負載平衡
、儲存、安全性和存取控制等多方面需求。
使用裸機容器消除虛擬化在成本和效能支出上的負擔。
透過使用裸機容器來提高資源使用率，從而降低基礎架構成本。
利用 AD/LDAP 整合和驗證，確保多租戶安全性隔離。透過容器化運
算服務以及安全存取共用資料網狀架構，實現運算和儲存的分離，從
而大幅提高效率。
支援企業工作負載所需的高可用性、容錯能力和彈性。透過管理主控
台實施控管和控制，以便開展營運、配置和監控工作。

利用一鍵式容器部署，更快交付新程式碼版本
利用簡化的自助式體驗和一鍵式部署，大幅提高開發人員的生產力。
快速部署多種開放原始碼 K8s 叢集和多個 K8s 版本，而無需變更原
生的 K8s 體驗。
自動化功能和生命週期管理可輕鬆建立及重建 Kubernetes 叢集。
利用適用於雲端原生和非雲端原生應用程式的現成可用範本，即時啟
動測試、開發和生產環境。

一次建置即可隨處運作，實現混合式雲端的可攜性
統一的控制平面可在包括資料中心、公用雲端以及邊緣在內的任意位
置快速建置及部署應用程式。
利用容器的可攜性，在任意基礎架構 (不論是否來自慧與) 和任意公用
雲端上運作。
支援在裸機、虛擬機器或雲端執行個體上部署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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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邊緣就緒特性，適用於企業邊緣的分散式應用程式。透過在資料
附近進行應用程式開發，減輕資料引力和延遲問題。
減少移轉應用程式和資料的障礙，進而從公用雲端成本中消除資料輸
出費用。

如需進一步瞭解技術資訊、
可用的機型與選項，請參考
規格速覽

HPE POINTNEXT SERVICES
HPE Pointnext Services 將技術與專業知識緊密結合，協助您推動業務成長並

為未來做好準備。

HPE Pointnext Services 的營運服務
HPE Pointnext Tech Care 可讓您快速接洽特定產品專家並感受 AI 導向的數位

經驗，同時也能提供一般技術指導，協助您不斷創新。 我們徹底重塑 IT 支援
的精神，可以加速解決問題並發揮更大的價值。 HPE Pointnext Tech Care
不同於「修修補補」的做法，致力於不斷追求更好的做事方式，協助您專心
達成業務目標。
HPE Pointnext Complete Care 是一項模組式的邊緣到雲端 IT 環境服務，提供

全方位的方法，能將整個 IT 環境調整到最好，也能提供以客戶為中心的專屬
服務，實現符合預期的 IT 成果和業務目標。 這一切全都在本公司 HPE
Pointnext Services 專家團隊的掌握之中。
HPE 整合與效能服務依據個別需求、工作負載和技術提供豐富的服務，能協
助您按照產品生命週期當中的任何一個階段規劃貼近需求的服務。

·
·
·
·

建議、設計與轉型
部署
整合與移轉
運作與改善

·
·
·
·

租賃服務
Greenlake 管理服務
淘汰與淨化
IT 訓練和個人發展

其他相關服務
HPE Education Services 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能夠支援員工在數位轉型歷程
中擴充必要技能。 如有任何疑問或想深入瞭解支援選項，請向慧與銷售代表
或授權通路合作夥伴洽詢。
保留瑕疵媒體是選購的服務，您可以透過這項服務保留因故障而由慧與替換
的磁碟或符合條件的固態硬碟/快閃磁碟機。

HPE GREENLAKE
HPE GreenLake 是慧與引領市場的 IT 即服務產品，這項產品運用統一的運作

模式，將雲端經驗延伸到位於各處 (資料中心、多雲端和邊緣) 的應用程式和
資料。 HPE GreenLake 是內部部署工作負載所需的公用雲端服務和基礎架構
，是採用依使用付費模式的全代管服務。
做出正確的採購決策。
請與我們的售前專家聯繫。

如果您想瞭解 IT 租賃解決方案等其他服務，請按一下這裡認識相關產品。

Find a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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