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方案簡報

VMware Tanzu™
對應用程式和基礎架構進行現代化改造，為生產環境持續提供
更優質的軟體

概觀

以完整堆疊的現代化改造加快業務發展

VMware Tanzu 讓您能在任何雲端上建

如今多數大型企業都有幾百萬行的既有程式碼，很難維護和改變 — 但這些應用程式對業務有不可

置、運行和管理現代化應用程式 — 並持

或缺的重要性。您要如何拓展既有軟體投資的價值，並善加利用現代化軟體交付與運作方式的優

續為客戶創造價值。

勢？您要如何簡化在既有軟體下，運行和管理現代化工作負載的方式？您要如何拉近生產部門與

這個產品組合簡化多雲營運，便利開發
人員取得正確的資源，提升工作效率。
VMware Tanzu 使開發和營運團隊能以
嶄新的方式攜手合作，帶來革新的業務
成果。

新的客戶體驗之間的距離？
VMware 擁有長年來協助全球各大企業建立數位業務基礎的豐富經驗，能幫助您完成最重要的工
作：推動應用程式和基礎架構的現代化改造。VMware Tanzu 產品組合提供完整堆疊的現代化改
造，讓您能改造您的團隊和應用程式，同時簡化整個多雲基礎架構的軟體作業。

主要優勢
• 更快提供優異的軟體— 以現代化的軟

體供應鏈，更快提供架構、服務和經過
驗證的開放原始碼技術。

• 簡化多雲營運— 讓您的基礎架構做好
運行現代化應用程式的準備，並集中
管理您的雲端、叢集和應用程式。

• 一同改造開發和營運— 以快速發行週
期這個共同的目標，將應用程式開發
人員與營運團隊團結起來。

成果
• 業務發展加快歸功於有生產力的開發人
員、快速的應用程式、創新的產品以及

圖 1：透過應用程式與基礎架構的現代化改造加快業務發展

滿意度更高的客戶。

• 高效敏捷的營運來自設計上安全、有彈
性、可延展、方便存取與符合成本效益
的多雲基礎架構。

• 團隊工作效率提升來自建立一種以持續
為客戶創造價值為核心的現代文化。
·還有留住與吸引一流人才。

按自己的節奏進行現代化改造
透過 VMware Tanzu，您可以用適合您的方式和節奏改造應用程式與基礎架構。如果您的頭號要務是以更快
的速度推出軟體，我們可以協助您將最重要的應用程式現代化，並將生產路徑自動化。我們可以在基礎架構
面為您提供協助，在您的私有雲裡建立一套統一的虛擬機和容器作業模式。而且這套一致的作業模式可以輕
鬆延伸到整個雲端，充分利用 Kubernetes 的優勢。然後您可以用集中、安全且大規模的方式，運作您的現
代化基礎架構和應用程式。
以下操作實例提供更多細節，說明您可以如何透過 VMware Tanzu 來推動應用程式與基礎架構的現代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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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VMWARE TANZU 開始

推動既有應用程式現代化改造

VMware Tanzu 目前提供兩種版本，能簡化

您既有的應用程式可能很難更新、整合和規模化。這可能會導致您難以為客戶創造新穎有創意的數位經驗。

Kubernetes 的採用程序，並為現代化應用

長久下來還會增加藏有潛在安全性弱點的風險。附有 VMware Pivotal Labs 的 VMware Tanzu 能協助您建

程式奠定基礎。請選擇最適合您需求的版本。

立和執行推動應用程式現代化改造策略。

Tanzu Basic Edition：Tanzu Basic 可讓您

您可能會決定將在雲端運行的既有工作負載容器化，以迅速提升安全性和管理能力。或者您可以重新架構和

擁有 Kubernetes，它是 vSphere 的一部

重寫既有的關鍵業務軟體，讓它能持續交付和具有彈性。同時，您可以將基礎架構進行現代化改造，以簡化

分，可同時運行虛擬機和容器。Tanzu

運行雲端、叢集和應用程式的方式 — 並考量到安全性、穩定性與規模。

Basic 將 Kubernetes 內嵌在 vSphere 控
制平台裡以提供最佳的使用者經驗。佈建

改善開發人員經驗

直接來自 vCenter 的叢集，輕鬆運行容器

如果您無法提升開發人員的生產效率，就會讓自己的業務發展速度變慢。開發人員應該要能專心讓他們的程

化的工作負載。

式碼用於生產，而不是花時間在底層的基礎架構上。

Tanzu Standard Edition：用 Tanzu

透過 VMware Tanzu，開發人員擁有完整的軟體供應鏈，使他們能快速持續地生產。他們能以安全、自動

Standard 來管理多雲基礎架構下的虛擬機

化的平台交付軟體。他們能存取開放原始碼建構區塊的自助式目錄，比如應用程式元件、資料庫和執行時

和容器。Tanzu Standard 能讓您輕鬆在本

間。他們能將現代化的資料實踐方式運用在即時應用程式上。另外，他們還能保持應用程式在生產中的能

地、公有雲與邊緣部署同一個一致的

見度，以便進行疑難排解和改善應用程式。

Kubernetes 發佈版本。集中管理您資產中
所有相容的 Kubernetes 叢集的原則與安全

加快企業採行 Kubernetes 的速度

性。提供開發人員便利的 Kubernetes 工作

雖然 Kubernetes 可簡化容器交付，但它本身的部署和操作頗為複雜。事實上，企業採行 Kubernetes 最大

區，讓他們可自由建立與觀察他們的現代化

的障礙就是缺乏經驗和專業知識。

應用程式。

VMware Tanzu 以完整且便於升級的 Kubernetes 執行時間，隨附預先整合與驗證過的元件，來解決
Kubernetes 主要和次要作業負擔。這讓您能在資料中心、公有雲和邊緣運行同樣的 K8s，為所有開發團
隊提供一致的安全經驗。在使用時也可搭配您既有的資料中心工具與工作流程，讓開發人員能以安全的
自助方式存取您 VMware 私有雲中相容的 Kubernetes 叢集。

簡化雲端移轉
許多組織都委派他人將工作負載移至公有雲，希望能藉此改善營運和降低成本。移轉至雲端不僅僅和您的基
礎架構有關。更是在於擁有能在雲端運行的應用程式。擁抱雲端需要的不只是隨即移轉。
VMware Tanzu 和 VMware Pivotal Labs 協助您將既有的產品組合現代化，並向您展示建立全新雲原生應
用程式的最佳方法。在您準備好時將應用程式移轉至雲端，獲得您需要的可移轉性，配合作業需求移轉至不
同的雲端。

集中管理雲端、叢集和應用程式
隨著您的 Kubernetes 佔用空間增長為數個資料中心和雲端，您要如何套用一致的原則和安全性，並在全球
規模上有效運行您的應用程式呢？VMware Tanzu 為您所有的 Kubernetes 叢集提供集中的生命週期與原
則管理，橫跨數個團隊和雲端。如果您要部署微服務，我們可以用完整的服務網格管理，協助您調整規模。
您還可取得可觀察性平台，讓每個團隊了解應用程式的運行狀況 — 並在對業務產生影響前即時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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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Tanzu 功能

建置

運行

服務

簡易便利的程式設計模型
以全世界最熱門的 Java 架構 Spring
加速雲端原生開發。

能在任何地方運行的 Kubernetes
部署企業就緒的 Kubernetes 運行，
以增進橫跨本地部署、公有雲和邊緣
上的現代化應用程式交付。透過
Tanzu Basic Edition 可取得作為
vSphere 一部分的 Kubernetes。

透過 VMware Pivotal Labs 掌握建立
和操作軟體的現代化方式。以著重成
果的反覆方式快速啟動應用程式開發
和現代化方案。Pivotal Labs 讓您能
建立全新的雲原生應用程式、現代化
既有的應用程式、將您的平台視為產
品來運作，並以 Kubernetes 改造作
業方式。讓我們協助您打造能長久持
續的文化變遷：

自動化的開發人員經驗
有能自動發行和操作軟體的應用程式平
台，提升開發人員的速度並以雲端規模
可靠運行所有應用程式。
經過驗證的開放原始碼容器
維護生產就緒的開放原始碼容器映像精
選目錄，供開發人員立即取用。
容器建置自動化
自動化企業規模的容器建置、管理和治
理作業。
現代化的資料層
以隨選快取、訊息傳遞和現代化應用程
式的資料庫軟體分解資料單體。

管理
統一的全球性多叢集作業
集中管理與保障橫跨數個團隊和雲端
的 Kubernetes 基礎架構和現代化應
用程式。
微服務網路和控制
在任何運行與雲端上，端對端的連
結、保護和監控您的微服務。
完整堆疊的可觀察性
大規模監控與分析整個多雲企業的
應用程式和基礎架構 — 一個資料
源，服務所有團隊。

• 學習如何運用敏捷的開發方式，
交付客戶想要的產品。
• 快速評估關鍵業務的應用程式，
以便能立即著手移轉舊版軟體。

• 使重要的應用程式更加可靠、便利
且可延展。
• 大規模運行您的平台，讓開發人員
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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