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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思科® 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思科云 ACI）是一种全面的解决

方案，可实现简化的操作、自动化网络连接、一致的策略管理，以及

对多个内部数据中心和公共云或多云环境的可视性。该解决方案可捕

获业务和用户意图，并将其转换为针对跨各种云环境部署的应用而构

造的原生策略。它面向跨多个云域部署的裸机、虚拟化、容器化或基

于微服务的应用，利用整体方法实现应用可用性和分段。其通用策略

和运作模式大大降低了管理多云部署的成本和复杂性。它提供单个管

理控制台来配置、监控和运行分布在多个云中的多个分离的环境。

各种规模的公司都在内部使用思科 ACI™ 消除网络复杂性，并针对

应用部署和运营进行优化。

超过 65 个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也在采用这种架构方法来自动执行与云

管理、编排、监控和网络服务相关的工作流程。由此一来，IT 团队

能够更具战略性地开展工作，并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最终，我们

希望 IT 团队能够摆脱技术限制，灵活地根据业务收益在任何位置和

任何云中部署工作负载。

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将思科 ACI 在私有云中大获成功的功能扩展

到公共云环境。该解决方案引入了思科云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 

(APIC)，APIC 原生支持在公共云中运行，从而在公共云中实现连接

自动化、策略转换以及增强的工作负载可视性。该解决方案提供了一

系列功能，可将您的内部数据中心扩展为真正的多云架构，无论您的

应用或数据位于何处，它都有助于提高策略和运营的一致性。

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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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思科云 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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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的功能

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

 

多云工作负载迁移资源的弹性

下一代应用一致的操作、
可视性和可控性

通用策略抽象、
监管和合规性

趋势与挑战
企业纷纷采用全数字化举措来提高客户忠诚

度、创造新收益流以及加速业务发展。公共云

和私有云中的企业应用开发如今已经达到了向

容器转移的临界点。IT 组织在跨多个站点和云

平台维护传统、虚拟化和下一代应用的监管、

合规性、敏捷性、灵活性和总拥有成本 (TCO) 

优化方面面临挑战。企业急需找到一种解决方

案，以支持在所有这些云环境中实现一致的安

全和策略，这已成为保证业务连续性的关键所

在。随着多云战略的接纳度不断增长，整个行

业都要求采用简化的运营模式，在任意位置确

保一致的策略、安全性和可视性。同时，解决

方案的成本必须保持在较低水平，只有这样才

能从多云优势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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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功能
通过一致的操作、可视性和可控性，跨多个云环境
部署下一代应用

• 通过简化的可视性和排障功能，在多个云域中启用通

用运营模式

• 在本地数据中心与公共云之间集成云原生服务 

• 自动实现跨各种 L4-L7 设备的应用流量的跨域服务

链，从而在任意位置实现扩展，并保护任何应用 

跨异构云环境实现通用策略抽象、监管和合规性

• 在异构云基础设施内实施通用白名单策略模型

• 在任何云中简化云原生、容器化、虚拟化或裸机应用

的部署，并实现一致的分段策略、安全性和可视性

• 跨多个云实例提供一致的应用分段、监管和合规性

实现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

• 允许组织使用公共云中的备份和灾备站点，快速恢

复关键型应用

• 通过涵盖每个公共云区域和数据中心的永不间断加

密连接，为组织提供业务连续性

在本地数据中心与云环境中提供资源的弹性

• 自动将数据中心扩展到公共云。只要本地数据中心工

作负载需要额外的云资源，就可以实现按需云突发

• 为任何云位置的任何工作负载提供按需部署的灵活

性、成本节省和一致的安全策略

促进跨多云环境的工作负载迁移

• 通过一致的可控性和可视性，在多个云环境中实现安

全的工作负载移动

• 保留应用策略、分段和工作负载的标识（IP 移动性）

构建多云环境的主要挑战在于：

1. 需要在本地与多个云实例之间实现自动化和

安全的互连。

2. 多种彼此脱节的可视性和排障功能，在不同的

云服务提供商之间无关联；这产生了复杂的监

管和合规模型。

3. 管理、监控和操作多云实例时需要使用多个管

理平台。

4. 分段功能不一致。

5. 与每个公共云环境关联的学习曲线。

6. 无法在多云部署中利用一致的 L4-L7 服务

集成。

思科 ACI 实现了软件定义网络 (SDN) 的网络自

动化承诺，并通过基于应用网络策略交付可控

性和可视性进一步简化了运营。思科 ACI 的下

一阶段发展会将这种策略驱动型自动化从本地

实力扩展到多云实例。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提

供了一致的多云战略，提供了自动化、安全性

和简单性这三大关键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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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通用策略抽象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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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致性的安全状态，以实现风险缓解和操作
简便性

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可确保在应用部署的所有位置

间保持常规安全状态。思科云 APIC 将 ACI 策略转

化为云原生策略构造，从而在不同部署模式间实现

一致的应用分段、访问控制和隔离。

优化总拥有成本 (TCO)

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引入了思科云 APIC，可以原生

部署到公共云上，以利用云原生资源。这种方法将本

地策略架构的优势引入云原生环境，从而提供了一流

的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让组织能够通过实现云间连

接自动化、在所有云环境中使用通用策略管理模式以

及利用现有投资来降低运营成本。思科云 APIC 的单

个实例可以管理分布在多个地理位置的云部署，并在

一个中心管理平台内提供可视性与监控能力。

简化多云的采用 

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可帮助组织演进到下一代的云

部署。它提供了一种安全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可在

各种云环境内实施集中化策略管理。该解决方案解

决了这些部署模式固有的云网络挑战，从而使组织

能够充分利用其云部署。它还为 ACI 生态系统提供

了通用的架构框架和开放 API，可以在私有云与公

共云应用部署之间将云编排和网络服务自动处理到 
ACI 中。

解决方案优势
实现多云连接自动化并保护多云连接

借助思科云计算 ACI 解决方案，企业可以在公共

云实例上使用与其本地数据中心相同的运营模式。

该解决方案提供了单一管理控制点，可实现云间连

接自动化，查看各种云部署的运行状况，并通过一

致的方式将策略扩展到多个云位置。思科 ACI 多站

点编排器可作为多云部署的单一编排器，在单一管

理平台中提供各种云站点的标准化视图。思科 ACI 
多站点编排器还提供了多云应用运行状况的集成视

图，以简化故障排除并加速修复。

通过常规的管理在云端实现下一代应用

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使企业能够以敏捷的方式

交付应用，从而专注于创新。应用开发人员通常

会选择公共云提供的服务来支持创新，并为其业

务增加价值。但是，多云部署模式存在着固有风

险，需要持续的监管和合规性检查。借助思科云 
ACI，企业 IT 可以实现基于云的应用创新，同时

仍然保证一致的监管和控制。这可以降低潜在的

应用风险，而不会影响应用交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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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优势
思科适用于当今多云部署的全面解决方案提供

了独特的创新，可帮助组织满足其在本地、裸

机云和公共云环境中的部署需求。思科 ACI 拥
有业界最广泛的生态系统集成，是广受业界信

赖的领先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

拼凑而成的非集成解决方案会提高端到端全数

字化的复杂性和成本。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组织制定整体基础设施战略，采用架

构方法解决多云部署的独特挑战。利用这种架

构，思科可以逐步指导组织优化其技术投资，

并加速在任何位置、任何云环境中实施的解决

方案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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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思科云 ACI 解决方案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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