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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

经济的全球化与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正在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快速应对业务

需求的变化，将最新的技术应用到对业务发展的支持中来，成为了摆在企业IT部门和CIO面前的挑战与

考验， 大家已经认识到企业业务的灵敏度和进行商业变革的速度很大程度上要依赖IT基础设施的敏捷

性，因此无论是快速成长的中小企业还是志存高远的大型企业，都需要一个动态灵活的IT系统为其业务

的增长和创新提供支撑。

云计算，这一发端于上世纪末，高速成长于最近几年的战略性IT技术，2011年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关注。云计算是构建所有动态IT系统的基石与核心已成为了政府、产业界、投资领域以及IT从业者的共

识。利用云计算技术将IT资源整合为资源池，标准化IT资源和自动化运维任务，从而使用户可以对IT资

源进行自服务管理、弹性消费和量入为出的预算规划，实现IT架构以人为本，让用户最大限度地聚焦于

业务的发展与创新上来。

作为继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之后的第四次IT产业革命，云计算技术已日趋成熟，并逐渐渗

透进了众多行业，有力地推动着各级组织和企业的创新与发展。Gartner在2010年10月预测的2011十

大战略技术中，云计算即高居首位。2011年3月，Gartner的研究报告更是非常明确的指出：未来企业

将更多地投资于云计算解决方案，实现关键IT基础设施的有效应用，并称云计算必将重新定义IT基础领

域。 IDC则预计到2013年底，云计算将为全球带来8000亿美元的新业务收入，全球云计算服务支出将

占据全部IT支出的10%。

为了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促进中国各产业的转型与创新发展，2010年10月政府出台的

“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包括云计算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列入其中，并将其定位为新兴战略产业。

目前，除了第一批云计算创新试点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之外，众多的地方政府和行业已

将未来五年云计算建设作为当地IT产业的重中之重，祥云计划、云海计算等已纷纷出台。

 

用云的力量，改变您的世界

云的力量正在改变您的业务方式

云的力量，让您和您的员工能随时

随地调取数据、获取应用程序，协

作、沟通变得更加亲密无间，更加

灵活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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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云计算愿景

微软认为云计算的最终目标是将IT计算资源和应用作为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和消费者，使人们能够像使

用水、电、煤气和电话那样使用计算机资源。微软认为，未来的互联网世界将会是“云+端”的组合。

我们认为客户端和云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云是一个复合平台，把智能客户端通过

宽带连接到云服务而构成一个集成平台。客户端决定了最基本的用户体验，因此各种形式的个人计算永

远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看到移动计算环境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

汽车开始连到网上。最终，新的显示技术、网络技术等将扩展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大多数场景——办公

室、家庭以及移动装置中。自然用户界面（NUI）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拓展客户端的计算方式，并提升

用户使用云计算服务的体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Kinect，它是Xbox 360新的传感器，其革命性功能已

经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兴趣，它将彻底地改变游戏的方式。

在网络的另一端，云平台和基础设施也在飞速发展。几年前，事实证明通过扩展企业数据中心去获得像

互联网服务那样的超大规模设施是不可行的，因为对于传统数据来说这样成本太高，而且在管理、能

源、散热等多方面都会遇到瓶颈。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构建方面的很多事情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微软的Windows Azure技术就是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开发和设计的，它不只是供微软内部使用，而且还

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可以把云设施提供给需要本地化运作的人。在微软的芝加哥新数据中心，不

必像传统数据中心那样安装活动地板、配置能源和散热以及空调制冷。实际上，我们在集装箱中设计了

Windows Azure Appliance，其在工厂中就根据要求的规格事先进行了完整的组装，基本上只需要连接

上水源、光纤以及电插头之后，就完全自我配置和自我管理了。

在这个以“云”为中心的世界里，基于先进的IT管理与安全控制体系，企业和组织将各种数据与应用架

构于“云”中，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云的资源与敏捷性；用户则可以便捷地使用各种“端”访问云中的数

据和应用，这些端可以是电脑和手机，甚至是电视等。用户在使用这些不同终端设备访问云中服务时，

得到的是完全相同的无缝体验。

过去15年，微软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和运营方面汲取了无数宝贵的经验，结合在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

中心、管理和安全方面的多年耕耘，重磅推出私有云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即时开启云计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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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能拥有云的力量

我们提供最全面的云计算解决方

案，让您用最熟悉的工具和语言，

更方便、更可靠地迁移、运用云。

随之而来的，您将更加得心应手地

面对自己的业务。



微软的公共云和私有云解决方案

微软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已经全方位覆盖了整个云堆栈的各个层次，每个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用其中一个或多个解决方案。

微软的公共云是指由微软自己运营，为客户提供部署和应用服务。在公共云中，Windows Azure 是一

个高度可扩展的服务平台，提供基于微软数据中心随用随付费的灵活的服务模式。Office 365依托云

计算以新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可以方便的得到Office的生产力，在组织内协同办公和方便的联

络。

微软的私有云是部署在客户的数据中心内部，基于客户个性化的性能和成本要求、面向服务的内部应用

环境。这个云平台基于成熟的Windows Server和System Center等系列产品，并且能够与现有应用程序

兼容，是我们实现云计算的主要途径，可帮助用户及服务提供商创建专用IaaS环境，彻底改变交付IT 服

务的方式。

微软私有云解决方案包括基础架构云、桌面云、办公云和开发测试云，针对服务提供了充分的灵活性和

控制能力，为企业提供强大的云动力。其提供的跨越物理、虚拟、私有以及公共云环境的且统一熟悉的

平台，满足当前既有的投资和技能，让用户可以充分享受私有云所提供的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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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要部署云计算，

也要保护现有IT资产

一家大型数据通讯企业在微软的帮

助下，成功实现云计算的平滑过渡

和迁移。



                     

                     

                     

                     

                     

                     

私有云的价值和优势

今天，客户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他们发现，尽管业务需求多种多样，但往往需要为每个应用准备专用的

服务器；基础架构越来越复杂，维护成本也越来越高。为了应对所有这些新挑战，私有云就此诞生了。

对于私有云至关重要的特性与特征是：

资源池化：资源的池化有助于优化资源，最终获得更高效率，更高利用率，以及更低的成本；

服务供应商交付IT的方法：云服务应以类似普通电气设备的方式提供给用户：用户可以直接使

用，并针对自己的用量付费。这种资源共享模式使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可用更经济的方式实现

扩展与敏捷性；

灵活可感知的无限潜力：云服务有着无限的扩展能力。客户可以按照需要，使用尽可能多，或

尽可能少的服务；

持续可用性：云服务在需要的时候总是可用，用户永远不会经历服务的中断；

多租户：这种基础架构在逻辑上可继续细分，以提供给不同的组织或组织单元；

安全性与身份：云服务使用安全性与身份技术确保主机、信息，以及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改善IT服务的

访问与可用性

降低并控制IT

项目的成本

提供能快速响

应业务需求的

按需服务

优 化 服 务 的

交付

集 中 管 理

与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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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就是投入更低，

效果更高，回报更多

一家全球信息服务集团，全面采用

微软私有云解决方案，使生产力得

到质的飞跃。



微软私有云的特点和优势

融汇公共云的运营经验

从数据中心到云服务平台，从Hotmail、MSN到 Windows Azure、CRM Online、Exchange Online、 

Office 365, 15年来，微软在全球建构和运营了数十个大型数据中心，将70%的技术人员用于云计算的

研发，并每年为此投入数十亿美金。时至今日，微软已与全球7000家合作伙伴，共同帮助超过2000万

家企业成功启动并运用云的力量。

只有微软能提供通用的管理、身份、虚拟化，以及

开发工具，并可同时跨越公共、私有，以及混合云

环境使用。通过以Windows Server、Hyper-V，

以及System Center为基础构建您的私有云，您将

从微软所提供的深度集成与生态系统中获得广泛收

益，包括面对未来的产品与功能，以及详细的指导

与培训。

微软能够提供完善的管理解决方案

微软的私有云一直关注具体的私有云应用。只有微软的私有云解决方案可实现应用级的管理与监控，并

可提供深入的应用洞察力。

以往只感知操作系统与HyperVisor层的监控与管理工具可能会忽略一些至关重要的应用层警报，而这

些警报可能很快就会导致服务中断，并影响到私有云的用户。只有微软能提供全面的监控与管理解决方

案，并同时涵盖硬件层、Hypervisor层、操作系统层，以及应用层。

微软关注的不仅仅是虚拟机，而是您的业务应用以及支撑关键业务应用所涉及的服务。目前只有微软提

供“端到端”的完整的解决方案——从硬件到操作系统、从基础架构到业务应用。

跨平台的开放性

微软采取了一种完善的方法，置用户的实际需求于任何特定技术之前。微软私有云解决方案可支持多

种Hypervisor（Hyper-V、XenServer，以及VMware Hypervisor）环境、操作系统（Windows、

Linux），以及开发框架（.NET、Java、Ruby、Python），使得客户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架构进行

投资与展现技能。

微软在过去十五年里推出了优秀的云平台及云服务产品，十五年里微软积累了丰富的云计算领域的经

验，并作为业绩最早的实践者和服务提供者，致力于把微软自身在云计算领域的经验、产品及解决方案

推广给广大的用户，以推动“云”产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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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微软全球云计算中

迈向云的时机已经到来

现在，让微软助您启动云的力量：

    十五年经验分享

    全方位解决方案

    平滑过渡和迁移



  图：微软云计算解决方案跨平台管理

不断提升的优异性能

微软私有云可以对SharePoint、SQL，以及Exchange等提供最佳性能与扩展能力，因此客户可以放心的使

用微软私有云将自己的关键业务应用进行虚拟化处理。 业界知名评估机构Gartner实验室测试结果证明，

微软私有云可为微软应用提供最佳性能 —— 一台运行了五个虚拟机的物理服务器最多可支持450,000名并

发SharePoint用户，一台运行了四个虚拟机的物理服务器最多可支持80,000名OLTP用户，一台运行了五

个虚拟机的物理服务器最多可支持20,000个Exchange邮箱。这些高扩展性与高性能结果证明了Hyper-V完

全可胜任第一层数据中心应用的虚拟化。

自从在2008年发布Hyper-V后，微软的市场份额就在持续稳步增长，尤其是2009年发布的Hyper-V R2使

平台性能不断提升，其动态迁移功能令其势头更加强劲，这些更得到了 Gartner的肯定，并且微软的成功

主要源自刚接触虚拟化技术的中型客户，在该领域已经领先30%以上。

微软作为云计算领域最早的实践者和服务提供者，始终致力于把微软自身在“云计算”方面的管理、部署

和优秀的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给广大的企业和组织，推动其与整个计算机产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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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微软能提供一整套完善的IT

即服务产品

使用微软云计算解决方案，您可

按照需要获得足够的云动力，并

且 无 论 环 境 部 署 在 您 的 数 据 中

心，合作伙伴的数据中心，或微

软的数据中心，都能实施完整的

控制。



微软私有云三大场景

客户证言：

"微软完善的产品体系提供了

从基础架构到业务应用所需的

完整解决方案，利用微软私

有云计算解决方案，得益于

System Center的动态数据中

心管理能力及SQL Server 优

异的性能，强大安全性及高性

价比，成都云计算中心与微软

专家组密切合作，保障了整个

猪肉质量安全溯源监管系统稳

定、快速、高可靠的服务水

平。成都市通过对食品生产、

加工和销售整个生态系统的监

管，食品信息安全将深入社会

的各个角落，给广大老百姓提

供一个安心、放心的食品消费

市场。"

—— 王建波，成都云计算中

心，常务副主任 

客户证言：

“通过与微软从虚拟化到动态

数据中心及在私有云计算等领

域的长期合作，我们积累了大

量的实施和运维经验。这不

仅能帮助我们提升自身的IT服

务，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西

门子及我们的客户，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承诺。”

——  贠瑞峰 ，西门子IT解决

方案和服务集团，中国区全球

运营部总经理

我们理解，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于如何持续努力降低成本，并且更好的管理成本对环境的影响，对

缓解在不同数据中心维护与管理多个虚拟环境及实例所带来的成本压力的挑战。企业需要在数据中心内

用更高效的方式运行高价值应用，保证持续运行时间并减少基础架构故障导致的影响，通过整合物理服

务器预防虚拟服务器的蔓延，并通过优化提升利用率降低维护工作，通过微软提供的Hyper-V私有云解

决方案，使用Syetem Center实现端到端管理，可为应用/负载以及基础架构的所有者带来私有云收益，

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自动化和自助服务，降低统一管理的支出，以更好的敏捷度在应用和基础架构中灵活

满足业务需求，提升企业和组织基础架构的可用性并为用户提供更出色的服务级别，满足目标业务和企

业发展战略。

为了帮助客户启动云计算之旅，微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设计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携手客户启动您

的云之旅。

随着业务的发展，数据中心的应用开始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传统的数据中心基础结构建设笨拙，已经

无法满足现有的业务需求并缺乏敏捷度，现有的架构往往由于多平台、操作系统运营成本高昂，更无法

实现跨平台和架构服务及协同管理，尤其是在私有云及公共云的跨越管理上更是需要通过IT基础架构的

转换实现现代化的数据中心管理。通过基础架构扩展对资源进行池化，集中地管理与调配资源，并通过

自服务门户实现自动化管理，以此实现可跨越物理、虚拟、共用和私有环境的集成式监控与管理。通过

将云计算、混合云，以及成本低廉的虚拟化与管理机制直接带入您的数据中心环境，微软可对您数据中

心转换的设计、部署及运作活动提供支持，实现跨越整个数据中心环境的统一视图。使用虚拟化与自动

管理机制，降低费用和运作成本，并通过数据中心/私有云完全集中化的IaaS模式提升敏捷度，提供灵活

且成本低廉的基础架构，改善应用程序服务级别的可预测性，并可通过共用工具提供私有与公共云的管

理机制。

应用的变革：

数据中心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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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云计算中心 ：撑起食品安全绿色保护伞

利用微软私有云计算解决方案，成都云计算中心与微软专家组密切合作，保障了整个猪

肉质量安全溯源监管系统稳定、快速、高可靠的服务水平，给广大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心、

放心的食品消费市场。

西门子私有云战略

构建动态数据中心，高效整合分布在各处的软硬件资源，保障未来的 Intranet 业务平台

稳定运营。



IT战略的调整：

云计算带来的变革促使我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IT建设模式、IT管理模式及IT业务模式几个

领域完成了向云端的过渡，使传统的缺乏规划、单一平台开始向统一规划、资源共享的模式上转变；现

今的集中管理、灵活高效填补了以往的异构平台管理难、效率低的弊端；更为重要的是IT业务模式可以

主动地支持业务需求，促进业务的创新发展。

总之，云计算是构建动态IT基础架构的最核心组成部分，其他最终目标是将计算、服务和应用作为一种

公共设施提供出来，使用户能够像使用水、电、煤气和电话那样使用计算机资源，通过提高企业IT的影

响力，让IT更好地支持业务的发展。

云计算带来的IT变革

Cloud Power8

实施前 实施后   

IT建设模式

 

一套应用一套平台，缺乏整体规划

 

统一规划， 集中采购，共享资源平台

IT管理模式

 
异构平台管理难，效率低

 

集中管控，灵活高效

IT业务模式

被动业务模式，无法适应市场快速变化
 
主动支持业务需求，促进业务创新

按项目进行投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项目建设周期长，无法快速部署

资源不能共享， 效率较低

异构平台的管理复杂度高，工作量大

运维工作主要以手工或半自动为主

IT系统分散，管理难，风险高

系统平台实现集中管理与集中维护

主动监控机制，提高业务系统的可用性

提高自动化，减少对人员能力和数量的依赖

面向业务部门，提供主动的专业IT服务

改变传统服务模式，带来新的业务创新

更加关注资源整合与效率的提高

灵活性差，不能满足业务快速发展

需要

工作重心在系统建设和运维保障

相对被动，缺乏预警机制和规划

统一规划IT平台，制定整体架构标准

软件采购硬件采购集中化，实现IT资源共享

更加关注业务需求，快速满足业务需求，业

务IT通过自服务平台快速方便地获得资源

云的力量在 Target

美国第二大零售商将微软虚拟化解决方案运用于自己的零售业务，降低成本，增强管理。

客户证言：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客户

购物体验在微软虚拟化解决方

案的协助下得到了提高。对于

Target来说，这是好事，对我

们的客户来说更是好事。”

—— Brad Thompson，

Target，基础架构工程总监



构建您自己的私有云

您自己的私有云可提供公共云所能

提供的大部分收益 —— 包括自助

服务、扩展性及弹性 —— 还可获

得额外的控制和定制的专用资源。

资源信息 ：有用的相关链接

云的力量，从此启动

即刻迈出第一步，看微软如何助您启动云的力量。

图：启动云的力量

融汇公共云
的运营经验

微软能够提供
完善的管理解
决方案

跨平台的
开放性

不断提升的
优异性能

更多详细信息

云产品试用下载：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evalcenter/dd776191.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evalcenter/bb738014.aspx  

Microsoft.com私有云：

http://www.microsoft.com/virtualization/en/us/private-cloud.aspx 

Technet虚拟化场景中心：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virtualization/gg697744.aspx 

云计算站点：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cloud/default.aspx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8 号利星行广场微软大厦 20 层

上海 ：上海徐汇区虹桥路 3 号港汇中心 2 座 8-10 层

广州 ：广州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办公大厦 66 层 03-05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及反馈中心热线 ：800-820-3800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