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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无法弥补因采用不同
提供商的不同界面产生的缺陷，
而 VMware Aria 极大地帮助了
我们扩展和延展到这种混合/多
云模式。我们还能够向用户提供
相同的体验，而无需考虑基础架
构的运行位置，这也让我们获益 

颇多。” 

Ismar Efendic
GFK IT 基础架构经理

为何选择 VMware Aria？ 
• 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和市场领导者提供
的经验证的解决方案

• 跨私有云、混合云和公有云环境的多
云可见性

• 通过采用通用控制平面和数据模型的
单一平台提供全面的功能

• 极高的灵活性，可基于一个许可证选
择 SaaS、本地部署或结合使用这两
种模式

• 可通过 220 多次集成进行延展的最广
泛的生态系统

• 引领 IT 可持续发展，帮助客户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

VMware Aria 解决方案简述
统一您的多云环境

概述
实现优化的多云环境以推动获得成功业务成效的关键是，采用具有单一平台和通用控
制平面及数据模型的云管理解决方案。这将确保对每个应用和系统有一个统一的了
解，并且能够通过内置的安全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来保护数据并获取洞察信息。 

借助通用控制平面和数据模型，团队可以调整运维以控制云成本和容量、优化性能、
保护配置和加速实现自动化，从而跨分布式团队和应用以及私有云、混合云和多云环
境实现一致的运维管理。 

VMware Aria 是一款转型多云管理解决方案，其特色是 VMware Aria Hub，这是一
个统一成本、性能、配置和交付自动化的单一平台，可针对任何云、任何平台、任何
工具和每个角色优化业务成效。它们均由 VMware Aria Graph 提供技术支持，这是
一种专门用于满足云原生环境所需的规模和速度要求的数据存储技术。

简化云成本和容量管理 
多云计算是企业的重中之重。然而，它也成为了 IT 高管和财务高管之间产生摩擦的
根源，前者想要不惜任何代价更快地实现迁移，而后者想要在预算范围内保持竞争
力。当企业出于业务优势（如数据洞察信息和成本节约）而采用云时，VMware Aria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团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使用率。

解决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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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Aria 解决方案 
•  VMware Aria Cost powered by 

CloudHealth

• VMware Aria Operations 

• VMware Aria Automation 

立即体验 
 •  申请试用：VMware Aria Cost 

powered by CloudHealth 或 
VMware Aria Operations 

 •  试用云中动手实验 (HOL)
VMware Aria Cost powered by 
CloudHealth 或 VMware Aria 
Operations

如何控制云支出 

1.   全面的成本可见性：让企业能够查看和分析支出和容量决策，无论他们选择的是哪
种云运维模式。 

2.   云使用者的成本意识：向使用者或业务线展示所部署资源的性能和成本特征，以帮
助他们针对自己的工作负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3.   持续成本优化：确保企业无论是使用公有云、混合云还是多云应用和服务，始终具
有适当规模的容量。 

4.   简化容量优化和规划：通过实时、具有前瞻性的 VMware Aria 容量分析引擎， 
获得应用、虚拟机 (VM) 和工作负载的最优整合，从而改进主动规划。 

5.  全面的成本监管：监控环境，寻求减少支出浪费和优化成本的机会。 

6.   企业财务责任落实：使公有云财务数据与战略业务指标和关键绩效指标 (KPI) 
（如毛利率和销售成本）保持一致，从而实现共同目标。

1. VMware。《CloudHealth 如何支持 VMware 重新获得控制力并优化公有云开销》，2019 年。

概览
• 通过分析并报告团队、项目、应用或
成本中心的云使用情况和支出，简化
财务管理

• 通过独特的规模调整建议、动态监管
政策以及对公有云预留和折扣计划的
精简管理，让团队能够推动落实财务
责任并优化云开销

边缘 数据中心 代管数据中心 公有云

借助 VMware Aria 成本优化功能，企业能够合理管理财务并推动落实财务责任。
一家财富 50 强信息技术公司使用该解决方案平均节省了 35% 的计算成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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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概述 | 2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automation.html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free-trial-signup.html?int_cid=7012H000001lGKA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free-trial-signup.html?int_cid=7012H000001lGKA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vrealize-operations.html#vrealize_operations_signup_form
https://labs.hol.vmware.com/HOL/catalogs/lab/10903
https://labs.hol.vmware.com/HOL/catalogs/lab/10903
https://labs.hol.vmware.com/HOL/catalogs/lab/10903
https://pathfinder.vmware.com/v3/path/introduction_to_vrealize_operations?section=step4
https://pathfinder.vmware.com/v3/path/introduction_to_vrealize_operations?section=step4


由 AI 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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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跨多云为您的应用、基础架构和平台服
务提供统一可见性和一致的运维管理，
从而实现基于 AI 的持续能优化、统一
监控、故障排除、容量和成本管理、迁
移规划以及网络优化。 

VMware Aria 解决方案 
• VMware Aria Operations 

•  VMware Aria Operations 
for Networks

•  VMware Aria Operations 
for Logs 

立即体验 
• 申请免费试用 30 天 

•  试用云中动手实验 (HOL)： 
VMware Aria Operations

统一运维和提高性能 
数字化企业的成功依赖于高性能的多云运维。然而，很少有公司能够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向客户和员工保证，他们的所有应用和云基础架构随时可供访问。随着企业在竞
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努力使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VMware Aria 解决方案使团队能
够管理资源以实现最佳性能，而无需考虑其应用和工作负载的运维位置。 

如何提高性能 

1.   持续性能优化：利用实时预测性分析和人工智能 (AI) 功能，主动且自动执行 
VMware Cloud 的工作负载均衡和安置。 

2.   跨 VMware Cloud 和公有云进行应用感知型智能修复凭借 AI 以及通过单个位置提
供从应用到基础架构的统一可见性，更快地预测和预防问题，并进行故障排除。 

3.   无缝 Kubernetes 运维：凭借虚拟机和 Kubernetes 环境之间的一致运维模式，确
保实施可靠的运维标准。 

4.   跨应用和云优化网络运维：在混合和多云环境中，借助跨物理和虚拟网络的综合
可见性提高性能和可用性。 

5.   可持续发展和碳减排：通过减少基础架构、实现节能运营以及建立可再生能源驱动
的数据中心来减少工作负载的碳排放量，从而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简化的迁移：通过全面了解组件依赖关系、网络要求和安全状况，评估并迁移应
用。迁移完成后，对流量模式执行迁移后检查。

2. Forrester。《Forrester TEI of VMware vRealize Operations》，2021 年。

边缘 数据中心 代管数据中心 公有云

借助 VMware Aria 性能优化功能，企业能够获得重大的业务成效。最近的 
Forrester TEI 研究报告指出，使用 VMware Aria Operations（以前称为 
vRealize Operations)，计划外停机时间可缩短 93%。2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for-network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for-network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vrealize-log-insight.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vrealize-log-insight.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vrealize-operations.html#get-started
https://pathfinder.vmware.com/v3/path/introduction_to_vrealize_operations?section=step4
https://pathfinder.vmware.com/v3/path/introduction_to_vrealize_operations?section=ste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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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  通过实时了解多云系统中的资源交互
情况、配置错误、风险评分和活动日
志，提高云安全性与合规性。利用警
示或自动化修复，快速解决所发现的
安全问题 

•   利用自定义策略或基于行业标准制定
的即时有效的安全规则，确保持续 
合规。 

VMware Aria 解决方案 
•  VMware Aria Automation 

•  VMware Aria Automation for 
Secure Clouds 

•  VMware Aria Automation 
Config 

• VMware Aria Operations 

•  VMware Aria Operations for 
Logs 

•  VMware Aria Operations for 
Networks 

立即体验 

•  申请试用：VMware Aria 
Automation、VMware Aria 
Automation for Secure Clouds 
或 VMware Aria Operations

•  试用云中动手实验 (HOL)：
VMware Aria Automation

保护配置以管理风险和精简合规性 
多云环境提供了业务敏捷性，从而使企业具备竞争优势。不过，随着每种新云的出
现，维护公司数据和保持基础架构的合规性变得更具挑战性。企业面临着有效管理风
险、维护监管和确保其多云系统符合法律和监管要求方面的挑战。 

如何保护配置和精简合规性 

1.   持续进行安全配置和漏洞管理：通过在多云环境内部和跨多云环境建立和实施配置
最佳实践，大规模降低风险。对于云工作负载，直观的事件驱动型配置自动化可以
快速部署和配置虚拟机、服务器、容器和网络设备。对于云服务，可通过企业范围
内的标准和经调整的政策来提高云安全性与合规性。借助高级风险关联、可视化风
险环境和安全的自动修复方法，减少配置错误并确定威胁优先级。 

2.   全面的合规性管理：了解最新的监管标准和行业最佳实践，以提高云工作负载和云
服务的合规性。利用事件驱动型自动化功能来检测工作负载中的变化，并通过强制
执行预期状态来自动修复偏差。另外，利用即时可用的合规性模板或自定义您自己
的模板。对于云服务，创建安全策略并扫描系统（包括客户机内工作负载），以查
找常见漏洞和泄露 (CVE)，然后立即应用适当的更新或补丁进行修复。 

3.   实现安全左移：在交付流水线的早期左转或验证安全配置可让企业能够在生产之前
主动修复违规情况。VMware Aria 通过一个可以轻松与其他工具集成的 API 优先
平台自动执行云安全运维。

VMware Aria 
Automation

VMware Aria Operations
VMware Aria Operations 

for Logs  
VMware Aria Operations 

for Networks  

VMware Carbon Black

借助 VMware Aria 安全与合规性功能，对于 95% 的安全发现，团队从收到变更通
知到进行风险检测的时间只需不到 6 秒。3

3. VMware。“CloudHealth Secure State Platform Telemetry”，2022 年。

VMware 多云安全性与合规性功能

VMware Aria Automation 
for Secure Clouds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automation.html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products/cloudhealth-secure-state.html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products/cloudhealth-secure-state.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automation.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automation.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for-log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for-log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for-network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for-networks.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for-networks.html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free-trial-signup.html?int_cid=7012H000001lGKA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free-trial-signup.html?int_cid=7012H000001lGKA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free-trial-signup.html?int_cid=7012H000001lGKA
https://cloudhealth.vmware.com/cn/free-trial-signup.html?int_cid=7012H000001lGKA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operations.html#vrealize_operations_signup_form
https://labs.hol.vmware.com/HOL/catalogs/lab/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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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 多云自助式基础架构自动化平台 

 •  DevOps 基础架构即代码、GitOps 
和基础架构流水线发布 

 • 集中实现 Kubernetes 自动化和管理 

 •  利用事件驱动型自动化功能，实施 IT 
系统合规性策略并修复漏洞 

VMware Aria 解决方案 
• VMware Aria Automation 

立即体验 
• 申请试用 

•  试用云中动手实验 (HOL)： 
VMware Aria Automation 

加速实现交付自动化 
利用 VMware Aria 的自动化功能，企业可以自动加快多云基础架构采用，以提高敏捷
性并提升业务价值。他们可以通过一个通用多云基础架构使用层解锁支持 DevOps 的
现代功能，加快云原生和传统基础架构及服务的交付，这是提高盈利能力、增加收入
和增强敏捷性的关键。 

如何加速实现交付自动化 

1.  自助式多云基础架构自动化：实现 IT 基础架构的自动化，以节省时间和减少错
误。利用 VMware Cloud Templates、编排流程、基础架构和应用流水线通过单
个自助服务目录快速交付资源。 

2.  强大的 IT 自动化功能：通过现代基础架构平台自动执行耗时、成本高昂且费力的
基础架构管理工作。事件驱动型自动化引擎可以识别并修复问题。为了确保持续稳
定的系统性能，团队可以管理补丁程序、规划系统维护并实现全面远程执行。他们
还可以简化数据中心和多云配置。应用感知式内容可减少第三方集成。 

3.  适用于基础架构和 Kubernetes 自动化的现代 DevOps：精简 DevOps 基础架构
资源的使用和交付。支持 VMware Cloud Templates 中的基础架构即代码、基于 
Git 的基础架构流水线发布和迭代开发功能。利用基础架构即代码和流水线发布功
能，增强 K8s 的基础架构交付和使用。

4. Forrester。“The Total Economic Impact™ of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2019 年 7 月。

边缘 数据中心 代管数据中心 公有云

根据 Forrester TEI 对 VMware Aria Automation（原名为 vRealize Automation）
的研究，借助 VMware Aria 交付自动化功能，企业获得了显著的市场优势，即在终
端用户环境中的部署速度加快了一周。4

网络存储计算

https://www.vmware.com/in/products/vrealize-automation.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automation.html
https://www.vmware.com/cn/products/aria-automation.html#cloud_assembly_form
https://pathfinder.vmware.com/v3/activity/try_vrealize_automation_lightning_hol
https://pathfinder.vmware.com/v3/activity/try_vrealize_automation_lightning_hol


灵活的多云管理 
VMware Aria Universal Suite 可在您将业务过渡到云端的过程中提供支持，并提供
一致的多云管理体验。通过一个许可证，您即可灵活地部署为 SaaS 或在本地部署，
并根据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自由切换。这让您的企业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迁移，从
而提高敏捷性、可扩展性和效率。 

详细了解 VMware Aria 
采取后续步骤，将多云模式转变为可带来实际业务成果的有用解决方案。详细了解 
VMware Aria。 

• 观看演示视频，了解 MOAD.io 如何使用 VMware Aria。 

• 申请会面，向我们的 VMware Cloud Management 专家进行咨询。 

详细了解 VMware Aria：www.vmware.com/go/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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