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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ONE 是 Linux 工作负载最佳选择的 10 大理由 

 

业务环境与 IT 影响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注定较为缓慢。大多数经济实体和企业将经历多次全球经济寒流，

这意味着少有或没有增长 - 甚至出现一定的经济衰退。对于 IT 部门而言，这意味着预算

继续受限，更难赶上技术发展潮流、满足新型业务需求以及培养满足企业要求所需的技能。

尽管如此，企业主管仍然要求 IT 部门贡献更高的价值 - 实现更多创新，开发更多应用和

增强功能，开展更多高级分析，建立更多大数据功能。另外，IT 主管还要克服技能有限、

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基础架构滞后、支持挑战以及地缘政治和法规监管方面的问题。 

 

IT 主管满足业务需求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数据中心转型改进业务流程，削减运营开支。简

而言之，这意味着复杂度降低、敏捷性提高、生产力改进和资源利用率提升 - 从而可以全

面降低 IT 运营成本。 

 

认为 x86 分布式系统是首选平台的观念是满足业务需求及推进转型的

一个主要障碍。虽然运行一定数量的 x86 服务器看上去较为经济，但随

着 x86 分布式系统的无序蔓延，与之有关的成本和管理复杂度就彻底暴

露了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表明为什么 LinuxONE 替代方案更可取。 

如今，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需要依赖 IT 技术推动收入增长、增加利润空间以及改善客户服

务。然而，绝大部分中小企业 (SMB) 和政府机构选择的 IT 基础结构解决方案不仅会推

高成本，而且还会制约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这主要是由于许多运行 Linux 和开源应用的 

IT 主管选择了不恰当的服务器平台。尤其是，他们错误地认为最佳选择是在独立的 x86 服

务器或虚拟化的 x86 服务器上执行应用。RFG 发现，IBM LinuxONE 解决方案超越 x86 

解决方案有 10 大主要原因，包括 LinuxONE 是更出色、更经济的选择这一不争事实。

它不仅适用于仅有 30 项 Linux 工作负载或 20 台 Linux 服务器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

中小实体，也适用于 IT 基础结构覆盖多个数据中心的大型企业。x86 服务器上 Linux 应

用的总体拥有成本 (TCO) 比这些环境中的 LinuxONE 服务器要高出 65%。此外，对于

部署了超过 20 台 Linux 服务器的企业而言，LinuxONE 实现投资回报 (ROI) 的速度比 

x86 Linux 解决方案更快，而且总体采购成本 (TCA)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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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ONE 价值主张 

 

IBM LinuxONE 产品是一种低成本、向上扩展型专业企业服务器，专为运行 Linux 应用而

设计。LinuxONE 服务器的敏捷性与灵活性比 x86 服务器更高。此外，毫无疑问，由于 

LinuxONE 服务器无需持续增添新服务器，所需的人机互动更少（人为错误就更少），停

机时间更短，因而可以营造更稳定的生产环境。只需几分钟即可激活容器和虚拟服务器，

而且通常只需几秒钟就能自动添加物理资源，而 x86 解决方案则需实施大量易于出错的

人为干预。此外，LinuxONE 服务器还可随着扩展，成比例地降低单位工作的成本，实现

无与伦比的可扩展性，而 x86 服务器的规模经济水平则受到限制。LinuxONE 系统还能

实现最高水平的可用性（正常运行时间接近 100%，无单点故障）、性能、吞吐量和安全

性。不仅内置了端到端的安全防护，还对系统的每一层都进行隔离，并通过了业界最高水

平的安全认证。 

 

Disaster Recovery Premium 是一项很少提及但颇受好评的  LinuxONE 优势。鉴于 

LinuxONE 系统采用全共享型数据架构，因而不需要多个文件或数据库副本。这不仅消除

了不同步状况，还简化了恢复点目标 (RPO) 和恢复时间目标 (RTO) 的设置和执行过程。

所有这些优势都使得 LinuxONE 无论在常规还是非常规运营环境中都能体现出复杂度更

低、运行更高效、更便捷等优点，远胜于其他方案。 
 

 

 

 

 

由于  LinuxONE 服务器旨在运行  Linux 应用，而专为  x86 环境编写的代码在 

LinuxONE 服务器上大多“按现状”运行，从最终用户角度而言，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这还有助于简化人员配备，因为企业既可以聘用 Linux 专业人员，也可以联络 IBM 

LinuxONE 社区以开发人员、学生和初创企业。客户无需担心为了开发或运行 LinuxONE 

系统的人员而需要去寻找和培训人员 - 只需将该系统视为另一个 Linux 环境。 

10 大主要原因（不包括 TCO）： 

1. 敏捷性/灵活性 

2. 可扩展性 – 支持以线性成本实现指数式增长 

3. 可用性 – 几乎无停机时间 (99.999%) 

4. 最高级别的安全性 

5. 人员配置/生产力/技能/简便性 

6. 灾难/恢复 – RPO、RTO 和唯一真实版本 

7. 性能 – 响应时间一致性 – 消除延迟，最出色的性价比 

8. 稳定性 – 消除会导致人为错误的持续变更；变更控制 

9. 投资保护 – 不会像 x86 那样会过时；初期成本和总成本都保持最低 

10. IBM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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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ONE 系统另外一个潜在优势在于其打包方式。IBM 像处理任何其他企业计算服务器

一样处理这款服务器，因此这款服务器是可以升级的。添置新的 LinuxONE 核心或升级

至新一代服务器均视为升级（而非购买新设备），而且这两种升级过程只需一个周末即可

完成。从 CFO 的角度而言，服务器生命周期得到延长，非常符合企业所期望硬件采购方

式，LinuxONE 核心的投资回报期也极具吸引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乎所有 x86 服

务器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升级到下一代产品意味着采购新服务器，淘汰（或再分配）旧

服务器。这也可能意味着最长六个月的配置和部署时间及资源成本。 

 

最适合由 LinuxONE 处理的工作负载包括需要快速灾难恢复的应用、业务关键型 ISV 应

用、业务连接器、数据服务、WebSphere 和 Java 应用的开发、电子邮件和协作应用、

网络基础架构、虚拟化和安全服务，以及  Web 服务器和  Web 应用程序服务器。

LinuxONE 服务器还非常适用于处理器和内存使用率全天差异很大的应用。 

 

IBM 对 Linux 操作环境并不陌生。IBM 销售 Linux 

解决方案已有超过 15 年的历史，40% 的企业客户

都安装了 Linux 服务器。LinuxONE 服务器作为单

独的 Linux 服务器出售，不同之处在于，定价实现

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IBM 建立了“弹性定价”计划，

客户可以选择按使用量付费（硬件和软件）、按核心

付费或者零预付款租赁（享受一年后退货权）。此外，

入门级 LinuxONE 服务器每个核心最多可整合 40 

个虚拟服务器（具体取决于 x86 环境中工作负载和

服务器的利用率水平），单台服务器最多可运行 

8000 个虚拟机（每个虚拟服务器每天最低只需 

1.20 美元）。 

 

TCO 研究 

 
基于 LinuxONE 环境构建解决方案的企业不仅可以节约采购成本，还能节约年度运营费

用。部署数十款  Linux 应用或者处理器和内存使用率差异巨大的企业可采购并安装 

LinuxONE 生态系统，费用比部署同等功能的 x86 生态系统（即使经过虚拟化）的成本

低得多。从总体拥有成本 (TCO) 角度而言，RFG 预计中端市场企业或部署了许多 Linux 

应用的大型企业通过使用 LinuxONE，可将 TCO 成本降低 50% 乃至更多。在整个企业

范围实现全面节约，包括硬件保修和维护、软件许可证和维护、财务、人员、供电和设施

成本。（有关包含 30 项工作负载的环境示例，请参阅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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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G 对 LinuxONE 与 x86 服务器运行分布在各个不同地理位置的多个工作负载的 

TCO 进行了全面研究，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x86 解决方案至少比同等 LinuxONE 

解决方案的成本高出 70%。事实上，在运行 30 个工作负载的示例中，x86 系统的成本

比 LinuxONE 解决方案高出 1.7 倍；在处理分布在多个地理位置的 50 个工作负载的示

例中，x86 系统的总成本比 LinuxONE 解决方案高出 2 倍，其中人员配备成本仅占高成

本发达国家/地区企业支付费用的一小部分。单就运行  30 个工作负载的环境而言，

LinuxONE 解决方案的 TCO 比 x86 替代方案要低 300 多万美元。（请参阅下表。） 

 

 
IBM LinuxONE 的利用率和生产力远高于独立或虚拟化的 x86 服务器。LinuxONE 采用

的系统架构支持在多个应用之间共享资源，从而大大提高利用率（通常为 80% 甚至高达 

100%），并能改善资源使用情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经虚拟化或经少量虚拟化

的 x86 服务器的运行利用率则不足 20%（大部分低于 10%），同时一般虚拟化服务器

平均每个物理服务器运行四到六个虚拟机，而且利用率不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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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在不中断运行的情况下动态添加或移动资源。LinuxONE 的硬件基础架构旨

在实现最高水平的可用性 (99.999%)、性价比、可靠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EAL 5+ 认

证）。这种架构的独特优势在于：用户能够在同一服务器上运行生产、开发/测试和质量保

证的应用程序，而且不必担心对性能造成干扰，产生安全隐患或影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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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现有的服务器技术错觉误使业务主管和 IT 主管认定 x86 平台上的 Linux 物美价廉而且

易于实施，并将运行 VMware 的 Intel 服务器视为低成本的处理器环境选项。这些错误

观点不仅导致数据中心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致使中端市场企业和大型企业的 IT 环境都处

于未优化状态。IBM LinuxONE 服务器堪称高效的内部 Linux 云服务器平台，不仅有力反

驳了种种不实之处，还可以为 IT 主管提供备选的 Linux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从而帮助企

业控制成本、提高竞争力并协助转型为成本最低的消费型使用模型。 

http://www.rfg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