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补云端

可视化的缺失
实现混合基础设施的足够
简化、安全、可扩展



74%
的组织都部署了混合云架构

为了追赶数字化转型大潮、满足
客户体验预期以及对敏捷性的需
要，加速上云已经成为各类组织
的头等大事。

要将该模式转化为竞争优势，您
需要保证您的混合云基础设施足
够简化、安全、可扩展。但是，将网
络性能工具和网络安全工具延展
至云端并不适用，而云端工具在
无法获取混合网络中动态数据关
键上下文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依
赖的就只有应用感知技术了。

对于绝大多数组织来讲，老旧的
本地系统以及与云技术相关的储
备不足，意味着至少在可预见的

未来混合云将作为事实上的架构
而长期存在。

但是，鲜有组织可以在单一公有
云模式下独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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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云状态报告》，Flexera



 

 

95%
的组织都无法实现云端可视化，
导致应用性能问题接连出现 2

2 该数据来自于Dimensional Research 2019年调研报告

数字化混合云基础设施中，确实在可视化方面存在缺失。
现有工具不具备对整个混合云基础设施实现可视化的能
力，导致我们很难看清网络中正在发生的事件。



可视化缺失问题多多

极差的客户
体验

1.
存在安全
盲点

2.
给向云迁移
带来风险

3.
增加成本和
复杂度

4.

网络监测以及安全工具专为本地部署设计，无法实现对云环境、应用以及服务的可视
化。同样，以代理以及日志为基础的云监测和安全工具，一般情况下无法提供细粒度
的可以深入网络和应用健康层面的具体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那些在本地以及私有
云环境下运行的企业来讲至关重要。

可视化缺失带来的影响，是组织无法对其混合基础设施中的网络和应用数据形成明
晰、完整且一致的认识。这一缺失可带来如下挑战，从而延缓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甚
至使之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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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差的
客户体验

1

无法实现混合基础设施的全面可视
化，解决客户体验问题就无从谈起。
云端工具无法实现对网络中传输数
据的全面认识，这些数据可能来自
内部容器，也可能来自未经托管的
设备，从而导致应用性能变慢。

存在安全
盲点

2

如果完全依赖应用日志和追踪文件，对
安全的认识就不全面。开发者不同，日志
的产生以及日志内容也会有所不同，依
赖日志的云运维效率则因为要在性能与
安全之间取得平衡而降至最低。

增加成本
和复杂度

4

引入混合基础设施将导致复杂度提高，
成本随之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多个团
队、多个工具以及多个代理都向工具发
送其并不需要的流量，导致宝贵的带宽
以及CPU容量被占用。

给向云迁移
带来风险

3

将工作负载迁移至云端，或在云端重建
工作负载，对于实现数字创新来说至关
重要，但随之而来的成本居高不下以及
复杂度增加等难题也给人们带来困扰。
如果无法获得适度的对整个混合云网络
的可视化，诸多挑战如安全、合规以及性
能将大幅提升，最终导致数字化项目腰
斩。



 

简化、安全、可扩展

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整个混合网络中发生的事情，弥补
我们在云端可视化方面的缺失，那会是怎样一副场景
呢？对网络形成统一且全面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简化
云运维、确保其安全和可扩展。

我们需要一套可视化解决方案，能

够覆盖整个混合云网络，可为运营

者提供清晰、全面且统一的视图，助

其了解整个混合基础设施中发生的

事情，进而消除盲点，规避性能及安

全风险。

全面可视化将助力客户全面掌控

从核心网到云端的整个网络基础

设施。该可视化解决方案能够提

供网络、元数据以及应用层面的

情报，提供整个混合云基础设施

的关键上下文，实现对安全以及

性能的更优管理。此外，可视化方

案“以代码”方式运行，能够嵌入云

端自动化解决方案，可随需对网络

进行垂直扩展和横向扩展。

部署，提供统一界面以实现轻松管理，

以及具备API可实现程序性编排。

真正的可视化解决方案能

够填补可视化缺口，助力客

户实现对网络（从核心网直

到云端）的控制。

真正混合云可视化解决方案能够

访问并汇聚来自任一网络源的数

据，无论其是否托管、本地或者在

云端，并将这些数据加以转化和分

析，然后发送至包括工具、数据中

心在内的目的地。 而一个完整的解

决方案应该更直观、更容易



“美国合众银行选择与Gigamon合作，是因为它能够跨
越物理、虚拟以及云环境提供单一来源的可视化解决
方案。现在，我们可以看清那些在我们的架构中为我们
所忽视的事情”

- James Scollard, 企业解决方案架构师，美国合众银行



 

 
 

Gigamon推出业界
首个弹性可视化与
分析矩阵Hawk
堵上在云端可视化方面的缺口，
可为我们带来四大业务优势：

增强客户体验

1
确保安全与合规

2
加速向云迁移

3
降低成本和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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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客户体验1

尽最大可能提升客户体验，实现混合基础设施更加高效、敏捷且良好的运
行，可快速进行性能问题根源分析并最终解决问题。

确保安全与合规2

可对传输中的所有数据形成全面可视化，这些数据包括加密和未加密流
量、来自容器以及未托管设备的东西向流量，进而消除盲点，提供全面且
一致的安全态势感知能力。



增强客户体验，消除盲点

“长久以来，Telefonica一直在摸索提升客户满意度的
有效方法，通过与Gigamon的合作，我们了解到了可视
化的使用模式并根据需要调整我们的服务。Gigamon
的解决方案非常适合管理我们的客户预期，满足我们
在这一方面的需求。”

- Duncan Campbell, IP 骨干网及基础设施经理，西班牙电信阿根廷分公司

TechFact: 美国史密森学会选择与Gigamon合作，由
Gigamon为其独家提供可视化解决方案，在Gigamon
的帮助之下，史密森学会实现了对混合云的可视化， 有
效避免了包括加密流量在内的各类盲点的侵害。

- TechValidate



加速向云迁移3

加速企业上云及迁移进程，将可视化融入迁移进程的每一个阶段，提升客
户成功率，降低混合基础设施管理的成本和复杂度。

降低成本和复杂度4

通过简化混合基础设施实现成本优化。网络流量只需一次分流，便可为工
具提供更加优化的流量和元数据。借助统一可视化仪表板实现对混合流
量的更优管理，并最终减少代理数量、降低带宽需求、减轻CPU占用。



提升云端可视化，降低成本

“菲律宾土地银行采购了Gigamon解决方案， 实现了
对物理、虚拟以及云环境的全面可视化。”

- Archie Tolentino, CSO, 菲律宾土地银行

“ 作 为 马 来 西 亚 最 大 的 公 共 事 业 企 业 ，Te n a g a 
Nasional Berhad 在部署Gigamon解决方案之后，共
节约成本超过1百万美元，短短六个月内便实现了投资
回报。”

- Azril Rahim, 高级经理，马来西亚 Tenaga Nasional 

Berhad（国家能源）公司



 

 

  

 

 Gigamon Hawk⸺
单一且全面的解决方案
凭借无与伦比的弹性可视化，Gigamon Hawk简化了对混合基础设施

的管理，消除了安全与合规盲点，助力IT运营者实现对大规模云环境的

全面可视化。Gigamon Hawk 可与AWS以及其他领先云平台及工具集

成，为混合基础设施提供统一视图。

Gigamon Hawk 针对AWS提供诸多功能，包括：弹性可视化，可自动扩

展并从全新EC2实例中抓取流量，将镜像流量有效发送至目标工具，提

取网络和应用元数据。

Gigamon Hawk 现已发售，可订阅获得，可随着您的业务的扩展而扩展，其嵌入

式支持包括：

一套可视化节点，可在整个云中随需实现垂直扩展和横向扩展

一套数据仓库，供安全与运行分析应用使用

单一且简洁的界面，可实现拖曳式管理以及程序性编排

“客户要想获得混合架构的完美部署，
制定可视化战略至关重要。”

‒ Scott Ward, 首席方案架构师, AWS



 

为什么选择Gigamon？

Forrester调查报告《打造安全的组织机构》，作者：Jeff Pollard 和 Paul McKay，2019年1月31日发布 Dynatrace 《2020全球CIO报告》，2020年发布

#1
居市场份额之首

83
83家财富百强客户

4000+ 
4000多家客户

7
全球10大银行中的7家

8
全球10大科技企业中的8家

10
美国10大政府机构

近期，调研机构Forrester Research针对全球1000位CISO展开了一项调

查，发现IT复杂度已经成为他们的头号挑战。  另外，CIO调查显示IT复杂

度让他们无法管理预期数字体验。

为了实现对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支持，客户在部署以及技术层面的支出

正在快速增长。客户注定会取得成功，但走向成功之路却是如此艰难和

复杂，他们需要帮助，而唯一能够提供帮助的便是Gigamon。

我们已经帮助全球上千家客户获得对混合云网络的掌控和可视化。借

助Gigamon解决方案，组织可以更好地检测威胁并加以响应，确保关键

性能以及安全要求得到及时满足，助其实现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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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发现不了机会，利用这些机会就无从谈起。如果您检测不到漏
洞，您就无法消除这些漏洞。

您是否想了解更多有关填补云端可视化缺失的情况，那就多看一下
我们的资料吧。

如果不追加预算，您就无法实现成功，但另一方面，您也可以在几个
月之内实现投资回报。

一点思考



© 2021 Gigamon. All rights reserved. Gigamon and the Gigamo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Gigam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Gigamon trademarks can be found at www.gigamon.com/legal-trademarks .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Gigam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modify, transfer, 
or otherwise revise this publication without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