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集成应用与数据对于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有 80% 的领先企业能够让员工 

安全、及时地访问相关数据，以便于他们做出更好的业务决策。1 

传统集成方法实施速度慢、难以扩展且需要应用很多技能密集型的复杂技术。 

因此，需要使用由 AI 加速的新集成方法。借助这种集成方法，扩建的团队可以创

建集成，使用全套的集成方法和功能，并嵌入 AI 和自动化技术，从而加速创建集

成映射、创建 API 测试、检测异常和均衡工作负载。

通过将核心应用现代化为云原生应用、发掘数据的价值并淘汰其他系统，实现现有

系统开发与新系统开发的最佳组合。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提供了这种新方法，并将 AI 自动化技术整合到

集成生命周期中。

借助这个平台，公司将集成开发速度提升了 300%，将集成成本降低了 33% 以上，

并且提高了整体运营效率，同时还拥有更高的安全性、治理水平和可用性。2

摘要

 – 根据在生产环境与测试环 

境中检测到的工作负载比较

结果，自动为 API 引导型

活动生成新测试。

 – 使用内置 NLP 和 AI 来获

取自定义映射建议，从而加

速构建集成流程

 – 内置的自动工作负载扩展和

均衡功能有助于避免生产问

题和性能问题

 – 可跨系统自动部署、扩展和

自我修复，无需停机即可进

行更新，并通过端到端跟踪

增强了安全性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加快与 AI 自动化技术的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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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加快开发速度

使用内置 AI 将集成开发速度提升了 50% – 300%2. 提供了低代

码和无代码集成工具，此工具使用内置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和 

AI 在构建集成流程时提供自定义映射建议，因此将解决复杂业务

问题的速度提升了 50%。2 

与预构建的智能连接器和通用的可共享资产存储库相结合，可以跨

多种集成方法和功能进行复用和部署，因此开发人员拥有加速交付

所需的一切。

降低成本

通过采用自动化技术，将集成成本降低了 33% 以上。2 借助 AI，

可以根据在生产环境和测试环境中检测到的工作负载比较结果来自

动生成新测试，从而缩短项目时间，让团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

完成更有价值的活动。

整合了业界最完整的工具和功能集，并通过自动部署进行了增强，

从而消除了昂贵的维护停运费用以及因使用其他供应商产品或 

“自主开发”方法而产生的多重许可费用。

降低风险

通过 AI 自动化技术提高工作负载和运营效率，同时通过处理挖掘

功能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 功能降低风险，帮助您发现集成

中的异常并将集成扩展到其他无法访问的资产。借助内置的自动工

作负载扩展、均衡和自我修复功能，您可以获得高达 99.999% 的

应用可用性和吞吐量优化。3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可以捕获部署、运营和安全问题，

从而缩短了确定问题根本原因所用的时间，并简化了防止跨所有集

成资产遵守安全性和合规性策略的步骤。

利用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将集成速度提

高了 300%。

300%

利用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将集成成本降

低了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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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是一个完整的混合集成平台，

它包括传统和现代集成方法的最佳组合，并嵌入了 AI 和自动化

技术。

API 管理

发掘业务数据和资产的潜力，将其用作 API。

应用集成

连接云和本地应用。

事件流

提供实时的 Kafka 事件交互。

企业消息传递

使用企业级消息传递来可靠地传递消息。

高速数据传输

在高度安全的环境中，可以加快几乎任何云上的数据传输。

端到端安全性

无论位于何处，都可以控制对重要资源的访问。

部署选项

通过 IBM Cloud 上 Red Hat OpenShift 软件支持的容器、在

任何现在的本地基础架构上或通过私有云和公共云，都可以在

几乎任何地方更轻松地运行集成软件。通过易于使用的完全模

块化方法来使用所需的功能。

作为 IBM 自动化平台的一部分，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包含容器化的 IBM 中间件以及用于在公共集成

层上进行开发和管理的通用软件服务。

安全性与支持

公司与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可帮助企业在遵守合规性策略的同时降

低业务风险和安全风险。通过 IBM 专有评估工具和行业最佳

实践，我们的技术专家可以根据当前和将来的业务需求来帮助

制定身份和访问管理 (IAM) 策略。利用完整的软件堆栈支持

以及持续安全性、合规性和版本兼容性。



4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结束语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提供了一种敏捷的现代集成方

法，并将 AI 自动化技术整合到集成生命周期中。借助这个平

台，公司将集成开发速度提升了 300%，将集成成本降低了 33% 

以上，并且提高了整体运营效率，同时还拥有更高的安全性、治

理水平和可用性。2 

为员工提供访问所需数据的权限，以便他们能够制定更好的业务

决策，同时为客户提供新的参与模式和个性化的全渠道体验。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是 IBM 自动化平台的一部

分，它是一组共享的自动化服务，可帮助您深入了解如何运行流

程、直观呈现热点和瓶颈，以及使用财务影响信息来确定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的优先级。

了解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也可以访问以下 

网站：ibm.com/cloud/cloud-pak-for-integration.

为何选择 IBM？

IBM Cloud 通过下一代混合云平台、先进的数据和 AI 功能以及

横跨 20 个行业的深厚企业专业知识，为企业提供最开放、最安

全的公共云。

我们提供了包含 170 多种产品和服务的全栈云平台，涵盖数

据、容器、AI、物联网 (IoT) 和区块链。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以下网站：ibm.com/cloud

功能 优势

低代码和无代

码工具

提高生产力，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有助于确保

更多的角色可通过无代码方法轻松应用 AI 来

创建智能业务解决方案。

AI 映射辅助 更便捷、更准确地集成应用与数据。 使用语义

分析和 AI 算法来提出映射建议，旨在简化集

成中最困难的部分。

连接器目录 几乎可随时随地连接任何设备。高度安全的预

构建智能连接器（包括 RPA），用于从现有应

用中获取关键详细信息，以便能够在本地或云

中建立有效连接。

设计和资产存

储库

构建和部署可复用的集成。 复用先前编写的成

熟应用以加快开发速度。

高度安全的

网关

无需外部安全解决方案，即可始终如一地实施

安全性。在高度安全的环境（包括移动、 

API、Web、面向服务的架构 (SOA)、B2B 和

云）中，跨多个渠道集成、控制和优化工作负

载交付。

IBM Cloud Pak for Integration 

的功能和优势

http://ibm.com/cn-zh/cloud/cloud-pak-for-integration
https://www.ibm.com/cn-zh/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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