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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LIN 咨询公司 — Hands
in the Air (HITA)音乐流应用
借助 Linux on Power 提供无需等待的音乐流

概述
需求
改善服务可靠性、提升性能及扩展性，支
持 Hands in the Air (HITA) 音乐流智能
手机应用程序快速发展。

解决方案
SLLIN 咨询公司携手 IBM，将其 HITA
应用程序从 x86 服务器环境转移至使用
IBM PowerKVM™ 开放虚拟化技术的
Linux on Power 环境中。

SLLIN Consultants 是一家香港咨询公司，服务对象为亚太地区的企业。
SLLIN 的 Hands in the Air (HITA) 音乐流应用的目标对象是香港独立
的音乐市场，将音乐人与听众、合作者和营销者联系起来。

适应大胆的增长策略
HITA 音乐服务的订阅基数快速增长，主要体现在音乐人和音乐爱好者
数量的增长。HITA 的基础架构要跟上订阅量的增长步伐面临压力。
SLLIN 之前的网络服务供应商在位于 x86 服务器上的 Linux 环境中
运行 HITA 应用程序。但是，服务器性能不足，基础架构能力有限，这
些因素造成了延迟问题，从而破坏了流媒体的质量。

优势
将 HITA 迁移至 Linux on Power 环境中，
有利于改善用户体验、优化支出管理、并
提供稳健可靠的服务器平台，进而支持长
远的业务增长计划。

“Linux on Power 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所需要的性能和
稳 定 性 ， 而 且 还 支 持 其 它 企 业 级 应 用 ， ”SLLIN
Consultants 公司 IT 部门负责人 SL Ho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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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硬件
●

Linux on Power

“现有系统不能支持超过 300 个并发用户，否则响应时间就慢到不可
接受的程度，”SLLIN Consultants 公司 IT 部门负责人 SL Ho 说，
“现有的运行环境无法提供我们需要的性能。此外，现有基础架构缺
乏具备成本效益的可扩展性，而我们需要这种可扩展性来支持我们的
长远增长计划。”

软件
●

●
●

Hands in the Air 音乐流移动应用
IBM PowerKVM 服务器虚拟化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HITA 在香港具备坚实的客户群，但是 SLLIN 希望向新的地理区域
的市场扩张。“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 2015 年底开始在台湾地区增
加新客户，然后 2016 年在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增加客户,
2017 年在欧洲和美国增加客户,”SL 说，“随着我们用户的增加，我
们需要能够快速升级以支持用户的增长，同时不牺牲可靠性和系统性
能。”

提供无延迟的流媒体
SLLIN 优先考虑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基础架构必须可靠、可用，并且
确保用户数量增长时仍然可以轻松接入。SLLIN 的工程师调研了一系
列服务器后，最终决定将应用程序移至 Linux on Power 上的 Red
Hat Enterprise 中。该解决方案利用 IBM PowerKVM 虚拟化技术实
现资源优化，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
在音乐流领域，用户体验至关重要，因为客户不会容忍延迟。“如果
不具备处理应对延迟的能力，那么流媒体毫无意义，”SL 说，“在 Linux
on Power 上运行 HITA， 使我们能够提供‘无需等待’的流媒体性能。
通过该平台的内置自动化可扩展性，我们可以应对突发的海量请求，
而无需担心应用程序是否会及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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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LIN 的技术团队也得益于 Power Systems 提供的“无需等待”的计
算能力，这使他们可以减少花费在运维上的时间，将精力更加集中在
创新上。“在之前的 x86 环境中，我们需要花费 15 分钟或者更长时间
进行系统升级，”SL 说，“而现在只需要不到 5 分钟。这个系统运行极
快，而且具有可预测性，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优化我们的时间。”

扩展能力，而不是增加成本
SLLIN 计划在新的市场中投放 HITA，SLLIN 现在具有强健的基础架
构，足以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内我们的客户群数量会
增长到 30 万左右，”SL 说，“Power Systems 服务器到位后，我们
坚信，基础架构可以随需扩展以满足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
公司还能够更好地管理支出。对于之前的服务提供商来说，增加用户
意味着更高的月度费用。“之前，我们为每个用户支付 3.00 港币；现
在我们平均为每个用户支付 1.00 港币左右，”SL 说，“我们的运营费
用更加具备可预测性，这使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设定预算，并了解我
们确切的发展方向。”
IBM 不仅提供高性能的服务器产品，SLLIN 还感叹于 IBM 团队的支
持能力。“作为一家小型公司，技术团队人数有限，关注最重要的事对
我们来说尤为重要 ，我们 需要关注的是应用 程序和 我们的业务愿
景，”SL 说，“与 IBM 合作，我们无需担心技术问题，也不用安排特定
人员来监控服务器。”
正如音乐动态在永恒变化一样，IBM 帮助 SLLIN 不断评估其基础架
构，从而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尽管不能总是预测下一个轰动一时的
音乐是什么，但是 IBM 提供的基础架构可以灵活调整，足以应对任何
突发的业务高峰。

下一步措施
更多有关 IBM Power Systems 的信息，请联系你的 IBM 代表或
IBM 企业合作伙伴，或者访问：ibm.com/systems/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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