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全球数据中心战略 ---- 计划与实施 

思科全球化数据中心项目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
建立与改造了七个数据中心, 支持思科数据中心硬
件虚拟化，弹性，和长期成长的目标。 

挑战   
2008 年，思科数据中心面临物理空间及电力紧缺的严重问题。

于是，思科 IT 部门制定了一个全球性的数据中心战略，以满足

以下三方面关键需求来支持业务的持续增长： 
• 容量：“在 2008 年和 2009 年之间，思科数据中心的容

量，电力，和制冷功能都难以负荷，”思科 IT 总监 Mike 
Telang 说。“如果我们要满足服务等级协议，我们就需要建设

一个可以实现标准化，虚拟化，及自动化的数据中心。” 
• 弹性：以避免业务流程中断，我们新建的数据中心要有

足够的弹性来保证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迅速恢复正常运行。  
• IT 转型：高级项目经理 Ingrid Franzen 表示“思科 IT 要

想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服务供应商，就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

业务流程，产品，和架构，来支持思科持续的市场领先地位。” 
 
根据据数据中心平台服务副总监张绍政介绍, 许多公司在建立数

据中心时，先着眼于容量，然后再考虑弹性，最后才尝试如何

实现转型。 他说，“思科在全球数据中心战略与其他公司不同

的是，我们同时关注三方面:数据中心的容量，弹性，和 IT 转

型。而不是像别的公司那样依序来一个个解决每个问题。”  
 
 
 
 
 

 
 
 
 
 
 
 
 
 
 
 
 
 
 
 
 
 

执行摘要  

挑战：  
● 扩大数据中心的容量来支持业务发展 
● 在任何计划与非计划停机事件下，保
持业务连续性 

● 转型思科 IT业务到服务供应商模式 

解决方案：  
● 成立跨职能的全球化数据中心项目建 s
设或改造 7个现有的数据中心 

● 财务分阶段计划, 分阶段实现容量, 弹
性与转型方面量化的增长 

成果：  
● 提升数据中心能力, 支持公司进入新的
全球市场, 开展新的业务模式 

● 增强弹性度以抵御灾害，包括整个数
据中心的失效 

● 支持新的 IT服务,	 推动 IT 服务转型.	 
包括基础架构即服务的实现. 

 
 

吸取的经验教训：  
● 阶段化投资，验证投资在预定的时间
内实现预计的价值 

● 选择被应用和基础设施团队都信任的
人作项目负责人 

下一步：  
● 以 Cisco 统一数据中心为平台, 开发新
一代的数据中心服务.	  



解决方案  
启动思科全球化数据中心项目（GDCP）需要三方面的努力：第一，要制定一个发展方向的战

略，第二，制定一个财务计划，第三，得到公司业务部门及董事会的支持。 
 
思科 IT 资深总监 Koen Denecker 说，“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IT 支出会直线上升, 
而我们的市场地位将会减弱，效益也不会提高。” “一个新的数据中心战略虽然需要长达四

到五年的投资，但最终针对每业务单元, 我们可持续地以更低成本提供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这

背后的支撑解决方案就是整合，虚拟化，自动化, 改进流程和治理。” 
 
决定方向 
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先制定了战略发展方向来指导整个项目过程的每一个决策。思科基

础设施服务部资深副总监 John Manville 说,“全球数据中心战略对思科未来的成长，保持市场

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都非常重要。这个战略规划是思科持续发展的的基础，它一直指导我

们部署提供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服务。”  
 

 
 
核心战略团队由一些思科基础设施架构师组成。他们通过六个月时间的工作，听取了其他十

二位基础架构领域架构师和一些主要应用专家的意见,  研究制定了战略规划。 “早期的战略

讨论有三个主题：容量，弹性，和迁移。” IT 架构高级总监 Craig Huegen 说。 
 
发展方向的制定确定了最终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并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包括： 

• 数据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大小：这是最难做的决策之一, 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不稳定的经济

环境中  
• 是用思科内部员工还是是与合作伙伴一起执行项目：思科 IT 部门决定使用内部资源，

这样可以提升培养思科内部员工的技能。 
• 应用系统的弹性度：我们要了解业务用户对系统弹性度的不同需求，并相应制定基础

架构, 应用系统和业务流程的弹性策略指导.。“我们为应用的不同关键级别定义弹性

度。”Denecker 说, “这就好比决定你需要买多少保险” 
• 通用迁移方法：制定的战略规划决定了在系统迁移时就开始 IT 转型, 而不是推迟等到

系统迁移完成之后.  战略规划明晰地决定了为实现数据中心集中化必须进行迁移, 及系

统迁移的顺序. 同时也允许迁移方法的灵活调整.  
经过讨论我们形成了 200 页的战略文件，作为项目的参考指导。 “我们先全面的制定战略规划，

并形成文字. 然后再决定每一步该怎么走，” Huegen 说。“对于每一个新的提议，我们首先确定

它是否在原定的计划内。如果不是，这个提议就需要另筹款项支持。” 
 
随着思科 IT 开始看见项目的收益, 对项目的热情与投入开始加大. 思科 IT 任命了两位项目总监, 
Julie Finan 和 Shaw-Jen Cheng, 他们共同领导, 一起决策, 加速了项目的运作. “他们是数据中心专家, 
在应用系统和基础架构团队都有很好的威望, 因而被选作项目总监”. Denecker 说。 
 

“ 全球数据中心战略对思科未来的成长，保持市场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都非常重要。这个战

略计划是思科支持持续发展的的基础，它一直指导我们部署提供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服务。” 
—John Manville, 资深副总裁，全球思科的基础设施服务,思科 



 
 

 
 

投资方法  
从思科董事会申请经费前，GDCP 团队定义了多个投资包项目用于改造四个数据中心，每个

投资项目方案都定义了在容量和弹性上的增加量（图 1）。“项目包投资方式奠定了整个项目

成功的基础, 因为它允许我们定义不同时期的规划范围, 调整需求, 并定期向董事会汇报进展.”
Telang 説。 
 
思科架构，财务和工作场所资源团队（WPR）一起合作制定财务计划。例如，财务团队建议

如何构建融资，如何将资本投资的折旧期最大化。 
 
“我们 IT 可以选择不做改动, 或选择仅作优化, 或选择优化系统并增加系统弹性. 针对这三种

不同 IT 工作模式,我们作了 6 年的成本分析:”Denecker 说。“然后我们将通过分析看到的项

目价值和风险与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及用户分享”. 
 
图 1 ：容量和弹性的增强与投资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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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项目  迈向成功  
要在三年内实现 GDCP 的战略,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可协调的计划结构，据 高级 IT 总监

Julie Finan 说。“我们应用现有的 IT 交付框架, 搭配一个灵活轻巧的项目结构，优化了项

目运作, 并且使我们能充分利用现有的业务和技术合作伙伴, 从而更减去一层项目的复杂性” 
 

 
 
构建的项目结构包括了全部的项目轨道, 如表 1 所示。“所有的基础项目都是精心策划的，

并按照详细的计划图来交付”Franzen 说。“通过严格治理与监督, 我们构建了一个强大的

项目结构矩阵。” 
 
表 1：思科全球数据中心项目的主要项目轨道 
项目轨道 说明 

建设 建立完善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实现基础架构 

管理 提供需要的管理能力,使 IT 可以象服务供应商一样交付服务 

应用程序的搬迁 从以前的应用程序服务器平台搬迁到具有可扩展性，低 TCO，高弹性的思科统一数据中心平

台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UCS 和思科 Nexus 交换机架构) 

通过新技术实现的 IT 转型 引入思科统一数据中心平台，双活架构，存储虚拟化和其他转型的技术 

弹性 将某些数据中心的级别从 2 类提高到 3 类; 推行多点架构; 撤离高风险地区，从而保障自然灾

难发生时业务的连续性 

结构 实施思科统一数据中心平台，以增加弹性和自动化部署，简化管理 

Devirt 淘汰旧产品 实现服务器虚拟

化 
以虚拟化云架构取代现有的数据中心架构 

项目群管理办公室 制定数据中心项目的总体框架, 实施运作 

 
成果  
思科全球数据中心项目于 2008 年 10 月启动，2012 年 8 月完成。它为思科业务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基础。 
其项目主要成就包括： 

• 建设一个全球化的数据中心平台（得克萨斯州，北卡罗莱纳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阿

姆斯特丹）。提供了强大的数据中心电力, 计算能力. 支持思科进入新的全球市场, 
开拓新的业务模式. 到目前为止, 全球数据中心平台支持了公司业务扩展到迪拜，波

斯尼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南非。它同时也是公司内部协作工具的基础, 如思

科网真系统和 Cisco Jabber 系统. 

“ 我们应用现有的 IT 交付框架, 搭配一个灵活轻巧的项目结构，优化了项

目运作, 并且使我们能充分利用现有的业务和技术合作伙伴, 从而更减去

一层项目的复杂性。” 
 
—Julie Finan, 高级 IT 主管及 GDCP 主任 



• 建立了一个即用于研发又用于灾备的双用途数据中心，实现了数据中心的快速灾难

恢复. 。灾难恢复架构是对思科 IT 私有云架构的一个补充，并最终将融合到私有云

架构中.  从而支持多个数据中心对应一个物理灾备数据中心.  
 

• GDCP 创建了思科 IT 弹性基础架构服务工具（CITEIS），提供对数据库及关键应

用的综合支持. 提供了 IT 部门基础设施服务化私有云的解决方案。 
• 在新的数据中心, 83%的应用实现了虚拟化。 
• 将灾难恢复计划合并到应用程序生命周期中.  
• 建立了城域虚拟数据中心(MVDC), 提供了计划宕机与非计划宕机时业务连续性运

作.  在双活架构建立后的 10 个月内, 尽管曾有 3 个服务器停机事件发生, CCW(思科

商务工作台系统)的应用却没有任何中断. 。 
 
经验教训  
思科 GDCP 团队愿与其他企业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 
• 要争取 CFO 或董事会同意多年多次投资, 定期验证投资是否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管理全球性的数据中心项目就像管理一个新创业的公司，因为它需要变更管理，

以及定期检查。”Denecker 说。“在当前这种经济和行业变化莫测的环境中，要

求分期投资，而不是一次性投资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 
• 要理解应用团队本能的反对平台改变。Denecker 说,“应用团队比较专注于取悦客

户，通过让应用团队的领导看到新平台所带来的价值, 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迁移” 
• 选择那些应用团队和基础架构团队都信任的人作项目领导人。 

 

 
 
     下一步  
GDCP 项目为下一代思科数据中心服务打下了基础。思科已经推出 CITEIS，基础设施即

服务的云架构，它可以使员工在从申请开始的不到 15 分钟内，就用到自行配置的端到端

的的基础设施服务（计算，存储和网络）。 
 
现在，思科 IT 部门正在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服务提供，使思科 IT 能保持作为内部团队供

应商的首选。后续计划包括继续实现自动化，控制成本，改善用户体验，和更进一步快速

提升容量。 
 
如需更多资讯  
How Cisco IT Automated End-to-End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ing in a Private Cloud 

How Cisco IT Plans and Executes a Large-Scale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Migration 

“管理全球性的数据中心方案就像管理一个新创业的公司
，因为它需要变更管理以及定期检查.在现代这种经济和
行业变化莫测的环境中，要求分期投资，而不是一次性
投资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 
 



How Cisco IT Migrates Critical Applications from HP Superdome to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How Cisco IT Designed a Data Center that Can be Repurposed from Development to Disaster Recovery. 

如需更多的思科 IT 案例研究对各种业务解决方案，请访问 Cisco on Cisco：思科内部 IT 
www.cisco.com/go/ciscoit. 
 
注意  
本出版物说明了思科是如何从部署其自己的产品中获益的。本文件所描述的结果和各种获

益，可能涉及到很多因素；Cisco 不能保证其他地方能够取得同等效果。 
思科按原样提供本文件，不作任何形式的保证（明示或暗示），其中包括适销性或针对特

定用途的适用性的暗示保证。 
某些地区不允许免除明示或暗示保证，因此本免责声明可能对您并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