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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运行和信息流动的速度越快，公司的业务就越兴旺发达。但

是，大部分 IT 人员将 70% 的时间用于维护现有系统，每周仅留出一

天时间从事形成竞争优势的工作。

思科的目标就是扭转这一比例。我们的集成基础设施和 IT 解决方案

从今天和未来的长期需要着手，帮助您简化应用交付，实现基础设

施自动化，从而使您的 IT 团队将专业技能集中用于最重要的工作。

“不断进步的公司将集成系统视为优化其 IT 环
境，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增加创收机会，并与

客户建立联系的手段。”

*《Cisco UCS 作为 SAP HANA 与其他 SAP 任务关键型应用平台的商业价值》，IDC，2014 年 9 月

集成原理

70%的 IT 资源用于维护现有系
统。

— 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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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规模的性能、效率和灵活性

应用

无论您是运行传统应用还是进行密集的分析，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Cisco UCS®) 集成基

础设施都能交付更好的用户体验、性能和安

全，使您的组织可以随时随地有效地运营。 

运营

凭借自动管理流程，可供选择的私有或混合云部

署，以及集成了计算、存储、网络和应用功能并

经过预测试的配置，我们的平台可以简化您的 IT  

设计、部署、集成和运营。

生态系统

我们的解决方案集成了思科以及全球领先的软

件和存储公司的技术。此外，我们测试并验证关

键业务和数据管理应用，使您可以满怀信心地将

其部署。而且，我们的统一技术支持可以为您提

供快速、一致的服务，在您急需之时帮您解决重

大问题。



了解扩大数据领域的意义

数十亿台设备每年产生数万亿 GB 的数据，这些宝贵的信息可以帮助您改善

运营、产品和服务。根据 IDC 的预测，到 2020 年，每年产生的数据将增加

十五倍。幸运的是，数据管理、集成和分析技术能够组织并处理分布式硬件

的大量数据集群。

这就是我们推出 Cisco UCS 的原因，它可以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高度

可扩展基础设施（多达 1 万个集成系统），无论您的系统增长规模有多大， 

Cisco UCS 都能为您提供长期的数据分析支持。

“为了深入了解自己的数据，客户需要可以处理最大数据集群的基础设施。 
凭借可以扩展至 1 万个 UCS 型系统的能力，思科服务的涵盖领域无可匹敌。”

— Pete Schlampp，Platfora 产品副总裁，2015 年 2 月 24 日。

借助集成方案驾驭大数据

“大数据基础设施的 5 个必备要素”

了解更多 >

“借助 Cisco UCS 探索大数据”

了解更多 >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big-data/cisco-bigdata-infographic.pdf
http://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servers-unified-computing/le-41901-brochure-bigdata-140604.pdf


建立合作关系，增加影响力 

SAP 开发了一种综合内存数据库 SAP HANA 来帮助企业近实时

地分析并处理大量数据流，而无需等待数天时间。我们与 SAP 携

手合作，共同交付一种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可增强  SAP 

HANA 的功能，可以与企业系统紧密集成，扩展简便，并可集中管

理。这些功能有助提高应用数据中心团队的运营和财务业绩，促进

公司全面发展。

最近的 IDC 研究*发现，运行在 Cisco UCS 平台上的 SAP HANA 具有以下

优势：

• 员工部署服务器的时间： 
 83.8%

• 员工管理服务器的时间： 
 68.4%

• 硬件停机时间导致的员工时间损失： 
 96.3%

• 五年总业务收益：479 万美元

• 五年投资回报率：368%

• 回报周期：10 个月

*《Cisco UCS 作为 SAP HANA 与其他 SAP 任务关键型应用平台的商业价值》，IDC，2014 年 9 月

借助 SAP HANA 和思科增加业务影响。

SAP HANA 定制数据中心集成选项

了解更多 >

https://buildprice.cisco.com/solutions/saphana/img/IDC-TCO.pdf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dc-partner-sap/whitepaper-C11-731562.pdf


借助增强的微软应用简化云服务

无论您运行的是私有云、公共云，还是使用混合环境，现在云可以让您的组织拥有前所未有的敏捷性，经济高

效地推出应用。因此，我们与微软等一流软件供应商合作，为客户交付的解决方案可以简化并自动化整个数据

中心的流程和管理。

例如，FlexPod 将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System Center 2012 R2 和 Cisco  

UCS、NetApp 存储相结合，交付可扩展私有云，从而在为用户高效部署服务的同时，减少了整体 IT 成本。我

们还努力优化该公司最常用的企业应用程序的性能，包括 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Exchange Server。

无论您在使用微软操作系统、虚拟机监控程序、云管理软件，还是公共云服务，您都可以依靠思科与微软，将

您的云服务性能提升到新的高度。

“与微软云操作系统和 UCS 集成的效果真是令人惊叹。 
实际上，您拥有了实现一切功能自动化的常用方法。”
— Brad Anderson，微软企业业务副总裁，2013 年 11 月

借助微软和思科增加业务影响。

“释放 IT 潜能：微软特刊”

了解更多 >

思科助力您的数据中心建设：适用于微软环境和应用的最佳基础设施

了解更多 >

http://blogs.cisco.com/tag/application-agility
http://blogs.cisco.com/tag/application-agility
http://unleashingit.com/MSFT/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dc-partner-microsoft/opt-infra.pdf


“我们以业界最佳集成解决方案为目标，这正是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的服务。我们

已经部署了每个人都满意的 VDI（虚拟桌面基础架构）解决方案，而且没有任何

性能损失。”

—Paul Bauwens，Meander Medisch Centrum 信息与通信技术架构师

随时随地高效办公。

随时随地办公。

与 Citrix 和 VMware 合作，我们提供的桌面虚拟化服务可以使员工在办公

室、家里或是旅途中借助任何设备轻松办公。该解决方案还简化了 IT 团队

的工作，可以帮助团队成员高效地管理基础设施、应用和用户设备的安全、

部署、升级和集成。

“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概述”

观看视频 >

简化桌面虚拟化部署和管理集成基础设施案例

了解更多 >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6500-series-switches/meander_external_casestudy_fnl_02_04_14.pdf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6500-series-switches/meander_external_casestudy_fnl_02_04_14.pdf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switches/catalyst-6500-series-switches/meander_external_casestudy_fnl_02_04_14.pdf
http://www.cisco.com/web/solutions/trends/virtualization/desktop_virtualization.html
http://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desktop-virtualization-solutions-citrix-xendesktop/idc-streamlining-dmdv.pdf


“集成组件有助于我们集中管理所有数据中心要

求，这是 FlexPod 的最大优势之一...拥有扩展

性更好的解决方案令人振奋，它能让我们快速响

应，并适应未来的高速增长。

 —Darrell Williams，Katz, Sapper & Miller 公司信息系统总监

加快向云环境迁移的旅程。

除 NetApp 以外，我们还创建了 FlexPod，这是一种预验证的集成基

础设施设计，它可以帮助您加快部署系统，并更好地控制 IT 新项目的成

本与风险。您可以利用 FlexPod 轻松执行解决方案，并且这些方案已

经针对私有云、混合云、任务关键型应用和技术过渡点进行了优化，将

试运行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周。由于该解决方案经过预先测试，并且恢

复能力很强，因此您可以在几乎没有业务中断的情况下运营。

轻松扩展

“适合中型企业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了解更多 >

“释放应用的潜能”

观看视频 >

http://www.gartner.com/technology/media-products/newsletters/cisco_v6/issue4/index.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LPg5fStCk


利用行业最佳实践和专业技术达成目标

对 IT 部门的需求不断增加：持续升级系统，安全交付可靠的业务应

用，将数据转化为实时情报，同时全程简化运营和控制成本。这对

任何组织而言都是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您的企

业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采用整体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独处理应用、计算、存储、网络和

云要求。我们独特的战略方法创建了优化的环境，可以完全释放贵

公司的潜在竞争力，并实现积极的业绩，比如降低成本，并加快价值

实现。

实现数据中心转型的正确方式

思科数据中心优化服务的总体经济影响

了解更多 >

“Cisco Domain Ten：实现 IT 转型的框架”

观看视频 >

http://www.cisco.com/web/services/it-case-studies/total_economic_impact_of_cisco_dcos.pdf
http://video.cisco.com/detail/videos/featured-videos/video/3156705804001/


协调更好的数据中心

Gartner 和 IDC 确认思科为集成基础设施的行业领导者，其中部

分原因是我们与行业领先的存储供应商建立了强大合作关系，为客

户提供以下解决方案：

• FlexPod with NetApp

• Cisco® solutions for EMC VSPEX

• VersaStack with IBM

• UCP Select with Hitachi Data Systems

• SmartStack with Nimble Storage

• Vblock with VCE

此外，为了支持变化不断的要求，Cisco UCS Director 软件功能

远不止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今天的基础设

施必须具备协调和自动化的特点。为了帮助您完成这种几乎不可能

的完成任务，您现在可以借助 Cisco ONE 软件包，使用单个许可

证轻松购买并升级我们的整套数据自动化软件。

Cisco UCS 集成基础设施

“部署 Cisco UCS 的五大理由”

了解更多 >

“Cisco ONE 企业云套件：让您的企业展翅高飞”

观看视频 >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flexpod/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solutions-vspex/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ersastack-solution-cisco-ibm/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solutions-hitachi-ucp-select/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smartstack-solution/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block-systems/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go/5reasonstodeployucsintegratedinfrastruct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waNpDNrv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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