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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在数据中心集成和管理方面投入的时间和成本，以及遇到的难题。

解决方案

预先集成、 
预先验证的 
基础设施的价值

Gartner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73% 的 IT 预算专用于保证现
有数据中心系统持续正常运行1。如果要花费近四分之三的支出来
维持现状，企业如何才能创新？如何才能成功地从单调的重复型
业务转型到积极的增长型业务？

集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正在快速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此类
解决方案可以将计算、网络、存储和自动化融合到经过验证的单
一系统中。不仅如此，集成系统还支持轻松部署、集中管理和随
时扩展，从而消除与运行数据中心相关的诸多复杂性问题、成本
开销和不断增加的难题。

Intel 客户经理 Jay Cambron 表示：“一直以来，企业都习惯分
别购买硬件和软件，并自行在内部进行集成。但这需要掌握一系
列解决方案的专业知识，而且会增加投入时间和管理成本，发生
故障和停机的可能性也更高。与此相对，利用集成解决方案，企
业可以选择能够很好地协同工作的同类最佳硬件和软件组件，进
而提高效率和可靠性，并降低成本。”

虽然此类系统并不完全是全新的产品（例如，基于 Cisco UCS 
集成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问世已有五年左右），但是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了解它们的价值。因此，我们在相对平稳的 IT 支出市
场中，实现了 30%-50% 的年同比增长率。 

选择至关重要

由于 IT 部署并不存在“一刀切”的方法，而且不同的组织通常
会倾向于不同的供应商，为此，思科及其存储和软件合作伙伴提
供了多种适用于集成基础设施系统的参考架构。

其中一些架构侧重于流行的业务使用案例（例如私有云、大数
据和虚拟桌面基础设施），而另一些架构则基于任务关键型软
件部署（如 Microsoft、SAP 和 Oracle）。组织可以在一系列集
成系统和存储选项中作出选择，包括 FlexPod（与 NetApp 合作
推出）、VCE Vblock 系统、Hitachi Unified Compute Platform 
Select、Nimble Storage SmartStack、VersaStack（与 IBM 合
作推出）和 EMC VS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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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优化、就绪。
在当今竞争异常激烈且形势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中，

几乎没有时间可以从头开始组合一个技术环境，而且

运营过程中也不允许出现任何中断。正因如此，对集

成系统的需求与日俱增。集成系统可将计算、网络和

存储构建块融合在一起，帮助加快部署速度、降低风

险、简化管理，并提供无缝的可扩展性。

本期释放  IT 潜能展示了一些不同行业的企业，他们

的共同点是都在利用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 
Cisco UCS 集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例如，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第 6 页）和 
Purdue Pharma 公司（第 8 页）利用 VCE Vblock 
系统提升其研究能力。Wildhorse Resort & Casino 
公司和 Breckenridge Grand Vacations 公司通过 
Nimble Storage SmartStack 解决方案最大限度

降低风险并延长正常运行时间（第 12 页）。麦当

娜康复医院利用 FlexPod 扩展其患者服务并改善

数据使用情况（第 10 页）。Agro-Culture Liquid 
Fertilizers 公司借助适用于 VSPEX 的思科解决方

案为其突飞猛进的增长速度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提供支持（第 15 页）。CGI Federal 通过 Hitachi 
Unified Compute Platform 简化公共部门云迁移

（第 9 页）。

所有这些集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都已经过验证和优

化，并且准备就绪，可以随时为您提供服务。

有关详情，请访问内附链接或联系思科（致电 
1-800-553-6387 并选择选项 1，与思科代表通

话）。欢迎您通过 UnleashingIT.com 提供关于本出

版物的反馈。

顺祝商祺！

携手 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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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nsieme 业务部门营销副总裁 Ish Limkakeng 补充道：“各
种应用不断催生出对客户数据中心环境的新需求，无论是物理环
境、虚拟环境、裸机，还是云端，都在此列。为加快业务速度，
我们的客户必须随时随地根据需要，以高度安全的方式大规模地
提供应用。我们认为采用 ACI 的 Vblock 和 VxBlock 系统可为以
应用为中心的融合基础设施创建新的黄金标准，为我们的客户提
供更多价值，并加快数据中心和云的扩建速度。”

VCE VxBlock 系统通过无缝的组件级更新、持续的生命周期保证
和单一呼叫支持，可提供始终如一的“VCE 体验”（工厂预先集
成、预先测试、预先验证）。

作为融合基础设施系统的先锋，VCE 最近宣布对其产品组合进行
重大扩展，致力于加速和简化混合云部署。

此次推出的核心产品名为 VxBlock 系统，是全新系列的融合基
础设施解决方案，集应用和云功能与传统硬件元素于一体。首款 
VxBlock 系统将提供适用于软件定义网络 (SDN) 的思科® 以应用
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ACI)、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思科统一
计算系统™、EMC 存储和 VMware 虚拟化。

ACI 基于网络交换矩阵构建，可为低延迟的高带宽链路提供高
度灵活、可扩展且富有弹性的架构。ACI 交换矩阵旨在支持行
业向管理自动化、编程式策略和动态的“任意位置工作负载”
模式转变。

思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高级营销经理 Marcus Phipps 指出：“随
着虚拟化数据中心和混合云环境的兴起，工作负载必须向可移动
的方向发展，而且安全、监管和合规性策略也必须能够以自动化
的方式随之移动。ACI 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应运而生，而且它
能与 VxBlock 这样的集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紧密协作。”

解决方案

访问设计区
如需查看所有当前提供的思科验证设计 (CVD)， 
请访问“思科设计区”：cisco.com/go/cvd。

完成一个 CVD 需要 4 到 6 个月（大约 2000 小时），因此客户可
以对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全面测试和详细记录的设计充满信心。

O’Brien 说：“每个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而 IT 架构师终究是 IT 
架构师。CVD 的作用正是在于消除与建立基础平台相关的复杂性
和混乱状况。”

思科验证设计： 
成功的蓝图

自行组合技术基础设施，将计算、网络和存储系统与管理和应用
软件整合到其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幸运的是，您有很多蓝图
可以借鉴。

这些蓝图就是思科验证设计 (CVD)。这些设计能够回答各种最常
见的问题、重点介绍最佳实践，并提供有关建立基础设施环境的
分步指导。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Cisco UCS®) 解决方案工程总监 Siva 
Sivakumar 表示：“事情越复杂，需要帮助的人就越多。CVD 帮
助我们的客户将基础设施的基本元素结合起来，从而可进行更快
速、更可靠且完全可预测的部署。”

它们还可针对许多不同的情况、需求和使用案例提供指导。有些 
CVD 侧重于任务关键型软件优化，也有些 CVD 则为私有云、虚拟
桌面基础设施、大数据和分支机构计算提供配置建议。

Sivakumar 表示：“根据所使用的硬件和软件，CVD 可提供多
种选择和多个选项。”他还提到，仅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 
Cisco UCS 就有 50 多种 CVD。

思科技术工程经理 Chris O’Brien 补充说：“CVD 全部以客户需求
为基础构建。例如，安全是考虑采用私有云的客户最关心的问题之
一，因此我们开发了 3、4 种专门侧重于私有云安全的 CVD。”

解决方案

VCE + ACI： 
专为混合云构建的解决方案

思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高级营销经理 Marcus Phipps 表示：“最
常见的使用案例、应用和存储平台一应俱全。这些内容都可以简
化 IT 运营，从而帮助改善协调能力、自动化水平和 TCO （总拥
有成本）。”

除了提供选择和灵活性外，集成基础设施系统通过大幅度减少从
头进行数据中心环境的规划、设计、界定、构建、测试、稳定和
优化所需投入的时间和成本，来简化 IT 部署。通常动辄耗时数
月的部署工作，如今大幅缩短至几周，甚至几天。

Phipps 指出：“我们的目标是降低数据中心的复杂性和总拥有
成本，进而加快促进业务发展的新应用和新服务的部署速度，这
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系统拥有极具竞争力的优势。以采用了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Cisco UCS®) 的集成基础设施解
决方案为例，部署时间可平均减少 84%，布线成本可平均减少 
77%，电源和冷却成本可平均减少 54%，管理成本可平均减少 
61%。

Phipps 表示：“这些系统能够快速有效地提升速度并降低 IT 运
营成本，而且它们中大多支持完全集成，因此当客户遇到疑问或
问题时，只需呼叫一个号码。”

他还指出，集成基础设施系统还可以为持续发展和改进提供规
划图。

他说：“我们在设计 Cisco UCS 时就着眼于未来。它已针对下
一阶段的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和混合云部署做好准备，从任
务关键型应用到全球连接的云环境，它都能帮助扩大集成和协调
的价值。”
1 Gartner - 思科 IT，“数据中心成本组合”

有关介绍 Cisco UCS 集成基础设施的演进和重点领域的
白皮书，请访问 UnleashingIT.com 上的资源中心。

有关 Cisco ACI 和 VCE Vblock 集成的解决方案简介，请
访问 UnleashingIT.com 上的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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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had Eckes 于 2014 年初作为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加入韦克
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时，他发现各种系统已经老化严重且连
接松散。八个不同的存储区域网络造成了棘手的孤岛，数据安全
措施不一致，而且可用容量在很大程度上未充分利用。

Eckes 解释道：“我们的 IT 团队人手十分有限。因此，要想提
升能力，我们需要改善标准化并提高管理效率。”

此外，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还需要消除停机带来的困
扰。如果使用架构不佳的传统设备，该医疗中心 IT 系统的可用
性会明显低于行业标准，甚至远远落后于部门的服务级别协议。

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首席临床信息官 Dee Emon 指出：
“最近的行业研究表明，每名医生每小时的停机成本为 480 美
元，而我们有近 1000 名在编医生。停机成本对我们来说非常非
常高。”

停机还会对患者安全造成直接的影响。由于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
医疗中心广泛使用电子病历、患者监护、医疗扫描，以及其他所
有与其数据中心相关的临床系统，任何停机都会使临床人员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工流程。

Eckes 说：“从临床角度来说，只要正常运行时间低于 100%，
都是不可接受的。”

为更新和巩固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
Eckes 最近使用六个 Vblock 系统对其数据中心进行了彻底改
造。预先集成并且经过测试和验证的 Vblock 系统采用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思科 Nexus® 交换机、EMC 
存储和 VMware 虚拟化软件构建而成，能够提供卓越的性能和可
靠性，并支持快速部署。

Eckes 说：“我们需要向大平台迁移，并利用同类最佳技术获得
优势。Vblock 能够立竿见影地解决我们在正常运行时间、安全
性和可管理性方面的主要难题，也能为我们建立新功能和尝试新
事物提供坚实的基础。” 

推进医学研究的发展

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是一家美国公认的综合性学术医疗
中心和医疗系统，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
该机构拥有一所医学院、一家知名的儿童医院、一个研究和技术
中心，以及一个由附属医院、医疗实习设施、门诊服务设施和其
他医疗设施组成的网络。

借助其新的集成基础设施，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已经能
够利用最新的云技术。该医疗中心以其 Vblock 系统为基础构建
了内部云，提供自助服务调配工具。对于需要在项目期间随时使
用计算和存储资源的研究人员来说，这项服务尤为有用。通过使
用已经部署就绪的系统，过去耗时两个月并需要资本投资的项
目，如今只需几小时即可完成。

该医疗中心还构建了新的数据湖，用于整合之前未关联的数据形
成的各种孤岛。利用新的混合云基础设施，数据湖为结构化和非
结构化信息源的集中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水平比较高的用户将能
够使用多种工具（如 Hadoop）直接挖掘数据。对于其他用户，
则通过与数据湖连接的传统数据集市和仓库系统提供分析支持。

利用同类最佳技术获得优势

真实案例

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更换老化的技术基础设施，迈向医疗研

究的前沿。

衡量 VBLOCK 的价值

根据 IDC 的调查，使用 Vblock 系统的企业和运营商
在以下几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推动数据中心现代化、
促进私有云更有效地启动和扩展，以及在速度、节省
和简便性方面保持持续优势。

有关详情，请访问 UnleashingIT.com 资源中心的 
IDC 白皮书。

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一流的新数据中心。

Emon 表示：“数据湖使我们在医疗研究领域遥遥领先，并提升
了研究人员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他们可以比以前更快地执行
分析，并且能通过我们的任何应用访问数据，甚至是那些我们不
再主动使用的应用。如果没有集中化的基于云的架构，我们无法
做到这一切。”

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心目前正在探索新的临床服务，例如
无线患者监护、远程医疗和远程医护。该医疗中心还使其新的技
术系统和业务运营与农村地区的诊所、健康计划和提供商密切结
合在一起。

Eckes 说：“无论患者身在何处，我们都希望为他们提供最佳的
医疗服务。利用预先集成、预先验证的基础设施，我们不仅能够
为自己的技术基础提供支持，而且能快速过渡到新的临床、研
究、培训和业务机会。”

Dee Emon（左）和 Chad Eckes 带领韦克福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

心完成基础设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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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资源

Rayda 表示：“这种环境使我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谈道，IT 资本支出减少了 50% 以上，这意味着有数百万美元
可以转而投入到业务用途上。而且，这也预示着可以有大量 IT 
工程资源专门投入到新服务和新功能上。

Rayda 解释说：“对我们而言，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时间。我们
在基础设施维护方面投入的时间越少，在面向业务取得进步方面
所能投入的时间就会越多。”

到目前为止，这些进步包括面向 Purdue 公司销售人员的新移动
设备和应用、有助于公司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客户进行互动的新
协作功能，以及有助于直接性研发和销售活动的新分析平台。

Rayda 说：“过去，要获得这些新功能，我们需要额外的系统、
员工和流程，我们的数据中心和 IT 预算难以承受这些额外负
担。但现在，我们在很多层面上还有成长的空间。”

为 IT 部门节省时间

在当今由业务驱动的环境中，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并不是最佳答
案。然而，如果将各种基础设施环境胡乱地拼凑在一起，不断修
补和解决问题就会成为必然。60 多年前由多名医生创办的私人
控股制药公司 Purdue Pharma L.P. 公司便是一个例证。

不久前，Purdue 公司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的数据中心
在空间和电源方面捉襟见肘，并且人员严重短缺，陷入众所周知
的（也是极为常见的）“救火”困境。由于维持系统持续正常运
行消耗了过多时间和资源，导致可以用于业务发展的时间和资源
所剩无几。

Purdue 公司首席技术官 Stephen Rayda 回忆道：“我们有
大批工程师坐在实验室里，忙于修补系统并找出保持系统正常
运行的方法。如果服务器崩溃，我们会跟踪调查问题并加以解
决。但这些工作不会推动公司的发展，也无法为我们的业务带
来任何价值。” 

从整合着手

Rayda 意识到他们有机会通过迁移到预先集成、预先验证的基础
设施来减少 Purdue 公司数据中心占用的空间，以及在系统维护
方面投入的时间和成本。于是，他选择了将基于 Intel® Xeon® 处
理器的 Cisco UCS 集成基础设施、EMC 存储和 VMware 虚拟化
软件融于一体的 VCE Vblock 系统。

通过迁移到 Vblock，Purdue 公司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从 10000 
平方英尺减少到仅 3000 平方英尺。其环境的 99% 实现了虚拟
化。不仅如此，所有更新和更改现在都由 VCE 管理，使基础设
施的管理尽可能达到“放手”的程度。

Purdue 公司高级 IT 主管 Manish Gupta 表示：“借助由思科和 
Vblock 打造的虚拟环境所提供的强大功能和支持，我们不仅整
合了环境，而且改善了应用性能。”

许多企业应用（包括 SAP 软件、Oracle 数据库和 Microsoft 
SharePoint）都支持 Purdue 公司的复杂运营模式。Gupta 表
示，自从运行在新的 Vblock 系统上之后，这些应用的性能已经
“超越了极限”，其中 70% 的应用响应时间有所提升。 

Purdue Pharma 公司如何将重心从 IT 维护转移到业务支持。

解决方案简介
有关结合 VMware vSphere 和 Cisco UCS 的 
Hitachi Compute Platform Select 解决方案简介，
请访问 UnleashingIT.com 上的资源中心。

使用 CGI 云不会有意外成本

CGI 的方法包括就绪状况评估，可帮助确定在将现有应用迁移到
云之前所需进行的更改。该公司还利用基于 INTEL® XEON® 处理
器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CISCO UCS®) 的多种特性，将 IT 运营
服务（如补丁、扫描和监控）嵌入到其基本云产品中，因此不会
给客户带来任何意外成本。

NEMOTO 称：“重要的是，要记住云并不会完全改变 IT 运营模
式。它只是一种新的 IT 交付机制。联邦用户需要获得信心，当
他们与云提供商进行合作时，所得到优势不仅在于改善和转变应
用，还在于能够真正以利用云的方式构建应用。”

最初，政府云部署的目标客户是面向公众的网站和其他“容易实
现的对象”。最近，众多机构正在逐步转向任务关键型应用。

NEMOTO 说：“由于我们的出发点是实现更高级别的安全性，
例如美国国防部所要求的安全级别，所以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
是确保准备好一个高度简化的支持模式，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客
户的风险。我们的集成基础设施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一目标。”

就像最新餐饮风尚的承诺，在政府机构中有一种观念，认为迁移
到云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CGI Federal Inc. 公司（CGI Group 
Inc. 的全资美国子公司）总监兼云实践主管 John Nemoto 则表
示，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说：“当传统系统所有者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迁移到云自然而
然地获得云计算的所有好处时，他们会非常失望。这种现象屡见
不鲜，也引人深思。实际上，要利用云的各种功能，例如弹性能
力，就必须构建应用；而且像合规性、监管和安全性等现有运营
服务，也仍需要予以解决。”

CGI Federal 是从联邦风险和授权管理计划 (FedRAMP SM) 联合
授权委员会获得临时运营授权 (P-ATO) 的首家大型系统集成商，
并因此率先开始将美国 政府工作负载迁移到符合 FedRAMP 安
全要求的云平台。目前，包括联邦总务管理局、美国国土安全
部、美国环保署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内，已有数十个联邦和州立
机构入驻其托管的联邦云环境。

该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早期成功，原因在于其决定将“关键任
务”作为所提供的每项云服务的基准。为此，该公司使用了将 
Cisco UCS 集成基础设施、Hitachi Data Systems 存储和调配，
以及 VMware 虚拟化平台集于单一解决方案的 Hitachi Unified 
Compute Platform。

Nemoto 说：“这是个预先验证的集成解决方案，安全和托管服
务已嵌入我们的联邦云，使我们能够更快地获得认证，并提供客
户期望的优势。” 

将工作负载迁移到云不仅仅是为
削减成本进行改善和转变，而是
需要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携手
进行彻底的转变。

真实案例

引导联邦云建设

有关 Vblock 系统的详情，请访问 UnleashingIT.com 
资源中心的解决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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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麦当娜康复医院借助经过验证的标准化基础设施，不断扩

展业务范围并提高患者治疗能力。

立了康复科学和工程研究所，潜心钻研如何通过新方法和新技术
来提升医疗康复水平。

所有这些研究工作都需要以稳固的 IT 基础设施作为依托。这个 
IT 基础设施不仅要为当前的业务和临床活动提供支持，而且必须
能适应未来的业务扩展、增强的康复和研究功能，以及全新的患
者服务。 

利用 FLEXPOD 实现标准化

麦当娜康复医院采用 FlexPod 对其 IT 基础设施进行了标准化。
FlexPod 是一款集计算、网络和存储功能于一身的解决方案，由
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和 NetApp 存储
组合而成。

麦当娜康复医院位于美国腹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该医院面向
创伤性脑损伤、脊髓损伤、中风和肺病患者，为他们提供具有公
园风格的宜居型疗养环境。整个园区占地 23 英亩，设有恬静温
馨的花园、阳光充沛的庭院和田园格调的小路。不过，在这些怡
人景致的背后，却蕴藏着各种最前沿的技术。

“我们在突破性技术和渐进性疗法方面的投资，正在改变康复
领域的面貌。”麦当娜康复医院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C. David 
Rolfe 说，“我们让患者得到了新生。”

在过去 50 年里，麦当娜康复医院从一家中等规模的疗养院发展
成为一家全国知名的专业康复项目和康复研究领导者。该医院的
业务十分广泛，包括治疗患有身体残疾的儿童和成人、帮助伤患
快速返回工作岗位，以及与本地区和全国的其他医院建立协作关
系等等。除了直接提供患者护理服务之外，麦当娜康复医院还设

真实案例

构建帮助患者 
恢复正常生活的  
IT 基础设施

麦当娜康复医院的 IT 管理团队（左起：Bob Heydon、C. David Rolfe 和 Roberta 
Steinhauser）。他们积极采用各种尖端技术来提升患者护理水平。

医院应用主任 Roberta Steinhauser 表示：“有了 FlexPod，我
们现在可以做到很多过去做不到的事。从临床医师移动和医疗应
用，到数据隐私和安全，再到患者监护和响应，都不在话下。”

她指出，该基础设施目前支持着所有业务和临床活动，包括一套
高级电子病历 (EMR) 系统（护理团队、物理治疗团队和作业治疗
团队之间通过此系统协调患者护理工作）。该基础设施还用于支
持各种其他技术和设施，包括帮助患者说话交流的辅助技术、推
动康复研究和进步的步态与动作实验室，以及显著影响患者治疗
效果的专业设备。

Rolfe 认为：“无论是提高患者监护和响应水平，推动研究和康
复方法取得进步，还是针对每名患者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正确的护
理，我们的 IT 基础设施都能为我们提供基础。所有工作都能以
患者为中心顺利开展。” 

业务和能力扩展

随着人们对其专业知识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麦当娜康复医院
正在奥马哈市建设新的康复医院园区（计划于 2016 年秋投入使
用）。新医院部署了相同的 FlexPod 解决方案，可实现应用和数
据的共同使用。此外，新医院还添加了新的视频功能，可使两所
医院的临床医师无需在林肯市和奥马哈市之间奔波，即可轻松实
现协作。

麦当娜康复医院技术服务主任 Bob Heydon 表示：“新园区投
入使用后，我们将需要在两地之间实现无缝协作。在两个位置都
部署 FlexPods 不仅可以使我们的业务和临床活动很好地保持一
致，而且有助于我们在两所医院之间共享资源和专业知识。”

这将带动护理水平和患者治疗效果得到改善，并促进可供筛选和
分析的数据量大大增加。

Steinhauser 说：“我们有数不尽的机会可以捕捉信息，并利
用这些信息来不断调整和改善我们的护理服务。很快，我们将
利用数据进行预测分析并提供主动式服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很大的进步。”

目前，麦当娜康复医院也在探索其他新功能（例如通过视频进行
全天候患者监护），并尝试与不具有关键康复护理功能的提供商
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获取分析见解
如需阅读有关 FlexPod 的总体经济影响报告（由 
Forrester 提供）和白皮书（由 ESG 提供），请访
问 UnleashingIT.com 上的资源中心。

Heydon 指出：“我们的基础设施旨在为业务扩展、新临床应用
和新患者服务提供帮助。它让我们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并
不总是能了解从业务或临床角度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对我们来
说，能在接到呼叫时快速做出响应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可
以做到这一点。”

Rolfe 补充道：“作为一所非营利性医院，我们没有资金去雇用
大量 IT 员工。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让我们能以较小的团队做
到增加功能，提升患者护理水平。”

这意味着麦当娜康复医院将能够采用更多医院技术、开展更出色
的研究和数据分析，并提供全新的服务 — 所有这一切的核心，
都是让患者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所有工作都能以患者为中心顺利开展。”- C. David Rolfe，麦当娜康复医院。

麦当娜康复医院正在奥马哈市建设的新园区将于 2016 年秋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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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ble 公司的集成基础设施方法在不影响组件效率的情况下简化

管理。

作为 Wildhorse 信息系统主管，Lente 自豪地表示他们的休闲
设施绝不会停运：“我们的设备不会停机，这也正是我们决定
考虑和评估集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出发点。”

Wildhorse Resort & Casino 是俄勒冈州彭德尔顿市的一家公司。
Melodie Lente 在加入该公司的 IT 部门时，下定决心要构建一个
快速响应的网络，该网络将用于收集客户信息、支持任务关键型
系统，并提供极致的娱乐体验。她的想法继而发展为构建集成的
基础设施。如今，她的六人 IT 小团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多供应商增值组合

真实案例
Wildhorse 位于俄勒冈州蓝山山麓，经营着一个 300 间房间的酒
店、一个 18 洞高尔夫球场、一个 5 个影厅的 Cineplex 电影院、
一个露营车专用公园、五家餐厅，以及一个 24 小时营业的拉斯
维加斯风格赌场。从老虎机到销售点和后端应用，再到 IP 电话
和数字标牌，乃至赌场管理和电视系统，该公司的所有设施都由
计算机网络提供支持。

为了提供支持公司业务系统所需的高速高容量存储和敏捷的虚
拟服务器，Lente 选择了 Nimble Storage SmartStack 解决方
案，而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思科 
UCS®）是该解决方案的主要组件之一。

Wildhorse 网络经理 Andy Dougherty 说：“我们需要一款强大
的解决方案，既能紧跟我们的需求变化，又要非常易于运作，以
便我们的每个团队成员，无论是网络专家还是应用专家，都能不
受专业限制，轻松配置存储。我们的 IT 团队人数很少，但是能
处理大量工作，这完全归功于我们购买了不会停机而且易于管理
的优秀设备。” 

加快价值实现

如今，像 Wildhorse 这样，被预先集成、预先验证的基础
设施解决方案吸引的企业越来越多。在 Nimble 首席执行官 
Suresh Vasudevan 看来，采用这种解决方案是减轻“负重”
的一大途径。

Vasudevan 认为：“这种方法之所以与客户产生共鸣，是因为
我们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在不影响各个组件效率的前提下简化
管理。”

SmartStack 的核心构建块包括 Nimble 自适应闪存存储阵列，以
及思科 UCS 集成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Nimble 与行业领先的
供应商合作，针对特定工作负载（例如桌面虚拟化、服务器虚拟
化、私有云、关键业务应用、数据保护和 Oracle 数据库）定制
解决方案。

对中型客户而言，这种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他们不再需要负担
与集成专业知识相关的成本。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可以利用集成
解决方案来降低支持方面的风险，云服务提供商也能够从模式化
的服务部署方法中受益。

总而言之，客户都在寻找缩短部署时间、提高 IT 工作效率，以
及在不造成停机的情况下独立扩展性能和容量的途径。这正是 
SmartStack 方法与超级融合基础设施之间的主要差异之一。

技术管理顾问 Keith Townsend 在他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
出，无法进行细微调整是超级融合基础设施的一大弊病。

他写道：“存储增长和性能调整是绝大多数组织都感到头疼的问
题。如果一个集群中存储资源出现不足，即使计算资源仍然充
裕，也必须通过添加更多设备来升级整体计算能力。”1

与之相对，在 Nimble SmartStack 解决方案中，存储层、计算
层、网络层和虚拟化层可以独立维护，并实现融合式管理。

Vasudevan 表示：“Nimble 和思科的合作如今已发展为一项真
正的技术集成，将工程与支持无缝地结合到一起。” 

无缝支持

Breckenridge Grand Vacations 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分时度
假房产开发商，目前经营着 4 个独立的度假房产设施。该公
司最近成功迁移到融合了 Cisco UCS 和 VMware 的 Nimble 
SmartStack 解决方案。该公司的 IT 运营经理 Scott Britz 表
示，一切运行平稳，而且供应商之间相互推脱的问题已不复
存在。

Britz 说：“这是一个效果卓绝的解决方案。我们都很高兴看到
不同产品能够很好地互相联系在一起。”

该公司有一套专为共同所有权休闲设施而设计的房产管理软件
套件，这款应用“点击率非常高”。此外，该公司还需要运行 
Microsoft Exchange 和许多由 SQL 后端系统支持的网络应用。

Britz 还提到，自从迁移到集成基础设施后，Breckenridge 只有 
5 个人的 IT 团队感到扩展存储和 CPU 变得更加轻松，而且“不
会使用户感到任何中断。无论是添加新服务器，还是提高性能或
增加存储，都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

1  http://www.techrepublic.com/article/hyper-converged-systems-what-you-need-to-know-
about-this-hot-virtualization-topic/

加速解决方案部署，
提高可扩展性

通过采用模块化构建块方法和集计算、交换矩阵、存
储和虚拟化于一身的基础设施，IT 团队不仅可以加快
基础设施部署，还能随时间推移按需扩展，从而支持
数千个虚拟桌面和数百个虚拟服务器。

有关详情，请访问 UnleashingIT.com 上的资源中
心，获取 SmartStack 解决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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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业务增长

他说：“这有助于节省预算，去做以前没有财力去做的事。” 

改善性能和利用率

强大的计算和网络平台与最新的存储技术相结合，不仅可以加快
部署速度并降低成本，还能显著提升性能。

Shave 认为：“当今速度更快的存储技术可以自然而然地与计算
和网络系统相互结合，促进性能提升。闪存技术就是如此。如果
再加上基于分析的管理功能，就能实现自动的数据放置，进一步
增强性能。”

不仅如此，存储资产的利用率（以往平均为 35%）也可以得到
改善。

Shave 还谈到：“通过结合实时压缩和存储虚拟化技术，
Storwize 解决了利用率低下的问题。它可以在相同的基础设施上
将数据存储量提高 4 倍，这正是降低总拥有成本的关键。”

思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副总裁 Satinder Sethi 补充说：
“VersaStack 可以帮助我们共同的客户简化 IT 基础设施部署和
运营。该解决方案也为思科与 IBM 之间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从
移动和数据分析，到 Intercloud 和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都
能够以此为契机。”

加速数据中心
转型

随着云、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事物掀起数据中心现代化潮流，思
科与 IBM 在不久前联手推出了 VersaStack。这款新解决方案将
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 Cisco UCS 集成基础设施与 IBM 的 
Storwize 分层存储解决方案结合到一起。

IBM 公司存储业务部的 VersaStack、大数据和分析业务主管 Ian 
Shave 指出：“如今，尤其是近几年来，简化实施已经成为一个
大趋势。”

像 VersaStack 这样的集成基础设施系统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完成
部署，IT 部门不再需要被迫购买单独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
备，再花费数个月的时间将这些设备整合到一起。这通常可以带
来可观的成本节省。Shave 提到，在五年时间里，VersaStack 
的总拥有成本 (TCO) 比传统环境少 62%。

真实案例

Agro-Culture Liquid Fertilizers 采用
新集成基础设施，在支持持续增长
的同时，提升业务能力并改善客户
服务。

Dunn 认为：“VSPEX 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能
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易于扩展，并伴随我们的业务增长重复使用的
环境。”

该解决方案还帮助实现了很多新服务和新功能。AgroLiquid 已经
在整个公司范围迁移到虚拟桌面环境，目前正在利用思科语音、
视频和网真解决方案增强协作。同时，该公司也在尝试通过自助
服务门户提供各种客户服务（包括产品订购、帐户详情和报告 
功能）。

Dunn 指出：“在农业行业中，我们的技术运用水平无人能及。”

AgroLiquid 也在液体肥料研发领域处于领导地位。该公司经营着
美国最大的农业研究农场之一，新的 VSPEX 系统为该设施增强
数据管理和分析能力提供了可能。

Dunn 表示：“我们已经通过 VSPEX 取得了大量成果，并且转变
了管理数据中心的方式。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我们拥有可靠的 
IT 平台和强大的供应商合作伙伴关系，能够保证我们紧跟迅猛的
发展势头，并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过去 15 年来，Agro-Culture Liquid Fertilizers (AgroLiquid) 的业
务不断蓬勃发展，其年增长率高达 20%。这家发源于密歇根州
的公司依靠先进技术为通过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 (LEED) 金质认
证的新总部设施、多州业务扩展计划，及其在美国数一数二的农
业研究设施提供支持。

AgroLiquid 网络经理 Tracy Dunn 说：“我们公司的所有者一直
对技术抱持积极的态度。我们能够始终紧跟技术的最新发展趋
势，并利用技术手段促进位于不同地点的所有设施提高工作效率
并增强交流。这让我们非常自豪。”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在本质上强大而健全的核心基础
设施。在运营商 Sentinel Technologies 的帮助和指导下，
AgroLiquid 最近在其数据中心和灾难恢复站点安装了 VSPEX 融
合基础设施系统。 

降低成本，提升业务能力

VSPEX 系统将基于 Intel® Xeon® 处理器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Cisco Nexus® 交换机、EMC 存储和 VMware 虚拟化软件集于
一身，使 AgroLiquid IT 环境的虚拟化率提高到接近 100% 的水
平。作为附带结果，该公司的数据中心占用空间减少了 75%，
而且相关的电力、冷却和布线成本也相应减少。

获取解决方案简介

有关适用于 EMC VSPEX 的思科解决方案的详
情，请访问 UnleashingIT.com 上的资源中心。

有关 VersaStack 的详情，请访问 UnleashingIT.com  
上的资源中心获取解决方案简介。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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