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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思科大数据解决方案赢得
竞争优势 
当今企业所处的运营环境竞争越来越

激烈。要取得成功，企业需要不断寻

找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并提高速

度的方式来获得竞争优势。 

市场向新兴的万物互联 (IoE) 转型使

得人员、流程和事物之间建立了数十

亿条连接，而且这其中每一条连接都

能够产生数据。万物互联可为从根本

上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接入和更好的数

据，提高他们的感知能力、预测能力

和灵活性。通过应用大数据和分析而

获得的这种智能可以促进企业不断改

善：企业能够以新的方式继续分析数

据，实现新的创新。那些能够在整个

组织内普遍发挥大数据威力的企业，

能够创造出多个持续创新的来源，从

而形成永久而强大的竞争优势。 

思科通过革命性创新，向客户提供领

先的基础设施和分析，挖掘他们数据

中的信息情报，为企业业务提供可持

续的竞争优势。 

高瞻远瞩：利用理想的基础设施在大数据方面实现长期的成功 
数据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这意味着大数据环境最终会变得更加庞大且更

加分散，可能会由成百或成千台服务器和交换机组成。因此，IT 部门需要

这样一种基础设施：它可以实现具成本效益的管理，具有巨大的可扩展

性，确保从数据中心通过网络连接延伸至每台设备的整体安全性，而且需

要更低的总拥有成本。此外，由于大数据的使用对于日常决策越来越关键

（这在业内也越来越普遍），因此大数据解决方案的高性能和可用性也越来

越重要，其有助于确保以可预测的方式更快地将见解交付至关键决策者。 
 

传统基础设施的设计无法满足大数据环境的这些长期要求。然而，思科提

供了一种全面的分布式大数据基础设施，此基础设施具有统一的设计、智

能和强大的安全性，针对取得长期成功进行了优化。 

为确保高效可扩展性和灵活性而设计的分布式基础设施 
这一基于交换矩阵的基础设施独特地集成了服务器、网络和存储资源，并

使用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思科 UCS®）。这种高效的基础设施使企业可

以管理最多 10,000 台思科 UCS 服务器，就像这些服务器是单个资源池一

样，因此他们可以支持最大的数据集群。基础设施所采用的集成设计能够

实现杰出的性能。 
 

企业需要通过数据中心中的静态数据以及数据中心边缘的实时数据采集

信息情报。借助思科 UCS 解决方案的广泛产品组合，思科提供了在最

有意义的情况下处理数据的灵活性。对于基于 Hadoop 大数据部署的数

据中心核心，思科 UCS C240 M4 机架式服务器系统非常受欢迎。

Cisco UCS Mini 是一种一体化的解决方案，非常适用于在网络边缘处理

数据，以易于部署、紧凑的外形提供服务器、存储和网络。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ce 

 
 

概览 
 
 
 
 

加速定制分析解决方案的交付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分析解决方案

为可持续竞争优势奠定基础，竞争的节

奏也越来越快。因此分析解决方案的入

市时间非常重要。思科可为企业提供促

进其业务发展和交付正确分析解决方案

所需的软件、经过测试和实践检验的分

析解决方案、完整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以及专门技术。 

帮助确保轻松访问所有企业数据 
数据量的不断增长为数据科学家带来

了很多挑战，他们不仅要确定用于交

付分析见解的正确数据，而且要在数

据分布于整个企业范围的情况下找到

这些数据。思科数据虚拟化解决方案

从多个来源抽象数据并以透明的方式

将其汇聚起来，以友好的数据视图统

一为用户提供所需的数据。此外，由

于企业可以分析位于任何位置的数

据，所以他们就能更快速、更轻松地

做出更明智的业务决策。 

加速分析解决方案的交付 
思科提供一个强大的解决方案产品组

合，这些解决方案由经过验证的功能性

分析构建单元组成，并充分利用了思科

大数据基础设施，使部署各种大数据解

决方案变得更加快速而且更加简单。例

如，适用于联系中心的 Cisco 
Connected Analytics，它包含一系列分

析软件和决策科学服务，可以集成至呼

叫中心，从而改善服务、降低客户流失

率及成本并提高坐席工作效率。思科还

提供一个呼叫中心分析套件、一个网络

分析套件和一个威胁分析套件，均设计

为可实现轻松集成。 

在管理自动化和降低总拥有成本方面实现突破 
简化和集成的思科 UCS 基础高度可编程，可在管理协调和自动化方面实

现突破，在您的大数据基础设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提高效率和速度。

Cisco UCS Manager 是思科 UCS 跨网络、服务器和存储提供统一管理功

能的核心。物理基础设施的每个元素 - 包含服务器标识（LAN 寻址、I/O 
配置、固件版本、启动顺序、QoS 策略等）- 都可以通过软件动态配置。

这种逻辑抽象还简化了大数据 Hadoop 节点的配置并动态地适应不断变化

的工作负载，从而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思科 UCS 中心软件可跨多个域运

行这些功能，从而能够在同一管理窗格内扩展至最多达 10,000 个节点的

大集群。 
 

现在利用 Cisco UCS Director Express for Big Data，物理基础设施层的

这些灵活性优势可扩展至 Hadoop 应用空间。Cisco UCS Director 
Express for Big Data 以思科 UCS 为基础，在整个分布式大数据基础设

施上实现基于策略的集成式 Hadoop 基础架构，此基础架构可在大规模

下提供卓越性能，是世界一流的基础架构。Cisco UCS Director Express 
for Big Data 可以与主要 Hadoop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相集成，提供覆盖整

个 Hadoop 基础架构的集中可视化：IT 部门可以按需调配 Hadoop 集
群，并从一个统一的管理窗格同时管理物理和软件基础设施。 

 
最后，随着企业开始普遍使用大数据，他们需要实施标准运营流程来加速

以可预测的方式实现这些新分析工作负载的价值。管理日常批量作业的基

本工作负载调度程序存在一些局限性，无法适用于处理任务关键型大数据

工作负载。Cisco® Tidal Enterprise Scheduler (TES) 可帮助组织通过企业

级工作负载自动化来执行 Hadoop 解决方案，其中这种自动化可以实现相

关性管理、企业日历排程、错误恢复、SLA 管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和

提供适用于企业规模的容量。 

利用网络智能为大数据工作负载提高性能和灵活性 
随着企业大数据工作负载数量日益增加，网络在帮助确保及时安全地以

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完成工作负载并交付分析见解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思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ACI) 提供了一个基于策略的通用

编程方法，覆盖整个大数据基础设施，从网络开始一直扩展至所连接的

全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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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思科还为我们的客户创建了高度战

略化的、定制的行业解决方案，包括我们

的数据虚拟化和分析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

数据分析专门技术。思科咨询服务部拥有

分析行业背景和精深的专门技术知识，可

与企业合作，制定定制的大数据和分析战

略。此外，思科高级服务可帮助完美地实

施这些策略，最大程度地降低部署风险并

加速分析产品的交付。 

以开放态度迎接创新：轻松地与广泛的

大数据和分析生态系统集成 
大型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所实现的创新为形

成新的大数据和分析市场机遇提供了动

力。由于思科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和分析解

决方案是建立在开放环境的基础上，因此

可用于企业的首选软件、存储空间以及 
BI 和分析应用，为企业在构建自己的分

析环境方面提供卓越的灵活性。 

• 动态优化网络中的集群性能：Cisco ACI 策略可用于各 Cisco Nexus® 
9000 系列交换机中嵌入的深度遥感勘测功能，从而监控并适应网络

状况。Cisco ACI 可以使用策略为备用路径上机架的大数据流实现动

态负载均衡。此外，在处理与其他工作负载关联的大数据包之前，

Cisco ACI 还可以应用策略优先处理与计算节点之间移动的大数据流

量关联的小数据包，否则那些工作负载会大幅延迟大数据作业。 

• 为新工作负载自动重新部署资源，从而提高利用率并降低总拥有成

本：大数据作业在初期可能并不频繁。为了提高利用率并降低总拥有

成本，Cisco ACI 允许使用应用策略配置文件以编程方式调配基础设

施，从 Hadoop 快速向其他突发性工作负载（例如 CRM、电子商

务、ERP）重新部署集群资源。IT 人员可以使用不同的配置文件描

述不同的应用需求，包括 Hadoop 生态系统。此配置文件包含应用的

网络策略，思科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 (APIC) 使用这些网络策略

来创建完整的网络拓扑。同一配置文件可包含 Cisco UCS Director 
Express for Big Data 等其他工具用于调配计算和存储资源的计算和

存储策略。 

• 帮助确保在资源部署改变时隔离用户和数据：在成熟的大数据环境

中，很多数据源和客户端之间都可能发生 Hadoop 处理。在作业向其

他应用过渡或重新部署的过程中，数据最易受到攻击。Cisco ACI 可
根据预定义策略，通过一个可编程交换矩阵自动隔离整个数据路径。

当数据移动时，可以在整个网络中保留数据仓库的访问策略。即使在

跨物理和虚拟终端的共享生产基础设施中，仍然可以实现这一点。 
 

为万物互联时代提供大数据安全 
到 2020 年，在线设备将达到 500 亿台，安全性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重要或更具挑战性。思科的大数据基础设施由广泛的安全架构

提供支持，此架构专为应对万物互联时代的具体挑战而设计。我们的安

全解决方案超越了仅力图预防攻击的静态安全防御，形成了涵盖在攻击

前、中、后所需要执行的全部操作的一个模型。 

思科高级恶意软件保护 (AMP) 产品可以作为以威胁为导向安全方法的核

心。思科 AMP 提供支持追溯性安全功能的持续分析，这些功能使用户可

以在高级恶意软件躲过了其他防御的情况下检测到系统中的这些高级恶意

软件；跟踪威胁并提醒安全团队注意攻击活动、范围，并分析威胁躲过初

步检测（之后被检测出来）的根本原因；并且在生态系统中对其进行准确

补救，而无须采取“坚壁清野”的方法来消除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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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意味着大业务 
大数据代表一种强大的工具，可帮助企业提高感知能力、预测能力和灵活

性。随着大数据的增长，竞争环境会越来越复杂。企业选择的基础架构，

以及定制分析解决方案的实施快慢，都与企业的成败息息相关。从战略到

基础设施，从访问到分析，思科可帮助企业充分利用他们的大数据来获得

持续的竞争优势。 
 

更多详情 
www.cisco.com/go/bi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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