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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虚拟化：从数据中心内分支 

提高分支机构基础架构的效率 

概述 

多站点组织正在通过将应用程序移动至数据中心来减少其分支机构的服务器数量。但是，由于性能、生存能力或合规性

方面的要求，他们将继续在本地放置一些重要的应用程序。通过利用服务器虚拟化，这些精益分支机构可以提高本地基

础架构的利用率，减少应用程序停机时间和恢复时间，并且在降低基础架构和运营成本的同时缩短部署本地应用程序所

需的时间。 

简介 

某些技术（如同某些种子一样）萌芽的时间要比其他技术长。即使在萌芽之后，市场状况也会决定它们的发展程度和发

展速度。虚拟化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较长的蛰伏期，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 VMware 将它应用于 Intel x86 架构 

(x86) 服务器时，才总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 Gartner 调查表明，到 2009 年，已有 16% 的 x86 数据中心服务器

工作负荷是在虚拟化硬件上运行。Gartner 预测，到 2012 年底，这个数字将增长到 50%1
。 

表明这项技术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标志是，企业数据中心以外的服务器虚拟化的快速增长。服务器虚拟化使基于云的服

务、虚拟桌面和虚拟化灾难恢复站点皆成为可能。虚拟化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应用于分支机构。 

将虚拟化引入分支机构的主要好处包括服务器整合、能源节约和快速的服务器调配。但是，要获得最大价值，该技术的

使用情形必须反映远程位置的不同需求。本文档的目标是：(1) 在服务器虚拟化环境下比较和对比数据中心与分支机构

环境，(2) 说明服务器虚拟化如何应对特定分支机构的挑战，(3) 解释该技术如何启用分支机构的新功能，以及 (4) 简要

概述面向分支机构的 VMware 和 Cisco® 服务器虚拟化联合解决方案。 

从数据中心到分支机构 

通过将大量的 x86 服务器放入少量的大型数据中心内，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因而带来的每台服务器成本降低已成为数

据中心整合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大型数据中心管理起来更加复杂，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并且需要完善的容量规划来

应对意外负荷。服务器虚拟化可通过在服务器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插入一个很薄的软件层（虚拟机监控程序）来应对所

有这些挑战。该虚拟机监控程序会提供用于托管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虚拟服务器）的虚拟硬件容器（如图 1 所

示）。虚拟服务器可以比与其对应的物理服务器更快速地进行调配；比多台物理服务器需要更少的空间、电力和冷却；

并且可以根据需要且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进行克隆、移动或集群。 

                                                 
1http://www.gartner.com/it/page.jsp?id=1211813 

http://www.gartner.com/it/page.jsp?id=12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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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x86 服务器虚拟化架构 

 

虚拟机监控程序将传统 x86 服务器所缺少的以下属性集附加在虚拟服务器上： 

● 隔离：一台虚拟服务器局限于一个容器，而与其他虚拟服务器互不关联。 

● 多重性：一台虚拟服务器同时与其他虚拟服务器共享硬件。 

● 抽象：虚拟服务器独立于硬件，并且可以在各种平台上运行。 

● 封装：虚拟服务器将其各个时间点的执行状态存储在一个文件中。 

这些基本属性是服务器虚拟化引入数据中心的更高级别功能的构造块（图 2）。 

图 2.   虚拟化服务器平台的基本属性 

 

数据中心整合的影响已经扩展到整个 IT 基础架构。在分支机构中，整合的数据中心和 WAN 优化技术减少了对本地服

务器的需要。但是，广域网链路限制（速度和可靠性）会阻碍大多数分支机构的服务器完全集中化。因此，目前更精益

的分支机构仍在本地部署少量的服务器。 

这种分支机构服务器基础架构与典型的数据中心有很大的区别。表 1 显示数据中心与精益分支机构服务器基础架构之

间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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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数据中心和分支机构基础架构的特征 

 整合的数据中心 精益分支机构 

x86 服务器数量 较大（数十台到数千台） 较小（1 到 2 台） 

服务器类型 中端到高端 低端 

CPU 类型 多插槽，许多核心 单插槽或双插槽，少量核心 

内存容量 较大（数十到数百 GB） 较小（4 到 16 GB） 

主存储类型 储存区域网络 直接连接存储 (DAS) 

存储容量 较大（数百到数千 TB） 有限（500 GB 到 2 TB） 

服务器负荷 动态波动 静态可预测 

应用程序数量 较大（数十到数百个） 较小（6 到 8 个） 

新应用程序部署 频繁 不常发生 

IT 管理 本地 远程 

服务器正常运行时间 关键 关键 

故障恢复时间 关键 关键 

应用程序响应时间 关键 关键 

数据中心内有大量的高性能、高容量服务器硬件。而大多数分支机构中的服务器数量是有限的，通常只有一或两台。因

此，虚拟服务器移动、动态调配和工作负荷平衡等许多需要类似于数据中心的基础架构的服务器虚拟化功能将无法在典

型的分支机构中运行。更为重要的是，在分支机构中部署这些高级虚拟化功能在投资回报率 (ROI) 方面缺乏吸引力，从

而妨碍了对更丰富的服务器配置的投资。 

此时可能会考虑可以通过广域网链路将虚拟服务器移动或集群等功能从数据中心传递到分支机构。虽然通过高带宽、低

延迟的链路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目前的典型分支机构不具备支持此类操作的必要带宽。例如，在没有其他流量的情况

下，在专用的 T1 链路中传输一台 4 GB 的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虚拟机将需要多达 6 个小时的时间。部署广域网

优化解决方案有助于缓解许多广域网链路问题，但是却无法完全消除它们。 

尽管数据中心与分支机构基础架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仍有一些极具吸引力的原因和业务合理性论证促使在分支

机构中使用服务器虚拟化。 

通过服务器虚拟化应对当前分支机构的挑战 

分支机构基础架构对于 IT 部门而言始终是挑战的根源。有些挑战是特定于公司的业务范围的，而其他的则是所有行业

都可能遇到的。将新的应用程序部署到远程位置的成本、设备环境控制不足的影响、安全和法规遵从性限制、集中化应

用程序的性能，以及对关键正常运行时间要求的支持，只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且，随着分支机构数量的增长，所

面临的挑战也会增加。根据 Internet Research Group (IRG) 在 2010 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过去的十年内，美国的分

支机构数量增长了 21%。
2 虽然没有任何一种产品或技术能够解决当前分支机构面临的所有难题，但是服务器虚拟化

确实解决了部分最难的问题。 

                                                

典型的精益分支机构通常会有 4 到 6 个应用程序在服务器上运行，如打印服务、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

域名系统 (DNS) 服务器、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以及关键绩效业务范围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和服务器

可通过以下其中一种方法进行调配（参阅图 3）： 

● 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专用的物理服务器：此项设置出于组织、安全、性能或应用程序可用性的原因，将各个应用

程序彼此隔离开来。但是，这会增加设备和运营成本。 

● 多个应用程序共享一台物理服务器：此项设置可降低总成本。但是会产生访问控制、运营效率、应用程序可用

性和部署时间复杂性。 

 
2http://www.irg-intl.com/press_releases/2010-branch-office-PR.html 

http://www.irg-intl.com/press_releases/2010-branch-office-P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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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物理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调配选项 

 

服务器虚拟化既可提供最好的部署方案，又可消除主要缺点。前面所述的虚拟服务器的隔离和多重性属性支持以下调配

选项（参阅图 4）： 

● 全部托管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的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专用的虚拟服务器：此项设置可将各个应用程序彼此隔离开

来，同时降低成本，提高应用程序可用性，加强访问控制，并且缩短新分支机构应用程序的部署时间。 

● 托管在多台物理服务器上的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专用的虚拟服务器：除了已经列出的优势之外，此项设置还会提

高应用程序可用性，并且只需增加少量成本即可进行灾难恢复操作。 

图 4.   虚拟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调配选项 

 

这些调配选项为分支机构带来以下优势： 

● 降低基础架构和运营成本：大多数服务器硬件都未得到充分利用。对多个应用程序进行整合以在单个物理服务

器上运行，将会消除不必要的服务器并提高剩余服务器的利用率。成本节省不再局限于服务器硬件。较少数量

的服务器会导致： 

◦ 降低设备和设施成本：需要较少的以太网端口、电源、配线板和电涌保护器，以及少量的布线、机架和物理

空间。 

◦ 降低能源和支持成本：剩余的服务器只需少量的供电和冷却能源，减少硬件支持合同，并且缩短进行服务器

调配所需的时间。 

● 减少应用程序停机时间并加快响应时间：托管在一个操作系统上的多个应用程序可共享和争用资源。将各个应

用程序彼此隔离有助于确保某个应用程序的操作不会影响系统中的其他应用程序。因此，将虚拟服务器专用于

某个应用程序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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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短计划内和计划外停机时间：对某个应用程序进行修补、更新或升级不会影响其他应用程序，某个应用程

序进行错误操作不会影响其他应用程序，并且重新启动某个应用程序不会使其他应用程序离线。 

◦ 对硬件资源进行明确分配：虚拟机监控程序会将其他应用程序无法占用的特定数量的硬件资源分配给某个应

用程序，从而可确保所有应用程序的响应能力级别。 

● 加快应用程序部署时间：托管在一个操作系统上的多个应用程序具有各种依赖关系。将各个应用程序彼此隔离

有助于确保对某个应用程序进行更改不会影响其他应用程序。因此，将虚拟服务器专用于某个应用程序会导致： 

◦ 加快现有应用程序的更改实施：对单个应用程序进行修补、升级和更新需要较少的协调、规划和测试。 

◦ 缩短新应用程序的部署时间：部署新应用程序需要较少的协调、规划和测试。 

表 2 到表 4 提供了每项优势的详细说明。该解决方案需要进行以下更改： 

● 在原始或新物理服务器上安装虚拟机监控程序。 

● 针对每个应用程序专门使用一个虚拟服务器。 

● 将每个应用程序调配给它的虚拟服务器。 

● 在虚拟机监控程序上部署所有虚拟服务器。 

表 2. 降低基础架构和运营成本优势详情 

当前设置 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专用的物理服务器。 

挑战 ● 增加的资金支出：额外的服务器、电缆、电源、机架空间、交换机端口、配线板、电涌保护器、物理空间、操作系统许可证，以
及设备备件。其中大多数资源均未得到充分利用。根据 McKinsey & Company 的某项研究表明，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利用率很少会
超过 6%。3 对于大多数分支机构服务器而言，平均利用率可能甚至更低，因为它们托管的是资源需求较低的服务，如 DHCP、
DNS 或打印服务器。 

● 额外的运营费用：为规模超出必要范围的基础架构供电和冷却所增加的能源成本、每台服务器的额外硬件支持成本，以及调配、
配置和维护多台服务器的额外管理成本。 

新设置 全部托管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的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专用的虚拟服务器。 

结果 ● 减少了基础架构占用空间。 

● 优化了能耗。 

● 加快了服务器调配、配置和维护。 

优势 ● 对基础架构进行优化节省了成本；将多个应用程序整合到单个服务器上并提高其平均利用率节省了在以下组件上的资金支出： 

◦ 较少的 CPU、内存、物理网络接口卡 (NIC) 和硬盘驱动器 

◦ 较少的布线、电源、配线板、交换机端口和电涌保护器 

◦ 较少的机架和物理空间 

◦ 可能降低操作系统许可证成本：某些操作系统允许每个许可证有多个运行实例；例如，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Enterprise Edition 允许每个许可证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最多有四个运行实例4 

● 较小的基础架构占用空间带来的成本节省；将多个应用程序整合到单个服务器上并提高其平均利用率提供了以下运营费用节省： 

◦ 降低为分支机构基础架构供电和冷却耗费的能源 

◦ 降低每年每台服务器的硬件支持服务 

◦ 减少在调配、配置和维护服务器硬件上所花费的管理时间 

● 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使用虚拟 NIC 和交换机。 

成本 虚拟机监控程序和虚拟环境管理软件。 

表 3. 减少应用程序停机时间并加快响应时间优势详情 

当前设置 多个应用程序共享一台物理服务器。 

挑战 ● 某个应用程序进行错误操作可能会影响所有其他应用程序，或者影响整个操作系统环境。 

● 一个应用程序可能会耗用所有可用硬件资源，并降低所有其他应用程序的性能或响应能力。在最坏的情况下，某个应用程序可能
会占用所有资源，而使其他应用程序无资源可用。 

● 对一个应用程序进行更改或部署新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让整个服务器离线一段较长的时间。 

新设置 全部托管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的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专用的虚拟服务器。 

结果 ● 各个应用程序彼此隔离，因此某个应用程序所引起的操作系统故障不会影响其他应用程序。 

● 可以为应用程序分配其他应用程序无法占用的一定数量的硬件资源（CPU、内存和存储）。 

● 新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更改只限于一台虚拟服务器，您可以单独让这台虚拟服务器离线，而无需使物理服务器离线。 

                                                 
3http://www.mckinsey.com/clientservice/bto/pointofview/pdf/Revolutionizing_Data_Center_Efficiency.pdf 
4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C/A/FCAB58A9-CCAD-4E0A-A673-
88A5EE74E2CC/Windows_Server_2008_Virtual_Tech-VL_Brief-Jan_09.docx 

http://www.mckinsey.com/clientservice/bto/pointofview/pdf/Revolutionizing_Data_Center_Efficiency.pdf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C/A/FCAB58A9-CCAD-4E0A-A673-88A5EE74E2CC/Windows_Server_2008_Virtual_Tech-VL_Brief-Jan_09.docx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C/A/FCAB58A9-CCAD-4E0A-A673-88A5EE74E2CC/Windows_Server_2008_Virtual_Tech-VL_Brief-Jan_0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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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 提高了总体系统和单个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时间。 

● 降低了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MTBF) 和平均修复时间 (MTTR) 标准。 

● 根据每个应用程序的性能或其他业务需求控制资源共享。 

成本 ● 必须添加虚拟机监控程序和虚拟环境管理软件。 

● 如果为每个应用程序添加虚拟机监控程序和新的操作系统，则可能会超出现有物理服务器的硬件资源。因此，这项更改应根据下
一个服务器刷新周期进行规划。 

● 为每个应用程序添加新的操作系统可能会增加操作系统许可证成本，具体取决于所添加的特定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Enterprise Edition 允许每个许可证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最多有四个运行实例，这对于大多数精益分支机构而言已经
足够了。 

表 4. 加快应用程序部署时间优势详情 

当前设置 多个应用程序共享一台物理服务器。 

挑战 ● 应用程序需要进行定期安全修补、维护更新或功能升级。在多个团队负责共享物理服务器的不同应用程序的组织中，对任一应用
程序进行任何更改都必须在所有团队之间进行协调。额外的协调和规划会减慢更改的部署、引入额外的测试，并且可能触发其他
应用程序的不必要更改。 

● 应用程序更改可能需要安全补丁、维护更新，甚至是主机操作系统的升级。无论所有其他应用程序是否需要更改，都会受到影
响。因此使前面重点讨论过的协调问题变得更棘手。 

● 高性能、快速响应时间、高可用性或其他业务需求可能需要将新应用程序托管在本地分支机构中。必须经过协调才能部署新的应
用程序，以免对现有的应用程序或主机操作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新设置 全部托管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的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专用的虚拟服务器 

结果 ● 各个应用程序彼此隔离，因此对某个应用程序或其主机操作系统进行的更改不会影响其他应用程序。 

● 新应用程序在新的虚拟服务器中进行调配，并且部署在虚拟机监控程序上，不会影响其他应用程序。 

优势 ● 加快部署应用程序或主机操作系统补丁、更新、升级的速度。 

● 减少在规划和测试应用程序更改所需的跨职能部门协调上所花的时间。 

● 提高了对安全风险、应用程序缺陷或添加新功能或应用程序的业务请求的响应能力。 

成本 ● 必须添加虚拟机监控程序和虚拟环境管理软件。 

● 如果为每个应用程序添加虚拟机监控程序和新的操作系统，则可能会超出现有物理服务器的硬件资源。因此，这项更改应根据下
一个服务器刷新周期进行规划。 

● 为每个应用程序添加新的操作系统可能会增加操作系统许可成本，具体取决于所添加的特定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Enterprise Edition 允许每个许可证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最多有四个运行实例，这对于大多数精益分支机构而言已经足够了。 

总之，分支机构服务器虚拟化提高了应用程序部署速度、应用程序正常运行时间和性能保证，并且降低了设备和运营成

本。但是，服务器虚拟化可以做得更多。服务器虚拟化提供了一套丰富的功能，通过这些功能可以在分支机构中启用新

的功能。 

通过服务器虚拟化在分支机构中启用新功能 

服务器虚拟化为数据中心带来了许多传统服务器所无法提供的新功能，如实时虚拟服务器迁移、动态资源分配、实时 

CPU 和内存增加，以及分布式软件交换机。精益分支机构的较小硬件空间限制了对此类功能的使用。尽管如此，服务

器虚拟化所提供的许多新功能仍可以提高服务器正常运行时间，缩短故障恢复时间，并在分支机构中自动调配服务器。 

典型的精益分支机构会通过定期归档到磁带在本地存储设备上存储备份，或将这些备份发送到数据中心进行存储和磁带

归档，来实施灾难恢复过程。越来越多的分支机构都依赖于通过将数据复制、快照或镜像到本地存储设备来实现连续数

据保护。无论数据的位置以及备份频率如何，都会使用以下两种基本技术来复制和恢复数据（图 5）： 

● 基于数据块并采用全系统恢复的磁盘复制：这种方法可提供最快的全系统备份和恢复操作，在备份期间对性能

的影响较小，并且可以对服务器进行完全恢复。但是，它需要很大的存储容量，无法恢复单个文件，并且恢复

目标必须与原始服务器完全相同，因此是一种完全无效果的方法。 

● 基于文件并采用数据和配置恢复的文件系统复制：这种方法可在单个文件级别提供备份和恢复操作、独立于平

台的恢复，以及适应恢复目标配置的灵活性。但是，备份和恢复操作的时间较长，在备份期间时对性能的影响

较大，并且不能完全恢复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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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物理服务器状态复制和恢复技术 

 

服务器虚拟化提供了用于捕获时间点服务器状态（将存储在多个文件中）的新选项。前面所述的抽象和封装属性便于进

行以下操作（图 6）： 

● 虚拟服务器复制和恢复：此选项可复制虚拟服务器的整个持续状态，其中包括磁盘、内存、日志、配置、暂停

状态和快照数据、NIC 分组，以及 BIOS。它允许完全恢复服务器。在复制操作期间必须关闭服务器电源。 

● 虚拟服务器快照：此选项可保存虚拟服务器在某个时间点的整个持续和运行状态，并且允许服务器返回此状

态。快照是在正在运行的服务器上执行的。 

图 6.   虚拟服务器状态复制、恢复和快照技术 

 

将整个服务器状态保存在少量文件中的功能可为分支机构提供以下好处： 

● 减少应用程序停机时间并加快故障恢复时间：传统备份和恢复程序只能复制写入磁盘的服务器状态。将虚拟服

务器的状态封装在文件集中可便于保存某个时间点的整个状态，并且捕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的更改。因

此，保存或快照虚拟服务器状态会导致： 

◦ 在硬件迁移期间或服务器出现故障之后更快地恢复服务器：虚拟机监控程序可以从保存的文件重新启动虚拟

服务器，可以导出这些文件以作备份之用，并且可以将虚拟服务器文件快速地导入到另一个具有相同或不同

硬件配置的虚拟机监控程序中。 

◦ 在应用程序变得不稳定时加快回滚到稳定的配置：可以将虚拟服务器回滚到某个时间点，以冲销任何不需要

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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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提供了每项好处的详细说明。除了前面部分所讨论的那些更改以外，该解决方案不需要任何其他基础架构更改。 

表 5. 减少应用程序停机时间并加快故障恢复时间优势详情 

当前设置 基于数据块或基于文件的服务器状态备份和恢复。 

挑战 ● 基于数据块的备份和恢复机制需要几乎完全相同的硬件配置，以进行灾难恢复或服务器迁移。 

● 基于文件的备份和恢复机制需要一个较长的多步骤过程进行灾难恢复或服务器迁移，而不会提供完全状态保护的优势。 

● 对于进行错误配置、有缺陷或缺乏抵抗力的应用程序而言，回滚到稳定的服务器状态需要一个较长的多步骤过程，并且可能
导致数据丢失。采用快照的连续数据保护机制可提供完全回滚功能，但是与传统的备份操作相比，成本更高、处理时耗用更
多的能源，并且需要更多的存储容量。在对损坏的应用程序进行故障排除时，需要将最新的备份恢复到备用服务器上。这个
过程十分复杂，而且需要耗费很多时间。 

新设置 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专用的虚拟服务器，并且使用快照以及复制、恢复、导入和导出操作 

结果 ● 虚拟服务器的“黄金”映像随运行实例一起存储，以用作故障防护副本。 

● 在部署应用程序补丁、更新或升级时，会拍摄虚拟服务器的快照。 

● 虚拟服务器的生产实例在迁移到新的服务器硬件时，会从现有的虚拟机监控程序中导出，然后导入其他虚拟机监控程序中。

● 当某虚拟服务器在发生灾难性故障后进行恢复时，该服务器的最新副本会从现有的虚拟机监控程序中导出，存储在备份设备
上，然后再导入其他虚拟机监控程序中。（注意：许多备份和恢复解决方案会自动执行虚拟化基础架构的灾难恢复过程）。

优势 ● 在发生灾难性硬件故障的情况下加快恢复时间 

● 在移动到新的服务器硬件时加快迁移时间 

● 在应用程序不稳定的情况下加快回滚到已知的状态 

● 在主实例回滚到先前的状态时，能够对虚拟服务器备份副本上的不稳定应用程序进行故障排除 

成本 ● 虚拟机监控程序和虚拟环境管理软件 

● 针对虚拟化基础架构的可选备份和恢复解决方案 

总之，将虚拟服务器的整个状态复制和恢复到特定时间点的能力，可以提高服务器在发生故障后的恢复速度，加快向新

服务器硬件迁移的过程，并有助于在应用程序不稳定的情况下能够更快地回滚到故障防护状态。 

VMware 和思科分支机构的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Express (UCS Express) 将 Cisco 服务就绪型引擎 (SRE) x86 刀片的按需应用程序调

配功能与 VMware vSphere HypervisorTM (ESXi) 的类似硬件的可靠性和性能结合到了精益分支机构的服务器虚拟化平

台中。Cisco UCS Express 有助于将所有分支机构网络和应用程序服务整合到 Cisco 第二代集成业务路由器 (ISR G2) 

中。此解决方案最适合于具有集中式 IT 基础架构并需要将少量的重要应用程序本地托管在分支机构的多站点组织。与

采用虚拟化的独立 x86 服务器不同，与多服务 Cisco ISR G2 相结合的 Cisco UCS Express 提供了集成到单个设备中

的更灵活、更简单、成本更低的分支机构基础架构。与基于设备的虚拟化产品不同，与 VMware vSphere 虚拟机监控

程序相结合的 Cisco UCS Express 提供了在高性能、功能丰富的硬件上进行托管的企业级虚拟化。 

Cisco ISR G2 会用作能够托管一个或多个 Cisco SRE 刀片（具体取决于 Cisco ISR 型号）的机箱。因此，只需增加少

量的能耗（每个刀片 50 瓦）且无需增加机架空间或布线，即可在分支机构中部署一台或多台服务器。Cisco SRE 刀片

彼此之间会进行通信，并且可通过多千兆光纤底板与路由器进行通信，从而消除了对外部电缆的需求。可以根据需要动

态添加 IP 地址、交换端口分配以及路由服务（包括网络地址转换 (NAT)、防火墙和入侵防御系统），而且无需对刀片

进行重新布线。 

数据中心整合触发了分支机构应用程序的集中化。但是，由于以下原因，某些应用程序会继续部署在分支机构中： 

● 性能：因需要快速响应时间或生成大量数据而无法容忍广域网链路的延迟和带宽限制的应用程序（例如，软件

分发仓库、性能监控服务和交互式应用程序）。 

● 可用性：因需要连续可用性而无法容忍广域网链路的不可靠性的应用程序（例如，DNS 服务器、DHCP 服务

器、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打印服务和销售点应用程序）。 

● 法规遵从性：因必须满足安全、法规或内部政策要求（例如，《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PCI DSS]》、《健

康保险转移与责任法案 [HIPPA]》合规性，以及《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法规）而不能在分支机构外部进行

托管或需要本地数据副本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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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SRE 刀片的设计目的在于帮助各个组织向精益分支机构提供服务。按需应用程序调配功能可帮助各个组织随时

将网络和计算服务远程部署到分支机构。当从性能、可用性或法规遵从性方面考虑需要部署本地应用程序时，它可以省

去成本高昂的现场访问和基础架构修改。使用 Cisco ISR G2 部署 Cisco SRE 可以除去在开始时决定在分支机构中调

配哪些服务的负担，而且在将来可以灵活地更改服务放置决策，从而消除成本高昂的基础架构占据。 

由 VMware ESXi 支持的 Cisco UCS Express 可提供将任何应用程序托管在 Cisco ISR G2 中的能力，同时利用本文档

中所述的虚拟化提供的以下所有优势，从而增强 Cisco SRE 按需应用程序调配型号： 

● 降低基础架构和运营成本 

● 减少应用程序停机时间并加快响应时间和故障恢复时间 

● 加快应用程序部署时间 

Cisco UCS Express 允许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的一或多个实例直接在 Cisco ISR G2 上运行。此功能可帮助拥有 

Cisco ISR G2 的组织将 Microsoft Windows 应用程序和核心 Microsoft Windows 服务（如 Microsoft DHCP 服务器、

DNS 服务器、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和打印服务）整合到单个分支机构设备上。Cisco UCS Express 中与 Cisco ISR 

G2 结合的 Microsoft Windows 服务器创建了行业的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托管所有分支机构应用程序和服务（如路由、交

换、安全、音频、视频、无线、计算、存储访问、服务器虚拟化、Microsoft Windows 核心服务，以及业务范围应用程

序）的解决方案。此“分支机构宝盒”提供了以下好处： 

● 成本节省：多服务 Cisco ISR G2 是面向分支机构服务的总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5 部署在 Cisco ISR G2 上的 

Cisco SRE 可消除现场访问和基础架构更改，降低能耗，并且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将 Cisco SRE 硬件支持服

务附加到 Cisco ISR G2，从而进一步节省了成本。Cisco UCS Express 上的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通过服

务器虚拟化的优势（如基础架构占用空间减少、能源节省、减少硬件支持服务，以及提高 IT 工作效率）进一步

节省了成本。 

● 整合：在单个设备中提供所有分支机构服务和 Microsoft Windows 应用程序简化并减少了分支机构基础架构的

占用空间。由于服务器和设备、布线、以太网端口、电源以及机架和物理空间的减少，需要频繁现场支持的硬

接线物理基础架构将由易于进行远程管理的软接线虚拟基础架构所取代。 

● 集成：Cisco UCS Express 平台可通过多千兆底板交换机连接到其余的分支机构网络设备和其他 Cisco ISR G2 

服务模块。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的虚拟服务器现在可以直接利用路由器和交换机功能（如 VLAN、

安全区域、访问控制列表 (ACL) 和防火墙），而不会对性能产生影响。通过统一路由、交换、计算和存储访

问，Cisco ISR G2 可提供更灵活、更精细的安全控制，以及更高的性能。 

Cisco UCS Express 使用案例 1：核心 Windows 广域网边缘服务 

由于以下原因，某组织决定在分支机构中本地实施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DHCP 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 

● 广域网可靠性：广域网时常无法使用，而且备份链路的成本过高；或者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没有第二个服务提供商。 

● 广域网性能：分支机构与距离最近的数据中心之间的延迟显著，并且分支机构用户不断地对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DHCP 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进行查询。 

当这些服务无法使用或者执行速度缓慢时，分支机构的工作效率将会降低。使用 Cisco UCS Express，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实施核心 Windows 服务： 

● 每项服务都可作为专用的虚拟服务器进行运行。 

● 可在虚拟服务器上同时放置和运行一组服务。 

（实际实施取决于各个组织的需要和需求）。 

此解决方案减少了分支机构的基础架构占用空间。 

                                                 
5http://cio.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routers/ps5855/prod_white_paper0900aecd805898e5.html 

http://cio.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routers/ps5855/prod_white_paper0900aecd805898e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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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UCS Express 使用案例 2：银行柜员业务范围应用 

零售银行无法容忍在营业期间其分支机构柜员应用程序有任何停机时间。该组织实施了精简的办公室内控制点 

(IOCP)，它可用作集中托管的柜员服务器的备用系统。在正常情况下，分支机构柜员客户端会与中心柜员系统进行互

动。但是，如果广域网连接中断或降级，本地 IOCP 会接管来自柜员客户端的服务请求。广域网连接恢复之后，IOCP 

会同步处理办公室事务，并将控制权交回中心柜员系统。通过 Cisco UCS Express，IOCP 可以在 Cisco ISR G2 中所

托管的专用虚拟服务器上运行。此解决方案可提供更高的关键业务应用程序可用性。 

Cisco UCS Express 使用案例 3：虚拟化网络设备 

许多提供网络级功能（包括防火墙、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用户交换机和广域网优化控制器功能）的设备会继续部署在分支

机构中。所有此类设备都可以进行虚拟化并托管在 Cisco UCS Express 上。此解决方案可降低远程基础架构的复杂性。 

总结 

典型的精益分支机构与数据中心在服务器基础架构上有显著的差别，但是尽管这些差别，多站点组织通过在分支机构中

部署服务器虚拟化，仍可获得不少好处。虚拟化技术有助于解决常见的分支机构难题，并且会引入传统服务器所不具备

的新功能。分支机构中虚拟化的主要优势包括： 

● 降低基础架构和运营成本 

● 减少应用程序停机时间并加快响应时间和故障恢复时间 

● 加快应用程序部署时间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isco.com/go/u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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