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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T 部门案例研究 

数据中心和虚拟化 

思科数据中心 ---- 迈向虚拟化与云计算 

思科数据中心业务优势和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为德克萨斯州艾伦市的新型环保
数据中心提供强大动力。 

功耗、空间和散热是数据中心环境的三个关键指标。随着思科公司业务在 2

007 年的爆炸式增长，公司IT部门也急需在这三个方面作出改善。面对严峻

的形势，决策者看到了机遇，重新制定了数据中心发展战略, 决定将思科  

IT 转型为服务化组织，推动公司新的业务模式，从而保障公司业务的成功. 

挑战 

由于 IT 资源短缺，同时服务器和应用的数量每年以超过 20% 的速度增长，

使得采用下一代数据中心战略成为摆在思科面前的一项迫切要务。在思科内

部占公司收入 90% 的服务托管在世界各地容量有限的设施中。同时在超过 

50 个数据中心中，大部分可用资源都用来维持业务的运转，这一现实也使  

IT难以通过创新为业务带来新的价值。 

图  1.  	 思科数据中心面临诸多挑战 

 

执行摘要 

挑战： 

● 解决数据中心基础架构的容量、业务
灵活性和地理风险 

● 将思科 IT 部门改造成推动业务向前
发展的服务部门 

● 展示如何通过部署思科产品实现高密
度、虚拟化和支持云计算的模式 

● 将 50 多个数据中心整合为 20 个以
内，减少数据大厅的总体占用空间 

解决方案： 

● 采用多站点数据中心战略，需要在全
球新建和翻新六家数据中心  

● 在德克萨斯州艾伦市新建 162,000 平
方英尺的 3 层设施，完全由思科设
计、开发和建造   

● 10 兆瓦设施，两个数据大厅：总计 3
8,000 平方英尺，5.25 兆瓦（额定） 

● 部署思科技术，包括思科统一计算系
统  (UCS) 即计算平台、适用于交换
的 Nexus  以及适用于存储网络的 MD
S 

结果： 

● 更快速地配置 IT 服务（从 6 周缩减
到 2 天） 

● 提高数据中心基础架构的可扩展性和
灵活性 

● 提供主用-主用城域虚拟数据中心功
能，可使关键业务系统实现零停机
时间 

● 降低计算服务的总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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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2008 年，思科成立了一个 IT 特别小组，制定了多站点数据中心战略愿景，希望借此应对容量、业务灵活性挑战,同时

规避地理风险。思科计划在全球新建三座数据中心，另外需要再翻新三座数据中心。新数据中心完全由思科设计、开发

和建造，将为所有时区的全球团队提供全天候支持；使用虚拟、视频、移动和社交网络技术促进协作；并且满足日益增

长的合规需要。思科 IT 主管们坚信数据中心创新和卓越运营能够推动业务向前发展, 并立即着手行动来证明这一理念。 

思科网络和数据中心服务副总裁 John Manville 表示，“展现数据中心战略在推动业务方面的优势非常重要，这不仅

有利于我们当前实现公司业务的灵活增长,并且能够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 

思科的全球数据中心战略旨在提高数据中心的灵活性，扩展数据中心的容量，并且转变 IT 部门提供和支持网络及数据功能

的方式，从而实现业务增长。 

图  2.  	 思科启动为期六年的多站点数据中心战略 

  

德克萨斯州的艾伦市邻近理查森附近思科现有的生产数据中心，从最终 26 个站点的备选名单中选出作为首家绿色数据

中心建设地。破土动工后不到 16 个月，具有旗舰意义的艾伦市数据中心便在德克萨斯州中部 34 英亩的土地上正式运

营。该数据中心未使用任何旧设备,并且采用了领先的环保科技，为思科全球数据中心战略奠定了基石。每个设计元素

都服务于按需交付容量这个目标。从为运营提供动力支持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UCS) 服务器到全线 Nexus
®
 交换机和 

MDS 存储网络阵容，艾伦市数据中心配备了阵容强大的思科技术。网络是该特定环境的平台，这种方法也为未来持续的

整合、虚拟化和云计算奠定了基础。 

 

“实现新数据中心战略,提高了数据中心弹性和高可靠性,并且为未来业务增
长奠定了基础, 从业务角度展现这些优势是非常重要的” 
—John Manville，思科网络和数据中心服务副总裁 

	 
德克萨斯州艾伦市数据中心完全采用思科及其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包括 EMC、VMware 和 NetApp）的技术而构建，这家 

162,000 平方英尺、10 兆瓦的 3 层数据中心包含两个数据大厅：总计 38,000 平方英尺，5.25 兆瓦（额定）。 



	 

	 

思科 IT 部门案例研究 

数据中心和虚拟化 

Copyright  1992–2011 Cisco Systems, Inc. 版权所有。本文档所含内容为思科公开发布的信息。            第 3 页，共 8 页 

图  3.  	 新艾伦市数据中心鸟瞰图 

  

 

艾伦市数据中心于 2010 年 12 月移交给思科 IT 部门。思科 IT 部门为数据中心配备必要的网络、计算和存储组件，

以便进行应用迁移。以下是该数据中心的某些典型特性： 

● 核心平台：Cisco UCS 将计算、网络和虚拟化功能统一整合到了具备嵌入式管理功能的单个节能平台中。艾伦

市数据中心在启用时具有 10 个 Cisco UCS 种群集（或总共 400 台服务器），未来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充。

UCS 是最佳的虚拟化平台，因为它能够使 IT 缩短配置时间、提高可扩展性并降低计算服务的总拥有成本。 

● 城域虚拟数据中心：艾伦市与德克萨斯州思科现有生产数据中心的所在地理查森相距仅 13 英里左右，与之共

同实现双活数据中心物理基础架构（称为城域虚拟数据中心）。这两座双活数据中心在两个地点同步运行关键

应用，从而提供卓越的弹性与高可靠性。如果其中某个站点发生故障，另一个站点也可以保证数据的正常运行

和可用性。艾伦市和理查森的两座数据中心共同运行公司关键业务系统，比如 Cisco.com 和 Oracle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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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城域虚拟数据中心（MVDC – 逻辑架构）  

 

 

● 思科网络：这座新的艾伦市数据中心通过思科骨干网络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思科数据中心相连。这需要借助服务

提供商的环形网络来实现，该环形网络可以支持多条万兆以太网连接环路和最多 40 条通道。此外，理查森和

艾伦市数据中心之间还有一条裸光纤环路，可用来支持城域虚拟数据中心模式。骨干网络提供的传输能力最多

可以支持 20 条通道(实际是20x2作冗余备份),分别以10Gbps速率同步复制数据. 

● Cisco Nexus 7000 系列可以在单个平台中提供端到端的数据中心核心层、聚合层和高密度的机架行尾和架顶服

务器连接解决方案。存储环境中的 Cisco MDS 交换机通过以太网光纤通道与 Nexus 交换机相连。 

● 第二代思科 IT 弹性基础架构服务 (CITEIS Gen2)：思科的内部企业级云称为思科 IT 弹性基础架构服务，

CITEIS Gen2系统建立在思科云智能自动化工具CIAC平台基础上. CIAC提供了自助服务, 服务目录, 工作流和资

源协调等功能. 通过CIAC的使用, 思科IT在2个月内快速改进定制, 形成CITEIS Gen2, 实现了通过统一的界面

部署所有IaaS组件.它将计算、存储和网络功能整合成为基础架构即服务产品。思科IT通过CITEIS能为不同需求

的用户在15分钟内提供计算,存储与网络资源, 而在CITEIS之前, 这个过程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目前思

科员工因此能更快地获取了更多的业务机会.并降低了61%的总拥有成本(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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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思科的私有云采用思科产品 迈向企业私有云 

  

 

节能环保，营建新绿洲 

思科承诺到 2012 年减少 25% 的碳排放，而艾伦市数据中心正是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所采用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艾伦市数据中心的构建, 符合美国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 (LEED) 认证标准，并且承诺节约能源和水源、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改善室内环境质量、资源管理和对总体环境影响的敏感性。从非石油基变压器油到节水景观绿化，从无化

学制剂的水处理到地源热泵，每项决策都充分考虑了环境因素的影响。施工人员在建造过程中尽可能采用再生材料，

并选择经过认证的木材和硬件。外部空气节能器（免费制冷）、更高效的高压机架、LED 照明以及太阳能电池板都

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 

当前，大多数数据中心都采用静态 UPS 系统。它们一般都包含数排铅酸电池，用来存储能源以便在电源扰动期间为网

络设备提供线路调节和备用电源。如果电源扰动最终变为断电，将启动柴油发电机。由于很少使用发电机，因此，系统

的主要问题在于电池。即使存在回收计划，生产和管理有毒的电池化学物质也会对环境不利，而且由于频繁回收，电池

的使用寿命会不断缩短，因此每隔几年都要支付大量的电池更换费用。 

为了降低经济和环境成本，一些新技术正在开发过程中，比如燃料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动态 UPS 也称为柴油旋转 UPS 

(DRUPS)，它采用旧石器时代陶轮中首先采用的基本飞轮技术，该技术后来在工业时代得到进一步改进，从而应用到了

能源存储领域。在公用设施的电力驱动下，飞轮可以高速旋转。当电源质量下降时，飞轮能够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旋转，

并为系统提供最多 10 到 20 秒的电力，从而能够解决 98.7%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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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德克萨斯州艾伦市数据中心的旋转不间断电源 (UPS) 系统 

 

 

思科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现有生产数据中心配备 1,920 块电池（每块重 450 磅），用于在公用设施停电时保护 IT 负载。

德克萨斯州艾伦市的数据中心由于采用了飞轮技术，因此不需要使用电池。通过使用旋转 UPS 系统，德克萨斯州艾伦

市数据中心的电源保护功能将为思科 IT 部门带来一些重要的益处: 它将减少我们的占地面积和碳排放。它需要的空间

更小，不含有毒化学物质，并且不需要具备与电池相同的散热条件。由于散热需求更低且湿度变化灵活，与传统冷却装

置相比，DRUPS 可以支持使用蒸发冷却系统。虽然 DRUPS 的初始投资成本一般较高，但是设备的使用寿命更长，因此

能够节省长期成本。不仅如此，DRUPS 的维护需求极低，每年只需进行 3 次检修，10 年后才需要进行彻底检修。 

图  7.  	 旋转不间断电源 (UPS) 组件  

 

 

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动态 UPS 以及艾伦市数据中心所部属设备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思科数据中心 2011-德克萨斯州纪

事并查看后备电源飞轮视频，对该系统作大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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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节能器, 通过抽取外部空气为数据中心制冷，每年能够进一步节省 60 万美元。 

“我们的艾伦市数据中心将成为首个获得 Gold LEED 认证的思科数据中心，”Manville 说，“我们会借此机会设定新

的节能基准，以此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典范。” 

 

结果 

思科 IT 部门制定了为期六年的整合、虚拟化、云计算和所有电源和冷却方法

的愿景，现在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而决策者对目前的结果非常满意。全球数

据中心战略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可观的结果，从而使思科 IT 部门成为企业内部

的战略合作伙伴。例如，艾伦市数据中心配备完善，旨在实现： 

● 更快的服务部署速度：在艾伦市数据中心上线之前，应用的所有者

要想获得新服务，从提出申请到在数据中心中完成部署，需要等待 6-

8 周的时间。而现在，通过 2 天的服务等级协议，思科 IT 部门可以

在 1 小时甚至15分钟内完成新服务的部署。  

● 更低的总拥有成本：与现有数据中心相比，艾伦市数据中心的基础架

构组件更少，这意味着要管理的元素更少。由于 UCS 设计本身显著降

低了对布线的需求，因此与其他计算平台相比，布线数量可以降低 60%。

太阳能电源、优化散热和节能照明都有助于尽可能降低能源成本。总体

来说，虚拟化已经使得每季度每服务器映像的成本从 3700 美元降低到

了 2000 美元左右，而且思科预计，随着完全实现虚拟化模式，该成本

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到 600 美元。 

图  8.  	 思科已经降低了数据中心的总拥有成本，同时将应用交付时间从数周缩减到了数分钟 

 

 

● 更高的可扩展性：在艾伦市数据中心，思科 IT 部门得以在不增加散热、电源、空间或布线成本的情况下灵活

添加软件和服务。集中式网络配置意味着思科可以在数据中心内的任意位置安装任意类型的设备。 

● 更高的业务灵活性：通过采用城域虚拟数据中心战略，思科 IT 部门可以在发生故障时确保关键业务流程零停

机时间。 

艾伦市数据中心技术 

● 骨干核心网络 

● 桌面网络 

● DMZ 网络 

● 结构化电缆室，可支持 40 GB 
吞吐量 

● MVDC 暗光纤 

● 10 UCS B 系列种群集 

● Nexus 2000、Nexus 5000、Nexu
s 7000 

● ACE 

● EMC VMAX 种数据存储 

● MDS 存储网络 

● Quantum 磁带库 

● AVAMAR 存储设备 

● CSPO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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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重要的是，数据中心自动化使得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去设计下一代服务，继

续完成云计算之旅。这段旅程的开始阶段是将分散的资源进行集中，使其

成为整合的、虚拟化和自动化的高效 IT 资源中心。现阶段的任务是设计

和管理这些资源，通过采用基于云的模式进一步提高 IT 部门的效率和业

务灵活性。 

展望未来，思科 IT 部门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支持公司进入新市场、

尝试新的商业模式、进行全球扩张，并为整个公司和供应链提供无缝的用

户体验。 

“我们能够实时响应业务需要，”Manville 说，“这改变了外界对思科 IT 部门的认知，从前我们被视为业务发展的障

碍，现在我们是业务促成者和可信赖的顾问。” 

 

学习到的经验 

● 思科的云计划为 IT 部门在业务部门和行业内赢得了信誉。服务部署能力和云计划的灵活性可以让思科满足甚

至超过业务需求，通过利用这一点，我们将思科 IT 人员整合到了应用开发团队之中，从而推动所有业务部门

采用新的创新和服务。因此，思科 IT 部门的角色已经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可信赖的顾问和业务促成者。 

● 通过部署统一数据中心交换阵列和以太网光纤通道，思科得以开发新的数据中心电缆室架构，将在数据中心的

整个生命周期内使用。 

● 思科在三个方面成功降低了数据中心的运营支出。首先是虚拟化，其次是自动化，第三是对组织和业务流程进

行调整，从而充分利用数据中心的虚拟化和自动化特性。 

● 对较低的服务等级协议需求用户，创建预先定义的 UCS 服务配置文件非常重要。 

● 由于艾伦市数据中心的数据大厅放弃了高架地板，不仅节省了大量成本，而且为更高效地解决空气分布问题创

造了机会。 

● 整个数据中心采用三种散热系统来保持合理的温度，证明了其最优性。办公空间使用地热井和地源热泵制冷，

八组旋转 UPS 通过蒸发冷却系统制冷，而数据大厅使用的是具有变速马达的三个 1000 吨、两个 500 吨冷却

装置。此外，当温度低于华氏 77 度时，还能通过新鲜空气节能器使用外部空气。节能系统会在 50%-60% 的时

间内使用外部空气。 

● 采用烟囱架热风隔离系统根据计算流体力学 (CFD) 建模，提高了热风和冷风的分离效率。 

 

更多详情 

如需思科艾伦市数据中心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isco.com/go/dc2011 

艾伦市数据中心时间线 

● 2009 年 1 月：开始规划 

● 2009 年 8 月：破土动工 

● 2010 年 1 月：安装设备 

● 2010 年 7 月：开始调试建筑
系统 

● 2010 年 12 月：转交给思科 I
T 部门 

● 2011 年 4 月：正式启用 

美国印刷 C36-65829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