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详细信息
• Cisco HyperFlex

• Cisco UCS

• Cisco Intersight

• Cisco Nexus 9000

• Cisco Umbrella

• Cisco ISE

• 思科邮件安全

案例研究
EXMAR

EXMAR 是能源行业的浮式解决方案提供商。其专业的船舶、基础设施和服务为天然气、
石油化工气体和液态碳氢化合物的海上开采、运输和转化提供支持。有关更多信息，请
访问 exmar.be。

挑战
• 简化并加速 IT 运营 

• 提高基础设施恢复能力 

• 改善应用性能

结果
• 以比云和其他超融合选项更低的成本实现 
数据中心现代化 

• 应用延迟从 200 毫秒降至 5 毫秒 

• 服务器部署速度从几天缩短到几分钟

解决方案
• Cisco HyperFlex™ 系统 

•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Cisco UCS®) 

• Cisco Intersight™ 基础设施管理 

• Cisco® Nexus 9000 系列交换机 

• Cisco Umbrella™ 安全 

•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Cisco ISE) 

• 思科邮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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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领导者选择基于公共云的 
Cisco HyperFlex 和 Cisco Intersight
EXMAR ⋅ 行业：能源业 ⋅ 规模：2000 名员工 ⋅ 地点：比利时安特卫普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rvers-unified-computing/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rvers-unified-computing/intersight/index.html#~stickynav=1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witches/nexus-9000-series-switches/index.html
https://umbrella.cisco.com/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email-security/index.html
http://exmar.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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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简化 IT 运营，以支持不断变化的业务
EXMAR 已经习惯了变革。能源行业形势瞬息万变，
价格、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是常态。在这种环境
下，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公司一直在不
断地革新。

“我们从事航运业务已有一个多世纪了，但从 A 点到 
B 点的天然气运输最终变成了一种商品。” EXMAR 
的 ICT 基础设施项目经理 David De Roock 解释道，
“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业务。” 

EXMAR 将其业务重点从直接的能源运输扩展到多层
面的能源转型。他们率先使用自浮钻船进行外海能
源处理和运输，帮助避免港口相关的限制和成本。
他们建立了一支由船只和船员组成的可供租用或租
赁的专门船队。此外还通过差异化的海运服务和后
勤保障，继续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完成了许多不同的项目，其中许多都是定制
的。” De Roock 说，“我们的业务比以往更多样化、
更复杂。” 

这对企业有利，但却给 IT 带来了挑战，负责管理 
EXMAR 的 IT 基础设施的二人团队很难跟上发展步
伐。部署新的计算资源用了几天时间，软件和固件
更新导致生产系统中断，而且有许多夜晚和周末他
们都在服务器机房度过，以尽量减少业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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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部署服务器和维护
系统上。” De Roock 回忆道，“这些都不在战略计
划内，我们一直在试图跟上业务发展的步伐。” 

EXMAR 秉承不断变革和发展的理念，通过 Cisco 
HyperFlex、Cisco UCS、Cisco Intersight 和思科
安全解决方案实现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转型。

“我们不再需要看管数据中
心了。HyperFlex 已经运
行两年了，没有出现任何
停机情况。”
David De Roock
EXMAR 的 ICT 基础设施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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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了成本分
析，将工作负载放
入公共云中相当于
每年购买一个新的 
HyperFlex 系统。”
David De Roock
EXMAR 的 ICT 基础设施 
项目经理

成本注意事项：超融合与公共云
采用超融合基础设施并非 EXMAR 的首选。该公司
最初计划将其应用和数据放在公共云中，但成本现
实很快就成了一个问题。De Roock 表示，作为一
家全球性公司，EXMAR 需要全年全天候运行工作
负载。

“云的成本太高了。” 他表示，“我们进行了成本分
析，将工作负载放入公共云中相当于每年购买一个
新的 HyperFlex 系统。”

Cisco HyperFlex 还比 EXMAR 评估的其他超融合
系统更经济高效。

“我们不是单纯地考虑硬件的标价。” De Roock 
说，“还必须考虑 Windows、VMware 和 Veeam 
许可的成本。思科帮助我们优化了配置并减少了节
点数量，这每年可以为我们节省约一万美元的软件
许可费用。” 

EXMAR 在安特卫普的主要数据中心和布鲁塞尔的
灾难恢复设施中部署了相同的 Cisco HyperFlex 集
群，每个集群有四个节点。这两个站点均连接了 
Cisco Nexus 9000 交换机，可在发生故障时提供
自动故障切换。Cisco UCS 用作备份服务器，而 
UCiscombrella、Cisco ISE 和思科邮件安全可提供
网络保护和访问控制。

“我们不再需要看管数据中心了。” De Roock 说，
“HyperFlex 已经运行两年了，没有出现任何停机 
情况。” 

部署新的计算资源也更加容易，速度也更快。过去
需要几天时间，现在几分钟即可完成。

“我们可以在 30 到 45 秒内将一台服务器投入运
行。” De Roock 自豪地说道，“通过脚本实现连接和
安全的自动化，我们可以在六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
完成整个测试和开发环境的部署，而不会对我们的
生产系统产生任何影响。” 

应用性能也得到了改善。Cisco HyperFlex 的全闪存
配置、集成式网络交换矩阵和数据优化功能消除了
过去的延迟问题。

De Roock 指出，当成百上千的用户都在访问同一应
用时，会对工作效率产生影响，他回忆道：“过去一
些操作延迟高达 200 毫秒。借助 HyperFlex 的全闪
存节点，我们的延迟从未超过 5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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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EXMAR 的 IT 人员不再需要将大量时间用在服务器
部署和系统维护上，而是可以将注意力转向有助于
推动公司向前发展的战略计划。

“我们正在评估新兴技术，增加额外的安全防护层，
并寻找新方法来支持我们的全球用户。” De Roock 
表示，“过去我们没有时间关注这些事情。” 

EXMAR 计划使用 Cisco HyperFlex Edge 将其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扩展到区域分支机构，并可能对其拥
有 40 多艘航海船只的船队采取同样的措施。该公
司的所有全球基础设施（从数据中心核心到航海边
缘）都将通过 Cisco Intersight 进行管理。

“我们正在使用 Cisco Intersight 和 Cisco HyperFlex 
Edge 在远程位置部署超融合集群。通过集成，我
们可以简化 IT 运营，并加速解决问题。” De Roock 
说，“我们需要像在数据中心一样，在我们的船舶
和分支机构中实现更高的安全性、恢复能力和可控
性。我们将通过思科完成这整个的过程。” 

访问 cs.co/dccstories 了解更多思科数据中心计算
客户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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