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点 

采用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按需基础设施

• 刀片服务器、机架式服务器和存储服务

器位于同一管理域中。

• 所有服务器通过同一个统一交换矩阵

连接。

• 一次布线，并通过软件配置服务器和

带宽。

• I/O 通过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思科 
UCS®）虚拟接口卡 (VIC) 按需配置。

• 共享资源本质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HPE Synergy 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 HPE Synergy 比 HP c7000 
BladeSystem 机箱更复杂。

• 您必须在部署前猜测应用资源需求。

• 需要在服务器中物理安装和配置 I/O 
设备。

• Synergy 部署之后很难更改配置。

• Synergy 强制实施多种规则，对配置加

以限制。

• 该基础设施具有更多新的机箱内置

设备。

• 管理域与 HPE 的其他产品不兼容。 

HPE Synergy：标榜的“可组合

性”并不能掩盖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解决方案简介
2017 年 4 月 

为了保持竞争力，您需要缩短部署应用所需的
时间。HPE 能在降低复杂度和增加敏捷性和灵
活性的同时满足这一要求吗？

借助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思科 UCS®）平台，您可以快速轻松地配置基础设施资源：

服务器、网络和存储。思科 UCS 提供真正的按需基础设施，系统可以逐步平稳地扩

展，因此成本与基础设施能够紧密地保持一致。思科 UCS 让应用需求来决定基础设施

交付，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为 HP c7000 BladeSystem 机箱的使用寿命即将结束，HPE 要重新开始解决过时设

计的诸多问题。该公司没有采用全新的可扩展架构（如思科 UCS），只是进行了一些

增量式的更改。目前，HPE Synergy 号称“组合式基础设施”，并标榜具有“流动性”

和“软件定义智能”。事实上，Synergy 比之前的 c7000 产品更复杂，需要客户购买

更多硬件并在开始部署前做出更多配置决策。这种方法导致系统要求您提前准确地知道

您的应用将需要哪些资源。系统部署完毕之后，难以更改、扩展或改变用途。您每次更

改或扩展环境时，如果都需要过度调配支持基础设施并遵守复杂的配置准则，则所带来

的效益恐难以抵消相应成本。遗憾的是，对于客户而言，HPE 的新基础设施早在发布

之前就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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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Synergy：标榜的“可组合性”并不能

掩盖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可组合性”不应该是复杂的
代名词

理论上，您可以利用组合式基础设施能进

行独立编程、重新编程以及扩展计算、网

络和存储资源。HPE 以机箱为核心的设计

仍然依赖于机箱内 HPE 虚拟连接交换机

这一传统概念。该公司在转向 Synergy 的
过程中，虽然减少了计算服务器的整体数

量，但在每个机箱内增加了更多硬件和接

触点。

复杂的机箱，复杂的系统

如果您细想这种机箱或框架，就会了解其

缺乏灵活性。每个 HPE Synergy 框架最多

可包含 12 台双插槽计算服务器、4 台新

的单插槽管理服务器以及 6 台交换设备。

事实上就整体而言，HPE Synergy 比历史

上的任何其他 x86 架构刀片服务器产品

的硬件设备数量和物理接触点数量都多。

我们的理念是减少物理硬件，减少基础设

施接触点，以及消除或减少复杂的配置规

则，而 HPE Synergy 却与此背道而驰。

“第 0 日”猜谜游戏 

如果使用 HPE Synergy，所有网络和

带宽分配选择都必须在部署和运行任何

实际应用之前，即购买产品时就要做出

硬性决定。如果您猜测应用将需要 20 
Gbps 带宽，那么您要为全部 36 个刀

片购买并连接“虚拟连接”交换机和互

联。如果您的应用需求突然增加到 40 
Gbps 或更大带宽，那您的运气实在是

糟糕。如果很多应用只需要 10 Gbps，
您就会超量购买和过度配置网路交换矩

阵。此方法意味着您必须彻底地为应用

预先设计环境，但您可能并不确定这些

应用的实际带宽或扩展需求。借助思

科 UCS，所有网络连接和带宽都可以实

现共享，并根据需要用于域内任何服务

器上的任何应用。我们不赞成“搁浅孤

岛”的方法。我们让应用需求来决定基

础设施交付，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不统一，不灵活

历时多年通过 c7000 证明机箱内交换

的合理性后，HPE 现已转向 Synergy 
的“主-卫星”数据交换矩阵配置。客

户必须现在决定是在每个机箱中复制旧 
c7000 的虚拟连接交换机对（每六个计

算刀片使用一个交换机），还是通过互

联模块（卫星）和专用电缆将网络扩展

到多个框架。此外，数据交换矩阵并未

部署在管理交换矩阵后面，这使得客户

必须跟踪 HPE OneView 管理设备（称

为 Synergy OneView Composer）所

在的位置。由于没有统一的交换矩阵，

Synergy 客户每次想要扩展基础设施或

改变其用途时，必须跟踪哪些机箱包含

主数据交换矩阵，哪些机箱包含卫星数

据交换矩阵，这就给客户带来了一种额

外的负担。Synergy 仍然采用共享资源

或统一交换矩阵的设计理念，它不过是

通过电缆连接在一起的基础设施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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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Synergy：标榜的“可组合性”并不能

掩盖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用于交换矩阵 A 和 B 的
虚拟连接主模块

Synergy 互联链路摸块

用于管理环的框架链

路网络电缆

框架链路摸块 

IP 网络交换
矩阵 A 

管理网络 

图 1 Synergy 有多个网络，每个网络都有自己复杂的配置规则 

IP 网络交换
矩阵 B 

虚拟连接模块对之间的堆栈连接

虚拟连接主模块和 Synergy 互
联链路模块之间的网络连接

用于前端安装的各个虚拟连接

主配置和从属配置的流媒体服

务器 2

框架链路模块和虚拟连接交换机

之间的流媒体服务器网络连接

每个管理环一个 Composer 服
务器 2，安装在正面 

规则！规则！还是规则！

HPE 机架式服务器需要安装单独的 
OneView 的虚拟版本。机架式服务器不

能由 Synergy 的 OneView 硬件版本组合

而成。如果您想组合 c7000，您将发现 
c7000 与 Synergy OneView Composer 
无法通信。如果想使用虚拟连接主-卫星

配置，您必须购买合适的互联模块和专用

的数据电缆并严格遵循带宽规则。带宽规

则单独限制了数据灵活性，还决定了每个

机架和每行的连接方式及布线方式。如果

您要使用存储刀片，必须在机箱背面添

加 SAS 交换机，并在机箱的每个刀片上

添加 SAS 控制器。存储节点只为同一机

箱中的刀片服务。如果要使用可选 Image 
Streamer，您会发现它们只采用虚拟连接

域（三个或五个机箱），且必须通过电缆

从外部直接连接到虚拟连接交换机。 

更多不代表更好

图 1 中显示的配置示例建议每个刀片分配 
20 Gbps 带宽，其中在三个框架的每个机

架中有两个主虚拟连接交换机和四个互联

模块。客户必须准确地预测要安装哪些 I/O 

交换机以及如何连接这些交换机来传输北

向流量；然后必须按僵化的拓扑仔细地连

接 框架间数十个模块的电缆。客户必须

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个框架中要安装哪些交

换机，然后在服务器中安装匹配的 I/O 接
口（无论是以太网、光纤通道、SAS 还是

组合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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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Synergy：标榜的“可组合性”并不能

掩盖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该图还显示了管理交换矩阵，它必须按

僵化的环状拓扑通过电缆物理连接在一

起。如果您要添加、减少或移动任何资

源，不仅必须中断网络并遵循繁多的规

则，还要期盼着不要造成停机。最后，

该图显示的可选流媒体服务器遵循其自

身的配置规则，同时添加了更多设备和

布线。Synergy 的基础设施开销最多比思

科 UCS 高出三倍，其典型行配置所需的

物理硬件资源比思科 UCS 配置高出 50% 
以上。

可组合性只是虚有其名 

尽管 HPE 尝试进行简化，但其打造的

刀片机箱要购买更多设备，需要更多电

源、配置、管理和保护。因为要在“第 
0 日”提前作出规划决策，您会发现自

己必须安装、管理和维护多达四个物理

交换矩阵。管理和数据交换矩阵为必须

配置的交换机矩阵，操作系统调配和机

箱内存储交换矩阵为可选配置的交换机

矩阵。该系统要求组织购买、安装和管

理以下组件： 

HPE Synergy Composer（必需）

• 硬件管理设备（单槽服务器），安装

在运行 HPE OneView 软件的专用插槽

中；出于冗余考虑，此设备需要两台

• 注意：此设置与用于 Proliant 机架式

服务器和 c7000 机箱的 OneView 虚
拟设备的设置不同。 

HPE Synergy 框架链路模块（必须使用

此模块才能扩展到多个框架）

• 必须使用此模块才能将 OneView 
Composer 主模块连接到管理环中的

其他框架；如果添加或移除框架，会

中断管理网络 

I/O 模块（必需）

• 熟悉虚拟连接、光纤通道、直通和 
SAS 交换机 

• 硬性连接方式无法提供灵活性或共享资

源；必须在“第 0 日”提前进行审慎

选择。

Synergy 互联链路模块（“主-卫星”虚

拟连接配置必须使用）

• 必须使用此模块，才能通过专用的数据

电缆将虚拟连接扩展到任何卫星框架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可选）

• 用于操作系统配置的专用单槽服务器

设备

• 必须通过电缆物理连接每个虚拟连接交

换机，因此不易扩展 

存储刀片（仅用于单个机箱，可选） 
• 仅对同一机箱中的服务器刀片有效

• 必须在框架背面添加 SAS 交换机，在

每个刀片上添加 SAS 控制器。

“第 2 日”注意事项

每次横向扩展 Synergy 系统或改变 
Synergy 系统用途时必须要部署多少新物

理设备和交换机？因为物理限制很可能意

味着要停机才能强行进入数据交换矩阵来

添加更多框架，所以扩展起来非常复杂且

成本高昂。或者，您可以使用新主数据交

换矩阵和卫星数据交换矩阵创建另一个新

的孤岛，这就需要您重新决定购买和安装

哪些基础设施。 

• 在其他位置扩建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 如果有一个刀片所需的带宽大于您设置

的数据交换矩阵，会发生什么情况？ 

• 如果应用要求您添加机架式服务器配

置，会发生什么情况？ 

• 出现新一代的刀片和交换机及新规则

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您开始另一行或另一个房间或另一个

楼层，您的 Synergy 安装不会相互通信，

除非添加更多软件。如果您需要更多带

宽，您必须淘汰并更换交换矩阵，此时必

然需要停机。如果要添加机架式服务器，

您必须使用不同的 OneView 安装创建完

全独立的域。如果您要添加存储刀片，那

么在添加 SAS 交换机和为每个刀片添加 
SAS 刀片控制器卡时必须停机。所有这些

规则和限制使灵活性大打折扣，不仅无法

将应用移至未使用的资源，而且导致配置

错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管理域

尽管号称是单个管理工具，但 HPE 会创

建专用于 Synergy 的单独 OneView 硬
件设备版本（称为 Composer）。HPE 
通过单独的双向以太网环将管理域扩

展到 21 个框架，这让情况变得更加混

乱。每个位置，甚至是每一行都要有自

己的主 OneView 设备，它们不采用虚拟

连接数据域。此外，Synergy OneView 
Composer 网络不与任何 c7000 
BladeSystem 或 Proliant 机架式服务器通

信，因为它们需要单独的虚拟 OneView 
设备。事实上，甚至 HPE Synergy 域之

间彼此都不通信，也不共享任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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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为了管理多个 OneView 设备，HPE 
OneView 添加了第三个软件工具：

OneView 全局控制面板。名如其实，这

个控制面板只是简单调用不同的子设备。

与思科 UCS Central 软件不同，该控制

面板没有全局策略、全局访问控制或全局

备份和恢复的概念。事实上，没有单个管

理工具可以管理 HPE 产品线上的系统。

OneView 无法管理现有的 c7000 刀片机

箱、机架式服务器和 Synergy 域，更别提

管理多个 Synergy 域。而使用思科 UCS 
管理，您可以管理不同地理位置间的多个

域。思科 UCS Central 软件是思科 UCS 
Manager 的扩展，能够真正地从全局管理

多代思科 UCS 刀片和机架式服务器。

为何选择思科 UCS

使用思科 UCS，域中的所有刀片和机架

式服务器可以共享统一交换矩阵与共享资

源的访问。我们不会让您为应用工作负载

美洲总部  
Cisco Systems, Inc. 
加州圣荷西 

选择特定带宽。您只需要一次性连接机箱

并通过服务质量 (QoS) 控制为应用分配带

宽即可。您可以实时增加带宽或对 QoS 
控制重新编程，不需要停机。借助思科® 
SingleConnect 技术，管理域和数据域实

现了完全一致的控制，不需要单独进行繁

琐的布线。思科 UCS 解决方案在业界堪

称独一无二，它支持将刀片服务器、机架

式服务器和存储服务器（采用全新的思科 
UCS S 系列存储服务器）全部集中在一个

通用交换矩阵上，实现了统一管理。

营销宣传并非全部

我们不断致力于减少硬件、复杂性和管理

接触点，而 HPE Synergy 却与此背道而

驰。标榜“可组合性”远远不够。您需要

的应该是一种灵活的交换矩阵，能够消除

复杂的配置限制。您需要的交换矩阵应该

兑现共享资源的最初承诺并让应用决定资

源分配，而不是让资源分配决定应用。您

亚太总部  
Cisco Systems (USA) Pte. Ltd. 
新加坡 

需要的架构应该能让您改变资源的用途，

同时不必重新调整整个基础设施。如果您

正在考虑 HPE Synergy，那么您应该选择

思科 UCS，以便通过基础设施更好地满

足应用需求。

相关详细信息

• 思科 UCS

• 思科 UCS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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