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页码 1 思科UCS：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创新
版权所有© 2017 Moor Insights & Strategy

  2017年5月 
    

思科UCS：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创新  
思科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架构探索服务器之外的技术世界  

內容提要  
 

当下的客户需求
 

 

 

许多企业正逐渐意识到他们的 IT 部门正在为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出的新需求而绞尽脑
汁。然而，其中许多企业的IT部门仍然禁锢于采用 “竖井”和分立元件搭建起来的网络环境，
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考量后搭建真正适合自己的系统基础架构。如果 IT 部门的领导
们下决心对其基础架构进行现代化改造，他们所需要的解决方案不仅需要足够灵活和敏捷，
还要让 IT 团队继续掌握对整个基础架构的可视性和控制性。思科统一计算系统（Cisco 
UCS）平台就是这样一种统一的、系统层级的解决方案，它通过整合大量基于策略的可编
程基础架构为企业的各种工作负载和 IT 运作模式提供有效支持。

面对瞬息万变的需求，企业不得不考虑用一些新的方法来代替传统的 IT 解决方案。这是因
为当下竞争激烈的市场对基础架构的敏捷性和灵活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是数据
中心，对云经济的需求与日俱增。尽管如此，许多企业仍然继续采购传统的服务器，并采
用针对特定应用程序和用例推出的单点产品解决方案。虽然服务器市场的年营业额呈现持
续下降的趋势，但通用的机架式服务器仍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此外，加之服务器平均售
价的不断走高，恰恰说明企业虽然投入更多，但可能得到的却更少。

工作负载要求的瞬息万变则让情况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但是随着这类要求的不断演变，  
IT 部门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成本约束上，其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限制。然而想单纯依靠削减
成本来帮助企业改善业务成效，效果其实并不理想。

 IT 部门所采用的传统方案已经不再适合企业当下所需要的更加灵活、不断变换的环境。企
业目前所需要的，则是能让 IT 部门从现有技术局限性中解脱出来，并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创
新的系统。

在当今世界，随着混合式 IT 的日益发展，企业需要通过构建一个整体架构，将非本地公有
云的速度和简洁与本地云的可视性和控制性有机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不涉及到失控或放
弃当前的部分能力，那么敏捷性始终是最关键的。然而，如果让 IT 部门继续利用那些不足
以为企业创造更好业务效益的传统 IT 产品来维持原有的可控性，他们就会发现什么是步履
维艰。结果就是，整个基础架构无法足够快速地作出调整，或调整至必要的程度，从而无
法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随着工作负载的不断扩展，仅仅依靠虚拟化技术以及基于传统应用的云技术已经难以满足
需求。大数据分析、各种容器以及微服务的出现对新的基础架构解决方案提出了需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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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物联网（IoT）正在大规模扩展各类数据的生成和处理环境。尽管 IT 部门都在努
力寻求一款能够适应当下工作负载密度的最优的基础架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目前采用的
服务器以及单点产品解决方案会产生大量“竖井”，需要借助各种复杂的管理模型，同时缺
乏可视性和可控性。企业真正需要的系统应当具备两项能力，那就是在帮助 IT 团队更快响
应业务要求的同时，还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为适应今后出现的技术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现在采用的大部分 IT 基础架构仍然是基于与20年前相同的竖井式设计理念而搭建起
来的，这种架构不仅需要非常复杂的连接以及多个不同的管理系统，而且对于整个基础架
构和所有应用需求的可视性和可控性也非常有限。由于缺乏可视性和可控性，所以一个最
常见的后果就是会出现配置的不一致以及潜在的安全漏洞。由于在自动化方面存在种种传
统限制，IT 部门只能进行手动配置，既耗费时间，还容易出错，这样不仅会使企业遭受代
价惨重的错误，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外部暴露。

一台服务器和一套系统，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别。服务器诞生于 PC 时代，具备 
PC 的多重属性，包括独立子系统和单片机视图层。而系统则具备更为灵活的策略。我们主
要可通过以下五点对二者进行区分；

 

, 

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方案

传统的基础架构方案并非“真正的”系统

 

 以架构为中心:系统将各种不同的 I/O 通道整合到一个独立的高性能架构，这个架构不仅
能够根据工作负载的需求灵活调整，而且部署简单，并能够针对各个工作负载保持平衡。

100%可编程设计:为了获得最好的扩展和配置效果，系统将基础硬件从操作层抽象出
来，由此搭建起一个精确控制程度更高的环境，而这个环境能够完美适应同时运行的多
个工作负载。

基于意图:由于系统能够根据业务需求灵活调整，因此能够以那些与业务目标和应用体验
密切相关的具体需求为基础，帮助管理人员自动完成各项配置和任务。

终端感知:系统的开发环境通常要遵循一个标准，那就是托管在同一平台上的多个工作负
载，这样一来系统才能洞察各种物理、虚拟、以及容器主机终端，并能通过优化环境来
满足工作负载的实际需求。

依托分析功能:系统解决方法让分析功能和机器学习的使用范围大幅扩展，从而赋予系统
以各种辅助功能和自动化功能。知识就是力量，而系统则能够通过学习、跟踪、以及对
偶然事件和应用模式的预测，将真实事件与商业意图进行对比，帮助企业获得最佳的业
务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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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聚焦应用的视图层，各个基础子系统就会像一个个资源岛屿那样孤立地运行，不
仅很难实现资源共享，也让基于工作负载和业务需求的资源配置变得更加困难。正在实施
诸如数字化转型、基础架构现代化改造等重大变革项目的企业，基本都发现了一个问题，那
就是服务器的刚性约束与它们所需要的灵活性格格不入。服务器的可编程能力受到了计算
域的限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于硬件的刚性结构，以及非常老套的管理理念，而
这两者就需要 IT 部门不断调整自己的各项活动，以更好地适应传统设备的操作方法。传统
的 IT 架构在硬件、操作系统以及应用程序之间也是相互分离的，因而阻碍IT部门掌握那些
可被用于优化资源的实时反馈和洞察。服务器没有学习能力，它们能做的只是一而再再而
三地发出警示。

如今的运算环境必须采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模式，也就是说，目前的运算环境必须采用系
统层面的策略。系统首先假设工作负载都是可替代的，各类资源也需要转移，也就是说系
统必须能够为应用和数据的智能化迁移提供积极支持。

思科 UCS 是一款专为助力IT创新和企业发展而设计的真正意义上的系统。作为一个单一平
台，它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在敏捷性方面的各种需求。思科 UCS 通过大幅降低系统复杂
程度，让 IT 部门能够根据需要自由地部署应用和服务，这样一来，IT 部门就能随着需求的
变化快速转移各种资源，从而更快速更准确地响应业务环境中出现的收入机遇和变动。而
管理的简化加上配置和部署的自动化则通过提高操作效率促进业务收入的提升。思科 UCS
所具备的各种工作负载优化能力让 IT 部门能够更可靠地掌控最终用户体验，从而帮助他们
提高面向最终用户时的生产效率，优化企业的整体 IT 环境。

思科 UCS 采用以架构为中心的设计，并以一个通用控制层为构建基础，因此系统的管理能
够随着应用需求的转变而改变，灵活性得到了大幅提升。随着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无论
在哪里，无论占地多大，无论采用融合、超融合、还是横向扩展的架构方案，模块化的系
统架构都能在维持单个管控点的同时实现按需扩展。

思科 UCS 通过一款开放式 API 来引领第三方管理和自动化软件，从而赋予硬件以百分百
可编程能力。通过所有身份和配置节点的对象模型抽象化，就能根据需求将各种物理资源
分配或重新分配至相应的工作负载。这种可组合的性质意味着我们可将具体资源整合起来
并分配至相应的操作系统、虚拟机管理程序以及容器，而与此同时，思科 UCS 仍能帮助
我们继续维持系统层面的完全控制权。

思科 UCS 以商业意图为基础。配置和控制均以商业意图为基础，而不是以系统限制为依
据。为实现应用程序优化而对设备进行自动的、基于策略的配置，这样一来，系统就能自
动完成配置和更新，同时也能让 IT 管理人员从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用在处
理具体的业务上。而各种模型、标准和目标也是衍生自相关的业务术语，而不是晦涩难懂
的 IT 行业术语。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页码 4 思科UCS：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创新
版权所有© 2017 Moor Insights & Strategy

2017年5月

 

作为一款终端感知型系统，思科 UCS 通过一种智能化、高性能的网络架构来分析和控制主
机终端的配置。IT 管理人员则可通过这种基于策略的可视性和可控性深入洞察各个物理、
虚拟和容器主机终端，从而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来对配置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套系统以强大的分析能力为依托，能够对应用流量和性能进行智能化洞察分析，帮助 IT
人员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可控性，并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来改善终端用户的应用体验。思科 
USC 能够根据其对基础系统性能的分析来优化工作负载的布局和资源利用。由于该系统的
基础存在于思科 UCS 中，因此随着思科通过不断创新来帮助企业实现辅助管理和自主系统
管理，我们相信机器学习、模式识别和异常检测的应用也必将近在咫尺。

考虑到持续存在的变化以及提升速度和敏捷性这两项首要任务，IT 部门负责人应当把战略
重点放在构建能够适应未来技术发展的环境上面。IT 部门要寻找的是更加灵活、更加敏捷
的系统，而不是服务器层面的解决方案或单点产品解决方案。具体来说，就是需要 IT 部门
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这个即将在2017年推出的平台，供应商不再是英特尔、AMD 等 CPU 生产商，所以IT部门
的采购周期中必将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到底是服务器能够更好地满足需求，还是系
统方案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业务成果？现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

就在企业纷纷致力于数字化转型、基础架构现代化改造、以及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负载之
际，市场调研公司 Moor Insights & Strategy 建议这些企业采用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作为一
项潜在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这个平台在操作上是否具有一致性？能否很好地适应新的技术和功能，而不会像组件式
解决方案那样造成混乱？

这个平台能否通过自动化代替人工作业并轻轻松松地与更高层级的管理工具相集成？

这个平台能否自动识别添加的资源，并在避免出现基础架构“竖井”的前提下轻松扩展资
源？

这个平台能否通过对物理、虚拟和容器主机终端实施分析和控制来调整和优化相关策略，
从而提供性能经优化的、可靠的用户体验？

这个平台能否通过支持人工智能，帮助企业自主地、以操作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升业
务成效？

行动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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