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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Nexus 产品家族助阿里巴巴集团打开财富

之门 

电子商务巨擎阿里巴巴集团使用思科 Nexus 5000 系列和 2000 系列交换机产品建立标准化数据

中心，为公司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介绍

阿里巴巴集团最初在杭州一间公寓创立全球电子 商

务平台阿里巴巴（Alibaba.com），促进全球 B2B 电

子商务贸易的发展，成为中国最早的网上交易市场

之一。自 2002 年开始盈利起，阿里巴巴的利润飞速

增长，并于 2007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成功上市，

IPO 融资额高达 1700 万美元。

除阿里巴巴网，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品牌还包括淘宝

网（Taobao.com）、支付宝、阿里妈妈

（Alimama.com）、阿里软件和雅虎口碑网（中国

雅虎和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成立的网上分类服务网

站）。此类网络服务扩大阿里巴巴集团的业务组

合，涵盖零售网站、企业管理方案等方面，使其成

为最大最全面的互联网零售和 B2B 贸易服务供应商

之一。在这些网站上，中外商户进行各种商品的在

线交易，从木材、建材、重型机械到 iPods、电视机

及文具，无所不有。

目前，阿里巴巴提供的网络服务覆盖全球 2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4000 万的用户。随着

用户基数的不断增长，阿里巴巴集团计划进一步扩展其网络功能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商业挑战

“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一直是如何满足高速增长的用户数量的需求，”阿里妈妈

（Alimama.com）技术主管周明说，“正如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指出的，2009 年将会是投资年。

我们正计划扩充 30%
1
的团队，我们需要确保数据中心一切就绪。”

作为一个连接几百万买家及其所需要的供应商的平台，大部分的宽带流量都用于外部客户和内

部雇员的各种活动，例如搜索查询和交易。周明表示：“网站必须能轻松处理几十万条并发查

询请求。”

1
http://pcworld.about.com/od/webbasedapplications/China-s-Alibaba-Says-Profit-Do.htm

执行摘要

阿里巴巴集团

 电子商务、企业间（B2B）贸易及管理

的全球领导者

 服务来自于全球 240 多个国家与地区

的超过 4000 万用户

挑战

 随着用户基数增长，数据中心的可用

度及性能受到影响

 未来应用软件及硬件的可扩性受限

 网络布线复杂

解决方案

 思科 Nexus 5000 系列和 2000 系列交

换机产品

 结果 

 连接速度及可用度得到改善，使用户

体验和满意度提高

 服务器吞吐量提高至 10GE

 服务器管理标准化带来最节约的拥有

及维护成本

 为未来扩张打下稳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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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妈妈企业数据中心的 1000 多台网络服务器（包括物理服务器和虚拟服务器）负责所有的数

据处理。为确保企业数据中心规模和不断增加的处理流量需求保持同步，服务器连接之间的吞

吐量也需要同步提高。阿里妈妈系统工程师杨凯解释说：“服务器流量传输速率已经接近

800Mbps，接近我们现有的千兆以太网接口的上限。我们必须保持网络宽带与用户规模的同步增

长。”

现有数据中心的服务器集群造成一个复杂而难以管理的网络体系结构。通过迁移到统一交换架

构 （Unified Fabric），仅用一个统一（Unified）以太网接口可以在需要时将服务器连接到任何

一个网络，从而实现各类应用和服务的迅速响应。杨凯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减少网络布线，

改善网络管理，并建设一个高度虚拟化的数据中心结构，以便能灵活分配数据储存、计算能力

以及网络资源。此外，我们的系统故障识别和纠正功能也会得到相应改进，有利于我们降低网

络复杂性。”

解决方案

作为思科的现有客户，阿里巴巴集团自然而然地向其信任的技术供应商寻求进一步改善数据中

心结构的妙方。在阿里巴巴 IT 团队的积极配合下，思科团队提出用思科 Nexus 5000 系列和

2000 系列交换机产品建立服务器之间所需的线路连接。“Nexus 5000 系列和 2000 系列产品的

强大性能使我们确信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高端口密度、虚拟化控制以及优惠价格是它在满足

我们网络需求的候选产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杨凯说。

该项网络解决方案使阿里巴巴向“思科数据中心 3.0”又迈近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具

备自动化管理和服务提供能力，由计算能力、网络和储存资源的共享池，组成的全虚拟数据中

心。”周明表示。

Figure 1: Physical topology of Alibaba's web server infrastructure.

图表 1：阿里巴巴网络服务器的物理拓扑结构

2009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该机构已经配置 8 台 Nexus 5000 系列交换机及 16 台 Nexus 2000 系

列交换机，构成一个冗余的网络拓扑结构。在初始阶段，这些交换机可连接 300 多台网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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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通过为每个服务器集群配置 2 套 Nexus 2000 系列交换机，每个集群可以支持 48 台服务器

同时运行。“配置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可以轻松愉快地迅速运行服务器。”杨凯补充道。

结果

新的数据中心网络大大改进阿里巴巴旗下网站的功能。“我们在网络应用程序响应次数方面得

到更好的用户反馈，这完全得益于思科 Nexus 5000 系列和 2000 系列交换机产品的低反应延

时、无损传输架构以及 IEEE 网络拥塞管理工具。”周明指出。

整个网络吞吐量也得到提升。“本次配置调整不仅仅是更好地处理目前及未来的客户需求，我

们的响应时间随之缩短，管理更加便捷，配置新服务器的灵活性也得到相应提高。”杨凯如是

说。

思科 Nexus 5000 系列和 2000 系列交换机的灵活性使阿里巴巴可随商业需求变化而任意改变网 

络规模。Nexus 2000 系列交换机使阿里巴巴服务器网络可

据具体需求扩大规模，Nexus 5000 系列则为未来的万兆以

太网需求（10GE）提供更多的端口。“思科 Nexus 交换机

给我们足够的灵活性，可适应目前及将来的网络需求。”

周明表示。

Nexus 系列交换机成功减化阿里巴巴的网络结构。“在万兆以太网（10GE）的支持下，我们可

以将所有网络服务器集中在一个更紧凑的结构里。此外，我们实现将更多个虚拟服务器连接到

物理服务器上，并仍然保持足够的宽带流量，”杨凯说道，“思科端到端网络管理让我们的技

术团队能够迅速精确定位并修复系统中的‘瓶颈’，保证不间断的运作流程。”

下一步行动 

思科为阿里巴巴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帮助该集团巩固未来发展的战略。“改进服务器集群吞吐

量只是第一步，”杨凯说，“既然我们已经配置思科 Nexus 5000 和 2000 系列产品，我们就准

备着手建立基于统一交换架构的网络，它将整合现有存储和服务器集群网络。”

例如，通过以太网承载光纤通道（FCOE）技术，阿里巴巴可以将服务器的 SAN（存储域网）和

LAN（局域网）连接，整合为一个万兆以太网（10GE）连接，可大幅度减少数据中心所需的网络

接口和布线量。有思科先进技术的帮助，阿里巴巴进一步巩固其引领电子商务市场的领先地

位。 

产品清单

 思科 Nexus 5000 系列

和 2000 系列交换机

“我们在网络应用程序响应次数方面得到更好的用户反馈，这完全得益于思科

Nexus 5000 系列和 2000 系列交换机产品的低反应延时、无损传输架构及 IEEE

网络拥塞管理工具。”

——阿里妈妈（Alimama.com）技术主管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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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有关思科 Nexus 5000 系列产品的更多信息，敬请浏览：

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9670/index.html

有关思科 Nexus 2000 系列产品的更多信息，敬请浏览：

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110/index.html

有关阿里巴巴集团的更多信息，敬请浏览：

www.alibaba.com/aboutalibaba/aligroup/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