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胶东半岛明珠——青岛市不仅诞生了许多驰名中外的工业品牌，也孕育了利群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利群集团”或“利群”）这样称雄一方的商业龙头企业。
 

利群集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在青岛台东三路商业街起家的十余家店铺。

近年来，在董事局主席徐恭藻的带领下利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利群集团

不仅在商业零售和商业物流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在酒店连锁、药品物流和药

店连锁、房地产开发、电子商务、文化投资、金融、进出口贸易等领域也取得

了显著成就。业务从青岛走向山东，进而覆盖华东，实现了从区域性商业集团

到全国性商业集团的跨越。2017年，利群集团位列中国连锁百强企业第21位。

    
利群集团历来重视科技对业务的支撑和引领作用，1997年就开始自主实施计算

机管理系统，后来又自主研发企业进销存管理系统，率先使用 ATM 技术建立统

一的内部网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该项目荣获山东省科技创新一等奖）。所

以当集团步入高速发展阶段时，领导层首先考虑的就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而

且第一步就是升级已使用多年的青岛台东数据中心。因为数据中心在企业整体

信息系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正在实施的 ERP 系统，还是未来要

引入的“新零售”技术都要依托一个强大稳健的数据中心。但是信息技术部在开

始着手制订升级计划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如何确保新数据中心网络的高可用性？零售行业是高度依赖信息系统的行业 ，    

    数据中心作为整个信息系统的核心，直接关系企业的正常运营。而网络又是    

    数据中心的基础，网络架构和网络设备的品质直接决定了数据中心的可用性、

    吞吐量和可维护性，所以数据中心网络的选型是关系项目成败的关键一步。

业务未动，IT 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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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助利群集团跨越式发展

利群集团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跨地区、多业
态、综合性的大型商业集团。业务涉及零售、
物流、酒店连锁、药品物流和药店连锁、进
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电子商务、文化投
资、金融等领域。利群集团是中国企业500
强企业，连续多年位列中国连锁百强企业。

业务挑战
为应对急速扩大的业务规模，实现向“新零
售”转型的企业战略，迫切需要对原有数据
中心进行升级，并建立强健的IT基础架构来
支撑新应用。

成功案例
利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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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能实现数据中心网络建设的平滑过渡？如果要让数据中心的功能匹配利

    群的业务发展速度，就要设计一个可以平滑扩展的网络架构，也就是说在设

    备增加的时候网络整体性能不降低，同时网络设备也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而改

    变工作模式，而无需重新投资。

    如何确保数据中心网络的整体安全性？近年来国内外零售和酒店行业多次曝

    出客户敏感数据泄露的事件，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声誉。为此利群特别重视新    

    数据中心的网络安全防护。但是利群的多个数据中心间会有巨大的内部流量，

    远非传统安全设备可以应对。利群需要找到既能够承载海量业务，也能够确

    保安全的设备。

经过一番比较，特别是参考了权威的 Gartner 数据中心网络魔力象限报告后，

利群集团最终选择了思科提出的数据中心网络升级方案。在 Gartner 的报告中，

思科被列为市场领导者，遥遥领先于其他厂商。当然，更让利群心动的是思科

从顶层设计入手，为利群勾画的未来数据中心蓝图，以及详细的分阶段建设方

案。

根据利群的规划，整个数据中心的升级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

新建青岛利群金鼎大厦数据中心和青岛崂山区枯桃数据中心，这两个新数据中

心将作为“备份”数据中心角色，分别和现有的青岛台东数据中心构成“主备”模

式的集群。在这个阶段，思科会采用 Spine-Leaf 架构为新数据中心布设网络。

Spine-Leaf 架构又被称为“脊叶架构”，其最大的优点是将数据中心网络从三层

扁平化为二层，在减少交换机数量的同时，也减少了延迟和瓶颈。在金鼎和枯

桃的数据中心，分别部署了思科 Nexus 9500 系列核心交换机，并通过双光纤

和台东数据中心连接。思科 Nexus 9500 系列交换机作为 Spine 节点，连接作

为 Leaf 节点的 Nexus 9300/Nexus 9200 系列万兆接入交换机，接入交换机

再连接其他联网设备。第二阶段枯桃数据中心和金鼎数据中心正式接管台东中

心的业务，以“双活”模式支撑整个集团的业务。在这个阶段将应用思科的 ACI

（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帮助利群实现两个数据中心的统一矩

阵、统一管理和策略的一致性，真正将两个数据中心简化成一个数据中心来运

维。

考虑到内网大流量数据防护的需求，思科布署了两台 Firepower 4100 系列新

一代防火墙产品，进行内部各个区域的网络隔离。此外，在企业和第三方机构

以及互联网的出口，则分别部署两台具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系列防火墙，

互为冗余，实现网络边界处的安全隔离。

从第一阶段的实施结果来看，利群对新数据中心在三个方面的进步最感满意。

双重稳定，业务不停顿 
利群使用的 Nexus 9000 系列交换机，是思科数据中心交换机家族的旗舰产品。

因为其高性能、高密度、低延迟的特点，所以受到包括阿里云在内的许多国内

外客户的青睐。思科 Nexus 9000 系列交换机本身具有多项高可靠设计（例如

通过软件修补避免中断运行；支持冗余的热插拔型管理引擎、系统控制器、电

源和风扇托架等），再借助双数据中心的主备模式，可以确保数据中心网络无

虞。现阶段台东主数据中心一旦发生故障，金鼎或者枯桃的数据中心可以在很

短的时间内接管工作，业务运作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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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Nexus9K 系列交换机，UCS 服务
器
 
网络安全：Firepower 4100新一代防火墙
 
协作工具：Business Edition 6000 一体化协
作平台，Cisco Meeting Server 视频会议服
务器， SX20/SX80 思科网真，Jabber 统一
通信客户端

用户收益
实现新旧数据中心的平滑过渡，提高系统的
稳定度

在大数据流业务压力下，多种安全功仍能确
保网络无虞

经过特殊优化的 UCS，使 SAP HANA 速度
提升10%~15%，操作简化，费用节省30%

提升员工跨地域协作体验，降低30%差旅成
本

成功案例
利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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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阶段的“双活”模式下，ACI 可以直接将应用在两个数

据中心同时部署，两边的应用可以同步运行，即使一个数据中

心出现故障，另一个数据中心的应用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用户

不会感到丝毫的停滞。

平滑过渡，经济又方便 
利群之所以选择与阿里云“同款”的 Nexus 9000 系列交换机，

除了性能，更重要的就是 Nexus 9000 采用了突破性的 Cloud 

Scale ASIC 技术，可以在思科 NX-OS 软件或 ACI（以应用为

中心的基础设施）模式下运行，符合传统或全自动数据中心网

络的部署需求。利群可以在不改变网络架构、增加新硬件的情

况下，将数据中心网络从“主备模式”转变为“双活模式”，既经

济又方便。

思科推荐的 Spine-Leaf 架构更进一步满足平滑过渡的要求。未

来利群集团无论是要增加更多的服务器，还是要增加内部带宽，

运维人员只需要增加对应的 Leaf 和 Spine 节点交换机即可。这

样利群可以从小规模架构逐渐扩展，从而避免一次性的投资浪

费，并降低后期运维成本。

立体防御，安全有保障 
思科 Firepower 4100 新一代防火墙现在已经部署在利群数据

中心，针对数据中心巨大数据流进行安全检测和防护。在性能

上，思科 Firepower 4100 防火墙吞吐量高达 30 Gbps；威胁

检测吞吐量则最高可达24 Gbps，同时具有虚拟化集群功能，

无惧数据中心内未来流量增长，实现快速的安全防范，灵活扩

展。

Gartner 将 Firepower 评为企业网络防火墙魔力象限的领导者，

除了前述性能上的考虑，更是看重 Firepower 全面的安全防御

功能。Firepower 可以软件形式装载不同的安全防护模块，从

基础的访问控制、病毒检测防御、IPS 入侵检测、AMP 高级恶

意软件防护、到 URL 分类及检测、身份控制策略等，均可以跟

随外围环境变化、攻击方式的更改，进行快速适配、快速部署。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有最新威胁出现，在思科 Talos 威胁情报

组织的帮助下，也能第一时间识别风险。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

安全研究团队和分析威胁情报数量最多的组织，思科 Talos 分

析来自全球的邮件、网站和超过1.5亿网络终端设备的威胁情报，

每天可分析全球1/3的邮件总量（6千亿封邮件/每天）、超过

150万独立恶意软件样本，每天阻止200亿次威胁和8000万次

恶意 DNS 查询，接收160亿网站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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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利群集团



自2017年起，利群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018年成功收购韩国

乐天购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旗下2家香港公司、10家华东

区公司100%股权及72家大型商超，利群由此实现了从区域性

商业集团到全国性商业集团的跨越。自2018年8月起，短短5

个月，重装开业利群时代（原乐天玛特）45家门店，遍布上海、

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集团全国市场战略布局取得重大突

破。

为有效支持集团快速扩张的经营规模，应对“新零售”时代对企

业运营能力的挑战，2018年初公司决定实施基于 SAP HANA 

的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系统(ERP)，全面提升公司信息化管理

水平，提升公司运营管理效率和质量，带动公司效益提升。

基于 HANA 内存计算平台的 SAP ERP 是业界首屈一指的管理

软件，但它对硬件平台的高要求也是业界出名的。首先，ERP

要处理所有门店的海量经营数据，生成复杂的报表，就需要一

个在计算、存储和网络三个方面综合性能突出的平台。其次，

利群集团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业务应用变化快。与之相应地，

运行 HANA 的平台必须要能够快速弹性扩展。此外，HANA 是

软硬一体的整合系统，管理员要负责软件、服务器、存储和网

络等多个网元，运维难度和工作量远高于一般的应用系统。

按照上述三方面要求，信息技术部考察了所有获得 SAP HANA

认证的平台，了解了部分 HANA 用户的使用感受，尤其是从知

名市场分析公司 IDC 的调查报告（IDC #US41084916 2016）

中获悉：使用思科 UCS 的用户5年平均投资回报率528%；计

划外宕机降低98%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思科的 C480 系列

UCS 服务器。UCS 也果然没有令利群失望，在速度、扩展性

和运维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全面优化，提升 SAP HANA 速度15% 
思科 UCS 的优势源自它的物理架构。UCS 将计算，网络，存

储融合为一个整体，以思科多年的网络交换经验，配合成熟的

计算和存储单元，最终呈现的是整合系统的威力。而且 UCS 不

但通过了 SAP HANA 的服务器硬件认证，还针对 SAP HANA 

的特点优化了内存、处理器和网络。与其他品牌相同配置的服

务器相比，SAP HANA 的运行速度提升了10%~15%！这在同

质化的工业标准服务器市场，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表现。

15分钟完成配置，在线业务实时扩展 
除了物理架构上的优势，UCS 在软件层面最大的优势就是“无

状态计算”。无状态计算的原理是把服务器里面的物理唯一性参

数和服务器硬件本身脱离关系，单独作为一个配置文件存在。这

样 UCS 服务器不再和具体应用密切关联，可以形成真正的“计

算资源池”。当用户需要上线、迁移计算资源时，或者排除故障

UCS 打基础，智慧管理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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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利群集团

面对业务跨越式发展中出现的机遇和挑战，除了上线 ERP 系统

增强企业的运营能力，公司管理团队还特别注重利用科技手段

提高企业运作效率。2017年“连云港利群广场”的开业，标志着

利群集团开始走出山东、迈向全国。2018年集团继续发力华

东，一口气开店45家，并成立利群时代南通总部，试水区域化

管理。在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的扩张中，管理团队既为全体员

工的蓬勃干劲高兴，也注意到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内部沟通

成本越来越高，但协作效率却有下降的苗头。驻在不同地区的

不同业务团队以前采用的模拟电话加微信的通讯方式，已经无

法适应跨地区、跨团队的语音+视频+即时通信+文件交换的多

媒体协作要求，频繁的集中会议既增加了差旅成本，也让员工

在旅途中消耗了大量精力。管理团队认为搭建集团统一的协作

平台既是克服当前团队协作瓶颈，提升工作效率的根本举措，

也是夯实企业运营能力，为谋取更大发展做的长远布局。

信息技术部接到任务后细致地考察了市场主流产品，发现不同

厂商的产品在性能和维护难易程度上差别还是很大的。以常用

的视频会议为例，有的产品操作复杂、图像卡顿；有的无法集

协作保驾，扩张无忧

时，无需插拔一根线缆，在任何网络能够联通的地方都可以进

行操作！以添加配置新服务器为例，利群用 UCS 只需要15分

钟，用其他品牌要1天的时间。

简化运维，节省30%费用 
由于思科 UCS 采取虚拟网卡（FCOE）技术，这极大减少 

HANA 环境下的网卡/交换端口数量，简化布线复杂度及数量，

降低单位成本。整体费用节省预计在30%左右。

除了软硬件功能上的优势，方便的管理工具也让利群受益匪浅。

如果是日常运维，可以用思科 UCS Manager 集中管理包括 IP/

光纤通道 (FC)/FCOE 在内的各种链接通路，而无需单独配置 IP

或 FC 组件，免去了很多手工操作。如果需要调优，思科工作

负载优化管理器（Workload Optimization Manager）拥有学习

（探知整个数据中心的架构，从应用到服务器的存储），适应

（一个策略引擎提供行动建议，保持数据中心的健康），自动

化（策略引擎可以直接执行，最终实现数据中心全面自动化）

的整套能力，大大减轻了管理员分析并优化数据中心的工作量。

有了 UCS 的强力支持，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系统顺利上线。

新系统不但使利群集团在商业领域雄厚的供应链资源优势得以

充分发挥，还帮助集团实现了跨业态，多渠道的智能化管理，

提高办公效率，优化内部控制流程，全面提升公司智慧零售大

数据分析能力和智能管理水平。利群股份在2018年前三个季度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88%，利润同比增长8.38%。



在利群集团大踏步向全国性商业集团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思科

主动从利群的业务挑战和新零售演进趋势的角度思考信息技术

如何前瞻式布局，再加上先进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因此获得

了利群集团上下的认可，成为利群转型升级的伙伴。随着未来

利群集团各项业务有序展开，双方的合作还将走向深入。

科技兴企，携手新零售转型之旅

中管控，配置和维护复杂；有的扩容成本高昂……恰好此时 

Gartner 发布了企业协作市场魔力四象限报告，思科的四大类

协作产品——统一通信平台、呼叫中心、协作会议与协作终端

都被列入“领导者象限”，而且95%的全球500强企业都是思科

协作的客户。再加上思科产品在利群长期的稳定表现，信息技

术部决定采用思科的协作平台。

思科很快拿出了一套全面的协作平台建设方案。首先在青岛总

部布署了思科专为成长型企业设计的 Business Edition 6000

一体化协作平台，提供优质的语音、视频、即时消息和在线状

态、会议、视频会议、联系中心服务等功能。又布署了视频会

议服务器 Cisco Meeting Server，使任何人都可从会议室、电

脑或手机上轻松创建、加入和管理视频会议。在各门店则安装

了思科网真 SX20/SX80，满足分支机构参加视频会议的需要。

此外还布署了统一通信客户端 Jabber，方便员工即时通信。整

个项目实施后集团上下反馈良好，信息技术部顺势又在新成立

的南通总部和华东地区新门店复制实施了相同的方案，现在全

集团都可以在统一的协作平台上办公了。

降本增效，充分发挥集团化经营优势 
协作平台的上线，对会议和相关差旅成本的压缩起到了立竿见

影的作用，全集团至少节省30%的相关成本。员工也可以免除

舟车劳顿，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拓展业务中。而协作平台对集团

运营效率的促进作用就更深远了。利群集团除了零售和物流两

个业务板块，现在还有酒店连锁、药品物流和药店连锁、进出

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电子商务、文化投资、金融等业务，未

来在这些领域做深做细的同时，还会引入新的业务。如果能充

分发挥集团经营的优势，挖掘各板块交叉销售的潜力，势必会

加速达成业务目标。现在配备了便捷的协作工具，各业务线、

各区域团队可以随时随地召开会议，协调运营策略，快速对市

场做出反应。

简化运维，轻松应对扩容 
信息技术部也是思科统一协作平台的受益者。例如，视频会议

和防火墙的配置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搞不好就会留下安

全隐患。好在思科在协作和网络安全两个领域都是业界领导，

多年经验打造出了 ExpressWay 技术，只需简单设置就可以让

视频会议业务安全穿越防火墙，而其他业务仍然受到防火墙的

保护。

同时，由于思科提供的视频会议控制设备，都是采取虚拟化方

式部署在工业标准服务器上，不但维护技术简单，扩容成本也

较低；而传统的 MCU 控制设备是专用设备，需要了解专门软、

硬件技术的人员维护，扩容成本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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