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Woodside Petroleum�� !

�� !"#$%

客户满意   powered by

��
��
�� !"



��
Woodside Petroleum有限公司，澳大利亚珀斯

行业：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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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当前的生产基地，需为新生产基地建立

新网络

● 通过减少供应商数量，简化运营

●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 !"#

● 基于Cisco®Catalyst®6500系列交换机的

LAN和数据中心
● 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的集成模块添加了

安全和VPN功能
● 采用了Cisco MDS 9500系列存储网络交换

机的灾难恢复存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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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Cisco Catalyst 6500集成模块为远

程用户安全接入数据中心应用增添了安全和

VPN功能
● 优化——利用灵活的网络基础设施，对不断

变化的业务环境作出快速响应；提高了业务

永续性；单一端到端供应商的单一交换机产

品简化了运营；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

● 发展—— 10千兆位以太网网络核心；利用

单一平台和单一供应商取代七家单点产品供

应商，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

Woodside Petroleum将其总部迁移到一座新办公

楼，采用了基于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

的业务就绪园区和数据中心网络，实现了融合联

网和一个整合式、智能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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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西澳大利亚的Woodside Petroleum有限

公司是一家居领先地位的自然资源公司，作为

成功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商、开发商和生产

商，其国际声誉蒸蒸日上。Woodside不仅在澳

大利亚，而且在国际能源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

角色。20世纪 70年代初，在西澳大利亚荒芜

的Pibara地区距Dampier海岸约130公里的地

方，North Rankin、Goodwyn和Angel天然气

田的发现为公司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些气田

最终促成了澳大利亚最大型的能源开发活动—

—西北大陆架探险。西北大陆架的液态天然气

不仅可供给西澳大利亚，还行销到世界各地。

Woodside数据中心位于珀斯总部，拥有 150台

服务器；其中，约60%运行着Windows的一些

版本，另外 40%则是基于UNIX。它最关键的

应用是一个专用地球物理应用，用于管理

Woodside勘探、开采和生产。该应用存放着通

过测试井打钻而生成的许多三维图像。数据中心

还处理 SAP、电子邮件和人力资源等其他应用。

直至不久前，数据中心还像Woodside网络其

他部分一样，拥有若干家供应商的单点产品。

其WAN连接采用思科路由器，LAN主要是基

于 Cabletron交换解决方案，安全产品源于

Checkpoint，电话由爱立信负责提供，虚拟专

用网（VPN）来自于Aventail，无线网络源于

Oronoco，而存储解决方案则是Brocade Stor-

age Products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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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side的员工分别位于珀斯中心商业区的6

幢办公楼中，因而实现顺畅通信和有效地开展

商务活动成了一项难题。为合并员工、提高业

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2001年Woodside着

手设计和构建新的总部大楼。六个工作地点合

并为一是整个迁移计划的一部分，为此公司决

定在新大楼中构建全新的网络。公司希望通过

更有效、更简化的运营和管理，使投资能够带

来较低的拥有成本和更高的可靠性。

“该项目的价值极为重要。公司的发展以及项

目和地点的多样性要求我们的数据中心能够容

纳大量关键数据”，Woodside Petroleum信息

技术经理Ralph Alexander说。

虽然需要重新设计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网络，

Woodside主要关注的还是向网络融合，尤其是

向IP电话的迁移。公司需要在新总部安装2000

部 IP电话，并希望将视频功能从房间式的电视

会议转向桌面电视会议。

对新数据中心的初始要求是部署一个业务就绪

基础设施，保留其现有应用环境，实现建筑物

间的无故障迁移。Woodside还希望利用更大型

的10千兆位以太网核心，优化应用的可用性和

网络性能，并强化其存储网络，以便为灾难恢

复提供夜间备份功能，与此同时提供足够的安

全保护。IT部门需要一种灵活、可扩展的基础

设施，以支持未来的功能和发展，并在以前的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的基础上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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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是能够提供配备Woodside所需所有部件

的业务就绪系统的唯一一家网络供应商。思科

向世人证实了集成端到端网络设计的价值，网

络各层的共同运行极大地提高了其固有的灵活

性和智能，提供了持续、可预测和可靠的服务。

Woodside了解了思科路由器在WAN边缘表

现出的卓越性能，并对思科产品的可靠性及

Cisco IOS®软件的实力深信不疑。

“我们对思科产品的使用体验始终很好。其设

备极其可靠，我们希望这一全新思科网络将能

够提高总体永续性。在我们的决策中有一个重

要因素，那就是可从思科TAC〔技术支持中心〕

获得持续的支持”，Alexander说。

思科以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为基础，

为其LAN和数据中心提供了设计建议。它也对

混合Catalyst交换机设计模式进行了评估，但

是根据Woodside对安全和高可用性的需求，最

终还是确定了在解决方案中仅使用Cisco Cata-

lyst 6500系列交换机，可实现最低成本、最高

灵活性。“Catalyst 6500提供了所有的优势，包

括服务质量、安全、冗余等我们运行安全、高

质量网络所需的一切”，Woodside的通信分析

师Craig Simpso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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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决方案为Woodside提供了下列功能：
● 可扩展性——模块化平台使Woodside可随

着公司发展而添加线卡，虚拟 L A N

（VLAN）分段则可逐个应用地进行管理
● 高可用性——双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

Supervisor Engine 720、冗余链路和软件特

性，实现了快速故障恢复

“该项目的价值极为重要。公司的发展以及项

目和地点的多样性要求我们的数据中心能够容

纳大量关键数据。

      ——Woodside Petroleum信息技术经理

Ralph Alexander

● 集成服务——特制模块实现了智能网络服务

与基础设施的紧密匹配，服务包括内容交换、

安全、管理和虚拟专用网等

● 安全——支持 IEEE 802.1x验证、VLAN分

段和高性能、集成安全模块，如防火墙服务

模块（FWSM）
● 10千兆位以太网——用于核心到远程存储

设施的高性能交换

● 高交换端口密度——使用灵活的 10/100/

1000以太网线卡，进行服务器集群汇聚
● 投资保护——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

调整的、灵活的模块化平台

● 互操作性——可与存储网络交换机，如Cisco

MDS 9500多层导向器交换机互操作

● 降低拥有成本——凭借集中的自动化Cisco

Works工具，实现网络融合和其他优势

端到端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设计为思科IP电

话和Cisco Aironet®无线LAN（WLAN）接入点

提供了馈线电源，此外，简化的备件降低了开支，

还为客户支持提供了单点联络功能。集成端到端

设计允许 IT团队仅仅使用一个网络操作系统—

—Cisco IOS软件，无需再管理从前网络中七家

供应商的七个操作系统间的互操作问题。将数

据、话音和视频功能融入单一基础设施，与管理

多个独立网络相比，节约了资金，尤其是海外钻

井平台的长话费。不仅如此，它还节约了重要的

安装空间和电源，降低了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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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数据中心网络配备有双Catalyst 6513系列

交换机，带双 Supervisor Engine 720模块、双

电源，以及10/100/1000和10千兆位以太网混

合接口。每台服务器都连接到这两台交换机，

以实现冗余。负责保护数据中心的是带集成

FWSM的交换机，IP安全（IPSec）VPN服务

模块（VSM）则提供了数据中心应用和钻井平

台等远程地点间的安全连接。

数据中心和远程灾难恢复地点间的双 10千兆

位以太网链路提供了高带宽存储网络。灾难恢

复地点拥有一台Cisco Catalyst 6513交换机，

带双Supervisor Engine 720模块、双电源和光

纤通道接口模块。在连接的两端，Cisco MDS

9509多层导向器交换机利用思科虚拟存储局

域网（VSAN）技术管理存储集群。集群间的

通信采用了 IP光纤通道（FCIP），以确保简便

性和可靠性。目前，整个数据中心每周备份一

次，夜间采用增量备份。

整个网络利用CiscoWorks工具管理，与需要

分别管理七家供应商解决方案的从前网络相

比，是一种更为简化的解决方案。Woodside可

以使用CiscoWorks的自动配置功能， 向许多

Cisco Catalyst 6500交换机分发软件镜像和配

置更新，同时先进的排障和监控工具则使其可

以快速识别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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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side希望其业务就绪思科数据中心网络

能够提供更高的稳定性和永续性，系统管理较

从前的多供应商网络更为简化，并提高了IT员

工的生产效率。“作出使用Catalyst 6500系列

产品的决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从消除风险

的角度考虑”，Alexander说，“此平台的简易

性、较少的交换机数量、更少的备件，对于决

策过程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因素也导

致了拥有成本的降低。凭借单一供应商解决

方案，Woodside还可以更快地解决问题，而

非在若干家供应商间不断协调。

2004年初，Woodside搬入了新办公楼。虽然

IT员工开始时关注的是思科 IP电话的部署和

电视会议网关，但是，公司已为数据中心网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已安装了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平台，其远程存储网络也为

快速灾难恢复做好了准备。Woodside的交换功

能使其可以直接向数据中心添加集成功能，而

无需增添机架空间。公司正在考虑使用入侵检

测系统模块（IDSM-2）使数据中心更加安全。

Woodside希望其业务就绪思科数据中心网络

能够保护资源、优化业务能力，并支持容量和

收入的发展。该网络提供了更高的业务永续

性，其灵活性也加速了技术的调整能力，为能

源领域动态的业务特点提供了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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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获具体信息，请访问：http://www.cisco.com/

go/datacenter

图 1  Woodside Petroleum数据中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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