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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概述

无与伦比的渠道商机 此计划的目标是增加早期市场份额，传递端到端思科数据中心价值主张，以及将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UCS) C 系列定位为数据中心业务优势和统一计算的切入点。

本攻略侧重于将机架服务器采购中心与 C 系列消息相联系以及截取服务器升级和更新机会。

• 锁定竞争对手拥有的客户

• 现有 Cisco Nexus 客户

• VMware vSphere 4 和 Cisco Nexus 1000v 采用者

• UCS 发布活动响应者和其他 UCS 现场/在线活动

合作伙伴优势

• 思科致力于大力投资最终用户营销，这将为广大合作伙伴创造良机。

• 合作伙伴能利用思科在研发领域上十亿美元的投资以及我们与行业领先技术合作伙伴联手

推出的一流创新

• 合作伙伴还可通过数据中心的其他服务获得更强大的客户掌控度以及更多/长期产品与服

务收入流。

• 这些服务同时还可提供更多盈利商机 - 增值服务、服务器及软件销售。

• 现在，合作伙伴能够更有效地从商品化市场众多新产品和服务中脱颖而出。

• Cisco UCS 和 C 系列是对合作伙伴现有思科业务的自然延伸，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已体现

在许多案例中

• 我们有更多理由可以更频繁地联系客户，实现更短的销售周期、更快的“周转期”。

• 很少有解决方案所有者会事先在出现问题前想好避免指责的办法，例如，设法提供更有力

的支持服务和提供诸如 Nexus 与 Catalyst 交换机档次的一流服务器支持。

1：计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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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渠道商机

思科通过对新产品、市场及合作伙伴关系持续进行投资，得以创造机会进入新

采购中心。这些采购中心的市场前景广阔，对公司在当今市场取得成功有着尤

为重要的意义。机架式服务器市场是 160 亿美元的行业 ¹。强势进入这块市场或

提升市场认知率可使您：

• 进驻新的数据中心周边市场，获得新客户群

• 拓展您的数据中心产品组合

• 为客户提供经过虚拟化优化的创新备选产品，满足当今的意外服务器架构需求

• 让客户充分利用思科在同业最佳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行业领先的服务器性能

• 利用思科的各种竞争工具和计划 

• 为今后的交换机产品与数据中心销售奠定基础

1 IDC 服务器追踪数据

总之，有了思科 UCS C 系列服务器和 Nexus 产品，再加上您的努力，就能创造

出可降低总拥有成本、提升业务灵活性且具备长期发展实力的 IT 基础设施。

为何该计划对于合作伙伴至关重要？

• 数据中心领先地位：合作伙伴和客户们采用 UCS C 系列服务器对于我们成功

实现加速虚拟化市场而言非常关键。

· 回头客：思科固有的可靠性为客户打造出可供实现长期发展的 IT 基础设施，

此基础设施能降低总拥有成本，为您的客户提供更强的业务灵活性，从而促

成用户与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 扩展服务：UCS C 系列中包含多种服务，可帮助客户快速部署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保护其投资、优化长期运营，从而更好地满足其业务

需求。

· 为未来做好准备：通过定制最适应客户需求的日程安排并以此为据完成今后

向 Unified Computing 的迁移，客户将从思科独有的投资保护中大获其益。

· 计划激励措施：促销是令客户和合作伙伴积极采用思科最新技术的绝佳理由。

1：计划概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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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概述

统一计算

统一计算 

采用 Intel Xeon 处理器的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UCS) 将网络、计

算、存储访问和虚拟化资源整合到一个聚合系统中以：

• 降低总拥有成本

• 加强业务灵活性

• 提高生产效率

数据中心正处于重大变革期间。如今客户越来越意识到虚拟化的众多优势，包

括更低的设施和电源与冷却成本、更佳的服务器利用率、更高的服务级别，以

及更快的应用部署。但是，虚拟化也揭露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管理呈指数级

增长的未连接物理和虚拟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数量的复杂性。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使用虚拟化数据中心简化的架构，统一服

务器、存储访问、网络和虚拟化技术，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价值提升到一个

全新的层次。借助架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和服务的独特系统方法，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可简化数据中心资源，扩展服务交付，并从根本上

降低需要设置、管理、电源和冷却以及布线的设备数目。

Cisco UCS C 系列机架式服务器结合同类最佳技术与性能优势为客户交付经过

虚拟优化的基础设施以及统一计算的迁移路径。通过在一个机架外形中提供思

科统一计算的创新，C 系列服务器独特地提供统一交换矩阵、有效扩展、简化

的管理以及虚拟化组合达到 I/O 级别。意识到统一计算的优势可根据需求实现

有助于降低 TCO，提高业务灵活性以及充分发挥数据中心的潜力。

图 1：Cisco UCS C 系列机架式服务器可用于各种数据中心环境，包括使用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Cisco Nexus™ 系列产品和思科及第三方提供

的分布式以太网和光纤通道交换机的环境

1：计划概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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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概述

目标受众

目标受众 

• 寻求推进式 IT 解决方案的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以及远程办公室和分支机构环境

• 提供专用或多租户型托管的服务提供商

• 企业数据中心

寻求： 

• 部署机架式服务器以及使用或计划使用虚拟化的客户。

• 参与新应用计划或寻求整合服务器的客户

• 具有思科基础设施并且对统一交换矩阵感兴趣的客户：包含 Cisco Nexus 产品的 C 系列服务器是强大的

数据中心工具。寻求：

– 企业和中级市场数据中心

– 提供专用或多租户型托管的服务提供商

• 理想的面向客户的工作负荷包括：

–  C250：虚拟化、数据库和其他内存密集型应用（业务处理和决策支持工作负荷）

– C210：具有扩大存储需求的 Web、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应用（分支机构和远程办公室工作负荷）

– C200：密度和经济性至关重要的 Web、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应用（IT 和 Web 基础设施工作负荷）

客户裨益 

• 更低的 TCO

– 统一交换矩阵需要极少的交换机、布线和适配器，从而减少了资本支出 (CapEx)。借助 Cisco UCS 

C250 M1 服务器经虚拟化优化和扩展的内存功能，需要更少的服务器，包括更少的四插槽服务器。

通过使用成本更低的 4-GB DIMM 来满足更大的内存需求（多达 192 GB），客户可显著降低每服务

器成本。

– 由于独立设备数目减少，此解决方案使用的电源、冷却和空间更少，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 (OpEx)。

由于采用一次布线架构，出错的机率更小，修复错误的次数也减少了。服务器更少意味着管理、维

护、支持和许可成本降低。

1：计划概述（续）

http://www.cisco.com/go/unified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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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受众

1：计划概述

目标受众（续） 

• 改进的 IT 灵活性

– 思科内存扩展技术为各种工作负荷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非常适用于虚拟化、数据库、企业资源规

划 (ERP)、高性能计算 (HPC) 以及其他内存密集型应用。您不需要四插槽服务器来获取扩展的内存支

持。该解决方案支持使用 8-GB DIMM 的两插槽服务器上可用的最大内存空间 (384 GB)。

– 一次布线架构允许一次安装机架级布线，以更高的准确性、更少的错误以及更大的应用可用性支持

快速变化的数据中心。

– 单个统一网络允许任何服务器连接到 LAN、SAN 或 HPC 环境，从而支持一致的数据中心存储战

略，采用该战略，完全可承受将光纤通道连接扩展到数据中心的每台服务器的成本。

– Cisco VN-Link 技术提高了虚拟机移动性，并以更大的灵活性实现更高的资源利用率。

– Cisco Nexus 产品支持通过 iSCSI、网络附加存储 (NAS) 和以太网光纤通道 (FCoE) 协议访问存储，

实现支持几乎所有应用及其存储需求的更大选择和灵活性。

– Cisco UCS C 系列服务器允许在按需可扩展的基础上部署，使服务器需求符合组织需求。

• 投资保护和未来就绪状况

– 只有思科和思科合作伙伴提供统一计算的内置迁移路径。

– 该解决方案提供经虚拟化优化的平台，并且 Cisco VN-Link 技术、虚拟化环境的处理器支持以及内存

空间可支持更大的虚拟机密度。

– 企业或机构如今可通过 Cisco UCS C 系列服务器和 Cisco Nexus 产品获得思科可靠性，并且可根据

需要迁移至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1：计划概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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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产品

1：计划概述

目标产品

UCS C 系列产品和服务重要特性

• 将统一计算的创新能力和优势扩展到机架式服务器。

• 内置 10GB 以太网统一交换矩阵降低了布线和设备成本

• 采用 Cisco VN-link 技术的经虚拟化优化的平台

• 经虚拟化优化的机架式服务器平台可供客户选择并提供统一计算路径

– C460 M1 – 非常适用于计算和内存密集型独立应用、高性能虚拟机以及大型单实例数据库应用

– C250 M2 – 整合、虚拟化、大型内存需求的理想平台（ERP、数据库、HPC）

– C210 M2 – 具有较大内部存储的一般用途和虚拟化平台（16 个 SFF 驱动器）

– C200 M2 – 外形小巧的一般用途和虚拟化平台 (1RU)

• 思科专利内存扩展技术（仅限 C250 M2）

– 2RU、2 插槽服务器中获得多达 384GB 内存

– 可代替 4 插槽服务器用于大型内存并实现显著节约

– 可使用更便宜的 4GB DIMM 并获得多达 192GB 内存。

– 相比配置类似内存的竞争性服务器，可节约 27% 至 39%。

• 统一计算高级保证和统一计算支持服务

– 购买技术服务合同的客户通常：

 •  拥有更高的客户满意度

 •  更稳定的忠诚度

– 销售技术服务合同通常意味着： 

 •  回头客机率更高

 •  经销商问题更少 

 •  关注销售活动的时间更多

1：计划概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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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号召工具和服务

1：计划概述

行动号召工具和服务

主要行动号召是让潜在客户与您和合格思科合作伙伴和/或 PSS（面对面或通过 WebEx）会面，让他们面对面交谈以解决问题。

工具和服务

服务 说明 链接

UCS 功率计算器 该计算器可供个人配置多个刀片式内部机箱、多个机箱以及多个机架服务器，同时

实现对打印机的 PDF 输出。

http://www.cisco.com/assets/cdc_

content_elements/flash/dataCenter/

cisco_ucs_power_calculator/

客户支持部门 – UCS 服

务产品

加速过渡至统一计算架构 

获取成功计划、构建和运行服务器虚拟化、移动性管理、无状态计算、应用程序调

配以及其他基于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的解决方案所需的专家帮助。

准备、计划、设计和实施服务 

Unified Computing 架构评估服务 Unified Computing 规划、设计和实施服务  

Unified Computing 虚拟化服务 

操作服务 

Unified Computing 支持与担保服务  

Unified Computing 远程管理服务 

优化服务 

数据中心优化服务

www.cisco.com/go/

unifiedcomputingservices

用于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交易的 Cisco 

Capital 融资

此 Cisco Capital UCS 融资允许提高可为指定技术合作伙伴产品的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交易出资的非思科产品百分比（在 30% 的标准融资比率限制基

础上提高）。借助此融资能力，合作伙伴可能会更积极地向其客户销售整个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从而形成竞争优势。

在 www.cisco.com/go/growit 的“最终

用户服务”下可参阅融资详细信息

不可转售 (NFR) 思科的 NFR 计划专门设计用于奖励拥有思科认证和专业化认证的经销商，他们以很

高的折扣价格获得其实验、演示和销售办公室基础设施非盈利性活动中使用的产品。 

注意：大区计划版本有所不同并且由国内团队领导。

http://wwwin.cisco.com/wwchannels/

uschannels/bizfieldops/promo_gov/nfr.

shtml

1：计划概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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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sco.com/go/unifiedcomputingservices
http://www.cisco.com/go/growit
http://wwwin.cisco.com/wwchannels/uschannels/bizfieldops/promo_gov/nfr.shtml
http://wwwin.cisco.com/wwchannels/uschannels/bizfieldops/promo_gov/nfr.shtml
http://wwwin.cisco.com/wwchannels/uschannels/bizfieldops/promo_gov/nf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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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号召工具和服务

1：计划概述

行动号召工具和服务（续）

客户服务

服务 说明 链接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ROI 工具

深入了解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如何通过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收益

率 (ROI) 和总拥有成本优势助您更新日渐老化的服务器客户群。

https://express.salire.com/usermgmt/register/

default.aspx?brandingtypeid=694517b5-2baf-

472f-8ef6-f76695fb4342

Cisco UCS C 系列概

览视频

了解思科的行业标准机架式服务器如何降低总拥有成本 (TCO) 和提高业务灵

活性。（4 分 29 秒）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

ps10265/ps10493/c_series.html

TechWiseTV：Unified 

Computing 之旅

了解 Unified Computing，了解思科、Intel、VMware、BMC 以及 Oracle 

如何通过思科的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在革新数据中心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http://www.cisco.com/go/semreg/twtv_

dcunified/186911_29

思科知识网络：UCS Unified Computing 详尽技术 http://www.ciscoknowledgenetwork.com/dc/

archives.php

网络广播 

Unified Computing：

旅程 

第 1 部分：思科和 Intel 一起商讨进度规划以及创新事宜，为通过 Unified 

Computing 转至效率更高、可管理性更强的简化数据中心做好准备。（按

需定制）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

uc/186453_4

第 2 部分：思科和 VMware 共同探索虚拟化创新，如 VN-Link、虚拟接口卡

以及 VMware 的 VMotion™。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

vmware/187245_19

第 3 部分：思科和 BMC 双方共同研究系统管理创新，如 BMC 的 

BladeLogic™ 和思科的 UCS Manager。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

bmc/187428_19

1：计划概述（续）

https://express.salire.com/usermgmt/register/default.aspx?brandingtypeid=694517b5-2baf-472f-8ef6-f76695fb4342
https://express.salire.com/usermgmt/register/default.aspx?brandingtypeid=694517b5-2baf-472f-8ef6-f76695fb4342
https://express.salire.com/usermgmt/register/default.aspx?brandingtypeid=694517b5-2baf-472f-8ef6-f76695fb4342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ps10265/ps10493/c_series.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ps10265/ps10493/c_series.html
http://www.cisco.com/go/semreg/twtv_dcunified/186911_29
http://www.cisco.com/go/semreg/twtv_dcunified/186911_29
http://www.ciscoknowledgenetwork.com/dc/archives.php
http://www.ciscoknowledgenetwork.com/dc/archives.php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uc/186453_4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uc/186453_4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vmware/187245_19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vmware/187245_19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bmc/187428_19
http://www.cisco.com/go/semreg/dcof_bmc/187428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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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思科？ 为什么是
现在？

2：定位思科

为什么选择思科？ 为什么是现在？ 

•  企业或机构必须降低 TCO 并增加业务灵活性。

•  客户在想方设法整合、虚拟化、集成、管理和扩展其 IT 资源以满足这些要求时，越来越需要“统一计

算”（尽管他们不这样叫）。

•  思科提供唯一基于行业标准的、完全集成的、聚合、统一计算系统 – 针对今天的虚拟化和扩展以及未来

明天的数据中心而优化。

•  采用 UCS/C 系列的合作伙伴将进入/扩展到成熟领先者支持的增长市场，并可以⋯

–  加大对客户的掌控度并形成更多/长期产品和服务收入流。

–  追求更多盈利商机 - 增值服务、服务器及软件销售。

–  从商品化市场众多新产品和服务中脱颖而出。

–  受益于思科对最终用户营销生成利益和合作伙伴需求的投资。

2：定位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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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处理

3：致电指南

3：致电指南
异议处理

在初次通话以及与各种业务决策者和技术 

决策者会面时，您可能会遇到这些托辞和异议。

异议 响应

a. 思科没有服务器从业经验。  数据中心的未来将是一个虚拟化的集成聚合整体 - 而非单个组件。思科已经开发出替代型系统方案，该方案集网

络、计算、虚拟化和存储访问于一体，已于 2009 年 3 月推出，采用刀片服务器外形规格。思科现推出专门解决各

种工作负荷的 C 系列机架式服务器，以期扩展此产品组合。

b. 我不想在我的环境中加入其他服务器

供应商。

思科已经是您环境中的受信任方。您不是在加入新供应商，您只是在引入一种更有效的新方法。

c. 思科在交付服务和集成新应用方面的知

识有限。

思科屡获殊荣的服务和关键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关系使思科完全有能力帮助客户解决从服务器整合项目到复杂应用集

成等各方面的相关需求。思科还拥有最有能力的全球渠道合作伙伴，能够满足任何客户的最苛刻的数据中心要求。

d. 不能通过标准系统和网络管理工具管理

思科服务器。

Cisco C 系列服务器提供一组基于标准的综合性灵活管理选项，使数据中心能在时下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中使用服

务器的创新功能。同时，这些管理功能还允许将来迁移到 Unified Computing，可以保护您的投资。选项包括：

• Integrated Management Controller – BMC 或 Baseboard Management Controller

• Front Panel KVM

•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v2.0

• UCS Manager (C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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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持资源

外部

Cisco UCS C 系列机架式服务器：UCS C 系列宣传资料资产，例如概览综述、

数据表、演示和白皮书。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493/index.html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解决方案 

http://www.cisco.com/go/unifiedcomputing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265/index.html#~hide_v3~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视频） 

http://www.cisco.com/cdc_content_elements/flash/netsol/data_center/

ucs_video/pop.html

Unified Computing：升级您的企业（视频）。将您的数据中心转变为效率更

高、响应速度更快且更具弹性的资产。（4 分 23 秒）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

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视频和互动模型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视频） 

http://www.cisco.com/cdc_content_elements/flash/netsol/data_center/

ucs_video/pop.html

Unified Computing：升级您的企业（视频）。将您的数据中心转变为效率更

高、响应速度更快且更具弹性的资产。（4 分 23 秒）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

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Cisco UCS C250 M1 互动模型：高性能、内存密集型服务器 

http://www.cisco.com/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02/ucs250_

kaon_model_preso.html

Cisco UCS C210 M1 互动模型：通用机架式服务器 

http://www.cisco.com/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16/ucs210_

kaon_model_preso.html

Cisco UCS C200 M1 互动模型：高密度机架式服务器  http://www.cisco.com/

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01/ucs200_kaon_model_preso.html

合作伙伴方面

对于 ATP 合作伙伴：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合作伙伴资源中心 

www.ciscoprc.com

思科分销中心：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http://cdp.dmmhost.com/cdp/auth/products/unified_computing_system/c-

series_information/

思科合作伙伴需求开发活动 

http://www.thepartnergrid.com

思科合作伙伴市场营销中心 

www.ciscopartnermarketing.com

思科合作伙伴空间 

http://www.ciscopartnerspace.com

VCE/Vblock：了解有关思科虚拟计算环境的详细信息，在此注册 Vblock 机会： 

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sell/technology/datacenter/vce.html 

视频：升级您的企业：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

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 改变数据中心

Cisco Capital 合作伙伴门户

http://www.cisco.com/web/emergingmarkets/ordering/capital/index.html 

4：支持资源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493/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go/unifiedcomputing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265/index.html#~hide_v3~
http://www.cisco.com/cdc_content_elements/flash/netsol/data_center/ucs_video/pop.html
http://www.cisco.com/cdc_content_elements/flash/netsol/data_center/ucs_video/pop.html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cdc_content_elements/flash/netsol/data_center/ucs_video/pop.html
http://www.cisco.com/cdc_content_elements/flash/netsol/data_center/ucs_video/pop.html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02/ucs250_kaon_model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02/ucs250_kaon_model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16/ucs210_kaon_model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16/ucs210_kaon_model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01/ucs200_kaon_model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ps10265/ps10493/ps10501/ucs200_kaon_model_preso.html
http://www.ciscoprc.com
http://cdp.dmmhost.com/cdp/auth/products/unified_computing_system/c-series_information/
http://cdp.dmmhost.com/cdp/auth/products/unified_computing_system/c-series_information/
http://www.thepartnergrid.com
www.ciscopartnermarketing.com
http://www.ciscopartnerspace.com
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sell/technology/datacenter/vce.html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224/ns944/dc_vision_preso.html
http://www.cisco.com/web/emergingmarkets/ordering/capit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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