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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铺就未来的 IT 服务之路
随着公共云和托管服务的迅猛发展，转型中的企业希望
IT 部门“像服务提供商一样”运营，这让 IT 部门面临
不小的挑战。
希望企业 IT 部门像公共云和托管服务提供商一样提供
基础架构服务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对各大公司 CIO
和 IT 主管进行的一项近期调查显示，“云转型步伐正
在不断加快，大型企业是云环境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各类云计算服务成为热议的焦点，因为企业 IT 部门正
在积极寻找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而且最好能加快）向企
业内部云基础架构提供商转型步伐的基础架构交付模
式。

只有当下做出正确的技术
决策，才能铺就未来的成
功之路。
企业在为整合下一代数据中心基础架构的基本组件而进
行必要的技术投资时，面临着各种艰难的抉择。
利用云服务虽然可以实现无与伦比的业务敏捷性和灵活
性，但是企业要像服务提供商一样交付基础架构即服务
必然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许多企业发现难以跟上技术
创新的步伐。
在按照 Amazon Web Services 和 Microsoft Azure 的
步伐快速进行创新时，即使规模最大、最灵活的企业 IT
组织也感到吃力。企业能否高效部署和扩展支持各种工
作负载的云基础架构服务，可作为其 IT 部门规划企业
未来云愿景的基准。
企业 IT 部门在分析自己能否像服务提供商一样构建和
部署基础架构服务时，应考虑以下几个关键业务因素：
• 首先应将哪些核心基础架构服务和解决方案产品化，
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业务扩展和灵活性？
• 如何增强投资灵活性以及如何更轻松地在正确时间为
正确的工作负载采购正确的 IT 资源？
• 如何更经济高效地为内部用户提供更优质的基础架构
服务？

• 如何利用服务提供商模式减少影子 IT？
• 如何简化运营以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公司利润率？
• 如何利用新的基础架构模式加快上市步伐并获得竞争
优势？

为此您需要不懈努力，才
能始终体现自身的核心价
值，并在竞争中屹立不
倒。
只有当下做出正确的技术决策，才能铺就未来的成功之
路。本白皮书将帮助您了解如何应对大企业客户当前面
临的挑战，搭建用于打造下一代数据中心平台的系统，
以满足您日新月异的云技术需求。

重新制定 IT 基础架构战略
影响企业 IT 战略的云基础架构因素瞬息万变。竞争对
手在迅速改进其企业 IT 服务交付模式，而超大规模提
供商也在变革基础架构提供方式。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
IT 处于云环境时内部客户看到的价值。为此您需要不
懈努力，才能始终体现自身的核心价值，并在竞争中屹
立不倒。为了满足 IT 客户的需求并对提高企业利润发
挥积极作用，需要您持续不断的努力，还要在经济效率
与客户满意度之间做出权衡。
云和托管服务提供商的日常运营受五大关键要素影响。
在您重新制定企业基础架构战略时，这五大关键要素将
帮助您决定“像服务提供商一样”构建企业 IT 基础架
构所需的底层技术组件。
降低基础架构存储成本
企业 IT 再次被视为业务支持部门，而不是成本中心。
成功的企业 IT 部门会认真倾听客户的想法，了解当前
和未来的应用需求，从而构建正确的解决方案帮助提高
业务部门的效率。IT 领军企业必须不断扩充服务产品
组合、加快服务开发并迅速按需部署自动化的服务，才
能为持续改进和进步提供有力支持，帮助创造利润，实
现既定业务目标。而作为云和托管服务提供商，其业务
就是通过销售基于技术的服务来获得合理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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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市场，增强服务能力
无论您是服务提供商还是企业 IT 部门，传统存储系统
的部署和运行都很复杂，达到服务提供商规模时尤为如
此。
在制定下一代数据中心战略以满足企业客户的未来预期
需求时，旧式存储系统根本无法胜任此项任务。数据
存储系统是任何云和托管服务基础架构平台的血液。要
将存储平台产品化，必须了解如何对您的存储解决方案
进行定价、推介和产品化，以迎合下一代数据中心企业
客户的需求。如果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供全新解决方
案，那么在市场推广中，您的成员可以享受更高的灵活
性。
降低业务风险
基础架构服务环境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计划外存
储采购需求、系统级中断或对大容量基础架构的突发需
求。其中任何一种风险都可能给正常的一天造成灾难，
并对企业 IT 部门造成重大财务影响。在重新制定云战
略时，要构建长期可预测的企业云部署，关键在于能否
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并减小影响。
简化运营
强大的运营团队在提升云体验、解决客户问题和提高内
部客户满意度方面常常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不创
收但又十分重要的团队是任何 IT 部门内最主要的成本
消耗者。遗憾的是，他们会对最终客户的服务交付成本
产生不利影响。在制定数据中心战略时，在基础架构堆
栈的所有级别合理地平衡人工操作和 API 驱动型系统自
动化方法至关重要。
在简化运营和服务部署的同时，也要为客户提供人工操
作体验并与客户建立个人联系，这是设计下一代数据中
心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加速 IT 扩展，增强灵活性
考虑到云部署的普遍性，企业 IT 部门需要采用与公共
云和托管服务提供商类似的基础架构部署模式。能否按
需扩展并满足内部客户的随机或意外基础架构需求，成
为构建并运行真正企业云基础架构的关键所在。
Netapp 帮助企业了解服务提供商如何构建成功的云基
础架构
NetApp 提供的下一代软件定义的横向扩展存储架构可
以实现精细扩展和缩减，帮助您突破技术上的束缚，让
您无论当下还是未来都能取得更出色的业务成果。在云
架构中采用 NetApp® 存储后，您可以即刻搭上下一代
数据中心的快车，享受无与伦比的卓越特性，例如有保
障的服务质量 (QoS)、前所未有的可扩展性、对 S3 和
S3 即服务的支持以及全面的基础架构自动化等。

与 NetApp 合作，您可以
集中精力执行业务使命，
无需过多关注业务赖以运
行的技术。
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支持以下部署方式：
• NetApp SolidFire 全闪存存储：专为满足结构化数
据和高性能应用程序的性能和容量需求而进行了优化
®
• NetApp StorageGRID 对象存储：非结构化富内容
的理想存储库
• NetApp HCI：适用于小规模 IaaS 和专用托管私有
云。
®

与值得信赖的云合作伙伴 NetApp 合作，您可以集中精
力执行业务使命，无需过多关注业务赖以运行的技术。
NetApp 下一代存储架构不仅能够为您充分挖掘存储的
价值，还能更好地满足新老客户的需求、简化运营并降
低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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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基础架构存储成本
提高利润率的同时打造创新型 IT 云服务。

传统存储的局限性
如果您使用的是传统存储架构，可能很容易发
现，要充分利用这些投资并实现完全折旧十分困
难。您希望实现效率更高的部署，但繁琐的管
理、有限的自动化程度以及复杂的扩展操作已然
成为您的绊脚石，而此时公共云公司却在提供您
无法提供的服务。
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可以帮助您：
• 发掘新的收入来源
• 满足数据增长需求
• 提供新型云消费模式

从存储中发掘新的收入来源
利用 NetApp 的存储架构，您可以在不增加资本成本或
数据中心复杂性的情况下，加快服务交付速度并发掘新
的创收机会。
例如，通过 SolidFire 全闪存存储，您无需依靠其他存
储架构即可实现存储和性能分层。您可以设定最小性能
阈值和最大性能阈值，以创建容量导向型和性能导向型
分层，只需单击几次，便可即时将客户数据从一层移至
另一层，而无需执行迁移。
利用可扩展的云平台支持数据增长
大多数存储架构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纵向扩展。如
果一个存储系统达到其限制，您需要不断添加新的存储
系统，复杂性和管理开销也在无形中增加。NetApp 下
一代存储架构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支持您横向扩展存储
性能和容量，一次扩展一个节点或设备。这种方法更符
合您的战略性业务增长计划需要。
如果您的内部客户需要使用对象存储来存储非结构化
富内容、物联网 (IoT) 数据或大型数据湖，您可以采用
NetApp 灵活的软件定义存储，它可以通过横向扩展来
支持分散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类型介质上的数十亿个对
象。NetApp 的动态策略引擎还可以简化整个数据生命
周期内的数据管理。

最低

最高

突发

按需交付新型云消费产品或服务
内部客户需要使用的服务类型以及使用地点和方式都会
不断变化。存储基础架构必须足够灵活，您才能快速上
线新服务，而不必重新构建或提前部署大量新的硬件。
NetApp 通过提供出色的扩展能力和新型消费模式，让
您有更多方式提高存储服务交付潜力。如本文中的示例
所示，服务提供商利用 NetApp 下一代存储架构为各
种私有云、公共云和混合云服务奠定了基础，企业可从
了解他们的真实体验中得到启发。

德国吉森大学 (University of Giessen)
®
®
德国吉森大学采用 NetApp SolidFire 技术为其
分析软件服务提供支持，帮助全球研究人员解决
医学和生物科技方面的棘手难题。
• 在全球支持 300 个研究项目
• 服务于全球 2,500 名研究人员
Premier Eye Care
为了克服之前存储解决方案效率低下的弊端并为
客户提供出色的性能，Previer Eye Care 实施了
NetApp SolidFire 全闪存存储。
业务优势
• 降低延迟
• 改善应用程序性能
• 快速备份和恢复
• 快速生成报告
• 线性扩展
• 性能保障
• 全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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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市场，增强服务能力
扩充服务产品组合，推动实施全新云基础架构部署模
式。

绘制产品化和服务开发蓝图
众所周知，增加新服务对于帮助业务发展至关重要，但
要抽出时间构建、规划和部署这些服务，却并非易事。
NetApp 通过提供产品化和服务开发蓝图，使这项工作
变得更加简便。如果 NetApp 能为您提供大部分现成的
方法，为什么要自己从零开始呢？

传统存储的局限性
传统存储架构对于您能否维持内部客户的满意度
影响深远。旧式存储存在种种局限性，使其无法
打造符合客户未来愿景的差异化服务。正因为缺
乏差异化优势，也就更难留住这些客户，避免在
公共云中出现影子 IT 部署。
如果需要托管性能敏感型企业级应用程序或下一
代工作负载，您当前的存储系统可能无法满足客
户的要求。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帮助您增强差异化优势并赢得更多客
户：
• 扩充可用服务产品组合
• 加快交付新服务的速度
• 提供可按需使用的服务

扩充服务产品组合，实现业务多元化和利润增长
利用 NetApp 的存储架构，您可以快速扩充服务产品组
合，满足更多工作负载需求或为特定类型的客户打造定
制化服务，亦可两者兼顾。
您可以为特定工作负载（例如电子商务、VDI、ERP/
CRM、协作和大数据）精确提供所需的性能或容量资
源，为定制具体应用程序服务奠定基础。例如，利用
NetApp 全闪存存储可以满足日益流行的桌面即服务
(DaaS) 苛刻的性能要求。
对于使用分析、IoT 或其他需要跨多个地区的大规
模对象存储服务的应用程序的用户而言，NetApp
StorageGRID 对象存储是理想之选。此外，许多企业
也针对开发、备份以及对数据的持久性、可用性、性
能、可扩展性或位置具有独特要求的其他应用情形部署
自己的 S3 即服务产品。

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采用自动化设计理念，让您
的团队能够轻松地自动执行存储功能，并支持客户通
过自助服务门户享受这些功能。此外，我们的“无限动
力，源自 NetApp”咨询团队随时协助您进行新解决方
案的开发、产品化和推广活动，为解决方案的上市提
供必要的帮助。我们经验丰富的服务提供商行业顾问可
以帮助您：
•
•
•
•
•
•

更深入地了解市场商机
准确地构建财务模式
加快上市时间
通过宣传、推介和制定 SLA 确立市场竞争优势
持续完善服务，确保获得最大投资回报
了解云和托管服务提供商如何部署基础架构来帮助您
增强企业云架构。

按需部署新服务
使用传统存储架构部署新服务的过程缓慢且要求苛刻。
例如，假设客户决定将存储在银牌分层存储服务中的
50 TB 数据转存到金牌服务中。将这些数据从银牌存储
迁移到金牌存储可能需要数小时乃至数天的时间，需要
占用大量基础架构和人力资源。
利用 NetApp SolidFire 存储，这一过程完全由软件定
义完成。只需更改客户数据的服务质量设置，整个过程
即已完成。新的服务级别会立即生效，而且无需迁移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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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NetApp 对象存储时，任何策略更改均立即生效。假
设某家客户的一项策略 是：将一份数据副本存储在美国，

一份存储在德国，一份存储在日本。然后由于法律发生变
化，此类型的数据不能再存储在日本。只需更改策略，数
据即可根据合规性要求自动移动，从而将本来工作量巨大
的数据管理任务变成只需单击几下鼠标便可完成的任务。

降低业务风险
随业务增长按需购买存储，减少过度配置并有效部署下一
代存储自动化

传统存储的局限性
传统存储模式会显著增加财务风险，因为您不得不
预先投入大量存储资本。
此外，容量一旦安装到位，再移动岂非易事。无论
计划多么周详，总会出现在某些数据中心部署的容
量过多，而在另一些数据中心部署的容量过少，从
而造成资产孤立，成本增加的情况。

1&1 打造更出色的云体验
NetApp 为 1&1 提供了一款存储解决方案，让他们
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性能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多
选择，使客户享受更优质的服务体验。这些功能有
助于 1&1 留住现有客户并吸引新客户。
“现在，我们在 55 秒内可以为客户提供 200 万种
服务器配置，无论对我们还是我们的用户，这都是
质的飞跃。有了一流的固态存储，他们再也不必担
心性能、可用性和可靠性问题了。”
— Javier Salcedo Gadea，
1&1 产品管理云部门主管

阅读完整案例。

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
通过基于节点的细粒度横
向扩展设计消除了这一风
险。

除此之外，传统存储还会在其他方面增加业务风
险。系统续订会增加资本成本，而导致中断的复杂
系统升级和其他一些造成停机的原因会削弱创收的
潜力。由于过度配置是防止资源争用的唯一方法，
因此您必须增加资本支出来进行过度配置，否则客
户流向公共云提供商的风险将提高。
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
您增强差异化优势并赢得更多客户：
• 随基础架构扩展按需购买存储
• 消除孤立资产
• 简化更新，减少停机

停止过度配置：随业务增长按需购买存储
为确保满足客户 SLA 的要求，传统存储架构要求前期投
入大量资本并进行过度配置。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
采用横向扩展模式，可以根据需要一次添加一个节点或
设备，使您的成本曲线更加贴近您的基础架构需求。借助
NetApp 全闪存存储有保障的性能，您无需过度配置即可
满足所有客户性能 SLA 的要求。
NetApp 对象存储支持分散在不同位置的多种介质（包括
磁带），因此可以通过优化数据放置来提高性能，或者最
大限度地降低归档数据的存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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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孤立资产，降低容量规划风险
对于管理多个数据中心的大型企业来说，如果容量规划有
误，所造成的财务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NetApp 的下一
代存储架构通过基于节点的细粒度横向扩展设计消除了这
一风险。
例如，假设您在弗吉尼亚部署了太多的容量，在德克萨斯
部署的容量却不够。使用此架构，您只需将弗吉尼亚系统
中的节点移至德克萨斯即可，而在得克萨斯，您可以无缝
透明地添加额外容量。弗吉尼亚系统中剩余数据的自动重
新分配对客户来说完全透明，不会影响系统性能。
简化更新并消除停机
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支持无中断运行、升级和基础
架构更新，可以延长您的存储联机时间，为客户的工作负
载提供更长时间的支持，不会因计划内或计划外维护而脱
机。此款架构本身还具有高可用性和自我修复能力，可以
进一步防止您的业务运营出现中断和停机情况。

Solidﬁre 客户情况
采用 SolidFire 的大企业客户大幅降低了风险。
与之前的数据存储平台相比，一家全球 500 强零
售企业在使用 NetApp 后，通过降低风险实现了
50-75% 的节省。
来源：全球 500 强零售公司的技术架构主管

简化运营
帮助团队实现从战术到战略的转型

传统存储的局限性
运营支出在预算中占很大部分。简化运营和控制支
出不仅对公司的盈利能力有直接影响，还能让运营
团队集中精力完成更多增值任务和战略任务。
传统存储基础架构会带来许多运营挑战。尤其对于
大多数存储架构而言，如果不在专业服务方面大量
投入，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实现所需的自动化和集成
水平。
系统升级复杂、耗时，并会造成中断，这不仅会对
运营产生巨大影响，还会导致预算陡增。在任何指
定时间，因维护而必须停机的基础架构越多，那么
为满足客户需求，需要部署的基础架构就越多。
最终，您的团队在故障排除任务上花费的时间越
多，对战略任务的关注度便会越少。NetApp 存储
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来简化或消除升级和故障排除
任务，这样不仅可以简化运营，还可以让您利用较
少的人员来管理更多的基础架构、服务更多的客户
和工作负载，并让员工腾出时间，集中精力从事增
加业务价值的任务。

Solidﬁre 客户情况
与之前使用的数据存储平台相比，PayPal, Inc.
因 NetApp 产品带来的敏捷性和灵活性而实现了
75-100% 的节省。
来源：重要客户 PayPal, Inc. 的存储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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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集成和自动化
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可以让您的基础架构和团队变
得更灵活。通过开源 REST API 可以轻松实现自动化, 这
不仅可以简化配置和管理等任务，还能避免昂贵的咨询接
洽过程，让您的团队以服务的形式为客户自动提供存储功
能。
NetApp 下一代存储架构采用 API 自动化设计理念，与
通常在事后仓促启用 API 作为补救措施的传统存储相比，
NetApp API 更为简单易用。
多平台集成（包括 VMware、OpenStack 和 Docker）简
化了集成任务，支持传统企业级应用程序和原生云应用程
序共享同一基础架构，从而可以降低规划过程的难度，并
进一步降低基础架构成本和管理成本。

自动化可以降低用户出错
的几率，最大限度地减少
故障排除任务，从而为您
节省大量时间。
团队转型
由于云基础架构过于复杂，您的团队很可能不得不在日常
运营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包括管理计算资源、虚拟化、
在多个存储阵列之间配置存储以及执行无休无止的软件及
固件修补和更新。NetApp 下一代存储架构的设计将彻底
改变这一现状。基于 REST 的 API 不仅简单、可靠，而且
适用范围广，可以消除许多以往需要手动执行的存储任
务。
如果某项任务每月需要手动执行五次或以上，则应该对
此任务进行自动化。通过自动化，可以减少用户出错的几
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故障排除任务，从而为您节省大量的
时间，您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提供更多服务并推动业务发
展。

加速 IT 扩展，增强灵活性
以类似服务提供商的模式提供可预测的企业基础架构性能

传统存储的局限性
随着公共云使用率日益攀升，企业 IT 构建、部署
和支持服务提供商（如基础架构）的能力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重要。
导致最终用户投诉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可预测的性能
以及停机情况。遗憾的是，传统存储架构应对这些
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过度配置。您或许已经很清
楚，过度配置会对基础架构和团队造成严重的影
响。例如，硬件利用率下降，基础架构无序增长，
资本成本全面攀升。随着环境的复杂程度日益增
加，团队工作效率会下降，进而使运营成本不断增
加。
即便如此，结果也是喜忧参半，通常无法令最终用
户满意。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可以通过以下功能，
更轻松、更有效地提升客户满意度：
• 性能保障
• 自助式控制
• 自我修复型架构
性能保障
通过根据最终用户需求情况交付合理水平的性能，并保证
SLA，您可以确保尽可能为每位用户提供最佳应用程序体
验。
NetApp 的性能保障有助于减少故障单数量，如果出现故
障，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解决故障的时间。
自助式控制
由于 NetApp 下一代存储架构可以轻松实现自动化，因此
您可以为最终用户提供自助式控制能力，使其可以在需要
时执行相关的操作。例如，如果在节假日期间，某个应用
程序遇到活动高峰，超出客户的性能 SLA 范围，则该用
户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找出问题并提高 SLA，而不再需要
通过提交故障单或客户服务请求来解决该问题。
客户对系统状况了解越多，控制权越高，他们也就越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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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复型架构
NetApp 下一代存储的设计不只是为了实现故障恢复能
力和高可用性，还需要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一旦发生故
障，服务质量不会受到影响，系统会在后台自动从故障
中恢复。与传统存储架构相比，NetApp 存储具备从更
严重的故障情形中恢复的能力。实际上，您的存储会随
着横向扩展变得更具弹性。

助您打造未来云服务的最佳合
作伙伴
如果您准备为未来的 IT 服务奠定基础，NetApp 随时
可以助您一臂之力。NetApp 的下一代存储架构可以让
您：

您的用户由此可以获得的优势是，无论其数据、应用程
序性能还是正常运行时间都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即使
是最严格的 SLA 要求也可以得到满足。对于您的运营
团队来说，无需再将故障视为紧急情况来立即做出响
应。硬件更换任务可以安排在最方便的时候执行。

• 更充分地利用基础架构创收和（或）实现成本分摊和
用量反馈，建立更强大的全新业务模式
• 通过扩充服务产品支持更多内部工作负载
• 消除过度配置，降低业务风险
• 实现高级自动化，简化运营
• 提高最终用户满意度，延长工作负载合同保留期限

DARZ 利用 NetApp StorageGRID 打造混合云
服务
对于德国 IT 服务提供商 DARZ 而言，采用
StorageGRID Webscale 基于对象的存储打造的
服务产品突破了传统存储架构的局限性，可以提
供一款可大规模扩展、稳定可靠的全球托管型对
象存储解决方案。

NetApp 有充足的理由证
明其技术和专业知识能够
有力地推动您的业务不断
向前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 StorageGRID Webscale 为客户
（尤其银行、能源和医药等垂直领域的客户）提
供一种新型混合云方法来保护和利用其海量数据
存储库和归档的价值，特别是全球企业的数据存
储库和归档的价值。”
— DARZ 销售和 IT 服务部门主管 Lars Göbel

未来三到五年，企业将增加对云服务的使用。为了让自
己做好充分抓住新机遇的准备，您需要一个业务合作伙
伴，可以帮助您实现转型并像当下成功的云和托管服务
提供商一样部署基础架构资源。
NetApp 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其技术和专业知识能够有力
地推动您的业务不断向前发展。无论对于您自己、您的
团队还是您的业务，NetApp 都是您的明智之选。

阅读完整案例。
Advanced Unibyte 选择使用 NetApp 技术实
现备份和灾难恢复服务
这家服务提供商通过将 NetApp Cloud Backup
与 StorageGRID Webscale 相结合，提供了一
种新型云服务，用来优化数据保留、可用性和性
能。
“有了新的 NetApp 解决方案，我们的云服务范
围得到了大幅扩展。现在，无论客户是否使用
NetApp 解决方案，我们都可以为整个市场提供
服务。”
— Advanced Unibyte AU 服务中心主管 Michael
Maier

阅读完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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