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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加速全业务数字化进程，“新基建”推动智能物联

升级。中国企业正在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创造“中国

速度”奇迹，打造“中国品牌”影响力。…

IDC在“全球 IT行业2020年预测”中首次提出了“数

字创新工厂（Digital…innovation…factories）”的概念，

并预测到 2025 年，将有 2/3 的企业每天部署代码而

被定义为“软件生产商”，所部署的新应用中有超过

90%是云原生的应用 1。同时，IDC预测，到 2024 年

将有超过 50%的 IT 开支用于数字化转型和创新 2。此

外，麦肯锡曾预测，到 2025 年，全球物联网经济的规

模将达到 4万亿 ~11 万亿美元 3。

在中国，“新基建”和后疫情将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数字

化创新工厂的加速器，促使中国企业在新的生态中加快

布局新“赛道”。

中国企业跑步进入“数字创新工厂”

1、IDC FutureScape: Worldwide IT Industry 2020 Predictions
2、IDC FutureScape: Worldwide IT Industry 2020 Predictions
3.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物联网：超越炒作之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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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使全业务数字化成为常态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了全世界数字化转型的“检验

场”。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通过全业务数字

化运营和服务交付，化危为机，使企业业务不降反增；

而还在数字化大门外徘徊或刚迈进一只脚的企业 ,…其

与数字化的距离让疫情期间的业务亮起了“红灯”，

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只好业务“停摆”甚至濒临倒闭。

疫情面前的不同命运，必将促使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加

快向全业务数字化、全价值链平台协作推进的速度。

“新基建”推动智能物联升级

“新基建”5G先行。5G的低时延、高带宽和广连

接的特性使工业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得以彰显。借助发

展“新基建”的政策红利，使人 - 机协同提升全要

素生产率，实现数字化智能物联成为可能。在“新基

建”所涉及的 7大领域中，5G的商用和规模部署为

实现工业互联网铺平了道路，进一步推动 IT 和 OT

（Operational…Technology）技术相融合，以及商

业模式的改变和全球产业链重塑。IDC预测显示，到

2023年，企业将有超过50％的新应用部署于边缘端；

到2024年，边缘应用程序的数量将增加800％4。因此，

跨边缘 -核心 -多云将成为工业互联网时代的典型 IT

架构，5G+云 +AI 将推动企业构建以数字为核心的创

新平台，加速企业在高度数字化平台上实现智能物联

升级。

4、IDC FutureScape: Worldwide IT Industry 2020 Pre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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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加速 IT 从“业务使能”
向“创新引擎”华丽转身

从传统经济向互联网经济、工业互联网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图 1），IT 的功能也

从早期的“业务使能”向业务“创新引擎”转型，企业 IT 战略从以架构为核心向以

应用为核心，以及以数据为核心演进。“新基建”将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普及，并使

跨边缘 -核心 -多云成为典型的工业互联网架构形态。现代化应用交付的效率决定

着企业的创新能力，基于平台和跨业跨界协作的能力则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空间。

相对于互联网企业和创新企业根据新业务模式来选择或部署 IT，企业级用户则需要

在保证业务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实现 IT 的演进升级。这些企业往往需要同时应对不同

的 IT 架构和云资源管理、应用部署和现代化进程，以及智能物联升级给业务带来的

挑战。

图 1 经济发展与 IT 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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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下，IT以架构为核心。这种 IT架构适用于应用数量少、

负载可预测的业务环境，应用从规划到部署实施往往以月甚至年

来计算，且管理和运维复杂，故障排除周期长。面对汹涌而来的

互联网经济，传统 IT 架构存在的这些弊端，使企业的业务创新面

临极大的挑战。

互联网经济下，IT以应用为核心。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应用数量和

云原生应用大幅增加的局面，企业利用“敏态”架构来满足需求，

而对于传统的核心应用，仍然需要采用“稳态”架构，以保证传

统业务的稳定运营。这种只能在“稳态”和“敏态”中选择其一

的模式，不仅难以对“敏态”和“稳态”进行一致性的管理，同

时也难以为核心应用现代化提供 IT 架构的一致性，从而给核心应

用的快速部署、运维带来屏障。

工业互联网时代，IT 以数据为核心。工业互联网通过万物互联

把设备、数据和人紧密地连接起来，通过M2M…(Machine…to…

Machine)…和人-机协同提高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

智能化水平，加速 IT和OT的技术融合。以数据为核心，跨边缘-

核心 -多云的架构、资源和服务的一致性，直接决定了现代化应

用的交付能力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架构、资源和服务的一致性，

不仅能够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进行现代化应用的动态部署，同时

提高基于AIOps（智能运维）的生命周期智能管理能力，推动 IT

从资源平台向融合了 IT 架构管理、多云资源管理和DevOps 平

台能力的创新平台转型。

在传统经济时代，面对 IT 部署缓慢、管理复杂的困境，令人耳目

一新的超融合架构应运而生。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工业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在新的 IT挑战面前，超融合架构也从最初的以迅捷部署、

简化管理和提升 IT对业务的响应速度为主要目标的“老三层”（计

算、网络、存储），向跨架构层、多云资源层和应用开发层的“新

三层 "超融合升级，保证工业互联网现代化应用交付效率的需求，

实现全员赋能、全球协作和全产业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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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融合技术从“老三层”到
“新三层”升级

超融合的诞生是为了解决传统 IT 架构采购部署周期长、管理运维复杂、系统TCO（Total…Cost…of…

Ownership，总拥有成本）持续攀升、IT 无法满足业务快速扩展需求等难题。超融合将传统 IT 架

构中的三层架构融为一体，根据用户需求在出厂前就完成预置和优化，实现了 IT 的迅捷部署，简

化了 IT 的运维管理，同时降低了成本，并具有灵活的可扩展性。

在“新基建”、后疫情和布局“数字化创新工厂”大趋势推动下，2020 年业界将迎来超融合技术

的升级潮。工业互联网将加速 IT 和 OT的融合，推动跨边缘 -核心 -多云架构普及，提升对多种

现代化应用持续交付、快速迭代和生命周期智能管理的能力。这催生了超融合向“新三层”（架构

层、多云资源层、现代化应用DevOps），即具有企业级一致性的现代化超融合平台的技术升级。

图 2  “老三层”超融合的典型应用场景

“老三层”超融合在新基建再立“新功”难

企业级用户利用“老三层”超融合最典型的三类场景（如图 2）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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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源超融合升级难

在“老三层”超融合中，有大量产品是基于开源开发的，以实现 IT“敏态”。在从 IT 提速到应用

驱动发展，以及平台化带动协作创新的过程中，基于开源超融合快速形成业务创新技术瓶颈。中桥

相关调研数据也显示 5，在基于开源构建超融合时，有 82.8%的受访者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会遇到以

下问题（如图 3）：

图 3  企业基于开源构建 IT 或私有云面临的问题

起始开支较低，后期运维对开发或专业服务开支高，依赖性
强。公司或服务商人员变动，严重影响业务部署和升级效率。

开源个性化开发，相对标准化系统，在和行业上下游合作过
程，业务整合开发周期长，开支高。

基于开源 IT 和私有云我们用得很好，没有遇到以上问题。

无法明确指出问题所在

基于开源开发系统或私有云，对新技术整合速度慢，故障排
除时间长，往往缺少系统性和智能化故障排除流程和能力。

82.8%…受访者
基于开源 IT 平
台，转型升级
瓶颈凸显

33.3%

26.1%

23.4%

6.7% 

10.5%

提高 IT 部署
效率

云原生应用
部署

社交移动、
Web-scale
应用部署

典型场景解决的问题 遗留的问题

计算、存储、网络融合
一体，快速部署，简化
管理，降低能耗。

已有应用迁移到超融合架构周期长，对业务影响大，并形成了新的独立管理单元。

敏态 IT，支撑云原生应
用部署。

用户要在“稳态”和“敏态”中选择，很难保证全业务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负
载双向迁移应用的企业级一致性需求。

构建私有云，满足社交
移动超可扩展应用需
求。

随着 IoT 和 AI 的普及，以应用为核心的超融合私有云部署难以满足工业互联网
单一域名数据管理，IT 和OT融合后的企业网络安全，难以保证工业互联网跨
边缘 -核心 -多云构建现代化应用交付平台生命周期管理智能化需求。

5、中桥调研咨询，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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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前轻后重：基于开源的超融合设备采购时 IT 投入相对较低，但系统上线后的维护和管理

对开发人员要求高、依赖性强，将导致后期系统维护、应用迁移成本激增，同时 IT 专业人员

的流动将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稳定性难以保证：基于开源的超融合对技术人员要求高，一般企业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同时，

由于其产品中缺失智能监控排查管理功能，会导致出现故障时维护周期长，使企业业务的稳定

性受到挑战，难以部署核心业务。

协作创新壁垒：企业在基于混合云和多云构建创新协作平台时，基于开源架构的超融合很难保

证企业级的一致性管理和服务，限制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协作跨界、融合创新。

“老三层”超融合虽然在不同的IT应用阶段解决了不同的问题，但随着工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在向“数字化创新工厂”布局的过程中，企业的现代化应用数量快速增长，跨核心系统和各种

云资源管理的复杂度上升，现代化应用持续交付和快速升级决定着企业的竞争力，“老三层”

超融合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应用和数据交互、敏捷创新应用、数据共享、新业务拓展以及跨边

缘 -核心 -多云，确保企业业务一致性的需求，“老三层”势必要向“新三层”现代化超融

合平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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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层”超融合平台继往开来

“新基建”的实施正在加速企业数

字化转型，推动智能物联升级。跨

边缘 -核心 -多云的现代化应用交

付决定着数字化创新能力，促使超

融合平台向“新三层”演进。

图 4  “新三层”超融合

“新三层”现代化超融合平台（如图

4）融合了架构平台、多云资源平台

和工业互联网就绪 DevOps 平台，

通过 AIOps 提高跨架构、资源和应

用生命周期监控管理效率。“新三层”

超融合通过模块化部署、架构及资源

和服务的企业级一致性，以及跨边缘 -核心 -多云持续现代化应用交付平台，快速布局“数字化

创新工厂”模式。

“新三层”现代化超融合平台具有以下特点：

全员赋能

赋能 IT 管理者：现代化超融合平台通过计算、存储、网络的架构整合，可以快速部署。同时，可

以快速整合CPU、GPU、FPGA、NVIDIA、Optane（傲腾）可持续内存等新技术，保证企业级

一致性服务和管理；通过负载优化满足各种应用处理能力；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实现全栈生命周

期管理。

赋能运营（OT）管理者：工业互联网推动 IT 和 OT融合，跨边缘 -核心 -多云架构成为工业互

联网的典型架构。现代化超融合平台通过软件定义网络和网络微分段简化组网，加速OT技术升级。

基于AIOps 跨边缘 -核心 -多云实现细粒度化权限和资源智能监控管理，通过多云资源的企业一

致性管理，保证混合多云资源的一致性。

智
能
管
理
从
架
构
，
向
多
云
资
源
，
应
用
交
付
平
台
升
级

现代
应用
交付
平台

企业级
超融合

入门级
超融合

传统 IT
快速持续升级演进

企业级双模 IT
企业级一致性稳敏

架构

现代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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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应用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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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管理

IT 架
构现
代化

现代化超融合
平台

HCI 长期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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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应用开发者：将未来IT技术转化为数字化创新能力，

通过虚机、微服务和容器支撑任意应用在任意云资源的

开发部署，保证负载的高可移植性。通过与Kubernetes

集群技术的深度整合，实现可编程资源和DevOps 生命

周期企业级一致性服务管理，确保应用开发的快速迭代和

持续交付。

全球协作

中国速度、中国品牌和“新基建”给了中国企业出海服务

创新的机遇。现代化超融合平台跨边缘 -核心 -多云的

架构通过负载优化快速将大数据、物联网、AI 转化为新

型业务能力，提升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能力。超融合平台与

各种主流公有云（阿里云、AWS、Azure、谷歌、IBM

云等）的无缝对接，使企业能够实现业务快速部署，出海

业务合规，扩大全球协作发展空间。

全产业聚势

现代化超融合平台通过企业级一致性多云架构，让产业链

上下游的服务都能够迅速接入，通过全产业链连接，构建

全要素数字化生产力，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重构过程

中的附加值。

应对工业互联网的跨边缘 -核心 -多云架构，以及“数

字化创新工厂”和 IT 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的需求，现代

化超融合平台要满足 IT 架构、多云资源和DevOps 平台

三者IT的不断升级、资源动态适配和应用持续交付需求。

这种动态应用开发部署需要基于AI 实现“新三层”透明

部署管理、多云资源和应用生命周期智能适配，已呈现出

滚动乘法效应，动态释放数字化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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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科技集团现代化超融合平台

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布局的逐步开展，戴尔科技集团的超融合技术也在不断升级，其现代

化超融合平台正在帮助用户提升企业数字化业务能力，尤其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出现严重下滑，

IT 整体开支收缩的形势下，戴尔科技集团的现代化超融合平台更成为全球用户借助全面数字化进行

抗疫过程中值得信赖的超融合合作伙伴。

帮助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戴尔科技集团的现代化超融合平台实现全员赋能。其基于VCF（VMware…Cloud…Foundation）和

Dell…EMC…VxRail…管理器实现全堆栈自动化部署和监控管理，提高 IT 管理效率；跨多云管理和企

业级一致性混合云提高多云资源管理效率，加速业务数字化转型和跨业跨界协作创新能力；软件定

义网络和企业级微服务加速 IT 和 OT业务融合；此外，跨边缘 -核心 -多云可编程资源，以及基

于AIOps 技术的应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业务在不断转型和智能物联升级过程中的稳定安全；通

过可编程资源和VMware…Tanzu 提高现代化应用开发、交付、运营和管理效率。

图 5……Dell…EMC…VxRail…六大产品系列

AI驱动LCM管理
（AIOps）

存储密集，存储外联

NVIDIA RTX series GPUs 
Bitfusion 

新推出AMD EPYC 
支持高性能工作负载

Kubernetes ， 
Intel Optane DIMM

通用系列现支持

on

IT 管理者 OT 管理者 应用开发者

自动 智能
快捷 可靠 

创新 迅捷 
稳定 安全

IT资源
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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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科技集团现代化超融合平台通过模块化部署和负载优化，满足不同业务场景和业

务关键应用的需求。其包括六大产品系列（如图5），分别为适用于边缘和极端环境的D系列、

适用于通用应用的G系列、支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E系列、适用于桌面虚拟化的V系列、

针对密集型工作负载（包括数据库）的P系列和存储密集型的S系列。

Dell…EMC…VxRail 智能管理软件实现堆栈（计算、存储、网络）集中透明管理。VCF4.0 与

Dell…EMC…VxRail 现代化超融合平台作为应用创新加速器，其跨边缘 -核心 -多云的现代化云

架构，加快负载的动态迁移和加速。同时，AI 驱动的架构、多云资源和应用的生命周期自动化

管理能力，加速架构和多云资源以及DevOps 的融合，实现应用更加敏捷的持续交付。…

快速部署，简单管理：戴尔科技集团中国研发中心投入了 6000 万美元和上百人的技术团

队用于Dell…EMC…VxRail…系统开发和生态环境测试，每款产品将投入 2.5 万个小时进行测

试，以保证 IT 部署和管理的快速、安全。相对于企业自己DIY 超融合，Dell…EMC…VxRail…

则降低了52%的运营成本，部署调试以周为周期完成，非计划宕机率降低了88%6。“一键”

更新和打补丁，保证连续性整体超融合持续处于得以验证状态，释放 IT资源用于业务创新。

AIOps 监控管理和 7x24 为全球用户提供硬件和软件生命周期支持，保证业务连续稳定。

企业级一致性架构、管理和服务：Dell…EMC…VxRail…管理器与 VMware…vCenter 管理深

度整合，实现生命周期智能管理，保证VxRail 在连续的已认证各种工作负载持续稳定运营

的条件下，实现不影响业务运营基础上的升级、扩展、退役节点。同时，可以实现从私有

云到混合云的无缝拓展，并保证企业级一致性架构、管理和服务，同时满足“敏态”和“稳

态”的需求。

灵活应用，负载优化：P系列广泛用于SAP…HANA、Oracle…RAC及MES、ERP等业务关

键性系统部署；V系列可用于图像密集型应用；D系列专为边缘计算而设计，外形小巧，坚

固耐用，无惧苛刻的环境，如高温、高湿、高海拔、高震荡和风沙环境等；G系列是计算密

集型…2U/4…节点平台，适用于通用工作负载；此外，E系列可搭载AMD…EPYC处理器，用于

支持高性能负载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VxRail…和 VCF…深度整合，广泛用于构建企业级一

致性混合云、云原生架构和跨边缘-核心-多云创新平台。

    生命周期自动化管理：Dell…EMC…VxRail…管理器和SDDC（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管理器深

6、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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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成，实现了从 VxRail 硬件到 SDDC软件全堆栈生命周期

管理，为传统核心应用和现代化云原生应用提供稳定可靠的软件

定义 IT 平台。

持续演进升级平台：VxRail 和 VCF…深度整合为用户提供云就绪

路径，支撑工业互联网跨边缘 -核心 -多云进行工作负载动态

多向迁移需求。此外，客户可以从最低两个节点开始在边缘部署，

之后随着业务的发展，再逐步增加节点，部署到数据中心及混合

云和多云，可满足上千节点的部署。

IT 和 OT 融合：通过软件定义网络，VMware…NSX-T 实现

了 2到 7层网络安全、监控、分析和负载均衡，加速 IT 和 OT

业务融合。通过微分段保证 5G 多租户环境网络安全。基于

AIOps 实现工业互联网架构智能监控管理能力。

现代化应用持续交付能力：VMware…Tanzu…Kubernetes…Grid

（TKG）将…Kubernetes与vSphere…7.0深度集成，支撑裸机、

容器、微服务与虚拟机，让企业在一个统一平台逐步实现应用现

代化和新应用持续交付。这意味着VxRail 可支持无论是核心应

用、AI 和ML、云原生，还是通用应用、流媒体应用的创新。通

过可编程资源和应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应用交付能力。

提高出海能力：VCF与主流公有云厂商，如阿里云、AWS、谷

歌、Azure、IBM云，构成生态平台，无缝对接。VCF助力企

业在出海过程中，灵活选择公有云，实现企业业务出海布局并通

过统一监控管理，保证出海业务合规。

面向 AI 和 ML：基于 AI 和 ML 的应用，尤其是深度学习

（DL）训练，通常都是依靠硬件加速器来处理大型的复杂计算。

vSphere…7.0 集成了 Bitfusion，能够在服务器上池化其强大的

GPU资源。VxRail…G 系列提供GPU共享，提升 AI 和 ML 应

用开发者、数据科学家将项目转化为数字创新能力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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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投资回报率（ROI）

“新基建”快速改变业务模式和行业格局。基于现代化超融合平台不仅可以灵活

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协作创新平台，整合智慧物联技术，加入到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新

赛道中，同时，将现代化应用交付作为新经济前行的“发动机”。

用户对超融合长期投资回报率主要从架构演进和应用现代化两个维度评估：

架构评估维度：具有企业级一致性的统一平台支撑已有的 IT、软件定义数据中心、企业级混合云，

以及跨边缘 -核心 -多云智能物联升级需求。

应用评估维度：混合云多云平台确保传统应用、核心应用现代化、云原生应用，以及满足“数字化

创新工厂”对多种现代化应用跨工业互联网架构的持续交付需求。

戴尔科技集团现代化超融合平台优化用户数字化转型和智能物联升级长期投资回报。从架构资源演

进升级上表现为：

降低管理开支：基于AIOps，让用户实现跨架构、资源和应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平台对业

务转型升级发展路径的可靠支撑。

加速智能物联升级：应对 IoT 和 AI 转型升级需求，通过负载优化，快速满足AI、ML、DL、

边缘计算、工业互联网需求，加速业务智能升级。

工业互联网协作平台：跨边缘 -核心 -多云集中透明管理，为聚集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合作资

源协作发展提供平台基础。

从应用多元化和现代化持续交付能力上表现为：

加速业务创新：跨虚机、容器、微服务构建现代化应用DevOps平台，以及跨边缘-核心-多

云动态部署，加速业务创新能力。通过VMware…NSX-T软件定义网络，加快IT和OT业务融合。

加速应用现代化：VxRail…基于 Tanzu…Kubernetes…Service（TKS）让企业级客户快速实现

企业级微服务架构，加速核心应用现代化进程。

可编程资源：通过Kubernetes 嵌入 VCF，实现跨多云可编程资源，实现应用开发人员 IT 自

服务能力，简化资源管理，提高应用部署效率。

优化投资回报率：VxRail 和 VCF…深度整合优化用户长期投资回报，让企业云在几周内完成

云演进。通过负载优化，实现智能物联升级和业务平台化协作创新。同时按需服务付费方式

（On-Demand)最大限度降低闲置IT资源开支，满足业务各种周期对架构资源和服务水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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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现代超融合平台的服务能力

对超融合平台的选择其实就是对 IT 生态服务系统的选择。超融合平台不仅仅体现了自身的软件功

能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个平台背后的服务能力，只有好的服务才能让企业用户将精力从 IT 中释

放出来，投入到业务创新中，从而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超融合市场和技术领先：在超融合领域，戴尔科技集团具有全球领先的市场和技术实力。根据

IDC发布的最新报告，2020 年第 1季度，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下，仍然保持了 33.6%的

全球市场占有率和 82%的增长率 7。目前在全球，Dell…EMC…VxRail 已经拥有超过 8400 家

客户，并部署了 10.3 万个节点 8。

前瞻性技术布局研发：戴尔科技集团在全球拥有八大研发中心，以创新驱动发展，以赋能全

球创新为己任，并且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合作实现创新。

中国本土研发、咨询、生产和服务：Dell…EMC…VxRail 是唯一一款由戴尔易安信和VMware

联合工程设计，也是唯一一款由中国团队研发、生产和服务的产品，戴尔科技集团中国研发

中心还在技术支持、本地化创新、行业方案创新方面紧密结合客户需求。在戴尔科技集团“在

中国，为中国“战略下，戴尔现代化超融合平台让企业充分发挥 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新

技术红利，刺激新需求，培养新人才，快速构建PPP模式，实现企业、政府、平台的新生态。

全球行业和应用场景的深度积累：戴尔科技集团在超融合领域的深度技术积累和行业深耕，

使其能够为全球用户打造一套兼具广度与深度的完整的超融合产品组合。对于用户来说，无

论规模大小、处在 IT 转型的何种阶段，总有一款产品能满足需求。

7、IDC 融合系统季度跟踪报告，2020 年第 1 季度
8、基于戴尔科技集团 2021 财年第 1 季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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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行业
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触发金融系统升级，“大监管”推动了基于大数据和AI 的监管科技的快速发展。就

银行而言，面对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银行业必须提高服务创新能力，这刺

激了银行业对云原生应用和微服务架构的需求。中小银行通过跨业深度整合，寻找去“同质化”

的创新生存之路。在证券市场，新证券法加速了中国证券业的市场化和法律化，注册制带

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体量增加，同时，证券法律化提高了对信息披露和交易全流程

的监管力度。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正在进入快车道。

现代化超融合典型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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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解决方案

传统 IT 的三层架构开支高、

利用率低，数据中心空间有

限，能耗和制冷开支持续攀

升。同时，IT设备快速增加，

使设备部署、调试、升级和

运维管理难度加大。

相对传统架构，VxRail 的

部署不仅节约了机柜空间、

降低了能耗，同时维护成本

也大大降低，vCenter 实现

了跨客户原有虚拟化资源和

VxRail 资源的统一管理，显

著降低了管理复杂度。

以LOB（Line-of-Business）

为核心的采购部署方式产生了

各种数据和管理孤岛，从而导

致新业务上线周期长。

VxRail 通过软件定义实现计

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池化，

这种资源的一致性管理，不

仅加快 IT 部署，使部署时

间大大缩短，并实现了一键

升级，一站式服务释放架构

管理资源，降低硬件、软件、

中间件升级对业务性能和安

全性的影响。

证监会推出基于大数据的监管

3.0 顶层架构后，证券和基金

投顾风控需要根据政策需求不

断深化（渗透到每个业务环节）

和升级（国际风控接轨），但

证券公司已有的 IT很难跨业务

快速实现全链条的风控升级。

VxRail 负载优化灵活满足内

存数据库能力和NVIDIA…RTX…

GPU作为AI 使能技术，保证

券商持续业务扩展和风控升级

能力，同时，系统具有的弹性

可扩展能力能满足企业未来快

速扩容、平滑升级的需求。

风控升级能力差

风控升级保证

业务需求难以快速响应

IT 迅捷高效

开支高、管理难

降低 TCO 且简化管理

通过部署Dell…EMC…VxRail…P570 高性能超融合构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在不影响业务运营的前提下，有规

划地逐步实现 IT 现代化。VxRail 可构建分布式风控平台，既可以灵活针对 LOB风控升级，同时能满足企业

整体风控系统升级的需求。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新证券法以及监管科技3.0 使证券行业的风控合规成为金融细分市场 IT的重中之重。企业亟需构建 IT平台，

以快速提高投研能力、跨部门协作效率，并降低地域差异性。快速提升公司层风控合规，保证风控能够根据

新政策实现升级，这成为公司业务合规的底线。

场景一…………证券风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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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道”到“价值”带来

业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从而

导致有限的 IT 资源和不断

增加的业务需求之间的矛

盾，同时，企业迫切需要从

LOB 向数据为核心的架构

进行转型。

新证券法、资管新规以及监

管 3.0 要求数据风控升级，

以满足全流程跟踪、交易留

痕、大数据监管需求。

在金融国际化过程中，企业

不仅需要满足相关法规需求，

同时需要调整 IT部署，以满

足中国证券服务的出海需求。

金融国际化挑战现有数据监管难以满足需求IT 资源难以满足业务需求

场景二… 金融大数据平台

对于证券企业，在公司全业务风控升级过程中，传统 LOB…IT 带来的各种数据孤岛和传统数据

仓库ETL（Extract-Transform-Load）长周期，成为以用户和价值为核心的业务转型的瓶颈。券

商需要构建PaaS平台，以满足衍生服务对云原生应用持续交付能力的要求；并搭建大数据平台，

实现企业数据的统一管控，实现智能反洗钱、智能交易全程留痕风控，提高智能运营管理效率。

戴尔解决方案

VxRail…PRS 最大限度降低

开源系统整合管理难度，通

过 VxRail 管理器，实现跨

基础设施、中间件的生命周

期自动化管理，提高大数据

平台管理效率，使用户快速

将大数据转化为业务价值，

并提升风控升级能力。

VxRail…7.0集成了VCF…4.0

及 vSphere…7.0，实现了

架构、资源和服务的一致

性，可跨边缘 -核心 -多

云实现可编程资源交付；

DevOps 域生命周期自动

化管理，实现自动化应用开

发、部署、升级、管理，提

高金融创新效率。

VCF…4.0 和 VxRail…7.0 拥

有的 NSX-T 功能，可通过

IT 架构的一致性管理，保证

多租户环境下个性化的数据

安全需求。

确保数据安全提高金融创新效率简化管理，提高效率

Dell…EMC…VxRail…和 VCF…深度集成，构成强大的“新三层”超融合创新平台。通过选择Tanzu…Data…

Services数据库平台，将系统数据集中分析，提高计算分析能力和效率；基于Tanzu…Application…Service…

（TAS）搭建大数据云平台，快速进行应用开发部署；同时VMware…Tanzu…Architecture…for…VxRail…(TA4V)…

和 VMware…Tanzu…Kubernetes…Grid…Integrated…Edition…(TKGI）加快应用服务交付。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www.sino-bridges.com

“新基建”推动超融合升级

19

企业要构建服务于全球的金

融服务平台，但传统架构部

署时间长，成本高，运维管

理复杂。

全球金融服务平台将会有上

下游合作伙伴接入，需要保

证协作各方灵活接入、安全

合规，实现各方共赢。

服务于全球的金融服务平台要

保证金融用户可按需采购，业

务持续稳定，同时保证数据安

全。

系统持续可用安全合规是难点平台搭建周期长

场景三… 全球化金融服务平台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市场和客户的国际化发展推动金融国际化进程加速，跨境联动也将日益深入。同时，“一

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沪伦通等都加速了中国金融服务的国际化进程。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海服务，金

融企业首先要考虑当地 ICT水平是否能够支撑业务发展；其次，要保证业务的安全合规。金融出海加快了以

数据为核心的分布式架构的需求，推动了金融以微服务实现云原生应用创新的增长。

需求与挑战

戴尔解决方案

VxRail 可使全球化金融服

务平台 IT 的建设时间降低

80%，并实现高密度、低能

耗、一键式升级运维。TA4V

参考架构可降低运维和大数

据价值输出所需要的开支和

IT 资源消耗。

VxRail 和 VCF…深度整合，

构成的新三层超融合平台，

通过IT…资源的一致性管理，

让用户能够从多种公有云中

选择任意云，使出海变得简

单，同时结合NSX-T…和数

据保护，确保数据安全合规。

VxRail 整 合 Data…Protection…

Suite 可轻松应对企业面临的

各种数据安全及合规要求，实

现云与本地、海内海外、业内

业外软件定义数据保护，从而

加快业务部署，降低 IT硬件投

资。

保证数据安全全球协作无安全隐患降低平台搭建时间和成本

通过Dell…EMC…VxRail…和 VCF…深度整合部署可支撑多云的全球化金融服务平台，NSX-T 保证协作各方灵

活业务接入和多租户数据安全合规，并满足GDPR（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地域性业务合规的法规

要求。VxRail 横向可扩展，部署周期短，可保证业务激增流量时的持续稳定。

VxRail 通过 RecoverPoint 提供虚机数据保护，整合Data…Protection…Suite，覆盖了复制、快照、数据备

份与操作恢复、归档、灾难恢复等功能，不仅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数据保护选择，同时通过构建数据保护生态圈，

为用户提供更多元、更便捷的数据保护。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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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及多地设分支机构，亟

需远程协作办公系统，但传

统架构部署周期长，成本高。

远程办公系统要保证稳定，

尤其当业务高峰期时，要保

证系统持续可用。

远程多地多人协作办公，要保

证终端用户身份验证和访问权

限安全可控。

系统是否安全可控系统是否稳定可靠远程办公部署周期长

场景四… 远程跨境协作

金融开放吸引了大量海外金融服务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金融行业的收购和并购带来了金融服务行业格局

的改变和监管的不断升级。外资机构入华、国内金融服务行业出海、中国金融行业法律化、金融服务行业跨

多云实现移动和远程办公协作将成为主流。尤其在后疫情时代，用户远程服务将成为新常态。…

戴尔解决方案

VxRail 桌面虚拟化方案灵活

多样，用户可根据 IT 预算和

需求进行个性化选择，降低

起始投入。

VxRail 快速部署远程和虚

拟桌面办公系统，使企业将

更多的精力更快投入到业务

端，实现业务效率的提升。

ACE作为一体化团队协作平

台，能够实时跟踪所有项目进

程，确保远程协作的稳定性，

提升工作效率；同时通过用户

身份验证、统一访问网管，保

证远程办公的安全可控。

确保远程协作系统稳定快速部署提高业务效率方案选择灵活

通过Dell…EMC…VxRail 与 VMware…Horizon 构建桌面虚拟化，或VMware…Workspace 构建远程办公，为

用户提供安全的远程办公和桌面虚拟化端到端解决方案。VxRail 可实现远程办公和虚拟桌面快速部署。其内

置的智能分析咨询引擎，保证业务快速发展中远程协作的稳定；VxRail 整合 NVIDIA 技术，能够为任何地方

的任何用户加快虚拟桌面运行速度，保证峰期业务的稳定安全。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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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机 构 通 过 FaaS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 a s … a…

Service）让自身开发的数字

化支付平台与 FinTech 技术

快速整合，将 FinTech 转化

为业务新的增长点。

以行业和商家为基础的数字

化支付，如何满足个性化平

台的协作需求，在行业沉淀

和 FinTech 协作过程中，如

何保证多租户数据安全和业

务合规。

针对消费支付服务，如何基于

Kubernetes 保证跨边缘 -核

心 - 多云，保证云原生现代

化应用持续交付和快速升级能

力。

保证云原生应用交付个性化需求和业务合规支付平台与 FinTech 整合

场景五… 支付系统现代化

在金融服务行业，受互联网金融冲击最大的是银行支付。互联网支付时间短、成本低，成为信用卡支付的最

大竞争者。金融机构是否拥抱互联网，欢迎 FinTech（金融科技），还是墨守成规，这决定着企业的兴衰。

传统支付中的 IT 系统现代化是金融服务企业涅槃重生的基础，传统信用卡面临着向多元化、场景化、数字化

和智能化支付转型的挑战。

戴尔解决方案

TA4V 具有经过测试和验证

的参考结构，通过在上面部

署高度可用的企业级开发人

员平台，有助于减少混合云

构建时间和风险。TA4V 基

于 VxRail，实现了架构自动

化生命周期管理。

VxRail 管理器最大限度简

化系统生命周期管理，通过

ACE 功能，实现跨集群智

能健康监控，保证整体集群

升级不影响业务运营。其中，

NSX-T 保证多租户数据安

全和业务合规。

TA4V 以 VxRail 构为基础，

可加速部署 PCF 和 TKG+

套 件 / 捆 绑包 / 堆 栈，VCF…

VxRail 方案通过K8s和 VCF

深度整合，实现服务的企业级

一致性管理，进一步提高应用

生命周期管理效率。

即时可用释放 IT 资源用于业务创新轻松进行 IT 转型

通过部署Dell…EMC…VxRail 和 TA4V，构建软件定义 IT 平台。基于 TA4V和 VxRail 方案，构建PCF实现

FaaS，不仅为内部业务提供功能服务，同时，加大了 FinTech 与支付平台的技术和业务深度整合，实现双

赢。基于TA4V和VxRail 方案，构建TAS，支撑SaaS（…Software-as-a-Service) 和 APPS服务交付。

基于VxRail 方案，构建CaaS（Containers…as…a…Service）容器级服务，跨边缘 -核心 -多云实现生产应

用的持续交付和快速升级。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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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的业务不可中断，

当部署 IT时要快捷、周期短，

不影响业务运营，同时保证

通过微服务推动新应用和客

户端移动服务快速部署。

在保险公司数字化转型中，

各种应用要打通，并保证数

据的万无一失和数据一致性，

并构建大数据平台，通过数

据分析和 AI，提供个性化服

务。

在一些保险公司中，目前运行

着的小型机管理复杂，可扩展

性差，运维成本高，亟需更换

新系统，以满足业务需求。

替代小型机保证数据一致性IT 部署快捷不影响业务

场景六… 保险公司数字化转型

传统保险行业同质化严重，保险服务以产品为中心，存在保险经纪销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理赔效率低下，

保险销售和理赔承诺差距大而导致用户体验差等一系列弊端。保险公司面临着如何通过保险产业链协作，提

供个性化保单服务，在数字化经济转型过程中提升保险企业竞争力的挑战。

戴尔解决方案

构建的大数据平台为实现数

字化和智能化个性化保险服

务，将公司的积累的数据转

化为基于模型和AI 的个性化

服务。

基于多云协作平台，使保险

公司在财产保险服务方面能

够实现业务下沉，低延迟数

据采集（车载系统、租赁设

备、穿戴设备），提高理赔

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通 过 VxRail+Tanzu…Data…

Services，提高根据实时分析

动态定价和理赔能力，同时，

通过全量数据运行模型，快速

实现服务迭代，提升从保单到

理赔全过程的用户体验。

实时数据分析跨多云业务协作提供个性化保险服务

通过部署 Dell…EMC…VxRail 超融合 +Pivotal…Cloud…Foundry，构建大数据云平台；通过基于 TKGI 的

VxRail 实现新三层企业级服务一致性，部署DevOps 平台以实现企业一致性服务管理；多云协作平台通过

企业级一致性资源管理，提高应用的响应速度；Tanzu…Data…Services…保证全量数据模型和分析速度。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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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行业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已是势在必行。利用新技术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服务型制造业，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这是我国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如何通过软件定义存

储 / 数据中心，打通传统制造企业中的数据孤岛，提升企业整体的精细化运营和管理效率，以及市场响应

速度和服务交付能力，构建工业互联网架构边缘 -核心 -多云，实现智能制造和智能决策，这是制

造业目前面临的挑战。因此，企业需要充分利用新技术，部署新一代的数据中心，为数字化

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构建动态可扩展、高可靠、高可用的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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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已有的 ERP、MES、

OA等系统各自独立，导致资

源使用效率低，数据无法共

享，业务升级扩展中风险激

增。

企业业务不断扩展，数据快

速增加，要求 IT 系统和资源

能迅捷扩展。

传统的 IT 架构采用分层管理

模式，不仅 IT 开支高，系统

部署周期长，且管理复杂，并

且随着业务的扩展，尤其是云

原生和现代化应用的涌现，难

以通过升级扩展满足需求。

应对云原生和现代化应用需求难以满足 IT 扩展需求IT 孤岛加剧业务风险

需求与挑战

戴尔解决方案

与 传 统 基 础 架 构 相 比，

VxRail…“新三层”IT 架构部

署简单，使部署速度大大提

高，IT 人员可在 90 分钟内

完成 ERP、MES、OA系统

的部署。

VxRail 和 VCF 深度整合通

过企业级一致性资源和服务

管理，显著提升系统运维管

理效率。

支持横向扩展，可按需购买，

可保护现有投资，TCO可降

低 30%。

降低 TCO提高运维效率加快应用部署

Dell…EMC…VxRail 全闪存超融合解决方案可通过软件定义，实现企业ERP、MES等核心应用系统的整合，

通过集中统一管理，打通各应用孤岛，提高 IT 资源和数据的整合效率。通过VxRail…和 VCF…深度整合基于多

云构建“新三层”超融合创新平台，通过 IT 架构和资源的一致性管理，实现资源自适配，同时保证传统应用

的稳态，以及云原生和现代化应用的敏态。通过全闪存阵列，可实现核心应用系统的加速。

方案价值

场景一… 打通制造业应用孤岛

在传统制造企业中，从订单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到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往

往采用不同的应用系统，从而产生多个数据孤岛，这成为制造企业提高产品的市场响应速度，提升产品竞争

力的最大障碍。因此，企业首先要通过软件定义打通数据孤岛，实现业务应用系统的整合，加快业务拓展和

新应用部署的速度，同时，快速释放 IT 管理资源，以助力企业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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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设计人员所使用的终端

（包括 PC 和工作站）杂乱

不一，无法协同工作和共享

文件资源。

研发设计人员所使用的终端管

理复杂（系统的安装、维护烦

琐），无法保证数据安全和用

户权限，没有监管；同时数据

存储在本地硬盘，核心研发数

据没有安全保护。

原有的 IT 架构，由于 IT 资源

分散，效率低下，导致高昂的

IT开支。

IT 开支高数据安全得不到保护难以协同工作

场景二… 智能研发设计

在制造企业中，产品的研发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从源头决定着产品的创新性和竞争力，只有高效智能的

研发设计流程才能使产品研发和生产周期缩短，提升产品的市场响应速度和竞争优势。利用 3D、AR、VR等

新技术，通过仿真设计，以及高清图像可视化呈现，可大大提高CAD、CAM等设计效率。这种研发设计往往

是团队作战甚至远程协同，需要通过部署企业级虚拟桌面解决方案，实现协同设计。

戴尔解决方案

基于 VxRail 的 VDI 系统可

提高业务系统的灵活性和桌

面数据的可控性，并提供统

一简化的运维管理，内置的

RP4VM 数据保护套件实现

重要虚机的数据保护。

VxRail…V 系列针对 VDI 负

载优化，上线快，保证业务

稳定。

VxRail 超融合架构可随需扩

展，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

随需扩展保证业务稳定提高数据的可控性

Dell…EMC…VxRail…V 系列针对虚拟桌面VDI 负载优化，能快速完成VDI 部署，实现智能化生命周期管理，保

证各种激增业务的稳定运行。基于VMware…Horizon…7 的虚拟桌面，可保证设计人员远程移动办公效率和安

全管理效率。VxRail 集成了戴尔易安信关键业务应用的数据服务，包括数据复制、数据备份和针对云的分层

数据管理，以及 vSphere 数据保护软件，满足用户全面的数据管理和保护需求。VCF…on…VxRail 可使企业

将VDI 部署在混合云和多云环境中，加速出海企业的业务布局，降低硬件采购开支。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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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需 要 快 速 部 署 SAP…

HANA，并降低其数据保护

的复杂性及成本开支。

企业需要跨业务部门的数据

整合和大数据实时分析，满

足智能化业务管理的需求。

不同的业务部门对各类数据和

资源管理有不同的权限，需要

设定和分类管理。

数据管理实时数据分析快速部署

场景三… SAP HANA 提高智能决策效率

制造企业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中，打通了生产制造、财务、供应链等环节的应用系统后，亟需

通过对企业业务数据进行实时数据分析，提高企业智能化管理和运营水平。比如，通过监控预警对生产设备

进行有效管理和技术支持；通过对制造过程产生的海量数据提取有效信息进行分析，快速判断、快速解决生

产问题。通过SAP…HANA，企业可以构建一个基于内存计算的高性能实时计算平台，对生产数据、财务数据、

设备运营数据等进行实时数据分析，为企业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企业需要快速部署SAP…HANA，降低SAP…

HANA的管理复杂性，提升SAP…HANA的数据分析效率。

戴尔解决方案

通 过 VxRail 可 快 速 部 署

SAP…HANA，并简化管理，

实现集中透明的资源管理，

可释放 IT资源用于业务创新。

通过整合数据保护产品，利

用重删可降低数据保护开

支，利用数据恢复可保证业

务持续稳定，提高数据和业

务的安全性。

VxRail方便快捷的可扩展性，

可满足业务迅速发展对 IT 的

需求。

快速扩展提高安全性快速部署

Dell…EMC…VxRail…P 系列全闪存解决方案，可满足 SAP…HANA 内存计算的性能需求。新发布的 VxRail…

P570N通过整合Optane…DIMM，可进一步提高对SAP…HANA内存计算和低延迟的需求。VxRail 通过了

SAP…HANA生产环境认证，其针对SAP…HANA做了负载优化，同时通过软件定义满足多租户需求，与DPS

数据保护软件整合可提高SAP…HANA的数据安全性。VCF…on…VxRail 更适合SAP…HANA混合云使用场景。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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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挑战

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是一个集

数据采集与控制、驱动与应用

微服务、标准化接口、云平台、

时序DB、开发SDK为一体

的平台，要满足跨边缘-核心-

多云的需求。

在平台之下，边缘端对采集

到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处

理；在平台之上，支撑大量

的工业软件应用，需要大容

量存储、数据分析和数据处

理能力。

对于设备状态要实时监控，对

设备异常分等级报警，对采集

的数据需要实时、准确进行分

析。

实时数据分析大容量存储企业级一致性

场景四… 构建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

中国制造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建设工业互联网，在完善网络基础设施之后，就是要构建工业互联网创

新平台、打造安全的保障体系、培育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因此，构建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是其中的关键一

环。目前不少先进制造企业已经纷纷构建了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如GE的 Predix 平台、西门子的

MindSphere平台、海尔的COSMOPLAT平台等。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向下可以调用和配置各种软硬件资源，

通过各种智能设备和物联网设备采集数据，并发布指令；向上可以承载工业软件的应用，为企业各类信息系

统和大数据应用、智能决策系统提供数据，并接收指令，这相当于工业互联网的操作系统。

方案价值

戴尔解决方案

通过VxRail…部署创新平台，

与边缘端的PowerStore、应

用层的VxRail 或虚拟机之间

可以透明地迁移，通过 IT 架

构的一致性管理，实现跨边

缘-核心-多云的创新架构。

PowerStore 在边缘端和设

备状态监控应用中，通过

AppsON 可使存储更加简

单，并提供体积小、易于部

署、简单管理、具有计算能

力的架构。

当业务发展、应用增加以及边

缘设备扩展时，基于 VxRail

的新三层超融合作为创新平台

能随需扩展，便捷部署。

系统扩展便捷存储更加简单实现工作负载动态迁移

通过部署 VxRail，可实现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的跨边缘 -核心 -多云动态工作负载迁移和数据共享；在

新三层超融合平台之上 , 通过 VxRail 或虚拟机部署工业应用，方便扩展；在边缘端和设备状态监控部署

PowerStore，实现大容量存储和数据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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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挑战

对于大规模的部署机器人或

机械臂等自动化、智能化设

备，将对 IT 产生不可预测的

需求。

生产线中的串并联机器人、

机械手臂、AGV小车等自动

化设备种类多，其配套的控

制系统的部署升级将给系统

带来稳定性风险。

在制造企业中，物料搬运、产

品生产等环节与研发设计、销

售服务、订单管理等需要全链

条打通，协同工作，并保证跨

混合多云安全合规。

各环节协同系统稳定性难以保障对 IT 需求难以预测

场景五… 智能制造布局

在智慧工厂中，很多场景都可能配备机器人、AGV小车和机械臂等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以此代替人工，这

将成为智能制造未来的发展趋势，如物料的搬运、包装、分拣，制造和组装生产线，产品测试等，这些自动

化和智能化设备的应用也体现出智慧工厂的智能程度和水平。而针对不同的工作场景，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

需要不同的配套控制系统，这些应用之间需要协同工作，其负载对资源的需求差异大，每个环节的自动化协

同要求低时延，同时数据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求高。

方案价值

戴尔解决方案

可帮助制造业在实现智能制

造过程中，针对不同业务系

统和应用场景驱动个性化的

快速部署。…

VxRail 可跨节点打通数据，

实现跨边缘 -核心 -多云，

布局基于 AIOps 技术的整

体智能化工厂 IT监控运维。

VxRail…D 系列作为工业场景

中的边缘计算，实现跨边缘和

核心的协同工作，以及低时延

和高性能需求。

实现协同工作实现跨边缘 - 核心 - 多云高效灵活的架构

通过部署VxRail 集群，基于VxRail 组成数据中心虚拟化集群标准构件块，实现高效整合和弹性灵活的 IT 基

础架构；基于VxRail…Cluster…+…vSAN多副本技术特性，实现计算及存储资源无单点隐患；通过VxRail…D

系列实现工业场景中的边缘计算；VxRail 通过双活和故障切换，可保证业务持续稳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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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挑战

大量的物联网设备将产生海

量的数据，并要对这些数据

进行实时分析和处理，同时

评估、汇总和过滤数据，并

将有价值的数据上传到云端。

在边缘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

行实时数据分析，要求边缘

端 IT 设备占用空间小，具有

大容量存储和计算能力，同

时管理简单、可扩展、保证

安全。

边缘端与数据中心和多云之间

需要实现工作负载动态迁移和

数据共享，因此，要求 IT 架

构能实现企业级的一致性，跨

边缘-核心 -多云。

跨边缘 - 核心 - 多云架构边缘端存储和计算能力实时数据分析

场景六… 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是中国制造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制造转型的核心，也是中国能否全面实现智能制造的关键，这也是

为什么在“新基建”所包含的 7大领域中，工业互联网能占据一席之地。

方案价值

戴尔解决方案

在核心数据中心部署与边缘

端之间可以透明地迁移，并

可根据需求和可用资源，快

速无缝地将工作负载部署和

重新分配到最有效的环境中。

PowerStore 在边缘端和设

备状态监控的应用中，通过

AppsON 使存储管理更简

单，易于部署、架构灵活，

支持多种数据类型，集中式

管理。

对于 VMware 客户，通过新

三层现代化超融合平台，保证

跨混合多云企业级一致性管理

和一致性服务，加快服务型制

造业转型。

实现混合云存储更加简单核心与边缘间灵活的敏捷性

在核心数据中心部署 VxRail，也可同时部署 PowerStore 和网络服务器；在边缘端，部署 PowerStore，

通过 AppsON，使边缘端的数据管理应用可以直接在存储阵列上运行，从而简化了操作并整合了目标外部虚

拟机；在云端，可通过VMware…Cloud…on…AWS将其在本地部署的 vSphere 环境扩展到AWS云上，利用

AWS资源对基于 vSphere 的应用进行现代化、保护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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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近年来，“健康中国”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医疗卫生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以治疗为主

转向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由于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慢病患者越来越多，医疗资源供需严重失衡。

如何充分利用健康档案、远程医疗、区域医疗、医疗服务平台化等技术和手段，提高患者、医务人员、医疗机构、

医疗设备之间的协作效率，实现医疗数据和医疗资源的共享，挖掘优质医疗资源的潜力，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实现智慧医疗，已成为医疗行业的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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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医 疗 机 构 的 HIS、

PACS 等传统应用系统建设

较早，大多基于小型机，但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数据

的迅速增加，原有的系统性

能不足、难以扩展且运营成

本高，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

业务需求。

新建数据中心或新应用部署，

如CDR（临床数据中心）、

HRP（医院资源计划）、

EMR等，要易于部署、易于

管理、易于扩展，并保证数

据的可用性和安全性，以及

数据合规和患者数据隐私保

护。

未来可从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快

速向混合云升级。

保护用户投资新系统要快捷部署旧系统扩展难

需求与挑战

戴尔解决方案

VxRail 预 装 VSphere、

vSAN、VCenter 等虚拟化

组件及管理组件，可在 15分

钟内完成虚拟化环境部署，

方案成熟，易于部署，运维

复杂度大大降低。

VxRail 可在一个标准机架

空间内提供数十台至数百台

服务器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

力，数据中心的机房空间和

电力成本可以降低 60%以

上。

将 PACS 系统等海量医学文

件存储在具有 NAS 功能的

PowerScale 存储中，保证数

据的安全和合规。

数据安全合规省空间降成本快速部署

通过采用Dell…EMC…VxRail替代小型机，或基于VxRail部署医院各类新的应用系统，实现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既快捷，又降低采购开支、耗能和减少数据中心空间占用。VxRail 与 PowerScale 整合，可满足PACS、

EMR等应用系统的存储需求及数据合规和安全需求。

方案价值

场景一… 简单迅捷部署医疗管理系统

2018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运用

“互联网 +医疗健康”，推动电子病历信息化建设，促进智慧医疗的发展。电子病历（EMR）以及HIS（医

院信息系统）、HER（电子健康档案）、PACS（医疗影像系统）是医疗信息化的基础，医疗机构不但要简

单快速部署这些系统，并随着医疗数据的快速增加，能及时扩展，并保证患者的医疗数据的安全和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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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 IT基础设施管理复杂、

维护成本高，而且难以随着

业务的增长而扩展。

对于新应用的部署往往面临

着建设周期长的难题，同时

数据中心空间有限，IT 预算

有限。

现有的 IT 资源利用率低，资

源无法共享，系统风险高，IT

基础架构亟需升级。

难以扩展部署周期长管理复杂

场景二… 通过软件定义 IT 建立单一超可扩展平台

在医院中，常常存在多个应用系统，从支持办公自动化的OA系统、资产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实验室

检验信息系统（LIS），到 EMR、PACS、CDR等。随着医院业务的不断发展，这些系统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但数据中心的设备也随之增加，管理日益复杂，系统风险也不断提高，医院需要引入一套易于管理、

便于扩展、高效安全的 IT 系统，满足业务增长的需求。

戴尔解决方案

VxRail 采用预配置、预优化

的方式，可将部署新应用的

时间大大缩短，并占用空间

小。

利用 VxRail，IT 运维效率

大大提升，同时企业级一致

性智能架构管理，降低了

TCO。

通过使用超融合系统，提升了

医疗平台的可靠性、可用性，

以及业务效率，同时满足业务

增长对IT系统的扩展性需求。

提高业务效率管理简单部署快捷

采用Dell…EMC…VxRail 超融合系统，搭建医院信息化服务平台。通过软件定义 IT 升级传统的 IT 基础架构，

并提供缓存加速、重复数据删除、在线数据压缩、备份软件、快照等管理维护模块，使系统维护工作简单、高效。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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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各医疗机构或医联体

的 IT系统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相对独立，信息分散、利用

率低，资源无法共享。

区域医疗协同中，患者医学

影像信息共享的需求巨大，

如多院区访问、远程医学影

像咨询、远程教育以及患者

医疗信息协同。

区域医疗平台需要企业级一致

性架构和混合多云资源管理，

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运维复

杂度和运维成本，并满足未来

区域医疗业务扩展的需求。

未来业务扩展需求影像信息共享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孤岛

场景三… 区域医疗和医联体

中国各地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发展极不均衡，医疗信息化的建设也相差较大。因此，发展区域医疗、远程

医疗以及医联体将有助于解决或减少这种不均衡，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资源共享和信息共享，

提高全民的健康医疗水平。

戴尔解决方案

该方案可实现云平台的初步

功能，灵活地向业务系统提

供各种计算和存储资源，特

别是 PACS系统实现了影像

数据的统一存储、管理和灵

活接入，为区域医疗统一平

台建设提供 IT 基础设施。

该方案实现了医学影像数据

的共享，为跨部门、跨区域

医疗合作提供了可能。

系统日常维护的工作压力大大

减轻，并保障核心业务系统

7x24 不间断运营，同时，方

案具备高可扩展性，可轻松面

对未来业务的增长。

易于维护和管理实现信息共享区域医疗统一平台

利用Dell…EMC…VxRail…P 系列超融合解决方案（8节点生产系统 +4 节点容灾系统），配合 PowerScale…

X210 存储及PowerScale 软件 SmartConnect…+…SnapshotIQ…+…SmartQuotas…（负载均衡 +快照数据保

护 +配额管理），搭建区域医疗云平台，以集中统一管理的 IT 架构，实现云的经济高效部署、资源细粒度优

化，为业务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撑，降低新增采购成本，为区域内医疗机构提供灵活的云服务，并确保医学影

像数据的传输安全。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www.sino-bridges.com

“新基建”推动超融合升级

34

不断增加的医学影像数据需

要更大的存储容量和更高的

系统性能。

为适应业务的快速发展，系

统需要更好的可扩展性和快

速部署能力，且简单管理。

为帮助医生通过医学影像的分

析更迅速、准确地诊断病情，

IT系统需要更强的计算能力和

存储能力，可支持实时数据分

析和AI（DL/ML）。

实时数据分析能力系统可扩展性医疗数据快速增加

场景四… 智慧医疗

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医院里各种检查生成的医学影像数据越来越多，包括核磁、CT、超声、X光机、红外仪等设备，

加之近年来影像清晰度的提升，所产生的影像数据更呈现出高速增长趋势，由此导致医院中PACS系统在性

能上和容量上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如何利用AI 和大数据，帮助医生通过影

像数据更快速、更准确地分析和诊断病情，使AI 为智慧医疗赋能，这是对医院 IT基础设施提出的新的挑战。

戴尔解决方案

VxRail+PowerScale 方案可

提供大容量存储，并使资源

管理、扩展、维护便捷，可

随PACS需求增加而扩展。

可为 PACS 系统提供负载

均衡的支持，支持分级数据，

在不可预测的业务环境下，

实现 I/O 资源利用效能的最

大化。

数据湖支持医学影像数据的实

时大数据分析，可提高医生对

疾病诊断的效率和准确率。

提高疾病诊断率性能更高大容量、可扩展

通过集成Dell…EMC…VxRail…P 系列全闪存超融合和PowerScale 数据湖整体解决方案，可构建一个全新的

PACS支撑平台，在医学影像数据无忧存储的基础上，实现大数据分析和智能诊断疾病。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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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疫情突发时，需要紧急增

设 IT 系统或扩容现有系统，

而且部署时间越短越好。

疫情突发时，新增的 IT 系统

将导致运维人员缺乏，因此，

系统要求管理简单、运维简

单。

作为抗击疫情的IT支撑系统，

要安全可靠，以及具有高可用

性和数据安全存储，并保证数

据不丢失。

安全可靠易操作、易管理紧急扩容系统

场景五… 疫情应急响应系统

在医疗卫生领域，人类时常会遇到传染病或流行病疫情突然爆发，如当年的甲肝大流行、非典，现下的新冠疫情。

这些突如其来的高传染性疾病不但会引起医疗资源紧张甚至挤兑，还会给患者尤其是重症患者带来不可预见

的风险。因此，当危机来临，医院和医疗机构需要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系统，其中包括紧急增设或扩容 IT系统，

以及新建系统，以提高患者的救治率。

戴尔解决方案

由于系统采取预配置、预安

装、全集成，可自动化脚本

部署，因此可实现应急系统

快速上线，快速安装部署，

同时高效稳定运行，简单方

便运维。

PowerScale 可支持多种协

议，满足医疗影像海量数据

存储需求，实现数据的安全

有效管理。

DP4400备份一体机可对关键

虚拟机做连续数据保护，同时

备份虚拟机的数据库，防止数

据丢失。

数据安全保护满足存储需求系统快速部署

Dell…EMC…VxRail 可满足突发事件对 IT 的需求，与PowerScale 存储和DP4400 备份一体机集成，组成应

急系统的“三剑客”。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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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短缺、医务人员不

足，以及疾病传染带来风险，

无法满足大量医护人员反复

进出隔离区域，需要解决远

程实时会诊及监护问题。

医院内 ICU、隔离病房、会

诊室、医生办公室、护士站

等区域实时会诊，包括视频、

音频、实时体征数据的设备

级实时互联互通。…

除了部署和运维需求外，还要

保证系统的高可用性和业务连

续性，减少 IT 人员暴露在高

危救治现场，降低感染风险。

系统部署快捷，运维简单实时会诊需求远程会诊需求

场景六… 医院重症监护及医院内不同区域的实时会诊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患者需要监护仪甚至呼吸机 24小时持续治疗和实时监护，当出现危机值报警时需及时

处置和抢救，尤其在高传染性疾病爆发时，患者激增，医护人员缺乏，需要应用物联网技术对患者生命体征

远程监护并预警。同时，在医院的不同病区，如隔离病房内外，需要建立实时多学科会诊（MDT）系统，以

使患者得到有效及时治疗。

戴尔解决方案

Dell…EMC…VxRail 实现预配

置和预安装，使用户能快速

部署、简单操作和运维。新

三层架构，构建三医联动就

绪的混合多云平台，为用户

未来业务发展留足空间。

实现了患者体征数据实时采

集，以及及时预警，并保证

医疗数据安全、可用，不丢

失。

实现医院内 ICU、隔离病房、

会诊室、医生办公室、护士站

等区域实时会诊，包括视频、

音频，以及实时体征数据的设

备级实时互联互通。

实时会诊数据安全可用快速安装

以Dell…EMC…VxRail 为主，结合Dell…EMC…DP4400 备份一体机及 IoT网关设备Dell…EMC…Edge…Gateway…

3000/5000 和 Dell…EMC云桌面系统。

需求与挑战

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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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加速数字化转型、智能物联升级、融合创新。在工业互联

网和 5G时代，基于以数据为核心的平台构建规模化创新能力，成为

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中国企业需要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

各种 IT 新技术，跨边缘 -核心 -多云的多种资源，快速实现应用持续

交付，提升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

在新的挑战面前，超融合架构也从最初的以迅捷部署、简化管理和提

升 IT对业务的响应速度为主要目标的服务器、存储、网络的“老三层”

融合，向整合先进架构技术，通过 IT 架构一致性赋能 IT 管理者，基

于AIOPs 跨多云资源一致性管理和 IT&OT融合赋能OT管理者，以

及跨边缘 -核心 -多云的现代化应用交付平台，通过服务一致性赋能

应用开发者的“新三层”发展，以帮助企业提升应用交付效率，实现

全员赋能、全球协作和全产业聚势。

Dell…EMC…VxRail 正是实现“新三层”的现代化超融合平台。其融合

了架构平台、多云资源平台、DevOps 交付平台，通过架构、资源和

服务的企业级一致性，实现全员赋能，帮助企业在降低 IT 部署周期和

IT 开支的前提下，快速构建 IoT 就绪创新平台。VxRail 以软件定义

形式使企业可以迅捷透明地升级，其模块化负载优化可满足不同业务

场景和业务关键应用的需求。VxRail 基于 AI 实现跨架构、资源和应

用开发生命周期管理，确保动态负载迁移过程中业务持续稳定安全。

VxRail 优化的ROI，降低管理成本和升级成本。在解决方案和产品之

外，戴尔现代化超融合平台背后的服务能力将使企业用户从中受益，

帮助企业用户从 IT 中释放出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业务创新中，为

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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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桥调研咨询（Sino-Bridges），成立于 2006 年，

专注于 IT 基础设施、IT 架构、新技术等相关领域

的调研、咨询、分析和内容创作等服务。基于中

国行业用户调查和研究的数据分析和咨询，结合

全球视角，致力于为 IT 厂商和 IT 专业人士提供前

瞻性、可信赖的市场和技术趋势参考、战略和策

略咨询、方案和产品定位、加速市场接受。

戴尔科技集团大中华区实行“在中国，为中国”

战略，致力于帮助政府、企业和个人构建数字化

未来，为客户提供面向数据时代业界全面、创新

的技术及服务组合。同时，持续加强在终端生产

力提升、物联网应用、现代化数据中心、任意云

解决方案、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及专业服务等

领域的创新与实力，凭借业界领先的产品与解决

方案、坚实的研发力量、优秀的团队、全球领先

的智能制造与供应链管理，及广泛的本地合作，

助力客户从容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为客

户和合作伙伴创造更大价值。

公司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