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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超融合基础架构解决方案的总销售额超过了 37 亿美元，对于

一项投入市场尚不足四年的技术而言，这一总额令人难以置信。1 展望未

来，这一增长势头没有丝毫放缓的迹象。预计到 2023 年，这一市场将超

过 170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42%。2

显而易见，HCI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经过快速发展，市场中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 HCI 解决方案，它们的功能特性、创新程度以及真

正的“超融合”级别各不相同。IT 团队必须完成必要的审慎调查，才能确定无论是眼前还是将

来，均可最好地满足其数据中心现代化改造具体需求、具有独特优势的解决方案。 

HCI 决不只是一种商品，不同的供应商对什么是 HCI、应如何部署都有其自己的观念。作为 IT 
决策者，您必须评估哪种体系适用于您的企业。我们可以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轻松。在本白皮

书中，我们讨论了要实现 HCI 价值最大化，提高敏捷性、减少复杂性并支持您的新一代 IT 环
境，必须满足的三项至关重要的要求。

第 1 项要求：紧密集成的完整软件体系

服务器、存储和网络是相互分离的孤立小环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欢迎来到现代化 IT 世
界，在这里软件定义的体系结构可帮助降低复杂性、提升敏捷性，并减轻 IT 资源的负担。适

当的 HCI 解决方案是通往这一现代方法的捷径，它采用了构建于软件层之上的模式，使用虚拟

化、统一管理、自动化和编排来降低 IT 复杂性与运维成本。 

凭借完整的解决方案体系，您可以针对整个数据中心（从边缘网关到核心再到云端）顺畅地利

用全新的运维模式。它可加快部署速度、降低运维开销，并使 IT 可以轻松地结合多种公有云服

务来处理任何工作负载 - 从关键业务旧版应用到现代云原生应用。

1 “Worldwide Converged Systems Revenue Increased 9.1% During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7 with Vendor Revenue 
Reaching $3.6 Billion, According to IDC”，IDC，2018 年 4 月 3 日

2 Hyper-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HCI) Global Market Report, Industry Insights, Trends, Key Developments, 2017-2023”，
路透社，2018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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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竞争解决方案的公司相比，这是 VMware 客户拥有显著优势的多个领域之一。大多数

供应商没有自己的 hypervisor 或网络连接虚拟化，所以必须使用多个供应商提供的具有多种

界面的多套解决方案才能运维和管理整个体系。这就使得本应非常简单的模式变得非常复杂， 
同时增加了成本。

VMware 行业领先的 HCI 软件创造了一种软件定义的模式，将计算、存储和网络连接资源虚拟

化，并为整个虚拟化体系提供了简单、通用的管理和自动化平台。vSAN 是唯一一款基于软件

的 vSphere 原生存储解决方案。 

而且由于 vSAN 是更大的 VMware Software-Defined Data Center 体系（包括用于网络连

接的 NSX 和用于云计算管理的 vRealize 等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实现以虚拟机为中

心、基于策略的独特管理。它可应用于 HCI 以及旧版 SAN 和 NAS 阵列，这样您就可以轻松

地将旧版数据转变为现代模式。 

如果使用 vSAN，您即可使用 IT 团队已针对其数据中心使用多年的工具。这样可以节省资金、

去除部署和管理方面的烦恼、提升安全性、消除迁移过程，并保证现有投资能够满足未来的

需求。它还易于采用，特别适用于已在使用 VMware 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的客户，对于非 
VMware 客户也是如此，因为它针对所有基础架构均可提供一致的工具、流程和部署。

vSAN 是一个称为数字化基础的更大的体系结构模型中的构造块，而在这一领域中 VMware 处
于领先地位。基于 VMware 技术而构建的数字化基础由适用于计算、存储、网络连接和管理的

基础架构软件进行定义，是确保从边缘网关到核心再到公有云的基础架构、运维和安全性均保

持一致的最佳方式。 

第 2 项要求：支持混合云

IT 革新的基本目标是能够与公有云服务轻松交互。IT 团队必须能够灵活地将某些工作负载迁移

到公有云中，以利用云计算的敏捷性、弹性扩展能力和基于使用情况的定价，这从业务角度而

言非常有意义。 

但 IT 也必须能够一致地控制、管理和保护所有环境中的工作负载，不管是在数据中心、云端

还是边缘网关。要消除孤立小环境，利用整个企业中的数据和资源进行大数据分析、数字化转

型、改造旧版应用，并进行其他关键业务计划，IT 控制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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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是可跨 HCI 和共享存储提供基于策略的一致存储控制平面的唯一 HCI 提供商，可将

资源互相整合以简化运维、优化存储投资并支持企业按照自己的进度进行现代化改造。在大多

数企业均将多种公有云服务与本地部署基础架构配合使用的情况下，跨整个 IT 环境实现一致性

就显得至关重要。 

但现实情况是，公有云与本地部署数据中心使用的基础架构、工具和流程均不同。所以，在大

多数现有环境中，IT 团队必须针对重新构建应用以及实现数据移动性或进行数据迁移创建路线

图和计划。这些操作繁琐且耗时。将应用迁移到云端之后，不同的流程和工具又会造成更多挑

战。例如，本地部署基础架构和每种云平台的管理要求各不相同，造成大量人力的消耗和重复

工作，使采用多云环境成为一种低效、花费大量 OPEX 的过程。 

而借助 VMware 可以顺畅地扩展到公有云，显著提高灵活性。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应用迁移到

云中或迁回本地，还可以快速完成这些操作，因为您不需要学习任何新工具。vSAN 是唯一一

款可以提供这种一致性的 HCI 解决方案，可在真正的混合云环境中顺畅地集成基础架构、工具

和流程。在利用公有云服务方面，企业将拥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也不会给 IT 团队带来大量的

复杂性问题。 

第 3 项要求：强大的生态系统

灵活性和敏捷性是 IT 革新的重要特征。您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是由于硬件或局限性而扼杀创

新。利用基于软件的开放 HCI 平台，您可以充分利用行业标准服务器平台和供应商。HCI 的强

大生态系统有助于您加快创新，也就意味着与传统数据中心环境相比，新硬件和软件新功能特

性的开发周期可明显加快。对于存储而言这一点极为关键。 

如果您要改造 Oracle、SQL、SAP、OLTP 等旧版应用，必须能够利用更快的存储来支持对

快速响应能力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在当今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的时代更是如此。虽然全闪

存存储极为重要，但更快的存储并不仅仅意味着全闪存存储，还可以利用全新的企业级解决方

案，例如 NVMe 和 Intel Optane 固态硬盘。Optane 是一种持久内存技术，独具特色地结合

了高吞吐量、低延迟、高质量服务和高耐久性，专为满足数据中心的要求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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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Mware vSAN、Intel Xeon 可扩展处理器技术和 Intel Optane 固态硬盘技术相结合，可

利用涵盖市面上任何解决方案的最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在全闪存存储和软件定义的基础

架构中提供最高的性能。除了 Intel 和 VMware 提供的技术，客户还可利用：

• 超过 500 种联合认证的 x86 系统（称为 vSAN ReadyNode），可由 15 家 OEM 供应商提

供，包括所有业界领先的提供商。

• 基于 vSAN 的 Dell EMC VxRail，是一种与 VMware 联合设计的全包式 HCI 设备，可提供

精简的部署体验。

• 来自最大规模 HCI 云计算生态系统（包括 Amazon 和 IBM 等顶级云服务提供商）的“HCI 
即服务”。

此外，VMware 还提供业内最广泛的云计算生态系统，把前所未有的多种云计算服务和基础架

构选项带到了客户面前。在包括 AWS 和 IBM Cloud 在内的 400 多种公有云中，vSAN 均可

作为 HCI 解决方案提供。VMware 的第三方生态系统还扩展到软件供应商，能够与行业领先的

工具进行集成，适用于备份和数据保护等重要使用情形。另外，由于 vSAN 是基于软件的，客

户可将它与旧版存储系统相结合，以保护现有投资。 

VMware 与 Intel 合作的优势

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只是利用 Intel 和 VMware 提供的超融合基础架构解决方案的优势之

一。其他优势包括：

• 紧密集成：vSAN 已针对 Intel 体系结构进行了优化，可将业内应用最广泛的软件解决方案与

专为提高性能、扩展能力与灵活性而设计的硬件相结合。vSAN 是经过 Intel Select 解决方

案认证并通过其提供的首款 HCI 解决方案。

• 关键任务可靠性：Intel 体系结构和 vSphere 可提供 RAS 功能和高可用性功能特性，可用性

高达六个九。3

• 简易性和灵活性：Intel-VMware 解决方案通过两次单击即可调配，还可选择多种基于 Intel 
的行业标准服务器。 

• 出色的经济效益：客户在缓存层组合使用 vSAN、Intel Xeon 可扩展处理器和 Intel Optane 
固态硬盘，可获得 9 倍的性价比，从初始部署到整个生命周期均可在总体拥有成本 (TCO) 方
面获益。4 

3 “Measuring the Value of Storage”，Evaluator Group，2017 年 7 月 12 日

4 “Measuring the Value of Storage”，Evaluator Group，2017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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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现在正是利用 HCI 作为构造块，进行数据中心现代化改造的好时机。技术

在飞速发展，您也希望在不更换现有的所有基础架构的情况下针对关键应用和工作负载部署软

件定义的解决方案。HCI 提供了现代化改造的捷径，使用易于部署的解决方案为您提供目前所

需的功能和性能，还能让您轻松应对未来需求。 

但并不是所有的 HCI 解决方案都一样。vSAN 与 Intel 技术相结合，可提供其他解决方案无法

匹敌的优势。Intel 解决方案可明显改善从边缘网关到核心再到云端的整个基础架构的性能、可

靠性和可用性。 

vSAN 可提供以虚拟机为中心的基于策略的管理，这在 HCI 解决方案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

是 vSphere 原生解决方案，并与其他 VMware 解决方案紧密集成，因此从边缘网关到核心再

到云端均可确保一致性，它还拥有完整体系模式和强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vSAN 是新一代

数字化基础的真正构造块，在这一方面它比任何其他 HCI 解决方案都更具优势。 

需要进行服务器更新？与 14,000 多名客户一起，采用由 VMware 和 Intel 提供支持的 
HCI 进行服务器更新，让存储更新一劳永逸。详情请访问 https://www.vmware.com/cn/
campaigns/hit-refres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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