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时，IT 团队必须转向以服务为导向的交付模式，从而加速开发周期，提高上市速
度，并且提升敏捷性和响应能力。当然，他们在应对所有紧迫、困难的挑战时，还不

得超出预算，也不能让宝贵的 IT 人力资源不堪重负。

因此，数量惊人的 IT 负责人决定采用 HCI 也就不足为奇了。一项研究表明，2017 年
超融合系统的销售额比 2016 年增长了约 65%，在 2018 年，这一增速丝毫没有减慢的 
迹象。1 

增长原因非常简单：HCI 使用基于软件的体系结构，降低了复杂性，提升了敏捷性，
降低了成本，并提供了适用于混合云环境的平台，可支持 IT 团队解决云计算时代的许
多最紧迫的挑战。

本白皮书介绍了 2018 年迁移到 HCI 的业务理由。重点关注的关键领域包括加速业务响
应能力、提升 IT 工作效率、减少 IT 预算的压力以及支持企业中的云计算要务。本白皮
书还讨论了有助于确定何时采取行动的触发事件，并介绍了评估 HCI 解决方案时要考
察的最重要特征。

1 “与 2016 年相比，超融合市场增长了 64%”，The Stack，2017 年 6 月 26 日

2018 年，超融合基础架构 (HCI) 的业务理由表现出了前所未
有的强劲实力。为了适应混合云环境、无节制的数据增长、

物联网 (IoT)、IT 的消费化以及企业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具体挑
战，IT 负责人面临对基础架构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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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在 2018 年选择 HCI？ 
首款 HCI 产品的上市时间是在 2014 年。到 2022 年，全球

销售额预计将超过 125 亿美元。2  对于任何技术而言，如

果被市场接受的速度如此之快，就说明它可以为企业提

供巨大的价值。HCI 与服务器虚拟化一样，就是这样一种

突破性的技术，它潜力巨大，能够推动 IT 和企业生产率

的长久变革。

借助 HCI，IT 转向了依赖软件层的体系结构模式，而不再

依赖硬件。服务器和存储得到了统一的部署和管理，以

利用自动化和编排整合并简化日常运维。IT 可以使用能

够与多种云的混合环境轻松集成的本地部署基础架构，

实现云计算的简便性和敏捷性。

2018 年，随着 IT 部署从传统的三层体系结构孤立小环

境转变为 HCI 提供的基于策略的灵活管理，企业上下将

受到巨大影响。您将在以下关键领域发现并体验到重大 

变化：

• IT 人员配备：HCI 将计算和存储管理进行了整合。

IT 团队可以减少对难找又昂贵的专业人员的依赖，

综合性 IT 员工可以完成更多任务。这样可以节省

资金并提高效率。它还可以使 IT 重新思考应如何

组织人员，更好地响应应用所有者；帮助整个部门

更多地专注于战略项目，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复杂的

基础架构和保持业务连续性的日常活动上。

• 机架式服务器：我们发现，机架式服务器正在卷土

重来，因为在 HCI 环境中，提供虚拟计算资源的服

务器同时可以高效地提供持久性存储。低延迟闪存

与全新 HCI 解决方案的结合使得在商用服务器平台

中增加共享存储成为可能。

• 加快创新速度：HCI 解决方案的一个特点便是与专

有 SAN 和 NAS 系统相比，开发周期明显缩短。HCI 

基于服务器的经济链，加上将软件开发与硬件分

离的业务模式，使得新功能的交付周期缩短到六个

月，相较于存储软件通常为 18 个月，存储硬件通

常为 36 个月的周期明显加快。 

2  “到 2022 年，超融合基础架构市场价值将达到 126.074 亿美元”， 

 MarketsandMarkets，2016 年 5 月

构建业务理由 
对于从战略高度最高效地利用 HCI 的企业而言，HCI 带来

的变革能够转化为巨大的业务收益和竞争优势。在针对

新技术平台构建业务理由的过程中，IT 决策者通常会侧

重以下几个关键领域：提升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加快

上市速度以及实现独有的业务优势/创新。

以上每项特征均会推动盈利能力的提升，帮助企业做好

迎接未来的准备。对于所有这些领域，HCI 的表现均不

负众望。构建 2018 年 HCI 业务理由时的三个最重要因 

素是： 

一：提高 IT 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加快业
务响应能力
原先需要专业人员完成的工作，现在可由综合性员工来

完成，这对于 IT 工作效率和成本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

响。与传统的孤立基础架构相比，HCI 解决方案的部署和

管理要简单得多。利用 HCI，IT 组织可合并存储和计算团

队 - 这并不是要减少工作岗位，而是要针对快节奏的应用

变化提升响应能力，这也是当今以数字化为中心的动态

业务模式的一大特色。

新组建的超融合 IT 团队可专注于在虚拟机 (VM) 或容器上

运行的应用的具体需求，从而更快地调配应用，轻松更

改应用以满足业务的动态要求，并通过单一管理控制台

进行集中调试。

I T  工作效率的提升会在整个企业中产生连锁反应。

DevOps 团队可以更快地将错误更少的新服务推向市场；

业务线可以更快、更轻松地获取所需的资源；而面向客

户的人员也可以从战略高度利用数据，从而更好地抓住

机遇，实现竞争优势。

二：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使用行业标准服务器高效提供持久性存储的能力，为 IT 

团队提供了使用 HCI 降低资金成本的新机会。高容量服

务器极具吸引力的经济效益让 IT 能够利用经济高效的闪

存为他们的服务提供支持，并使用更便宜的商用机架式

服务器来代替专有刀片系统。 

2018 年，服务器平台中出现了更多的存储选项，包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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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可组合基础架构。这样，IT 就可以调整计算和存储

资源的比率，以满足其应用环境的需求。企业可以节省

用于采购存储硬件和软件的资金，同时跨不同的存储层

利用现有的存储硬件投资。

HCI 不仅可以减少 CAPEX；还可以显著降低运维成本。初

始部署花费的时间更少，并且可由一般的 IT 技术员进行

处理。升级、修补和维护都简单得多，自动化程度也更

高。不再需要进行复杂的存储调整，还可以在统一的管

理控制台中轻松完成系统的扩展和缩减，从性能和容量

角度而言，为正确的应用提供适当的存储。

三：通过云计算提升敏捷性和创新能力
如今，IT 负责人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必须常常对云计算再

三考量。企业领导者想知道 – 我们在使用云吗？是如何

使用的？为什么不使用？选择适当 HCI 解决方案的其中

一大优势就是您可以支持混合云环境，同时仍可保持对

本地部署基础架构的控制，确保其安全性和性能，提供

云计算敏捷性和经济效益。借助适当的 HCI 解决方案，

您可以在云中实现若干业务优势，其中包括：

• 向 DevOps 和 LOB 团队提供他们寻求通过公有云

服务获得的敏捷性、经济效益和使用便利性，减

少安全风险和由于超出需要的 IT 计划导致的成本 

超支。

• 从本地部署 IT、边缘计算环境到公有云服务，均可

利用相同的工具、技术、流程和策略，为管理员提

供支持，并确保快速部署新的功能特性和服务。

• 支持云计算优先和仅限云的计划，同时保持灵活

性，不仅可以将应用和工作负载迁移到云中，也可

以出于各种原因（安全性、成本、性能或合规性

等）将它们迁移回来。

何时采取行动
看到 HCI 市场如此惊人的增速，企业纷纷展开行动，采

用这种本地部署混合云基础架构的新模式。如果您的企

业尚未采取行动，或者您刚刚开始通过针对性的工作负

载或远程办公室试水，若出现以下几种触发事件，就应

该好好考虑使用 HCI 了。其中包括：

• 需要进行服务器更新时

• 需要进行存储更新时

• 部署新应用时

• 对旧版应用进行现代化改造时

• 希望升级远程办公室/分支机构的基础架构时

• 需要快速部署基础架构，例如支持全新的 DevOps 

团队或由于兼并或收购需要帮助员工适职时

• 部署混合云时

上述每一种情况都是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但这并不表

示，一定要遇到具体的触发事件才应该使用 HCI。HCI 本

身的业务理由已具有足够的吸引力：通过提升云计算能

力，改善工作效率、获得更快的业务响应能力、降低成

本并增强业务敏捷性。 

除了这些优势，HCI 还能使您的数据中心适应未来需求，

作为 Software-Defined Data Center 的构造块，在其整个生

命周期中持续提供业务价值。由于 HCI 依赖软件层，因

此您无需进行大范围的技术更新、可造成中断的迁移或

彻底升级。您可获得最新的补丁程序，还能更轻松地利

用刚刚面世的全新技术创新。还可以通过 HCI 更加轻松

地加速采用闪存存储，因为在这种体系结构中，部署闪

存更为简单、廉价。

需要考察解决方案的哪些方面
不同的供应商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实现 HCI。VMware vSAN 

已成为市场领导者，因为这是业内唯一的 vSphere 原生存

储解决方案，以及唯一一款提供完整软件体系和云集成

的解决方案。如今，聚合了 Hypervisor 的单一体系已推向

市场，遍布全球的客户都在使用这一体系发展安全的新

式基础架构。

对于现有 VMware 客户而言，选择 vSAN 是合理的后续行

动，而对于非 VMware 客户而言，这也是一种出色的模

式，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集成混合云的方式，还可支持多

种云环境。为了进一步进行简化，VMware 的 HCI Kit 将 

vSAN 和 vSphere 组合到一个 SKU（产品部件号）中，利

用标准 x86 服务器和经济实惠的闪存存储提供服务器端

的经济优势。

VMware 还为客户提供了最广泛的部署选项，您可以通过

联合设计系统、vSAN ReadyNode 或云中“HCI 即服务”

购买、构建或租用 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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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以下创新方式在环境中部署 vSAN：

• vSAN ReadyNode 是已由 vSAN ReadyLabs 进行预配

置、测试和认证的 x86 服务器，可通过自定义方式

构建 HCI，由 VMware vSAN 提供技术支持。每个 

ReadyNode 都针对 vSAN 进行了优化配置，CPU、

内存、网络、I/O 控制器和存储设备（包括固态硬

盘、硬盘或闪存设备）均达到所需的数量。所有主

流服务器供应商均可提供多种 ReadyNode，还有许

多合作伙伴提供增值管理和备份解决方案，进一步

增强了 HCI 体验。

• 联合设计系统，例如由 Dell EMC 提供技术支持的 

VxRail，这是一款经过集成、预配置和测试的 HCI 

设备，由 vSAN 提供技术支持。此模式兼备 TCO 

优势与自助模式，具有集成式端到端支持的附加 

价值。

• 通过 VMware Cloud on AWS 提供的“HCI 即服务”，
这是一项按需服务，使您能够跨基于 vSphere 的

云环境运行应用，并且可以访问各种 AWS 服务。

该服务将 vSphere、vSAN、NSX 和 VMware vCenter 

Manager 相集成，并且经过优化，可在富有弹性的

专用裸机 AWS 基础架构上运行。

VMware 与英特尔® 结成合作伙伴，利用英特尔 Select 解

决方案作为其产品/服务的重要部分。这些经过验证的 

HCI 系列解决方案基于至强® 处理器可扩展系列，针对

工作负载进行优化，适用于如今复杂的数据中心工作负

载。将 vSAN 与英特尔 Select 解决方案进行结合的优势 

包括：

• 经过验证的基础架构配置，减少了复杂性以及用于

硬件评估和软件集成的投资。

• 更快、更轻松地部署数据中心基础架构，从而节省

时间和资金，对 IT 资源造成的压力也少得多。

• 基于可信的 IA 基础改善性能，从而优化安全性、

可靠性和敏捷性。

VMware 与英特尔强强联手，使 IT 交付基础架构和应用服

务的速度和敏捷性可以支持业务创新，同时优化总体拥

有成本并提升资源利用率。

Evaluator Group 经过研究发现，对于运行服务器的数据库

而言，配备至强可扩展 CPU，且在内部 SSD 上运行 vSAN 

的服务器集群的成本约为全闪存阵列上运行的相同服务

器的三分之一。3 对于配备至强可扩展 CPU、运行 vSAN 

的服务器组成的同等 VDI 环境而言，其成本只有全闪存

阵列上运行的相同服务器的一半 - 而且对性能或可靠性没

有任何影响。4

结束语
2018 是充满挑战同时令人振奋的一年，IT 团队努力在这

一年帮助企业向前发展并推动创新。变革的节奏并没有

放缓的迹象，可以充分利用多种云环境、IoT、IT 消费

化、大数据分析和其他新计划的强大力量的公司，可以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HCI 已成为支持 IT 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技术。事实上，HCI 

的业务理由从未如此实力强大或引人注目，它使 IT 能够

更高效地进行团队管理，还能利用商用服务器降低成本

并支持新式多平台混合云环境。 

VMware 和英特尔的携手合作，使 IT 团队能够利用新式

解决方案实现部署 HCI 的极具吸引力的强大业务理由。

有关 VMware 和英特尔如何帮助您的企业使用 HCI 在 2018 
年及未来实现业务竞争优势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拥抱 
变革。

3  “用于数据库的 vSAN TCO 分析”，Evaluator Group 
4  “用于 VDI 的 vSAN TCO 分析”，Evaluato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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