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 
竞争优势
戴尔 OEM 帮助 Google 将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的硬件平台升级至
第 11 代戴尔服务器，将其性能提升至上一代产品的三倍

解决方案

• OEM

客户概况  
国家 / 地区：美国

行业：科技 

成立时间：1998 年

员工人数：19,786

网址：www.google.com

挑战

通过升级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的硬

件平台获得更高的性能，并通过简化

生产、贴牌、分销及支持来控制成本，

从而在不断发展的企业搜索引擎技术

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解决方案

戴尔 OEM 部门帮助 Google 将第 11 代

Dell™ PowerEdge™服务器集成到最新的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产品中，同时

还优化了产品制造、配送和支持。

优点

更快面市

• 通过快速发布新的搜索设备以及将

现有产品迁移到最新的戴尔硬件获

得了竞争优势

• 简化了全球各地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的设计、贴牌、配置、 

配送和支持流程

改善运营绩效

• 开发出新的企业级产品，搜索文档

的数量可比现有产品提高三倍

• 通过使用可靠、易维护的硬件，使

客户停机时间从数天缩短到几分

钟，并降低了产品更换的成本

• 通过外包流程，让产品定价具有竞

争力，并持续专注于软件创新

更明智地发展业务

• 依靠戴尔 OEM 部门提供的合规性

帮助，成功开拓了新的全球市场

• 为拓展企业设备业务做好准备，同

时保持原有的成本规模

查找企业文档应该和查找互联网信息一样简单。Google Search 
Appliance 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成功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
识到这一点。然而，企业搜索技术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了在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中保持领先地

位，Google 需要采用能够提供卓越性能的

硬件。数年来，Dell PowerEdge 服务器一直

满足着这种需求。但随着企业内部电子信

息的指数级增长，Google 希望更新他们的

硬件平台，让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能够在

搜索材料增加的情况下继续快速地提供搜

索结果。“在几秒钟内搜索数以百万计的文

档和 220 种文件格式是一个高密集计算过

程”，Google 企业产品经理 Cyrus Mistry 谈到，

“我们需要为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选择具

有最高性能的硬件平台，这样我们的客户

才能迅速找到所需的内容。”

虽然 Google 团队希望更新硬件平台以

提高性能，但他们并不希望以降低 Dell 

PowerEdge 服务器的可靠性为代价。“客户

很快开始信赖 Google Search Appliance，将

其作为优化员工工作效率的一种工具”，

Google 的企业制造总监 Frank Kull 说道，“戴

尔硬件可以确保搜索引擎的高度可用性，

并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硬件平台，以避免设

备被退回。我们希望确保升级后的硬件平

台能够提供我们惯有的可靠性级别。”

通过与戴尔 OEM 部门的继续合作，Google

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开发创新软件上。“我们

不想将时间花费在购买和测试服务器组件、

安装软件、配送产品或提供硬件支持上”，

Mistry 表示，“戴尔 OEM 是端到端服务提供

商，能够处理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生产过

程中涉及的各种费时、费力的任务，这样

我们就可以专注于核心业务，开发我们的

搜索引擎软件。”

全新的戴尔服务器提升了 GOOGLE 设备的

性能

在戴尔 OEM 部门的帮助下，Google 团队使

用刚刚面市的第 11 代戴尔服务器更新了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产品线。第 11 代戴尔

服务器配备英特尔®至强® 5500系列处理器，

与上一代服务器相比，显著提高了处理性

能并增加了内存吞吐量。Google 选择了 Dell 

PowerEdge R710 服务器，用于现有的 Google 

GB-7007 产品以及全新的 GB-9009 搜索设备，

前者最多可搜索 1000 万份文档，后者最多

可搜索 3000 万份文档。GB-9009 还采用了

Dell PowerVault™ MD1000 存储阵列，为文档索

引提供额外的存储容量。

通过迁移到最新一代戴尔服务器，Google

可以继续让其设备达到最佳的处理性能。

“Dell PowerEdge R710 服务器采用英特尔至强

5500 系列处理器，提供了卓越的处理性能

和内存带宽，可以更快地搜索文档并提供

结果，而且还可以支持更高的查询负荷量”，

Mistry 表示。

通过与戴尔 OEM 部门的紧密合作，Google

团队得以顺利迁移到 PowerEdge R710。“戴

尔帮助我们将第 11 代 Dell PowerEdge 服务器

快速集成到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产品中”，

“通过与戴尔合作，我们显著降低了管理硬件设计、贴牌、软件
安装、供应链物流、全球分销以及更换服务所需的时间、资源和
成本。我们的人员配置依然精简，并且可以专注于优化我们的搜
索技术。”
Frank Kull，Google企业制造总监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发布于 2002 年， 

其目标是帮助各种规模的组织像通过

Google.com 搜索互联网那样轻松地查

找内部信息。从 2007 年开始，Google

与戴尔 OEM 部门开展合作，将 Dell™ 

PowerEdge™服务器集成到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产品线中。通过与戴尔 OEM

部门的合作，Google 的产品性能和可靠

性获得了提升，同时生产出了具有独

特外观的定制设备。如今，Google 在

全球拥有超过 25,000 家企业搜索客户，

在所有企业搜索供应商中独占鳌头。



“戴尔帮助我们将第 11 代 DELL 
POWEREDGE 服务器快速集成到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产品中 ... 潜在客户能够清楚地看到，
我们致力于将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 
我们的设备上。”
Cyrus Mistry，Google企业产品经理

Mistry 表示。“戴尔团队提供了前期测试设

备，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配送所有设备之前

优化我们的软件，以获得最佳性能和可靠

性。作为将戴尔第 11 代服务器集成到产品

线的首家戴尔合作伙伴，我们感到非常自

豪。潜在客户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致力

于将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我们的设备上。”

戴尔的可靠性、支持和以设备为导向的设计

有助于减少停机时间

全新的 Dell PowerEdge 服务器继续为 Google

及其客户提供所需的质量和可靠性。“我

们需要采用一切可行手段尽可能减少停机

时间”，Kull 表示。“戴尔集严格的组件测

试和强大的工程支持于一身，无论我们要

将产品送到财富 500 强企业还是小型企业，

戴尔都可以帮助我们提供高品质、高可靠

性的产品。戴尔的制造流程控制帮助我们

将硬件退货率降低到前任硬件供应商时的

约 1/4。”

使用可靠的硬件换来了更低的服务更换率。

而当硬件确实出现故障时，戴尔可以迅速

派发新设备。Google 现在依靠戴尔提供所

有现场硬件支持。“戴尔通常可以在两天

内提供替换设备。而其他供应商可能要花

费三周时间”，Mistry 表示。“快速更换意

味着客户可以在短暂的中断之后继续投入 

运行。”

戴尔以设备为导向的硬件设计还有助于简

化为客户提供的现场服务。“如果某个组件

出现故障，客户可以选择在现场对服务器

进行维修，而不必退回服务器进行更换”，

Mistry 谈到，“Dell PowerEdge R710 服务器和

PowerVault MD1000 阵列的设计能够让客户简

单、快速地更换硬盘。我们在内部对易用性

进行了测试，大约用了 15 秒就更换了一块

硬盘，根本没有中断正在进行的搜索。这

种易维护性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避免停机，

同时为我们将退回硬件的成本降至最低。”

戴尔 OEM 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

Google 团队对于新的戴尔硬件平台感到非

常满意，并且他们很快注意到戴尔的业务

不仅限于提供硬件。“除了提供高品质的硬

件之外，戴尔 OEM 部门还提供专业的专属

客户团队、可靠的分销模式以及灵活的供

应链”，Kull 说。“戴尔团队帮助我们处理从

工程到物流的所有事务。其他供应商无法

提供如此全面的服务。”

戴尔 OEM 部门帮助 Google 简化了标准硬件

型号的选择，并提供了在需要时定制配置

的灵活性。“我们向戴尔工程团队提供了技

术要求清单，然后他们帮助我们确定适合

每种设备型号的最佳硬件”，Kull 表示。

Google 团队还利用戴尔 OEM 的定制贴牌服

务来生产容易辨认的设备。“戴尔帮助我

们制作了一些非常独特的标牌，使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在数据中心内格外醒目”，

Mistry 表示。“我们设计了拥有多个孔的鲜

黄色挡板，当然还印有 Google 徽标。而戴

尔团队在预算控制之内提供了我们想要的

外观。” 

经过实践证明，戴尔 OEM 部门是的优秀物

流合作伙伴，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加快面向

世界各地的配送流程。“拥有全球性 OEM

合作伙伴有着巨大的好处”，Mistry 表示，“开

始与戴尔合作之后，我们很快就能拓展到

新的地理区域，而这其中我们自己付出的

精力可谓微乎其微。戴尔负责处理所有合

规性要求，无论客户位于何处，他们都能

将设备直接配送给客户。如今我们的国际

销售渠道十分健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

功于戴尔。”

考虑到对未来的规划，戴尔 OEM 部门与

Google 团队分享了戴尔服务器路线图，因

此他们可以在新技术或新功能发布的第一

时间予以采用。“掌握戴尔服务器路线图为

我们的产品规划提供了极大的帮助”，Kull

表示，“我们可以确保为客户提供最新、最

优秀的技术，并且可以实现从一个平台到

下一个平台的无缝过渡。”

配置清单

硬件

• Dell™ PowerEdge™ R710 服务器，配备

英特尔® 至强® 5500 系列处理器

• Dell PowerVault™ MD1000 存储阵列

软件

• Google 搜索引擎

服务

• 戴尔 OEM 部门

 – 戴尔 OEM 定制贴牌

 – 戴尔服务器软件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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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依靠戴尔 OEM 控制成本、 
巩固竞争优势地位

选择 Dell 作为 OEM 合作伙伴帮助 Google 削

减了多个领域的运营成本。“第 11 代 Dell 

PowerEdge 服务器提供了超高的性价比”，

Kull 说道，“借助 Dell PowerEdge R710 服务器，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所需的搜索性能，同

时让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

通过将生产和分销转交给戴尔，Google 团

队还可以免去设备库存积压所带来的成本。

“戴尔的按订单装配模式帮助我们消除了几

乎所有库存成本”，Kull 表示，“他们快速的

生产吞吐能力和灵活的定制流程使我们可

以迅速周转订单，而不需要在仓库中存放

成品。”

同时，外包生产和支持流程也帮助 Google

保持精简的人员配置并专注于创新。“通过

与戴尔合作，我们显著降低了管理硬件设

计、贴牌、软件安装、供应链物流、全球

分销和更换服务所需的时间、资源和成本”，

Kull 说道，“我们的人员配置依然精简，并

且可以专注于优化我们的搜索技术。”

GOOGLE 的规模与时俱进

随着内部搜索技术市场的发展，戴尔 OEM

部门可以帮助 Google 轻松扩展其企业业务，

同时又不会大幅增加成本。“我们相信随着

更多公司认识到在内部部署搜索技术所能

实现的生产效率提升，企业市场将继续迅

速发展”，Mistry 表示，“通过与戴尔合作，

我们在利用此潜在机会方面处于极为有利

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可靠的高性能设备

提供熟悉、高效的 Google 搜索功能，并且

可以快速增加生产、配送和针对全球客户

的支持，又不必对自己的企业作出重大改

革或投资。作为我们强大的合作伙伴，戴

尔可以为我们提供坚强的后盾，帮助我们

在不断发展的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有关此案例研究的更多信息， 

或者要阅读更多案例研究， 

请访问 DELL.COM/CaseStudies。

“DELL POWEREDGE R710 服务器采用英特尔至强
5500 系列处理器，提供了卓越的处理性能和内存带
宽，可以更快地搜索文档并提供结果，而且还支持更
高的查询负荷量。”
Cyrus Mistry，Google企业产品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