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未来的发展 
注入能量
戴尔利用 Hyper-V 帮助全球能源管理专家整合了约 66 % 的关键服务器 
环境

公司各部门的数据处理需求不断增长，最终很可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来管
理庞大、复杂的服务器基础架构。而转换到虚拟化环境有助于简化例行任务、
提高运营灵活性并解放更多员工，让他们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能够
增加业务价值的环节中。

解决方案：

•  服务器整合

•  虚拟化

客户概况

公司：施耐德电气
行业：科技
国家 / 地区：法国
成立时间：1836 年
员工数：114,000
网站：www.schneider-electric.com

挑战

施耐德电气一方面需要加大服务器容
量用于测试和生产，另一方面又要控
制成本。集团还希望最大限度地缩短
管理时间。

解决方案

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部对该公 
司的需求进行评估后，推荐了基于
Windows Server® 2008 Hyper-V™的简化
虚拟环境。最后，施耐德电气选择了
面向 IT 人员的戴尔专业技术支持来
优化性能。

优点 
更快地部署 IT 
•  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可确保最优
的解决方案设计

•  部署时间缩短了约 83 %
•  开发人员只需五分钟便可将虚拟服
务器投入使用 

更好地运行 IT
• 服务器整合度达到约 66 %
更智能地发展 IT 
•  借助 Hyper-V 可以快速部署测试 
环境



施耐德电气是一家跨国企业，它的专长是

帮助企业可靠而有效地管理能源需求。该

公司的客户软件部有八位开发人员，他们

负责开发和测试电气设计和计算软件，让

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效率最高的施

耐德电气产品和解决方案。

开发团队需要更新其 IT 基础架构，以便

获得更多的容量用于测试和生产。相比于

简单地扩展现有系统，他们更想整合环境，

用更强大的服务器替换旧的服务器。由于

该团队没有专人负责 IT 维护，所以简单

以及有可靠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作为后盾，

都是优先考虑的事项。再者，该团队刚刚

搬入新的办公室，在部署 IT 基础架构时

需要与公司其他部门相互独立。

施耐德电气公司的项目经理Jacques Sautier

说：“我们需要一种易于管理的基础架构，

要能够尽快投入使用并且易于维护，这样

就可以让开发人员将精力集中于开发过

程。此外，扩展能力也非常重要，因为开

发人员常常需要快速设置好软件的测试 

环境。” 

一直以来戴尔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 

都为施耐德电气提供着良好的服务，所

以这次该公司仍然将目光投向了戴尔。

Sautier 原本计划购买非虚拟化的服务器，

但通过与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Dell 

ProConsult 的一部分）人员的交流，他发

现利用 Windows Server® 2008 Hyper-V™ 进

行虚拟化可以最有效地应对客户软件部门

所面临的挑战。

戴尔顾问优化解决方案设计

戴尔为该项目指派了一位解决方案设计

师，这位设计师向公司介绍了 Hyper-V 虚

拟化的功能和优势。

配置清单 
服务

•  Dell ProConsult
•  面向 IT 人员的戴尔专业技术支持 

– 关键任务选项

硬件

•  Dell™ PowerEdge™ 2900 服务器，
配有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430

软件

•  Windows Server® 2008 企业版
•  Hyper-V™ 
•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2008
•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2007

凭借虚拟化，施耐德电气可将大量服务器

工作负载整合到少数几台服务器上，不

仅能简化管理，还能让开发人员更快启

动测试环境。“与戴尔顾问交流之后，我

们发现原来还有一种选择是我们未曾考虑

过的，”Sautier 说， “这位解决方案设计师

仔细听取了我们的诉求， 并向我们展示了

如何在我们的环境中充分利用 Hyper-V 技

术。”评估和设计流程包括多个阶段：

• 虚拟化评估 

• 虚拟化设计和计划

• 虚拟化运行状况检查

• 虚拟化运作评估 

• 虚拟化概念验证 

施耐德电气已经在使用 Microsoft® 软件，

但不具备虚拟化知识，必须进行培训。

“我们之前并未接受过戴尔基础架构咨询

服务，但当戴尔建议通过四天的咨询服

务来实施 Hyper-V 并传授各种知识时，我

们知道戴尔就是我们要找的合作伙伴，” 

Sautier 说。

戴尔的解决方案是用两台 Dell™ PowerEdge™ 

2900 服务器替换掉现有的六台服务器，这

两台新的服务器配有英特尔® 至强® 处理

器 E5430，并已针对 Hyper-V 虚拟化进行

了优化。施耐德电气选择了面向 IT 人员

的戴尔专业技术支持中的关键任务选项，

以尽可能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 戴尔解决方案设计师是一位 HYPER-V 专家。在两天的部署时间内，我们的
开发人员就掌握了他们所需的全部技能，并有足够信心独立管理这一环境。”

  施耐德电气公司项目经理 Jacques Sautier



部署时间缩短了约 83 %
戴尔团队的解决方案设计师在施耐德电气

工作了四天，帮助他们部署了解决方案并

向有关成员就 Hyper-V、Microsoft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2008 和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2007 进行了培训。前两天先是部

署了 PowerEdge 服务器并创建了虚拟化

参数。然后，戴尔解决方案设计师帮助他

们安装了 Microsoft System Center，并为

团队成员展示了如何管理虚拟化环境以及

执行物理到虚拟环境的迁移。“戴尔实施

了前两项物理到虚拟环境的迁移，并向我

们展示了流程的工作原理，然后由我们自

己完成了剩下的迁移，”Sautier 说。

最后一天主要是进行了更多非正式培训，

内容是关于 Hyper-V、System Center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2007 和有关数据备份

的系统测试。Sautier 说：“戴尔解决方案

设计师是一位 Hyper-V 专家。在两天的部

署时间内，我们的开发人员就掌握了他们

所需的全部技能，并有足够信心独立管理

这一环境。”

“没有戴尔的帮助，我们至少需要 24 天的

时间才能完成虚拟化解决方案的实施。戴

尔技术人员在短短四天内就完成了这项

工作，将我们的部署时间缩短了约 83 %。

戴尔在该解决方案的所有要素上都进行了

精心的设计和部署，并为我们提供了相应

的培训。”

缩短了管理时间 
该公司现在有了经过整合的基础架构，需

要维护的物理服务器减少了，工具使用也

变得更加简单，管理也就随之简化了。采

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2008 后，该团队有了一个集中

的控制台，可以从硬件到工作负载等各

个层级对物理和虚拟服务器进行管理。

Sautier 说：“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帮助我们实现了例行任务的自动

化，最大限度地为开发人员留出了创建应

用程序的时间，从而改善客户体验并推动

销售的增长。”

例如，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性能和资源优化

工具在物理服务器之间动态移动虚拟服务

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正常工作时间内进

行维护，而且不会影响服务器的可用性。

“幸亏有了戴尔基于 Hyper-V 的虚拟化解

决方案，才我们大幅缩短了服务器管理时

间，”Sautier 说， “即使没有专门的 IT 团队，

我们仍然可以轻松管理基础架构。” 

开发人员还使用 System Center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2007来备份、存档和恢复数据。“采

用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后，我们可以

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对物理和虚拟服务器进

行磁盘到磁盘以及到磁带的备份。由于这

种备份对磁盘空间的占用量最小，所以非

常快速、可靠并且经济实惠，”Sautier 说。

借助 HYPER-V 和 SYSTEM CENTER
可以在五分钟内启动服务器

因为可以无缝扩展而且无需硬件，所以这

种解决方案可以很好地满足该开发团队的

需求。开发人员使用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2008 快速配置和优化虚

拟机。Sautier 说：“我们开发人员创建的

软件对于我们的销售流程而言非常重要，

所以他们构建测试环境的速度越快越好。

采用来自戴尔的 Hyper-V 解决方案后，部

署一台服务器仅需五分钟，这与原先的几

周时间形成了鲜明对比。”

服务器整合度达到约 66 %
实施虚拟化后，施耐德电气的开发团队将

物理服务器从六台减少到了两台。除了简

化管理以外，还提高了硬件利用率并解

决了联网限制的问题。该公司的两台 Dell 

PowerEdge 服务器当前运行着八个虚拟服

务器。“之前我们的联网插头数量不足，

但采用虚拟化的戴尔服务器之后，这已经

不再是个问题，”Sautier 说。

“ 幸亏有了戴尔基于 HYPER-V 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它让我们大幅缩短了服
务器管理时间。”

  施耐德电气公司项目经理 Jacques Sautier



一个虚拟化服务器可以执行多台物理服务

器的任务，所以基础架构得到了更充分的

利用，所需的空间也减少了。服务器数

量减少也意味着软件许可证的数量可以减

少，例如使用管理工具所需的许可证。“凭

借戴尔服务器和 Hyper-V，我们的服务器

整合度达到了约 66 %，许可成本的削减

也达到了几乎同样的水平，”Sautier 说。

随着物理服务器的减少，公司还降低了

能耗。Sautier 说：“采用基于英特尔的

PowerEdge 服务器以及 Hyper-V 后，我们

的能耗降低了 50 % 左右，不仅节约了成

本，还巩固了我们追求环保的企业文化。”

凭借面向 IT 人员的戴尔专业技术支持 
实现了可用性的最大化

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可用性，施耐德电气

选择了面向 IT 人员的戴尔专业技术支持

中的关键任务选项，在四小时内即可获得

上门支持。“戴尔全天提供即时电话帮助，

并在四小时之内就可以上门进行故障诊

断。这就意味着系统可用性得到了保障，

我们也就轻松省心了，”Sautier 说。

若要了解有关此案例研究的更多信息， 

或者阅读更多案例研究，请访问 

www.dell.com/casestudies 与 www.de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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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戴尔服务器和 HYPER-V，我们的服务器整合
度达到了约 66 %，许可成本的削减也达到了几乎
同样的水平。”

  施耐德电气公司项目经理 Jacques Sau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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