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娱乐

业务挑战

ESDIP 动画工作室计划进行一个大型项目 — 创作一部包含大量图形的 3D

动画短片，但是，ESDIP 现有的计算能力和美术设计师不足以完成这个
项目。

转型

IBM 业务合作伙伴 SimpleCloud 为 ESDIP 提供了一种在 IBM® Cloud® 上
运行的虚拟桌面解决方案，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200 位艺术家能够使用

快速、同步的图形渲染功能进行协作，共同创作这部将真人实景与 3D 动
画相结合的最新动画电影。

成果

来自世界各地的约 200 位艺术家
通过实时协作创作了一部 3D 动画电影

在一小时之内即可构建一个基于
云的工作环境

实现高性能计算和渲染
与投资购置工具、工作站和渲染集群相比

节约 60% 的潜在成本

ESDIP 动画工作室

一家小型工作室通过基于云的协
作创作大型动画电影

ESDIP 是 ESDIP 艺术学院旗下的一家动画工作室。ESDIP 位于西班牙马德里，

“ 对于这种规模的项目来说，
SimpleCloud 至关重要。这
部影片更像是知名工作室的
作品，艺术家们以分布式的
工作方法完成了创作。”
—ESDIP Animation Studio 导
演兼编剧 Abraham Lopez

拥有 20 多年的创作经验，工作室制作的动画短片曾在众多电影节上获奖。工

作室拥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创作部门，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也逐年提高。

ESDIP 创作的短片体现了 ESDIP 艺术家的才华和热情，是他们忘我工作换来的

成果。工作室成立于 1989 年，目前拥有约 50 名员工。

分享本文

动画需要计算能力

动画电影创作是难度最大的艺术创
作门类之一。它不仅需要非常高端
的显卡或图形处理器 (GPU)，而且
还需要非常复杂的并行流程，因此，
多个工作流必须同时进行，无缝对
接。在专业工作站内工作的美术设
计师必须能够立即感知画笔的精确
度和压力。在这方面不能有丝毫延
迟，否则，他们就无法充分表达自
己的艺术风格。然后，最终的渲染
过程需要多台高端服务器进行并行
处理，这样才能创作出我们在 3D 动
画电影中看到的流畅画面、精美效
果和逼真光线。
除了少数大规模动画工作室以外，
其他工作室根本不具备如此强大的
计算能力。现在，这种情况终于改
变。

ESDIP 动画工作室是西班牙马德里
ESDIP 艺术学院旗下的一家动画工
作室，目前，该工作室正在制作一
部 3D 动画电影短片《Blue and
Malone: Impossible Cases》。”这
部电影不仅包含以真人实景照片为
基础制作的 3D 动画镜头，而且，真
人演员、动画角色（包括一只重达
数吨的巨型蓝猫）以及机器人和其
他虚构角色还会在电影中进行充分
的互动。ESDIP 首先用大约两年的
时间进行前期制作，艺术家一边对
摄制过程进行 3D 预览，一边塑造电
影中的角色、制作动画并为影片所
需的两个全 3D 场景进行设计和建模。

为了完成这部电影，工作室需要确保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200 位艺术家能
够互相协作。在过去，这就意味着工
作室需要投入巨资购买专业硬件和软
件。即使资金不是问题，工作室依然
需要想办法协调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
家，确保他们能够同时工作。

没有 SimpleCloud，就没
有
《
Impossible
Cases》。”
—ESDIP 动画工作室导演兼编
剧 Abraham Lopez

SimpleCloud 首席运营官兼销售总监
Fernando Viñuales 说：“要想让来
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同时工作，
ESDIP 只能采用一种基于云的解决
方案，让他们能够通过离自己最近的
数据中心实现连接，实时利用工作室
的各种艺术工具来共同完成创作。”

SimpleCloud 解决方案使用功能最强
大的 IBM 裸机服务器。SimpleCloud
首席执行官 Olivier Wolff 说：“我们
将它们与虚拟 GPU 结合使用，很少
有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如
果我们没有虚拟 GPU，ESDIP 绝对
无法完成电影创作，因为动画制作非
常依赖于高性能图形处理器。”

虚拟服务器可实现基
于云的协作

根据 ESDIP 的说法，SimpleCloud
提供的基于云的解决方案为
《Impossible Cases》制作项目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ESDIP 借助这个解决
方案将小型动画工作室有效地转变为
一个部分虚拟的工作室，而且，虚拟
工作室的功能要比原来的工作室强大
得多，正因如此，ESDIP 才能顺利完
成这个项目。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
艺术家就可以协同工作，不再受限于

ESDIP 希望 SimpleCloud 能够帮助
工作室构建一个虚拟工作室环境，让
艺术家们能够在虚拟工作室里完成这
部名为《Impossible Cases》的动画
电影。SimpleCloud 在 IBM Cloud
上部署其虚拟桌面解决方案。

SimpleCloud
用
VMWare
Workstation 软件创建虚拟桌面，用
IBM Aspera® 软件快速共享文件，甚
至包括那些最大的文件。借助这个解
决方案，ESDIP 能够与来自世界各
地的众多艺术家并行完成电影创作，
而且还不会出现分布式工作通常会导
致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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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作室掌握的非常有限的技术和艺
术资源。

通过与 IBM 合作，SimpleCloud 将其
虚拟桌面解决方案部署在了距离最终用
户最近的数据中心的裸机服务器上。
Wolff 说：“在 IBM Cloud 数据中心内，
我们一边创建存储，一边创建虚拟机，
然后再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用来管理非
常复杂的项目。” “我们希望为工作室
提供零延迟创作流程，因此，我们需要
使用靠近最终用户的服务器以及彼此相
邻的存储和虚拟服务器。”

公司可以在一小时之内部署预先配置的
工作室工作站环境，而目前实力最强的
竞争对手也需要两周时间才能做到这一
点。然后，公司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根据
客户的需求添加或删除用户。此外，公
司还可以按需求提高处理能力。Wolff
说：“实际上，我们仅需通过简单的拖
放操作即可提高计算能力，无论是
CPU 能力还是 GPU 渲染能力。”“我们
正在利用 IBM Cloud 和裸机服务器的
功能来即时交付最复杂的计算流程。”

小规模工作室完成大规
模作品

通过与 SimpleCloud 合作，ESDIP 召
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200 位美术设
计师，让他们共同创作一部结合真人实
景和 3D 动画的高科技影片—《Blue
and Malone: Impossible Cases》。

由于采用了分布式工作环境，所以，
ESDIP 可以获得小型工作室通常无法
企及的人力资源和计算能力。该解决
方案被托管在使用裸机服务器的 IBM
Cloud 上，它为 ESDIP 提供了最高级
别的图形处理能力，让 ESDIP 不必
投入巨资构建一个永久性基础架构环
境。

由于该解决方案的成本计入公司的运
营费用 (OPEX)，因此，与构建永久
性基础架构所需的资本支出 (CAPEX)
相比，ESDIP 可节省多达 60% 的成
本，对于需要 SimpleCloud 解决方案
的长期项目来说尤其如此。这不仅可
以帮助 ESDIP 降低项目成本，而且
还让 ESDIP 能够精确管理与聘请艺
术家有关的费用。尽管艺术家与工作
室之间可能隔着几千里的距离，但是，
ESDIP 却感到工作室能够更好地监督
艺术家，更有效地管理项目。
根据工作室的说法，无论艺术家身在
何处，SimpleCloud 解决方案都能让
他们在一个协作环境内使用高性能虚
拟工作站和卓越的图形处理能力进行
远程创作，从而为本项目的完成和成
功起到了促进作用。SimpleCloud 帮
助 ESDIP 达到了比预期更高的质量
水平，彰显了自身的影响力。它对影
片制作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积
极的影响，尤其是预算方面。

ESDIP 导演兼编剧 Abraham Lopez
说：“对于这种规模的项目来说，
SimpleCloud 至关重要。这部影片更
像是知名工作室的作品，艺术家们以
分布式的工作方法完成了创作。”

对于这个项目，我们当时努力寻找一
种能够让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灵活、
安全的方式无缝协作的工作方式。”
任何需要将高性能计算与远程工作相
结合的行业或项目都可以使用
SimpleCloud 平台。该解决方案不仅
具有速度快、灵活性高和协作性强的
特点，并且非常安全，因为
SimpleCloud 将其托管在 IBM Cloud
上。

“换言之，没有 SimpleCloud，就没
有《Impossible Cases》。”
SimpleCloud 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
方案，帮助 ESDIP 利用世界各地的
人力资源完成了这部动画电影。
Wolff 表示：“SimpleCloud 正是为这
类工作而构建的，因为我们也来自动
画界，而且已经完成了许多不同的任
务，包括为动画工作室或动画电影进
行渲染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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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公司不会像其他云托管公司那样收
取隐性数据传输费用，因此，本公司的客
户也就不必负担这笔费用。

因为 SimpleCloud 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构建
预先配置的虚拟桌面环境，所以，ESDIP
仅需添加艺术家即可。艺术家不仅可以根
据需要确定工作时间，而且可以使用任何
设备工作。

ESDIP 主 要 使 用 高 端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OS) 工作站，
但是，该系统允许运行任何操作系
统的任何设备（包括 Apple iPhone
和平板电脑）连接到解决方案。
Wolff 说：“SimpleCloud 的客户可
以在任何地点使用任何设备以无缝
的方式协同工作。”“我们可以为客
户提供真正的灵活性。无论用户人
数多少，客户都完全可以根据需要
使用解决方案，使用时间以小时计
算。”
SimpleCloud 还可以根据需要提高
CPU 和 GPU 的处理速度，增加处理
类型。ESDIP 能够在艺术家要求的
确切时间为他们提供正确的机器配
置文件。用户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切
换机器，然后注销并重新登录，让
用户可以使用真正能够满足自身需
求的解决方案。Wolff 强调：“由于
我们直接在 IBM Cloud 数据中心中
创建虚拟机，因此，我们可以立即
对其进行部署。

立即部署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
这是一种竞争优势。”

而且，如果客户突然需要添加远程工
作人员，SimpleCloud 也可以提供此
项服务。Wolff 说：“我 们在 IBM
Cloud 上进行设置的方式决定了我们
可以按需要设置机器，只要机器的数
量不超过 IBM 的容量即可，这就意
味着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为 1000 人
扩展基础架构。”

即使在客户共享虚拟机访问权限时，
IBM Cloud 环 境 也 可 以 帮 助
SimpleCloud 客户保护自己的知识产
权。只有工作室或企业主才能上传或
下载文件或工具。所有其他用户均直
接在云上进行创作，而且不能下载图
形工具或其他元素，例如：制定计划，
让用户远程使用解决方案。

“在制作这部动画电影的过程
中，SimpleCloud 提供的基
于云的解决方案一直是该项
目的一大基础。我们借助这
个解决方案将小型动画工作
室有效地转变为一个部分虚
拟的工作室，而且，虚拟工
作室的功能要比原来的工作
室强大得多。这样，来自世
界各地的艺术家就可以协同
工作，不再受限于小型工作
室掌握的非常有限的技术和
艺术资源。”
—ESDIP Animation Studio 导
演兼编剧 Abraham Lop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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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Cloud®

采取下一步行动

如需进一步了解本案例中介绍的 IBM
解 决 方 案 ， 请 与 您 的 IBM 代 表 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联系。
关于 SimpleCloud

IBM 业务合作伙伴 SimpleCloud 是
一个基于云的全球平台，可用于协作
数字内容管理和创建。
SimpleCloud 为需要较高 GPU 处理能
力的行业客户提供专用应用程序。公
司可在云上提供完全集成的虚拟桌面
解决方案，用户可以在任何地点，使
用任何设备工作。此类解决方案完全
可扩展，客户只要按照实际需求支付
费用即可。

SimpleCloud 成立于 2008 年，总部
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在马德里和洛杉
矶拥有大约 50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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