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挑战

总部位于瓜德罗普岛的 Orange Caraïbe 所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是寻找成
本高效的能源。该公司希望部署支持其业务多元化战略的高能效 IT 基础
架构。

转型

Orange Caraïbe 采用 IBM® FlashSystem® 技术构建了一个更加环保的数
据中心，存储容量增加了 1 倍以上，同时极大地降低了能耗。

业务优势：

94%

能耗减少了 94%，机架空间需求
降低了 98%，进而提升了效率

30%

处理时间缩短了 30%，进而提高
了客服响应速度

Orange Caraïbe

通过更环保、功能更强大的数
据中心节省时间、资金和精力
Orange Caraïbe 创立于 1990 年，在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法属圭
亚那、圣马丁和圣巴泰勒米群岛等法国海外领地提供电话语音和数据通
信服务。它的母公司是法国跨国电信公司 Orange S.A.，该公司在全球拥
有 135,000 名员工。

“ 在 我 们 迁 移 到 IBM
FlashSystem 之后，我们
的能耗降低了 94%，这有
助于让我们的运营变得更
加环保，而且在五年内降
低同样比例的电力成本。”
Xavier Pioche
Orange Caraïbe，IT 基础架构部门经理

释放

通过 IT 管理简化，释放员工精
力，使其可以专注于创新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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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愿景

法国政府推出了《业务增长与转型行
动计划》(PACTE)，鼓励公司重新思考
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对该
计划的回应，电信集团 Orange S.A.
也公布了其目标：“致力于成为可信赖
的合作伙伴，为客户提供通往负责任
数字世界的钥匙”。现在，该集团的各
个下属公司（包括 Orange Caraïbe）
也开始实施这一理念。
Orange Caraïbe 在加勒比海瓜德罗普
群岛开展运营，因此其数据中心的能
源成本要比法国本土的公司高得多。
随着公司开始推动其服务组合的多元
化，对 IT 基础架构的需求在不断增
加。
Orange Caraïbe 的 IT 基础架构部门经
理 Xavier Pioche 介绍说：“我们正在
扩大通讯范围，以提供更广泛的数字
服务。为了支持我们的新业务模型、
实现环境目标并降低成本，我们希望
更换老化的存储系统。”

提升业务绩效

随着现有存储平台接近临近退役，
Orange Caraïbe 的 IT 员工发现他
们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比如机
械磁盘故障等等。为了防止这些后
台问题拖慢公司的客户响应速度，
Orange Caraïbe 决定采取一些紧
急措施。

Orange Caraïbe 选择通过 IBM
FlashSystem 存储技术对其数据中
心进行改造，进而在较小的高密度
占地空间中获得了两倍的容量，同
时性能也得到了提升。在做出该决
定之前，该公司曾进行了广泛的筛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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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che 回忆道：“我们经过筛选将选
择范围缩小到了 IBM 和另外一家供
应商，但最终通过权衡价格和性能，
我们决定采用 IBM FlashSystem。
IBM 的另一个主要卖点是他们在瓜德
罗普岛的支持团队让我们非常放
心。”

Orange Caraïbe 和 IBM 共同部署了一
个 IBM FlashSystem 存储系统，为其
数据最为密集的应用提供支持。然
后，该团队实施了 IBM FlashSystem
7200 全闪存系统，用作其通用存储平
台，还针对优先级较低的应用实施了
IBM FlashSystem 7200 混合解决方
案。通过这些部署，该公司位于瓜德
罗普岛的生产数据中心的总存储容量
从 250 TB 增加到了 662 TB。此外，
该公司还在其位于马提尼克岛的备份
数 据 中 心 添 置 了 IBM Storwize
V7000，并将其生产存储系统的所有
数据复制到该计算机（第 4 台）上。
Pioche 说道：“IBM 的专家来现场帮
助我们安装了新的 FlashSystem 设
备，这些设备的运行都很顺利。坦率
地说，新的基础架构将会更易于管
理。这些全闪存系统没有移动件，同
时我们也实现了对整个环境的单点控
制。”

恪守绿色原则

对于 Orange Caraïbe 来说，通过对数据
中心进行改造让其变得更加环保，有助
于实现两个目标：减少环境影响和降低
能源支出。

借助 IBM 的技术，Orange Caraïbe
同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Pioche 解释说道：“在我们迁移到
IBM FlashSystem 之后，我们的能
耗降低了 94%，这有助于让我们
的运营变得更加环保，而且在五年
内降低同样比例的电力成本。通过
迁移到 IBM FlashSystem，还使我
们从 3 个机架缩减到单个 2U 空
间，占用空间减少了 98%，这为
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扩容空间。我们
通过核算发现，由于这种存储解决
方案的效率更高、结构更紧凑，我
们还有望节省数万欧元的冷却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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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了功能强大的 IBM FlashSystem
存储系统之后，Orange Caraïbe 还发
现了它给客户服务带来的提升。
Pioche 补充说道：“自从我们部署了
IBM FlashSystem 技术以来，我们的数
据仓库员工所投入的处理时间缩短了
30%。我们的店铺可以为客户提供更
具响应性的服务，他们无需再等待我
们的员工在 CRM 系统中来回搜寻。”

就内部来说，Orange Caraïbe 也获益
良多。该公司借助 IBM FlashSystem
平台中内置的直观管理工具，减轻了
IT 团队的管理负担。Orange Caraïbe
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创新，也有了强
大的 IT 功能，因此可以专注于持续
改善战略的实施。

Pioche 总结说道：“自从部署 IBM
解决方案以来，我们没有遇到任何
问题 - 对于我们的小规模 IT 团队而
言，这是一个巨大优势。该团队日
常管理员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了，可
以腾出时间专注于价值更高的任
务。现在，Orange Caraïbe 的存储
基础架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更环保，而我们可以专心实施公司
的下一步工作。”

“ 自 从 我 们 部 署 了 IBM
FlashSystem 技术以来，我
们的数据仓库员工所投入的
处理时间缩短了 30%。这意
味着我们的店铺可以为客户
提供更具响应性的服务。”
Xavier Pioche，Orange Caraïbe 的 IT 基
础架构部门经理

解决方案组件
•

IBM FlashSystem 7200

采取下一步行动
如欲了解有关 IBM Storage 的更多信
息，请联系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
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ibm.com/cnzh/it-infrastructure/storage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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