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挑战 
在瞬息万变的云服务市场，供应商必须持续进行

创新才能赢得客户并领先于竞争对手。

Dedagroup 如何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期

望，同时控制成本？ 

转型 
托管服务提供商 Dedagroup 引入了一种基于 

SAP HANA 和 IBM® Power Systems™ 服务器

的创新型云平台，客户能够在该平台上根据需要

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访问所需的快速、灵活的 IT 

资源，进而更好地运营企业。 

Simone Armari 

解决方案架构师、售前经理 

Dedagroup 

业务优势： 

提高
利用强大、创新性的云服

务提高竞争力 

40-50% 
通过以极具竞争性的价格

提供一流的平台，将客户

群扩大 40-50% 

加快
新的服务和解决方案的上

市速度 

Dedagroup 

利用基于 IBM 和 SAP 的一流的

云服务，帮助客户迈向新的高度 
Dedagroup 营业额高达 2.3 亿欧元，拥有 1,600 名员工和 3,600 多位客户，是意

大利第 10 大 IT 组织。该公司的 IT 和数字战略可支持企业、公共组织和信贷机

构，而且具备应用、技术和系统集成方面的专业知识。该公司创立于 2008 年，

总部位于特兰托，多年来，该公司一直在稳定发展，目前其分支机构已遍布意大

利内外，包括墨西哥、美国、法国和中东。 

“由于 SAP HANA 运行于

IBM Power System 上，我

们可为客户提供一种能够真

正实现企业转型的独特方

案。” 
Simone Armari 

解决方案架构师、售前经理 

Deda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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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挑战 
在竞争激烈的 IT 服务行业，为了紧跟

不断变化的趋势和客户期望，提供商必

须不断自我提升。只有这样，提供商才

能留住来之不易的客户并吸引新的客

户。 

这正是托管服务提供商 Dedagroup 所

面临的挑战。Dedagroup 已开始着手

研究最新一代的工具，以便帮助他们满

足其庞大且多样化的客户群的不断变化

的需求。 

解决方案交付 
Dedagroup 推出了基于内存中  SAP 

HANA 平台而构建的新的云产品，该平

台由高性能的 IBM POWER8 处理器提

供支持，进而成为意大利的首家经 

MSP 官方认证的、能够提供基于 IBM 

Power Systems 的 SAP HANA 技术的

企业。 

借助云平台，Dedagroup 能够帮助客

户按需访问其所需的强大、灵活的计算

资源，进而让运营更为顺畅，并可快速

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紧跟瞬息万变的需求 
短短几年，Dedagroup 已经成为意大利

最大的托管服务提供商 (MSP)。若要将其

业务提升至新的高度，Dedagroup 必须

继续对领先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投资。 

Dedagroup 解决方案架构师兼售前经理 

Simone Armari 解释道：“我们的使命是

帮助我们的客户（从初创公司到大型企

业）进行数字转型，进而帮助他们更好地

运营企业并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我们

能够为客户提供促进业务发展所需的技术

骨干。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不断创

新，并与最新趋势和技术变化保持同

步。” 

他继续说道：“多年以来，Dedagroup 一

直在提供基于 SAP 的解决方案。当我们

理解了 SAP HANA 的内存数据库概念

后，我们就会抓住这一机遇向客户提供新

的产品或服务。通过将 SAP HANA 作为

一种托管云服务，我们既能为客户提供超

快的性能，也能为客户提供无缝可扩展

性，而且不会产生高额的前期成本，也无

需持续进行维护。” 

信任 IBM 和 SAP 
对于 Dedagroup 来说，下一步是找到一

种可靠的硬件骨干，该骨干能够交付支持

要求最苛刻的客户工作负载所需的高性能

和可靠性。 

“我们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它既具备客

户所需的业内领先的性能，又具备商业上

对于 Dedagroup 来说具有吸引力的效

率。”Simone Armari 解释道。“我们立刻

想到的是采用 IBM 的产品，而且因为已

经与 IBM 合作了多年，我们非常清楚他

们的技术到底具有哪些优势。” 

该公司在 IBM POWER8 平台上找到了答

案，它选择了运行 SUSE Linux 操作系统

的三个 IBM Power® System S824L 服务

器，并将其作为其新的 SAP HANA 环境

的骨干。 

Simone Armari 继续说道：“作为 MSP，

IBM Power Systems 完全符合我们的要

求。我们已经将企业级性能、可靠性和可

用性全部纳入了一个易于管理的平台。我

们已经证明我们的数据中心能够提供 

SAP 服务，而且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们目前是意大利唯一能够提供基于 

IBM Power Systems™ 的 SAP HANA 技

术且经过官方认证的 MSP。” 

 

“ 作 为  MSP ， IBM Power 

Systems 完全符合我们的要

求。我们已经将企业级性

能、可靠性和可用性全部纳

入了一个易于管理的平台。” 

Simone Armari 

解决方案架构师、售前经理 

Dedagroup 

 

迈向新的高度 
现在，Dedagroup 可在基于云的 IBM 和 

SAP 平台上支持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客

户工作负载。IBM POWER8 服务器的超高

效设计有助于该公司在密集的硬件足迹内

适应各种客户环境，获得发展空间，同时

严格控制 IT 资源和运营成本。 

Simone Armari 说， “借助  IBM Power 

Systems，我们可以轻松、快速进行扩

展，使用大型 SAP HANA 数据库，进而确

保不会因客户的数据增长而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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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极具竞争性的价格提供

一流的平台，将客户群扩大 

40-50% 
 

 

“由于云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能够以非常

合理的价格为客户提供这种灵活性以及企

业级性能和可靠性。这使得我们的产品尤

其对中小型企业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很

多中小型企业无法负担在内部部署和管理

类似平台的资本成本。” 

此外，借助在基于最新的 POWER8 处理

器的服务器上运行的  SAP HANA，

Dedagroup 能够为其客户提供领先的性

能，进而帮助企业实现更大的成功。 

Simone Armari 说：“由于 SAP HANA运

行于 IBM Power System 上，我们可为客

户提供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企业转型的独特

方案。” 

 

 

 

 

 

 

具体优势 
• 可扩展的云平台可适应大型 SAP HANA 

数据库，进而可确保 Dedagroup 能够

与其客户的数据增长情况保持一致。 

• 闪 电 般 快 速 的 数 据 处 理 有 助 于 

Dedagroup 的客户推出下一代应用并

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 

• 改善 Dedagroup 致力于创新的企业信

誉 

• 超高效、高密度的系统可降低成本并支

持 Dedagroup 的可盈利增长 

关键组件 
应用：SAP® HANA® 

硬件：IBM® Power® System S824L 

软件：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for 

SAP HANA o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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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大小设置下，图片的实际 dpi 为 300，有效 dpi 为 300 或以上 

“我们能够全天候为客户提供快速、可靠的 

IT 性能，帮助其快速、轻松地推出下一代

应用并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该功能已经

帮助我们将客户群扩大了 40%-50%。” 

通过扩展其服务组合并将  IBM Power 

Systems 和 SAP HANA 技术进行强强联

手，Dedagroup 能够满足客户对于最新、

最佳的 IT 解决方案的需求，进而帮助公司

从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脱颖而出。 

Simone Armari 总结道：“通过持续对 IBM 

和 SAP 的最新技术进行投资，我们已经向

客户证明了我们在致力于保持领先地位方

面的承诺。我们可以确保其运营由可用的

最佳技术和专业知识提供支持，进而帮助

他们更好地运营企业并维持其创新声誉。” 

欢迎致电 IBM： 

800-810-1818 转 5133（座机） 

400-810-1818 转 5133（手机） 

或登陆 IBM System Power 官网了解更多

产品及解决方案： http://www-03.ibm. 

com/systems/cn/power/index.shtml 

了解更多信息，联系 IBM 和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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