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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过其他的磁盘品牌、云端系统、乃至
市场上所有提供重复数据删除系统的厂商的产
品。但经过全面的评估，我们认为正确的决定
是继续使用昆腾，并采用该公司更新、更快、
容量更大的DXi9000设备。

Stuart Harwood
资深基础架构工程师

案例研究

英格兰地区性国民医疗服务基金会采用昆腾磁盘

备份，完成高速，安全的数据保护

十多年来，英国的考文垂与华威郡联合国民医疗服务基金会（下简称CWP NHS Trust）一直在

不断寻求升级其当前的系统备份功能，以更好地应对海量数据增长与日益增多的虚拟化技术带来

的挑战，并满足自身在防止文件丢失和勒索软件防御方面的需求。伴随着多款迭代产品，CWP 

NHS Trust始终选择昆腾出品的拥有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的备份设备，这一切都源于昆腾产品在高

扩展性、高性能和可靠数据保护层面所展现的稳定表现。

DXi®-Series Deduplication and
Veeam Backup Software



SOLUTION OVERVIEW

考文垂与华威郡联合国民医疗服务基金会，

是一家负责为居住在英国中部的一百多万人

口提供全面精神卫生服务的机构。其在60多

个地区设有分支组织，其中包括5家医院，为

近3万名患者提供服务。这些组织背后的IT系

统，对于整个机构能否成功达成其宏伟使命

的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机构日

常工作中的许多环节也完全依赖于IT系统的调

配，比如，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医疗记录

管理与日程安排、临床数据库管理以及员工

和用户进行通信的基础设施等等。

日益普遍的虚拟化技术产生了海量关键数据

为整个基金会提供IT服务的团队，名为CWP 

NHS Trust IT 协同平台。平台资深基础架构

工程师, Stuart Harwood 解释道：“我们管理

的数据量很大，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仅仅

是今年，我们就管理着至少10TB的文件存储

量和15TB的电子邮件数据。

我们的大多数的基础架构都采用了虚拟化的

技术，目前我们管理有300多台VMs系统，计

划内的系统数量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

升。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就是如

何做好这些数据的备份和保护工作。”

CWP NHS Trust的IT团队，在十多年间一直

关注着行业内的技术变化，并始终坚持采用

最新、最合适的技术，来帮助他们以最有效、

最经济的方式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更换备份工具以跟上数据增长的速度

“我们使用过的第一套备份系统，是Veritas的

Backup Exec软件与磁带库产品的结合，”

Harwood 谈到。之后，由于团队建立起了越

来越多的虚拟化系统，其决定探索并启用了

基于磁盘的备份技术，因为这种技术开始变

得更加得便宜、可靠。团队开始采用Veeam

软件来完成VM备份的任务，并通过本地的经

销商，希望选择适合的，基于磁盘的产品作

为新系统的主要保护介质。

 2 X DXi4701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
(容量：63 TB)

 2 X DXi9000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
(容量：102 TB)

 Veeam 备份软件
 Veritas 备份软件

KEY BENEFITS

 昆腾的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将更多的备份数据
存储在更少的磁盘上，从而降低了成本。

 DXi9000的设计提高了备份性能，可确保备份
任务的按时完成，并支持备份验证的并行处理。

 VM的恢复时间从2小时减少到5分钟，在减少

了开支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作为标准配置提供的加密、复制和硬件冗余提

高了数据的安全性并降低了成本。

 使用最新设计的12 TB HDDs提供了业界领先

的存储密度，减少了数据中心所需的硬件空间。

 与Veeam和Veritas备份软件的无缝集成，确

保了有效且自动化的数据保护流程。

我们同时使用的Dxi4700s系列设备也十分可靠，扩展性能出众，还有着非常好的重复数据
删除功能，同时，设备也百分百兼容我们的所使用的Veritas和Veeam的备份产品。

Stuart Harwood – 资深基础架构工程师



考文垂与华威郡
联合国民医疗服务基金会

经销商向他们推荐使用了昆腾DXi4700重复数

据删除设备进行磁盘备份，因为该产品在数据

缩减技术方面表现突出，并且昆腾公司在后续

支持和服务方面也拥有着良好的口碑。 “我们选

择的昆腾DXi4700设备是可靠的，易于扩展的，

其在重复数据删除方面的表现也让我们十分满

意，它完全支持我们目前使用Veritas和Veeam

的备份软件，以保证它们能在同一设备中完成

备份工作。”Harwood评价说。 CWP NHS 将两

台安装有初始系统的昆腾DXi设备，装配在了自

己的两个主要数据中心当中，并将所有VM和物

理服务器的备份都运行在了该设备上。

不断增长的数据开始逐渐“淹没“现有的解决方案

“系统一开始运行得很好，但随着我们的数据集

变得越来越大，随着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虚拟

服务器，DXi4700开始变得逐渐力有不逮，”

Harwood回忆到： “流量太大，数据太多——

慢慢地，备份工作开始无法在指定时间内完成，

系统的恢复时间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长。”当团队

意识到它必须对系统进行改变时，我们深入地

考察了行业内所有可用的选项。 ”

Harwood说： “当你为一家区域性的，带公益

性质的基金会形式的组织提供IT服务时，我们

必须要确保我们的IT选择在技术和成本层面都

能达到完美的平衡，此外，我们所选择的系统，

能在未来多长的时间内，帮助我们积极应对类

似的挑战，等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关键。

我们研究过磁盘系统、云端系统，以及所有其

他提供重复数据删除系统的厂商。经过全面评

估，我们认为正确的决定是继续选择昆腾的产

品，并采用该公司更新、更快、容量更大的

DXi9000设备。”

昆腾提供企业级设备在性能和容量提升方面表

现突出

DXi9000在原系列产品上增加了许多的改进功

能，旨在充分发挥重复数据删除设备在企业IT

环境中的能效。为了提高性能，昆腾工程师在

设备中加入了一层固态磁盘，使用它可以将设

备的最大额定摄取量和在线重复数据删除速度

提高到行业领先的36 TB /小时。

昆腾DXi9000s速度快得令人难

以置信——我们扔给它的任何

东西设备都能从容应对。更快

的性能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在

目标窗口期内完成所有的备份

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同时处理

多个任务。”

Stuart Harwood
Senior Infrastructure
Engineer

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为考文垂和华威

郡内，各个年龄段的居民提供广泛的精

神健康和学习障碍方面的治疗服务，并

为考文垂地区的市民提供覆盖面极广的

社区健康服务。基金会为居住在考文垂、

华威郡和索利赫尔的约100万人口提供住

院、社区和日间诊所以及其他的专科类

医疗服务，同时也向其他更广泛区域的

居民提供一部分的专项医疗服务。基金

会在60多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雇佣了

4000多名员工，年收入约为2亿英镑。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covwarkpt.nhs.uk.

www.quantum.com/customerstories



新设备还使用了超高密度的12TB HDD硬盘，

可实现系统从51 TB到1PB容量的不停机扩

展，对比市场上任何其他的磁盘备份系统，

相同的数据存储量，昆腾DXi9000所占用

的物理存储空间是最小的。此外，设备自

带的复制、加密和全硬件冗余特性所带来

的额外数据安全保护层，也是DXi9000的

产品特色之一。

“我们在自己的每个数据中心中，都新配备

了一台DXi9000设备，” Harwood解释道：

“但我们依然保留着之前的DXi4700设备，

并将其与Veritas的Backup Exec软件结合，

完成部分的备份任务。而所有的Veeam备

份——包括电子邮件、所有的虚拟机数据

和我们的大多数的数据库——都被写入了

DXi9000设备之中。”

迅速、可靠地完成虚拟机的备份工作

新的系统帮助CWP NHS Trust完全跨越了

前文提到的瓶颈期，解决了其之前在备份

任务完成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昆腾的

DXi9000，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我

们扔给它的任何任务，设备都能从容应对。

更快的性能，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在目标

窗口期内完成所有的备份工作；我们甚至

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DXi9000可以

同时完成备份以及备份验证的任务。而在

虚拟机恢复方面，以前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的等待，现在整个恢复过程用不了五分钟。

Harwood说道：”DXi9000设备的可靠性也

让我们眼前一亮——它可以始终保持工作

状态——当我们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能

够得到即时且有效的回应。”

DXi9000系统内置的其他产品特性，可以

更为方便、经济地为CWP NHS Trust实现

进一步的数据保护策略。 “我们正在计划，

增加不同数据中心之间，同步复制工作的

频次，以为我们的数据提供额外的冗余

层，” Harwood 谈道：“此外，我们还在计

划在已有设备的基础上，通过添加一套磁

带存储系统，来为我们的部分数据提供长

期的、可移动的存储，从而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数据保护闭环。而昆腾公司已有的，

与Veeam深度集成的磁盘和磁带产品，有

能力将这一闭环实现完全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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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腾的技术与服务可帮助客户摄制、编辑、共享数字内容，并以最低的成本，数十年如一日地
保存并守护这些内容的安全。昆腾的产品平台可为高分辨率的视频、图像以及工业物联网等行
业的数据提供最佳的处理性能；昆腾解决方案涵盖了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从高性能读取、
实时协作和分析，到低成本存档等各个方面。每一天，全球知名的娱乐公司、体育俱乐部、研
究组织、政府机构、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们，都在通过昆腾的产品与服务，让人们的生活变得
更加精彩纷呈。想要了解更多，请访问www.quant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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