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案例

密西西比大学体育视频部门，通过昆腾的产品
组合，完成了海量精彩体育视频内容的制作
密西西比大学体育视频部门，一直在制作大量引人入胜的视频内容，来支持学校内
所有的14支NCAA球队。当其发觉现有的存储环境开始有点力不从心时，该组织向
1303 Systems的媒体工作流专家进行了专业咨询，并最终选择了昆腾的存储解决
方案，并最终实现了，严苛的媒体工作流所需要的一切：可靠性、高性能、协同合

FEATURED PRODUCTS

作的能力和高扩展性。

“

我们的制作效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再也没
有遇到过任何的停机事件；拥有权限的人可
以随时访问和查看我们系统上的所有内容，
一切都非常顺畅。

”

StewartPirani

密西西比大学体育制作创意服务部负责人

“

“我们所有的编辑人员，可能在上一秒都还在处理完全不同的项目，但下一秒就会需要对同一段视频
进行剪辑。但昆腾解决方案足够强大，可以满足所有这些同时进行的工作的一切要求。编辑人员们可

”

以在各自的工作站中，使用多种不同的剪辑软件。”

Stewart Pirani – 密西西比大学体育视频部门-创意服务负责人

解决方案概览

密西西比大学体育视频部门，为密西西

保持一致的高性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
•
•
•
•

比大学的运动队创造了涵盖面极为丰富

无论编辑人员和其他团队成员是在720p、

的传播内容。除了需要为ESPN和SEC网

1080p、2K、4K或8K的环境下进行工作—

络提供所需播放的视频外，该组织还会

—用户可以在编辑素材、片段剪辑和查看完

为场馆中的展示屏和社交媒体平台进行

成的视频时，获得即时响应式的体验。

昆腾 StorNext® 存储平台
昆腾 Xcellis® 工作流存储
昆腾 QXS™ 混合存储
昆腾 ActiveScale™ 对象存储
1303 Crucible media asset
management (MAM)

内容的剪辑与制作，以支持运动员招募
核心优势

工作、扩大球队的影响力；并将此作为

密西西比大学体育视频部门所期望的存储环境，

• 存储可靠性的提高，意味着编辑人员们

多个大学体育项目纪录片的素材。

还必须支持数名团队成员，快速、同时地对
相同内容进行访问。皮拉尼说:“我们大约有

工作效率的提高
• 促进高效的协作模式，提供对共享内容
的快速访问
• 加速了内容从生成、制作到最终交付的
端到端工作流
• 通过无缝实现的扩展和集成，获得了面
向未来的高扩展性

大量的内容生成，意味着海量的数据存

14名编辑人员，需要同时对接入编辑系统，

储空间。但不幸的是，该组织现有的环

不同的人员可能会同时色彩、音频进行校正，

境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着的需求。“我们

或者只是完成彼此不同的编辑工作。所以，

的旧Xsan系统有些力不从心了，”密西

其背后的存储系统需要足够强大，能够同时

西比大学体育视频部门-创意服务负责人

处理所有这些编辑工作。”

斯图尔特·皮拉尼(Stewart Pirani)回忆说：
“这不太像是能够满足我们未来需求的

存储容量的高扩展性也是必须的。皮拉尼

解决方案。”

说:“我们知道，随着技术的变化，我们的相
机也会不断进化，更高的比特率就需要更高

始终维持高可靠性，是视频部门对存储

的数据存储能力。只要我们的成片的分辨率

体系的最基本要求。皮拉尼说:“系统必

还在往上涨，我们的存储系统容量也需要往

须能够保持长时间稳定的运行状态。“

上涨。”

与1303 SYSTEMS合作，实现一套崭新的

用户可以在自身所使用的Adobe Creative

昆腾存储解决方案

Cloud应用程序中，快速找到各种素材，

为了找到理想的存储解决方案，密西西比大

并且可以非常方便地将制作好的视频，发

学团队联系了1303 Systems，该公司在为

送到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之上。

媒体和娱乐领域的工作流程，进行系统的设
计和建设方面经验颇丰。 1303 Systems公

不再有宕机时间，提高生产率

司的总裁Chris Collum说:“密西西比大学

有了昆腾解决方案，密西西比大学体育视频

团队需要立即解决的是，SAN网络和媒体资

团队成员知道，低效存储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产管理系统方面的问题。在解决了他们当前

了，大家可以更为快速地完成任务，并满足周

的问题后，我们开始共同制定未来的计划，

转时间。 “这个系统真的完全盖过了我们的

以期望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存储平台，

期望值，”皮拉尼说：“我们的制作效率处

让他们在未来的多年间保持继续发展的势

于历史的最高水平线上，因为我们的编辑人

头。”

员再没有碰到过宕机的问题。他们可以随时
对系统中的一切内容进行访问。”

“Quantum is reliable,
it is stable, and the
performance is there.
It’s what we need, and
it’s what everybody
else should have.”
Stewart Pirani
Manager of Creative
Services, Ole Miss Sports
Productions

ABOUT OLE MISS

1303 Systems团队推荐了昆腾的解决方案。
密西西比大学成立于1848年，也被

“在对诸多候选方案的考察中，在稳定性、

加速协同合作

扩展性和性能方面的表现最好的，非昆腾

从画面载入的那一刻起，昆腾解决方案就可

是密西西比州的旗舰型大学。其在公

StorNext解决方案莫属。就我们的经验来说，

以完全满足协同工作流加速所需要的全部性

共服务、学术界和商界领袖的培养方

这样稳定、高效、便于操作的解决方案是非

能。“我们的制片人和导演以及其他团队成

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密西西

常合适的。” Collum说。

员，需要非常频繁地去到客场进行拍摄工作，

比大学拥有超过2.4万名学生，是该

一起去旅行。他们不断地得拍摄更多的镜头

州最大的大学，也是美国发展最快的

密西西比大学团队通过部署一台昆腾Xcellis

来讲述他们的故事，”皮拉尼说：“当他们

Workflow Director和四台昆腾QXS混合存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的编辑团队需要立

储阵列，组成了解决方案的底层设备。随后，

即对所有的视频内容进行访问。”

1303 Systems团队部署了一套可以与

当地人亲切地称为“Ole Miss”，

大学之一。 密西西比大学拥有14只
NCAA甲级球队，包括橄榄球、篮球、
高尔夫、足球、网球，及其他许多项
目。密西西比大学体育视频部门，

负责着所有球队 视频的制作、广播、

StorNext平台进行无缝集成的昆腾

在后期制作工作的进行过程中，新的存储环

发行任务，并需要为诸多外部的体育

ActiveScale对象存储归档系统。并通过

境为协同工作协的模式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赛事转播商和新闻发布会制作相关宣

StorNext的智能分层功能，帮助密西西比大

并可以轻松支持多个并发流。皮拉尼说：

传视频。

学体育视频部门，可以做到在正确的时间，

“我们所有的编辑人员，可能在上一秒都还

将适合的内容迁移到合适的存储层之中。最

在处理完全不同的项目，但下一秒就会需要

后，1303 Systems团队，集成了一套新的

对同一段视频进行剪辑。

媒体资产管理(MAM)系统。
ABOUT 1303 SYSTEMS
1303 Systems is a solutionsoriented systems integrator
with specialties in media &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orporate video, and
enterprise IT environments.
They partner with clients to
evaluate existing systems
and tailor their hardware,
software, and workflow
recommendations to clients’
desired goals.

www.quantum.com/customerstories

昆腾解决方案足够强大，可以满足所有

在最初的StorNext系统部署之后，对

这些同时进行的工作的一切要求。编辑

象存储归档体系和MAM系统也基于此

人员们可以在各自的工作站中，使用多

被建立了起来，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

种不同的剪辑软件。”

更多的容量、新的系统和技术是可以

为持续的增长做好准备

非常容易与StorNext集成起来的。

该项目的负责人皮拉尼在接受采访时
开玩笑说:“我都快成昆腾的代言人了，
我已经向许多同行推荐了昆腾的解决
方案，因为其是非常可靠、稳固的，
性能的表现也超乎我们的预期，这正
是我们期望的存储的，也是每位同行

昆腾还为密西西比大学团队，提供了一

都应该拥有的一套系统。”

推荐昆腾

个扩展性极高的平台。随着组织会持续

密西西比大学体育视频团队，在转而使

以更高分辨率格式，积累更多的素材内

用新的存储平台后，所获得的提升是

容，该平台可以实现相对应的容量扩展。

非常明显，且直观的。

密西西比大学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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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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腾是纳斯达克(QMCO)上市企业，并于2020年加入罗素2000指数。想要了解
更多，请访问www.quant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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