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FD Digital，构建了一套由StorNext 7软

件驱动的，端到端的后期制作流程

创建20多年来，EFD International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领先的电影制作与相关设备租赁的大型公司

之一。 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及总裁Georgina Terán Gilmore决定在2020年，成立一个新的后期制

作部门时，EFD认识到，其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存储环境，不但需要同时支持大量的电视、电影、和

其他商业项目；还需要能够满足自身在工作流程方面的定制化需求：从对最高分辨率内容的高速编

辑，到海量内容的长期归档——一切都架设于一套统一的软件平台之上。这一新成立的部门——

EFD Digital——最终选择了昆腾的StorNext®软件平台，成功实施了一整套端到端解决方案，为

当前与未来的诸多项目，打下了坚实的性能、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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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能把我们视作值得信赖和

充满创新意识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能够提供

强大、稳定和灵活的存储平台；同时能够处理

任何类型的工作流以及多个不同的项目。而昆

腾，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切。
Roy Santoyo

后期制作业务总监, EFD Digital

客户案例



多年来，从EFD租赁相机、镜头、灯光、起

重机和其他设备的制作公司，一直在建议

EFD可以将业务扩展到后期制作服务。

2020年，EFD决定迈进这一步，成立一个

新的后期制作部门，EFD Digital，以更好

地对现有和新的客户进行支持。

EFD聘请了Roy Santoyo，一位经验丰富的

编辑、色彩师和视觉特效艺术家，作为新

成立的后期制作部门总负责人。他的首要

任务之一在于：建立必需的技术基础设施，

支持大批量会同时进行的项目，使EFD能够

在未来几年间，能够轻松应对任何类型的

容量和性能挑战。

当然，在疫情流行的阶段开始涉足全新的

后期制作业务意味着道艰且长。Santoyo

说:“最初的计划非常庞大，但疫情的出现

延缓了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决定分阶段

进行我们的部署。”

尽管如此，Santoyo并不希望以一种拼

凑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切。“我知道，我

们需要用一种更为正确的方式来完成这

个项目。”Santoyo说。他和他的团队

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平台，以更

好地应对未来必将会出现的内容增长。

选择业内知名的品牌：昆腾

作为一家以设备租赁业务起家的公司新部门，

EFD Digital团队非常明白，选择客户熟知、

认可度高、可靠的技术品牌，对项目顺利运

行的重要性。Santoyo说:“我们希望成为客

户值得信赖，并不乏创新的合作伙伴，提供

强大、稳定和灵活的存储平台，能够同时处

理任何类型的工作流程与不同的大量项目。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选择昆腾。”

在评估昆腾解决方案时，Santoyo只有一个

要求：建立一套与拉丁美洲其他任何传统后

期制作工作室所使用的，都不同的的存储环

境。

解决方案概览

• 昆腾 StorNext® 7 文件系统

• 昆腾 F2000 NVMe 存储

• 昆腾 Xcellis® Workflow Director

• 昆腾 Xcellis Workflow Extender

• 昆腾 QXS™ 磁盘存储

• 昆腾 Scalar® 磁带库

特色优势

• 在可靠、行业知名的昆腾解决方案的基

础上，实现了一套稳固的、扩展性极高

的存储基础。

• 构建了一套灵活的存储环境，以支持各

类不同的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

• 实现了业内领先的存储性能，可以对非

常大的无损文件完成高效工作。

• 让众多团队成员可以进行远程工作，提

供对项目文件的简单、快速访问。

• 为支持未来更多数量、更多类型的项目

构建了的极高可扩展性。

”
“

昆腾的StorNext 7软件平台为我们提供了团队高效协作所需要的性能，无论是本地还是远程环境，

无论是多大的文件或是各种类型的编解码器、不同分辨率和比特率的文件等等。我们希望能够借

助昆腾解决方案，建立整个拉丁美洲最快的后期制作环境。

Roy Santoyo – 后期制作部门总负责人, EFD Digital

www.quantum.com/customerstories



“我们想建立一套端到端的昆腾解决方

案，以往只有大型的电视制作工作室才

会用到这样的方案。”Santoyo说。

在系统集成商Seal Telecom的帮助下，

EFD团队设计了一套可以分阶段部署的、

端到端昆腾解决方案。最终，该环境将

拥有包含昆腾 Xcellis Workflow 

Director和Workflow Extender系统、

昆腾高性能NVMe存储、昆腾QXS磁盘

存储和昆腾Scalar磁带库——所有这些

设备都将建立在昆腾的StorNext 7文件

系统之上。在第一阶段部署完成之后，

EFD Digital已经实现了1PB规模的存储

空间；并计划在一年内将规模扩大到

3PB。通过StorNext软件订阅模式，

EDF Digital完全有能力实现容量的无限

扩展，以应对未来潜在的无限内容增长。

为各类应用程序提供所需的灵活性

通过将Quantum StorNext环境与

ELEMENTS GATEWAY解决方案集成在一

起，为EFD Digital所使用的一系列NLE和

VFX工具，提供了更多的其他功能和共享选

项。 “我们需要在所有领域，支持多个不

同的软件——包括剪辑和调色方面，”

Santoyo说： “现在我们的团队成员们，

可以使用Avid、Adobe Premiere、

DaVinci Resolve、Baslight等等任何他们

想使用的平台。”

实现傲人性能

实施端到端的昆腾解决方案使EFD Digital

在拉丁美洲地区拥有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随着公司逐步完成方案的最终实施，其将

以一种“率先撞线”的方式，为客户提供

无与伦比的存储性能。

强劲的性能对EFD Digital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越来越多的项目是以全超高清内容出

现、并会使用EXR或DPX等无损格式。而

通过昆腾NVMe存储，加上可以将数据在

NVMe存储和HDD硬盘存储中自动完成按

需放置的的StorNext文件系统池功能，可

以为EFD Digital提供超高吞吐量，超低延

迟的性能表现。

Santoyo说:“我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系统

集成商，我们需要一个绝对可靠且可以快

速完成部署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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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business is changing  

and growing quickly.

But with Quantum,  

we are ready.”

RoySantoyo,

Director of Post-
Production, EFD Digital



“昆腾的StorNext 7软件平台为我们提

供了团队高效协作所需要的性能，无论

是本地还是远程环境，无论是多大的文

件或是各种类型的编解码器、不同分辨

率和比特率的文件等等。我们希望能够

借助昆腾解决方案，建立整个拉丁美洲

最快的后期制作环境。”

让远程工作者可以实现更多

通过使用昆腾解决方案，搭配集成后的

ELEMENTS媒资系统，不但可以进行媒

体资产的管理和协作，EFD Digital还能

够授权编辑人员、配色师和其他团队成

员在整个疫情期间完成远程工作。团队

成员可以身处任何地方，对工作站与其

中的文件实现简单、快速的访问。

Santoyo说:“墨西哥的许多其他后期制

作公司，在疫情期间，需要拆掉装在公

司的Avid工作站，并把它们送到编辑人

员的家里。而使用昆腾解决方案后，我

可以通过家里用笔记本电脑直接连接到

Avid工作站——非常得快速高效。这种

解决方案，使我们即使在远程工作时，

也能保持理想的工作效率。”

这种远程工作解决方案也为未来扩大

EFD Digital的制作团队提供了新的机

会。 “比如，我可以在澳大利亚雇一

个调色师，他可以随时把完成后的项目

传回到我们在墨西哥或美国的办公室。

这一切都是非常方便的。”Santoyo说。

为应对内容快速增长的高扩展性

基于昆腾解决方案，EFD Digital拥有了

可同时处理多个大型项目的可扩展存储

容量与处理性能。 “我们目前制作的一

些电视剧有80集之多，未来，我们可能

需要同时面临两三个、甚至更多这样类

似的项目，”Santoyo说：“但是，我

们可以处理任何客户想给我们交给我们

的影视项目。” EFD Digital团队预计，

在疫情得到缓解之后，其所需要处理新

项目将迅速增多。 “除了更多的电视剧，

我们在广告和电影项目方面的需求也正

在逐渐在增长，”Santoyo说：“我们

很高兴能看到业务层面的变化和发展。

有了昆腾，我相信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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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EFD INTERNATIONAL

EFD International是一家全球性的

传媒与娱乐公司，总部设在墨西哥，

致力于满足诸多美洲和欧洲的后期

制作公司和摄影工作室中的多样化

生产和设备需求。在过去的20年里，

该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拉丁美洲最大

的电影设备租赁公司，是世界上最

大的10家设备租赁公司之一。直至

今天，EFD依然在为行业中的各家

公司通过提供最为先进的设备，支

持各种类型的影视内容的诞生，从

电视剧、广告、短片和纪录片，到

诸多莱坞电影的拍摄、制作。公司

于2020年正式成立了EFD Digital，

期望能够更好地支持现有影视制作

客户在后期制作业务层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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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