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分析：市场营销解决方案
中小型商务网络附加存储设备

中央数据存储设备帮助英国市场
营销机构提高客户满意度

Horizon 零售营销解决方案公司致力于设计和构建有助于提高销售点
销量的零售解决方案，帮助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 地区的高科技
公司及其他客户取得成功。该公司位于英国的伊利，从店内展示到
网络和平面图形，它承接各式各样的项目。

这一行非常繁忙，客人要求在极短的时
间交付解决方案。Horizon 总经理 Andrew 
Moss 说：“在我们行业，每时每刻都可
能是关键。”

Horizon 的日常运营要求办公室的员工、
远程办公的兼职设计师、路上的安装人
员以及各地的业务伙伴快速、高效、安
全地获取项目文件。然而，该公司发现
多种原因造成它很难满足这一要求。

每个项目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包括 3D 
技术图纸和动画。单个文件可能大到上
千兆字节，而整个开发期间最多会创建
十几份这样的文件。在项目的不同阶段，
经常有多位 Horizon 专家一起工作；每个
人将新项目文件存储在自己的计算机或外
置硬盘中。“由于我们过去不能集中存
储数据，因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硬盘上

工作。”Horizon 设计经理 Richard Joyce 介
绍说，“为了查找某份文件的最新版本，
设计人员必须在多部外置硬盘上搜索；
这可能造成延误工作和没有使用最新项
目信息的风险。”

另一个挑战是，Horizon 需要与外部供应
商、客户以及公司外工作的人员共享这
些大项目文件。

Horizon 希望寻找一种简单易用的解
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不仅能提供
安全集中的现场数据存储，而且具
有较高的远程访问性能。他们找到
了一种能满足他们要求的解决方案：
即 WD Sentinel™ DX4000 小型办公存储服
务器。这种网络附加存储 (NAS) 设备可提
供高达 12 TB 的数据存储空间，并且远程
访问既容易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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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安全现场存储设备

现在 Horizon 的员工将项目相关的所有数
据集中存储在 WD Sentinel 中，而不是将
它们分散存放在单独的硬盘上。公司中的
每个人都知道当他们需要信息时到何处查
找他们需要的信息，并且确信他们能够
找到正确的版本。“我们可以将信息传输
到正确位置，并且每个人都按照完全相
同的方式存储信息。”Joyce 说，“这帮
助我们变得更加高效。”

速度也极快。WD Sentinel 采用了双核 
Intel® Atom™ 处理器，支持在 Horizon 网络
上同时高速存储和检索文件。Horizon 为了
匹配 WD Sentinel 的性能对它的网络进行了
升级改造，改造后的数据传输速度比改造
之前提速高达 50 倍。

远程访问帮助顺利地完成工
作

WD Sentinel 的管理接口使 Horizon 能够容
易地为外部设计师、供应商和客户提供
有选择性的访问权限。

这项功能最近帮助 Horizon 成功地满足一
项紧急的客户需求。“下午  3:00 钟我
们接到一位客人的电话，客人要求我们
打印大幅图形演示板，将它们寄送到德
国供第二天一早的演示会使用。”总经
理  Moss 回忆说。以前将巨大的文件传
输到 Horizon 的印刷公司需要一个小时甚
至更长的时间；按照这样的速度肯定会
导致延误，无法满足隔夜交货的最后期
限。但是 Horizon 使用 WD Sentinel，使印
刷公司通过远程访问，几秒钟就获得了这
些文件。“在不到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内，我们不仅完成了演示板的印刷，而
且还将货物交到了机场，为第二天早晨
交货创造了条件。”Moss 说，“要是没
有 WD Sentinel，我们就无法满足我们客户
的要求。如果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最终他们会选用其他公司。”

远程访问功能对于零售现场的工作团队来
说也是大有用处的。它可以让我们的安装
团队随时访问办公室，Joyce 说：“如果
他们意外发现需要一本安装指南，他们可
以使用智能手机登录服务器获取文件。”

使用更简便，费用更便宜 
在选中 WD Sentinel 之前，Horizon 考察过
其他选择，例如自建基于服务器的存储解
决方案。他们很快认识到自建存储解决方
案的设置和管理会更加复杂，前期和后期
费用会更高，单就客户端备份软件许可证
而言就需要数百英磅。WD Sentinel 的总体
成本更低，本身就是一套综合解决方案，
预装有硬盘和操作系统，配置简单，即插
即拔即可。Horizon 技术负责人 Andy Child 
说：“它的设置出奇的方便。”

配有四个硬盘托架，WD Sentinel 可轻松地
进行升级，为满足 Horizon 不断扩大的业
务需求提供更多空间；而且它的 RAID 功
能可提供额外的数据保护。 Joyce 说， 

“即使一部硬盘发生故障，我们也不会失去
我们业务的生命线。”

投资回报：效率、响应度和
客户满意度

Moss 说 WD Sentinel 在几周之内就收到了
成效，它让 Horizon 工作更加高效，响应
更加迅速，合作更加容易。“其道理是
不言而喻的。”他说，“为供应商提供
访问限权可以提高我们办事的速度。要
是我们没有  WD Sentinel，我们会花更多
的时间在寻找文件上。它一点也不费
神，投资虽不大，但提高效率的成效却
极高。”

为了提供额外的灾难恢复保护，Horizon 
正考虑添加  KeepVault™ – WD Sentinel 
集成的一种基于云的备份服务。Child 
说，“Horizon 已经为它的业务提供了多
项安全保险，云备份可为我们最贵重
的资产 – 我们的数据提供另一道安全屏
障。”

Horizon 将继续寻找新的办法，使  WD 
Sentinel 只需最少的管理工作就能让它的
经营变得更加高效。“WD Sentinel 对我
们来说真是太完美了，这一现成的解决
方案不仅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而且安装
也非常容易。”Moss 说，“我们才刚刚
接触到一些皮毛而已。”

了解更多，请访问：
» www.wdc.com/wdsentinel
» www.intel.com/go/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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