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行銷解決方案
適用於中小型企業的網路儲存伺服器 (NAS)

集中式的資料儲存幫助英國行銷
公司提升客戶滿意度

Horizon Retail Marketing Solutions 協助高科技品牌和其他來自歐洲、中東
和非洲 (EMEA) 各地的客戶設計和建置提升銷售點銷售量的零售解決方
案。這家公司位於英國伊里，從事各種專案製作，從店頭展示到用於
網站和印刷品中的圖片。

該公司的業務繁忙，常常需要在極短的

期限內滿足客戶需求。「在我們這個產

業，每個小時都是關鍵」，Horizon 的總

經理 Andrew Moss 表示。

在 Horizon 的日常營運，辦公室內的員工、

遠端工作的約聘設計師、跑行程的安裝

人員和位於不同地點的業務合作夥伴都需

要有快速、有效率且安全的方式存取專

案的檔案。然而，該公司在這方面卻遇

到困難，原因有數個。

每項專案的資料量極為龐大，包含 3-D 技
術繪圖和動畫。個別的檔案最大的可達

1 GB，且整個開發程序製造的迭代法多達

數十個。通常，多個 Horizon 專業人員會

在不同的階段參與同一個專案，每位人員

將新的專案檔案儲存在各自的電腦或外

接硬碟上。「由於我們的資料並非集中

儲存，每個人都在各自的硬碟上工作」， 

Horizon 的設計經理表示。「為了找到一

個檔案的最新版本，設計師往往必須花時

間在多個外接硬碟上搜尋 — 這可能會造

成延誤，以及使用的專案資訊不是最新版

本的問題」。

此外，另一個更困難的挑戰是，Horizon 
必須與外部供應商和客戶，以及遠端工

作的員工共用這些龐大的專案檔。

當時的 Horizon 需要一個容易使用、安全、

集中、能在地儲存，以及遠端存取效能優

異的解決方案。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符合

需求的解決方案：WD Sentinel™ DX4000 小
型辦公室儲存伺服器，一個可提供高達  
12 TB 資料儲存空間，且可安全地從遠端存

取的網路附加儲存 (NAS)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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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解決方案，包含
店頭展示和用於網站
和印刷品的圖片。

挑戰

為提升效率和回應速
度，將資料集中儲存
並且為 EMEA 地區的員
工、客戶和供應商提
供高速資料存取方式。

解決方案

WD Sentinel™ DX4000 
小型辦公室儲存伺服
器（採用 Intel® Atom™ 
處理器）



簡易、安全的在地儲存

現在，Horizon 的員工將所有專案相關資

料集中儲存在 WD Sentinel 上，檔案不再

散落個別的硬碟中。公司裡每個人在需

要的時候都可以確切知道資訊所在位置 — 
而且可以肯定自己存取的是正確的版本。 

「我們可以將資訊傳至適當的位置，且每

個人均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儲存資訊」， 

Joyce 說。「這個系統讓我們變得更有效

率」。

而且也非常快速。WD Sentinel 採用雙核心 
Intel® Atom™ 處理器，支援在 Horizon 的網

路以高速同步進行檔案的儲存和擷取。當 
Horizon 升級其網路以搭配 WD Sentinel 的
效能時，其資料傳輸速率加快至以往的 
50 倍。

遠端存取有助於您完成工作

透過 WD Sentinel 的管理介面，Horizon 可
以為外部設計師、供應商和客戶提供不同

的存取權限。

這項功能在最近讓 Horizon 能夠順利地滿足

客戶緊急的要求。「下午 3:00，我們接到

客戶電話，需要我們列印大型海報展板，

並在隔日清晨送抵德國供簡報使用」，總

經理 Moss 回憶。之前將龐大的檔案寄到 
Horizon 的印刷公司需要一個小時以上 — 
如果這樣，一定會錯過隔夜到貨的期限。

但透過 WD Sentinel，Horizon 的印刷公司可

以在幾秒內從遠端存取這些檔案。「在兩

個工時內，我們就將海報展板印好並且送

抵機場等待隔日清晨的運送」，Moss 表
示。如果沒有 WD Sentinel，「我們是無法

滿足客戶的要求的。而且最嚴重的是，如

果我們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就會改

用其他公司」。

遠端存取的功能對於在零售據點工作的團

隊更是重要。這功能讓我們的安裝團隊可

以將辦公室帶著走」，Joyce 說。「如果

他們突然發現需要安裝指南，就可以用智

慧型手機登入取得檔案」。

使用更簡便 成本更便宜 
選擇  WD Sentinel 之前，Horizon 曾考慮

過其他做法，例如自行建立以伺服器

為基礎的儲存解決方案。他們很快就意

識到架設和管理這樣的解決方案會更複

雜，且前期和經常性成本較高，其中包

含數百英鎊的用戶端備份軟體授權。WD 
Sentinel 在整體而言不但較便宜，產品還

提供整合的套件和預先裝妥作業系統的

硬碟，且其設定還可隨插即用。「設定

非常簡單」Horizon 的技術主管 Andy Child 
表示。

WD Sentinel 的四個磁碟槽讓系統可以輕

鬆升級，為 Horizon 迅速成長的業務提供

更多容量，且其 RAID 功能可提供額外的

資料保護。「如果磁碟故障，我們也不

會遺失影響業務的檔案」Joyce 表示。

投資報酬率：效率、回應速
度和客戶滿意度

Moss 說，WD Sentinel 提升了  Horizon 的
工作效率和回應速度，協同作業變得更

容易，在幾個星期內就幫公司回本了。 

「這系統本身就是鐵證」，他如是說。 

「給予供應商存取權限加快了我們工作的

速度。如果沒有 WD Sentinel，光找檔案

就需要花費非常多的時間。這是個很簡

單的選擇 — 一點點投資就可以大大提升

效率」。

為確保額外的災害復原保護，Horizon 考
慮增加 KeepVault™ 這個以雲端為基礎的備

份服務，並與 WD Sentinel 整合。「Horizon 
已採用多種防護措施保護其企業，雲端

備份則可提供另一種安全措施保護我們最

有價值的資產 — 我們的資料」，Child 說。

Horizon 持續從 WD Sentinel 挖掘出新的可

能性，讓公司的營運更有效率，且需要最

少的管理工作。「WD Sentinel 對我們而言

是個完美的系統 — 一個可立即使用的解

決方案，不但能滿足我們的需求，安裝

也非常容易」，Moss 表示。「而這一切，

只是剛開始」。

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 www.wdc.com/wdsentinel
» www.intel.com/go/storage

WD Sentinel 對
我們而言是個
完美的系統 — 
一個可立即使
用的解決方案，
不但能滿足我
們的需求，安裝

也非常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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