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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citrus 通过IBM虚拟
化技术多方面提高效率 

 

通过 IBM Storwize V7000 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来支持
                   业务增长与客户服务 

 
 
 
 

概述 
 

需求 
Credicitrus 需要实现信息管理系统现代

化，以便处理日益增加的数据量并且继续

为不断发展壮大的客户群提供高质量的

服务。 
 

解决方案 

IBM 与 Credicitrus 合作，共同实施了 

IBM® Storwize® V7000 虚拟化数据存储

解决方案，通过自动精简配置功将成本效

益最大化并且减少了未来 IT 开销。 
 

优势 

将利用率提高了 30%；集中并简化存储资

源管理；实现现有存储硬件的重复利用。 

Credicitrus (Cooperativa de Crédito Sicoob Credicitrus) 总部位于圣

保罗市，是巴西最大的信用合作社，主要业务是提供丰富的金融服务

和建议，通过由超过 45 家分支机构构成的庞大网络（又称“合作社

服务点”或PAC）给超过 4.4 万名合作社会员提供服务。合作社的基

本经营原则是给客户提供可持续的一流服务。这个原则也是推动合作

社快速实现有机增长的主要作用力。 

 
随着业务扩展及相关客户数据量的爆炸性增长，改进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信息管理系统现代化刻不容缓。Credicitrus 认识到有效且高效的

信息存储和安全性对于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客户服务至关重要。

Credicitrus IT 经理 Marcelo Martins 解释说：“数据处理对 

Credicitrus 而言极为重要 —也许是合作社的区别于其他机构的主要

因素之一。当我们处理信息时，我们会尽可能多的对合作社会员进行

了解：了解客户需求之后，我们才能为其打造适当的产品和服务，以

便通过公平高效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Martins 指出：“尽管客户群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持之

以恒，在存储所有的关键客户信息时确保最高级别的安全性、完整

性、可访问性及可用性。IBM 帮助我们实现了整个 IT 基础架构的现

代化与创新，以此允许我们继续增长业务并且提供客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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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虚拟化给我们提供

了更快的处理速度、更

高的性能、以及几乎不

受限的容量。这个直观

的集中式信息管理系统

使 Credicitrus 能够实现

扩展并且轻松管理日益

增长的客户数据量。” 
 

 
— Geisel Gomes，Credicitrus 技术支持分析师 

集中式信息管理 
存储虚拟化是现代化战略的重中之重。为了实现信息管理和访问方

式的转型，Credicitrus 决定在富有成效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

继续选择 IBM。合作社技术支持分析师 Geisel Gomes 回忆道：

“IBM 真正了解我们的业务需求，知道提高数据管理及数据组织能

力对我们而言无比重要。”对项目进行整体分析之后，项目组很快

便确定存储虚拟化是最佳解决方案。基于此，IBM 帮助 Credicitrus 

实施了 Storwize 7000 解决方案。Gomes 在报告中说：“由于我们

当时正在使用虚拟服务器，因此，接下来自然是实现存储虚拟化。

IBM 实施的存储虚拟化解决方案允许我们更高效地组织数据 — 提

供用户友好的可访问性和信息管理能力。此外，VMware 与 IBM 解

决方案的轻松集成也对顺利过渡起到了帮助作用。” 

 
V7000 解决方案配备极为直观的交互式界面，可进行集中化数据存

储，允许客户从单一的中央区域轻松管理存储环境。Gomes 解释

说：“该解决方案可通过单一平台来集中管理和操作多个设备中的

数据，这是我们选择该产品的主要原因 — 这是更加轻松便捷的信息

管理方法。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看，通过快速制作图表来分析数据存

储整体状况并且洞悉性能及容量规划趋势，这种功能使我们能够更

好地响应客户需求。” 

 
部署 Storwize V7000 技术给 Credicitrus 的 IT 基础架构带来了巨大

的效率优势。自动精简配置功能意味着 IT 部门可通过提高磁盘空间

利用率并且显著减少业务中断，来以更低的成本管理日益增长的数

据量。据 Gomes 透露：“自从 IBM 实施了 V7000 之后，我们的数

据存储效率得到了显著改善 — 大约节省了 30% 的磁盘空间。”基

础架构、安全性和网络分析师 Marcio Soares Bailo 进一步解释道：

“动态配置功能使我们的存储空间能够轻松适应不断增长的存储需

求。 



IBM Systems and Technology 
案例研究 

银行业

3

 

 

 
 
 
 

 
解决方案组件： 

 

硬件 
• IBM® Storwize® V7000 

 
软件 

• IBM Tivoli® Storage Manager 

• VMware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IBM 业务伙伴 

• C&C Solucoes em TI (www.cc.com.br) 

一开始，我们可以只使用所需的空间，然后再根据需要动态扩展。

这种高效性显然还有其他优势，例如不要求我们提前购置新设备，

从而节省财务开支等等。” 

 
IT 经理 Marcelo Martins 注意到：“站在‘绿色’环保的角度上讲，

存储虚拟化提升了我们的形象。V7000 只需利用公司所有的现有存

储硬件 — 这也是 IBM 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亮点，对于这次合作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Credicitrus 与 IBM 都非常渴望更加智慧的创新解

决方案，我认为这个共同点对于我们这次建立合作关系做出了巨大

贡献。” 

 
虚拟化的业务优势 
IBM 在业务伙伴 C&C Solucoes em TI 的帮助下所实施的这个解决方

案使 Credicitrus 能够通过可持续的安全方式来扩展数据库，从而满

足甚至超越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Storwize V7000 无需用户介入便

可自动分析容量、检测到闲置空间、并且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利用这

些存储空间。 

 
数据存储虚拟化帮助信用社实现了更加智慧、更直观的集中式信息

管理。在过去，数据迁移困难重重，即便是启用细微的修改也必须

要安排好维护时间。相比之下，Credicitrus 现已能够随时迁移数

据，不会造成业务中断或客户服务中断。 

 
Marcelo Martins 认为这个解决方案的优势十分明显：“改善数据管

理方式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客户，包括他们的需求和愿望 — 从而

定制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IBM 与 Credicitrus 的另一个相

同价值观是：技术不应该作为逃避与客户互动的借口 — 我们不会这

样做。相比之下，IBM 的技术允许我们进一步靠近信用社会员，通

过提供个性化客户服务给业务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我认为这是我们

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更多信息 
如想详细了解 IBM Storwize V7000，请与当地的 IBM 销售代表或 

IBM 业务伙伴联系，或者访问： 

ibm.com/systems/storage/disk/storwize_v7000/ 

 
此外，IBM 全球融资部提供的融资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您有效管理现

金、防止技术淘汰、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且提高投资回报率。我们的

全球资产回收服务能够帮助您通过更高能效的全新解决方案来解除环

境顾虑。如想了解有关 IBM 全球融资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bm.com/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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