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

丹佛野马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优胜球队选择惠普工作站作为战术终端  

行业
体育 
无线电视

目标
实现技术与软件工具的结合以锤炼比赛日战术，�
提升经营效率，及保护 NFL 球队的信息安全。

方法
部署配备 NVIDIA® Quadro® 显卡的移动和台式惠普 
Z 工作站，即可流畅运行 DVSport GameDay 和企
业全体员工使用的其他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 

IT 目标
• 大幅提升处理软件及图形密集型 DVSport 软件的
性能

• 展示清晰、详尽的视频回放图像 

• 部署解决方案平台，为不同用例提供各类外形选
择

• 为体育产业工作流程定制工作站解决方案 

商业目标
• 通过视频回放与预测分析完善比赛制胜战术
• 提升经营效率；加速应用效能 

• 为教练与队员创造更多协作时间
• 增强安全性；提供人员与数据保护

“�比赛日或选秀期容不得半点差池。惠普提供的技术终端有
助改善数据使用、提高执行效率，并提升比赛的获胜机率。” 
– 丹佛野马信息技术部副总裁 Russ Trainor

丹佛野马在 2017 年打响的第 58 个赛季，使之成为 NFL 
史上晋级超级碗大赛次数排名第二的球队之一。野马曾在 
1997-98 赛季后的世界锦标赛上夺冠，还曾于 2015 年斩获
超级碗奖杯。此外，该球队累计创下 29 个创纪录获胜赛
季，夺得 22 次季后赛席位，15 次获得美联会 (AFC) 西区第一
并 10 次晋级美联会冠军赛。“野马之家”(Broncos Country) 
孕育了 NFL 的忠实球迷，该品牌拥有 47 年的主场赛完售记录，
为职业橄榄球赛史上的最长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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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野马  |  体育/无线电视

丹佛野马可跻身橄榄球史上的卓越球队之
列。该球队同样拥有可傲视群雄的精尖�
技术。从售票员到球员与教练，丹佛野马�
组织成员均可使用先进的 IT 系统以提升其
数据驱动效率。就比赛战术而言，DVSport 

GameDay 这一强大的软件应用已为视频回放
与趋势分析带来革新。如要实现高效运行，
此类工具需配备安全无误的硬件，且台式和
移动工作站的外形需能满足从企业高管到�
教练等各级人士的需求。因此，野马选择了
惠普。 

过去，在橄榄球球员头戴皮盔，身穿毛纺�
队服的时代，教练需从对方球队所在地发行
的报纸上裁剪照片以做出分析，并要据此�
竭力判断哪些球员有可能上场。后来出现了
拼接胶片、视频回放和计算机辅助视频�
回放，而当今则是现代化高清视频与数据�
分析技术的结合。 

DVSport GameDay 是专为橄榄球而设的数字
视频编辑与数据分析软件，可通过解释预估
概率而提升比赛胜算。教练可同时分析自身
球队与对手的表现，以持续提升比赛成绩。
近年来，NFL 比赛也掀起了变革浪潮，出现了
战术或人员变动的需求，这一切得益于�
计算机分析技术与人类智慧的结合。

这些均需要视频清晰度与处理能力不断实现�
新的突破。如要实现稳定高效的运行，�

DVSport GameDay 需要非凡的高性能硬件�
基础支持。丹佛野马运营体系中的其他工具
（即电子记分牌、售票窗以及由创意服务�
部门研发的体育场内部图案）亦是如此。�
这就不难理解，丹佛野马为何会将信息安全
列为头等大事。 

“惠普现已贯穿整个丹佛�
野马。小至惠普 Elite x2  
平板电脑，大至惠普 Z 工作
站，我们相信我们选择的都
是市场上当前的理想平台。”  
– 丹佛野马信息技术部副总裁 Russ Trainor

Russ Trainor 已在 IT 领域从业近 30 年，�
现为丹佛野马信息技术部副总裁。Trainor  

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组织内部最为艰巨的 IT 

挑战，即通过更有效的数据运用以提升整个
企业的竞争力。后来，他了解到惠普推出的
可完全满足其组织各类需求的解决方案，即
配备 NVIDIA® Quadro® 最新显卡和超清晰惠普 

Z 显示屏的超强版台式和移动设备。Trainor 

表示：“惠普现已贯穿整个丹佛野马。“小至
惠普 Elite x2 平板电脑，大至惠普 Z 工作站，
我们相信我们选择的都是市场上当前的理想
平台。”  

“�我想要在恰当的时间�
正确运用恰当的工具。�
经检验，惠普是能够�
符合我们对性能、功能、
外形与稳定性要求的�
理想平台。” 

�������– 丹佛野马信息技术部副总裁 Russ Tra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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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 Z 系列工作站适用于�
各领域用例 

作为享誉世界的工作站，惠普 Z 工作站旨在
大幅提升性能，同时借助可定制配置、先进
的安全功能以及简便的维护手段简化 IT 管理�
流程。惠普的系列解决方案包括能够涵盖丹
佛野马各类用例的外形。售票员可使用惠普  

Z2 迷你工作站，完成迅捷、安全的交易。
巡逻的检查人员可使用小功率运转的惠普 

EliteBook 移动个人电脑或惠普 ZBook 15 移动
工作站。创意服务部门则可使用惠普 Z840 

工作站进行图形设计和视频渲染。安全团队
借助惠普 ZBook Studio 移动工作站操控体育
场视频摄像软件，为球迷与球员提供安全�
保障。 

丹佛野马 IT 工程师 Tahoe Dennis 表示：“它
能够在指定时间内收集约 1,200 台摄像机的
视频来源。你不仅需能查看视频来源，而且
要能远程操控每台摄像机，包括转换视野、
改变分辨率、录制视频以及同时开展多项�
操作。惠普 ZBook Studio 在这些方面的表现
都很出色。”

惠普 ZBook Studio 擅长处理
体育产业的工作流程
惠普 ZBook Studio 是全球首款配备 Intel® 

Xeon® 处理器、3NVIDIA Quadro 显卡与�
双惠普 Z Turbo Drive4 的四核工作站 

Ultrabook ™ 。凭借出众的能力与移动性，

成为丹佛野马会议室与教练办公室运行 

DVSport 软件的首选。事实上，在连接惠普
与 DVSport 的过程中，球队的 IT 与视频部门
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开发专为体育产业�
制定的协作解决方案。 

“如要有效运行 DVSport，你需要强大的�
硬件基础支持。需要实现快速运行，确保�
充足的存储空间，并提供强大的数据处理与
视频传输工作负载支持，”DVSport 软件支持
经理 Billy Fogo 表示。“我们在挑选可运行�
自身软件的计算机时十分严格，惠普的 OEM 

计划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硬件，还赋予
了更多其他优势。惠普 Z 工作站还能实现�
高质量的回放功能。你可以仅使用 NVIDIA  

显卡进行视频处理，以得到令人惊艳的视频
画质。”

丹佛野马 IT 工程师 Dennis 补充道：“根据我
们的搜寻结果，惠普 ZBook Studio 是唯一一
台能够出色运行 DVSport 软件的笔记本电脑。
其集成的 NVIDIA 显卡可利用 CUDA 并行计算
架构，破解所遇到的一切难题。”

丹佛野马配备惠普 Z 显示屏之后，有力补足
了工作站的性能。教练可使用多台显示屏运
行业务应用或回放视频。惠普 Z24n 窄边框  

IPS 显示屏采用近乎无边的屏幕设计，可�
呈现具有超强视觉冲击力的图像。惠普 Z  

显示屏 Z34c 34 英寸超宽曲面显示屏能够�
拓宽视野，打造超大尺寸的沉浸式体验。�
而惠普 Care Pack 5 年保修期 Next Business 

Day 现场硬件支持，可确保丹佛野马持续、
稳定地运行相应解决方案。

丹佛野马  |  体育/无线电视

运行 DVSport GameDay 

的惠普 ZBook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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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事分享
注册以获取更新 
hp.com/go/getupdated

我们的合作伙伴支持

品尝胜利的喜悦
所有技术力量均服务于同一个目标：致胜。
丹佛野马副总裁 Trainor 表示，球队与惠普�
建立的合作关系使他确信，随着科技的进步，
他们会为我们带来持久的成功。与此同时，�
IT 工程师 Dennis 正在尽情享受球队在第 50 

届超级碗大赛中取得的里程碑式胜利。“我
会从 IT 角度确保一切步入正轨，哪里有需要，
我就就去哪里帮忙，”他回忆道。“但在比赛
当天，我就成了球迷。我会和家人一起坐在
观众席，为队员们加油喝彩。”

丹佛野马  |  体育/无线电视

版权所有 © 2017 HP Development Company, L.P.本文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惠普产品与服务的全部保修条款在此类产品和服务附带
的保修声明中均已列明。本文中的任何信息均不构成额外的保修条款。惠普对文中包含的技术或编辑上的错误或遗漏概不负责 ｡

Microsoft 和 Windows 均为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 /或其他国家 /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NVIDIA 和 Quadro 均为 NVIDIA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商标和 /或注册商标。

Intel、Xeon 和 Ultrabook 均为 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商标。

Adobe 为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的商标。
1  “全球首款四核工作站 Ultrabook”*的声明基于惠普截至 2015 年 10 月 29 日对所有采用四核 CPU 并通过英特尔超级本认证的移动工作站型号�
（来自年销售量超过 20 万台的厂商）的内部分析。
2  并非所有配置均可符合超级本定义。
3  多核心旨在提升特定软件产品的性能。并非所有顾客或软件应用均会从此技术应用中受益。需要 64 位计算系统。性能与时钟频率取决于应用
程序的工作负载和您的软硬件配置。英特尔的计量依据并非更高性能的衡量标准。

4  对硬盘驱动器而言，GB = 十亿字节。TB = 一万亿字节。格式化后的实际容量会小于此值。为系统恢复软件最多保留 30GB（针对 Windows® 10）的
系统磁盘空间。

4AA7-1825ENW，2018 年 3 月

客户概览
应用
专为橄榄球而设的 DVSport GameDay 数字
视频编辑与数据分析；Adobe® 数字应用；�
电子记分牌；售票；体育场安全；创意服务 

硬件
• 惠普 Z2 迷你工作站
• 惠普 ZBook Studio 移动工作站
• 惠普 ZBook 15 移动工作站
• 惠普 EliteBook 

• 惠普 Z240 工作站
• 惠普 Z440 工作站
• 惠普 Z840 工作站
• 惠普超薄扩展基座 

• 惠普 Z24n 窄边框显示屏
• 惠普 Z 显示屏 Z34c 34 英寸超宽曲面�
显示屏

惠普服务
• 惠普 Care Pack 5 年保修期 Next Business 

Day 现场硬件支持

详情请访问 
hp.com/go/zworkstations
hp.com/go/media-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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