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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我们如何帮助实现改观

VMware 是云基础架构领域的全球领军者，可提供大幅降低
IT 复杂性的经客户验证的虚拟化解决方案。VMware 加快了

借助 VMware，企业可以增强业务活力，同时节约资源 — 财务、
人力和地球资源。利用 VMware 解决方案，IT 部门能够在降低

企业向云计算的过渡，同时让他们能够保留现有 IT 投资并实

环境复杂性的同时大幅降低成本，从而实现一个灵活机动的 IT

现更高效、灵活的服务交付，而又不会影响控制能力。依靠

服务交付模型。

VMware、其合作伙伴及其行业领先的虚拟基础架构平台，企
业通过 IT 增强了业务活力，同时节约了财务、人力和地球资源。

可信赖的 Vmware 解决方案基于业界领先的虚拟基础架构平台

VMware 在 2009 年的收入为 20 亿美元，目前拥有 170,000 多
家客户和 25,000 家合作伙伴，为首席信息官们一致列为头等
大事的云计算和虚拟化战略计划提供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解决
方案。公司的创新精神、优异表现以及重要的战略意义不断得
到认可，赢得了业界 255 多个奖项，其中包括 ：
• 2009 年度《信息周刊》“INTEROP 最佳奖”大奖得主
• VMware Infrastructure 荣获 InfoWorld 2009 年“最佳服务器
虚拟化”类的“年度技术奖”
• VMware Workstation 荣获 InfoWorld 2009 年“最佳桌面虚拟
化”类的“年度技术奖”
• 被 Linux Magazine 评为 2009 年“最值得关注的公司”
• VMware vSphere 被《华尔街日报》评为 2009 年软件类“技
术创新奖”

我们解决的难题
在过去几十年中，IT 都是通过不断地跨互不相同的一系列硬件
和基础架构在不兼容的体系结构中添加新应用程序来满足业务
需要的。这会造成应用程序与物理硬件紧密耦合在一起，系统
之间的连接变得越来越脆弱，因而很难为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提供支持。其结果是，业务机会被滞后的 IT 工作拖累，IT 部

VMware vSphere 构建，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加快了企业向云计
算的过渡，使 IT 部门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及灵活性，而
又不会削弱服务交付或控制能力。
VMware 提供了通向云计算的最快、最经济的途径，同时可
保护现有的应用程序和数据中心投资。在整个虚拟化进程中，
VMware 通过云计算加快了价值的实现速度。以最大的云计算
合作伙伴体系 — VMware vCloud 合作伙伴 — 作为坚强后盾，
VMware 成为了唯一一家可提供通用云基础架构平台、通用管
理模型和应用程序服务的供应商，通过将私有云和公共云桥接
在一起，形成了允许数据和应用程序移动的可以互操作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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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亿美元，是第 5 大基础架构软件公司

市场类别：

云基础架构

客户数：

超过 170,000 家
• 财富 100 强中的全部企业

门每天都疲于耗费大量精力维护基础架构，而且业务灵活性也

• 财富 500 强中 93% 的企业

受到了严重影响。

• 财富 1000 强中 96% 的企业

当今的 IT 部门将超过 70% 的资源花费在维护上，剩下只有不

• 财富全球 100 强中 100% 的企业

到 30% 的资源用于可增值的战略性项目。面对效率极低的资

• 财富全球 500 强中 96% 的企业

源利用率和更难管理和控制的环境，IT 部门开始寻找新的方法。
VMware 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即通过云计算为

合作伙伴数：

25,000

认证专家数：

42,000

IT 开辟新的出路。在 VMware 的帮助下，企业可以获得动态性
能更高的 IT 服务交付模型，它可以在保护现有投资的同时更

vCloud 服务
提供商数：

1,700+

好地为业务目标提供支持。

VMware
产品线：

VMware vSphere™
VMware View™
VMware vCenter™
VMware vCloud™
SpringSource by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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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 么选 择 VM WAR E

世界上可信度最高的解决方案，可通过虚拟化和云基础架构
大大降低 IT 复杂性并帮助实现灵活机动的 IT 服务交付。
• 拥有超过 170,000 家客户，其中包括财富 100 强中的全
部企业和财富全球 100 强中的全部企业。
• 运行着全球所有虚拟化应用程序中 84% 的虚拟化应用程
序（根据 Gartner 2009 年 12 月发布的数据）。
基于经受客户考验最多的平台 — VMware vSphere — 提
供循序渐进的云计算实施途径。

桌面解决方案
将桌面作为安全的托管服务交付。
VMware 桌面解决方案是唯一的专为以托管服务形式交付桌面
而构建的紧密集成的端到端解决方案系列。利用这一系列解决
方案，IT 部门可以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简化并自动
完成桌面管理和部署，将成本降低 50%，并增强数据安全性，
同时不会牺牲最终用户的使用体验、灵活性和工作效率。

云计算服务

• 是为企业和服务提供商提供云基础架构的领先提供商，
它在云之间铺就了一条可实现安全、可管理的互操作性
的道路。

在私有云与公共云之间架起桥梁。

拥有世界上最广泛、最富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体系提供虚拟
化和云计算解决方案。

还可以选择服务类型和位置，从而实现私有云与公共云之间的

借助 VMware 及其云计算服务合作伙伴提供的新技术和服务，
客户可以获得良好的应用程序兼容性，使企业做好准备，此外

• 25,000 家合作伙伴

无缝互操作性和移动性。VMware 提供唯一一款全面兼容的统
一平台，即 VMware vSphere ；该平台可以无缝地集成私有云

• 1,700 多家 vCloud 服务提供商

和公共云，从而随时随地都可以安全地提供所需的应用。

• 42,000 名认证专家
客户体验到了无与伦比的成效。

应用程序开发和测试解决方案

• 财务 ：可节约 50% 至 60% 的资金开销。

优化从开发到部署的所有环节。

• 人力 ：在日常管理活动方面平均可累计节省 33% 的时间。

VMware 应用程序开发和测试解决方案可以大幅缩短应用程序
的上市时间，同时提高品质。VMware 通过支持具备业界最高

• 能源 ：利用整合与分布式电源管理方式，最多可节省 80%
的能源。

可扩展性和性能的加速开发和部署流程，实现了 IT 基础架构
的转变，使开发和测试团队能够访问自助式部署和版本管理功
能，从而消除了 IT 团队的管理负担。

云基础架构领域的全球领军者

全球合作伙伴体系

凭借其行之有效的云基础架构解决方案，VMware 加快了 IT 向云
计算转变的速度，并使企业能够通过这一新方法快速实现价值。

VMware 通过一个全球合作伙伴体系和一个代理商网络与全球
领先的技术公司展开合作，该体系包含 1,300 家技术联盟合作
伙伴，以及由超过 23,000 家获得认证的代理商、分销商和系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统集成商构成的代理商网络。

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加动态、灵活的服务模式。
VMware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可以提升业务灵活性，同时降低资
金开销和运营开销。VMware 通过简化 IT 基础架构和构建更加
动态、灵活的数据中心，使企业能够节约能源，加快应用程序

服务和支持
VMware 可为将近 40 个国家 / 地区的客户提供咨询、培训、
认证服务以及技术支持。VMware 的专业服务可加快云基础架

和 IT 服务的交付速度，从而实现 IT 流程全面自动化，并提高

构和虚拟化技术的实施速度，同时降低风险。VMware 还为您

业务连续性水平。

提供由世界上最大的虚拟化支持组织提供的支持，该组织在支
持云计算和虚拟化环境中的关键应用程序方面拥有最为丰富的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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