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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产业基金采用VMware虚拟化技术

构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中信产业基金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6月的专业投资机构，专注于挖掘与中国国民
经济增长相关的中国与国际投资机会。秉承着成为“最值得信任的世界级资产管理
公司”的战略目标，中信产业基金始终坚持通过对所投行业的深刻钻研和洞察，发
掘并获取优质投资机会，凭借超过80位投资团队成员的专业能力及资源网络为被
投企业和投资者创造的价值。

行业
金融

地址
中国北京东城区金宝街89号

主要挑战：

业务与业务之间的访问控制没有
防火墙的限制，安全管控存在盲
区；

不能支持负载均衡服务和共享存
储需求，运维缺乏灵活调度，业
务连续性存在很大隐患；

资源利用率低，机房空间、运维
成本、运维人员压力增加

解决方案：

采用VMware vSphere虚拟化解决
方案构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同时
通过建设基于VSAN的分布式存
储 ， 为 虚 拟 机 提 供 包 括 H A、
vMotion、DRS在内的高可用性服
务方式。

时通过建设基于VSAN的分布式存储，
为虚拟机提供包括HA、vMotion、
DRS在内的高可用性服务方式。

由于之前数据中心环境的限制，没有用
到共享存储为虚拟化平台提供支撑。这
给业务和管理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
新数据中心空间依然紧张的条件下，
VSAN能够集计算与存储为一体的解决
方案可满足“小空间、高容量”的要求，
并且利用VSAN副本的方式，实现数据
一式两份，解决数据中心物理设备单点
风险。

在细化安全规则方面，VMware的NSX
解决方案中微分段功能可根据业务的分
类，应用的分类，虚拟机的分类等不同
方式划分安全组。将不同的业务加入到
不同的安全组之中，通过分布式防火墙
限制业务之间的访问控制。该功能实现
了中信产业基金数据中心内部的安全管
控。同时可以利用NSX EDGE的负载
均衡功能实现应用的4层业务负载，提
高业务连续性。

对于整个数据中心基础架构的自动化管
理，VMware Cloud Foundation能够将
vSphere、vSAN、NSX三大组件集中
部署和管理，自动判断资源的负载并分
配应用到相应的环境中，简化数据中心
的管理。

新的数据中心为中信产业基金带来的主
要效益

在成功实施了VMware Cloud Foundation
解决方案之后，原有的数据中心面临的
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成效显著：

1.提高了业务安全性：利用NSX的微分
段解决方案，定义了业务和应用为范围
的安全访问规则，定义了业务安全组和
应用安全组。新旧业务首先以业务分类
划分到不同的安全组中，再次以应用类
型归类。设置安全访问规则，实现了企
业内部业务细化的目标。

秉承着成为“最值得信任的世界级资产
管理公司”的愿景，凭借着对所投行业
的深刻钻研和洞察，中信产业基金业务
的发展迅速，而信息系统的建设在某些
阶段出现了滞后于业务的发展的情况。
在保障系统安全性、业务连续性等方面
存在隐患，而且，传统模式下的资源利
用效率较低，对于设备的投资和运维成
本的压力均带来了挑战。

传统模式下的信息系统存在阻碍业务发
展的隐患和巨大成本压力

首先，系统的安全性存在需要改进的
空间。对于金融行业来说，高安全性
是对信息系统最重要的要求。由于原
有信息系统业务与业务之间的访问控
制没有进一步的网络安全管理，这使
得数据中心内部的安全管控不能做到
精细化管理。

其次，业务连续性得不到保障。由于
成本和空间限制，原来使用的两个机
柜的设备，没有负载均衡设备提供负
载均衡服务。使得在网络层不能实现
负载均衡及自动切换，如发生故障需
要人工干预才可恢复服务。

第三，基础架构灵活性不高。在没有
共享存储的条件下虚拟化运行于本地
磁盘，一旦服务器发生故障，或对机
柜调整、设备调整、网络调整，由于
现有基础架构的运维缺乏灵活调度都
会影响虚拟化平台的正常运行，进而
导致业务停机。

第四，服务器利用率较低，为了支撑
业务发展，信息系统的投资和运维成
本、管理压力不断升高。现有环境中
有6台服务器运行虚拟化平台，每台服

务器仅能支持最多5台虚拟机的容量。
业务的增长催生了对计算资源和存储
资源的巨大需求，机房空间和设备成
本的有限，已经不能支持单纯依靠增
加服务器的数量来增加资源的传统模
式。信息技术部人员疲于应对业务上
线和资源调配等工作。在人员紧张的
情况下，没有更多精力进行业务需求
管理及改进。

面对上述挑战，中信产业基金需要根
据自身发展特点，建设基于服务器虚
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的软
件定义虚拟化数据中心，才能够达成
可以实现快速应对业务需求、提高IT
资源利用率、同时保障业务安全性、
连续性和节约IT成本的目的。

VMware虚拟化解决方案帮助中信产业
基金打造了高安全、高可用、高可控的
信息系统

经过前期与各个厂商共同对数据中心、
基础架构、业务需求的调研，中信产业
基金最终选择了VMware虚拟化解决方
案打造新的数据中心。VMware作为虚
拟化行业的领跑者，技术实力较强，产
品的成熟度和市场认可度较高，在虚拟
化软件市场占有率50%以上，而且在
关键业务上的可靠性、可用性、安全性
方面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

中信产业基金对项目的期望是整合现有
数据中心资源，提高数据中心空间利用
率，同时实现计算高效率、存储无单
点、业务安全可控的IT建设目标。

新数据中心建设中以VMware虚拟化架
构为基础，提供80-100台虚拟机以满
足现有业务需求和未来发展的需求。同

2.提高了服务器资源利用率：通过
vSphere Enterprise Plus 整合服务器
资源，将原来服务器1:5的整合比提
高到了1:20。在新数据中心空间不增
加的情况下，这不仅满足了现有业务
的要求，同时为未来1-2年的业务发
展预留了足够的资源。数据中心空间
利用率得到了最大化的提升。

3.提高了业务连续性：利用vSphere虚
拟化技术与VSAN分布式存储技术融
为一体的方式，实现了HA、vMotion
等的高级功能，这给业务带来极好
的体验。基础架构运维部门不再因
为数据中心变动、设备变动、网络
变动而影响业务的连续稳定运行。

4.实现智能化运维，提高运营效率。
虚拟化技术使虚拟机资源、存储资
源、网络资源得到集中创建、部
署、分配。利用资源动态负载平衡
的特性，实现了负载压力的智能化
管理。

5.资源弹性灵活，性能成倍提升：新的
系统管理平台可主动提前规划资源
增长，快速响应新需求，避免了以
往的高频率、长时间的采购流程，
并按需进行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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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VMware的最新解决方案
Cloud Foundation，进一步整
合现有数据中心资源，提高了
数据中心空间利用率。利用一
半空间，提供4-6倍资源负
载，同时实现了计算高效率、
存储无单点、业务安全可控的
IT建设目标。

——中信产业基金
（王春生IT部经理）

时通过建设基于VSAN的分布式存储，
为虚拟机提供包括HA、vMotion、
DRS在内的高可用性服务方式。

由于之前数据中心环境的限制，没有用
到共享存储为虚拟化平台提供支撑。这
给业务和管理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
新数据中心空间依然紧张的条件下，
VSAN能够集计算与存储为一体的解决
方案可满足“小空间、高容量”的要求，
并且利用VSAN副本的方式，实现数据
一式两份，解决数据中心物理设备单点
风险。

在细化安全规则方面，VMware的NSX
解决方案中微分段功能可根据业务的分
类，应用的分类，虚拟机的分类等不同
方式划分安全组。将不同的业务加入到
不同的安全组之中，通过分布式防火墙
限制业务之间的访问控制。该功能实现
了中信产业基金数据中心内部的安全管
控。同时可以利用NSX EDGE的负载
均衡功能实现应用的4层业务负载，提
高业务连续性。

对于整个数据中心基础架构的自动化管
理，VMware Cloud Foundation能够将
vSphere、vSAN、NSX三大组件集中
部署和管理，自动判断资源的负载并分
配应用到相应的环境中，简化数据中心
的管理。

新的数据中心为中信产业基金带来的主
要效益

在成功实施了VMware Cloud Foundation
解决方案之后，原有的数据中心面临的
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成效显著：

1.提高了业务安全性：利用NSX的微分
段解决方案，定义了业务和应用为范围
的安全访问规则，定义了业务安全组和
应用安全组。新旧业务首先以业务分类
划分到不同的安全组中，再次以应用类
型归类。设置安全访问规则，实现了企
业内部业务细化的目标。

秉承着成为“最值得信任的世界级资产
管理公司”的愿景，凭借着对所投行业
的深刻钻研和洞察，中信产业基金业务
的发展迅速，而信息系统的建设在某些
阶段出现了滞后于业务的发展的情况。
在保障系统安全性、业务连续性等方面
存在隐患，而且，传统模式下的资源利
用效率较低，对于设备的投资和运维成
本的压力均带来了挑战。

传统模式下的信息系统存在阻碍业务发
展的隐患和巨大成本压力

首先，系统的安全性存在需要改进的
空间。对于金融行业来说，高安全性
是对信息系统最重要的要求。由于原
有信息系统业务与业务之间的访问控
制没有进一步的网络安全管理，这使
得数据中心内部的安全管控不能做到
精细化管理。

其次，业务连续性得不到保障。由于
成本和空间限制，原来使用的两个机
柜的设备，没有负载均衡设备提供负
载均衡服务。使得在网络层不能实现
负载均衡及自动切换，如发生故障需
要人工干预才可恢复服务。

第三，基础架构灵活性不高。在没有
共享存储的条件下虚拟化运行于本地
磁盘，一旦服务器发生故障，或对机
柜调整、设备调整、网络调整，由于
现有基础架构的运维缺乏灵活调度都
会影响虚拟化平台的正常运行，进而
导致业务停机。

第四，服务器利用率较低，为了支撑
业务发展，信息系统的投资和运维成
本、管理压力不断升高。现有环境中
有6台服务器运行虚拟化平台，每台服

务器仅能支持最多5台虚拟机的容量。
业务的增长催生了对计算资源和存储
资源的巨大需求，机房空间和设备成
本的有限，已经不能支持单纯依靠增
加服务器的数量来增加资源的传统模
式。信息技术部人员疲于应对业务上
线和资源调配等工作。在人员紧张的
情况下，没有更多精力进行业务需求
管理及改进。

面对上述挑战，中信产业基金需要根
据自身发展特点，建设基于服务器虚
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的软
件定义虚拟化数据中心，才能够达成
可以实现快速应对业务需求、提高IT
资源利用率、同时保障业务安全性、
连续性和节约IT成本的目的。

VMware虚拟化解决方案帮助中信产业
基金打造了高安全、高可用、高可控的
信息系统

经过前期与各个厂商共同对数据中心、
基础架构、业务需求的调研，中信产业
基金最终选择了VMware虚拟化解决方
案打造新的数据中心。VMware作为虚
拟化行业的领跑者，技术实力较强，产
品的成熟度和市场认可度较高，在虚拟
化软件市场占有率50%以上，而且在
关键业务上的可靠性、可用性、安全性
方面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

中信产业基金对项目的期望是整合现有
数据中心资源，提高数据中心空间利用
率，同时实现计算高效率、存储无单
点、业务安全可控的IT建设目标。

新数据中心建设中以VMware虚拟化架
构为基础，提供80-100台虚拟机以满
足现有业务需求和未来发展的需求。同

2.提高了服务器资源利用率：通过
vSphere Enterprise Plus 整合服务器
资源，将原来服务器1:5的整合比提
高到了1:20。在新数据中心空间不增
加的情况下，这不仅满足了现有业务
的要求，同时为未来1-2年的业务发
展预留了足够的资源。数据中心空间
利用率得到了最大化的提升。

3.提高了业务连续性：利用vSphere虚
拟化技术与VSAN分布式存储技术融
为一体的方式，实现了HA、vMotion
等的高级功能，这给业务带来极好
的体验。基础架构运维部门不再因
为数据中心变动、设备变动、网络
变动而影响业务的连续稳定运行。

4.实现智能化运维，提高运营效率。
虚拟化技术使虚拟机资源、存储资
源、网络资源得到集中创建、部
署、分配。利用资源动态负载平衡
的特性，实现了负载压力的智能化
管理。

5.资源弹性灵活，性能成倍提升：新的
系统管理平台可主动提前规划资源
增长，快速响应新需求，避免了以
往的高频率、长时间的采购流程，
并按需进行资源分配。

展望未来

考虑到未来虚拟机额数量会随着业务发
展持续增长，现有基础设施资源会逐渐
被占用，因此，中信产业基金需要在软
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之上，建立一套自动
化运维管理平台，能够提前预知、监控
现有虚拟化平台的计算、网络、存储资
源的状态和容量，统计虚拟机增速，预
知未来资源耗尽时间，以便提前准备适
合的硬件资源，以保障业务顺利发展。

2路12核至强CPU，
256GB 内存，
400GB SAS *8
1.2TB 12G SAS 10K *32
300GB SAS 10K * 8
RAID Controller *2
10GB 网卡 *2

传输速率：
10/100/1000/10000Mbps
产品内存：
DRAM-256MB/闪存-64MB
背板带宽：160Gbps
包转发率：101.2Mpps
MAC地址表：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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