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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大学利用 VMware 运行 80 个 Oracle 关键业
务数据库，成功缩减十倍成本

行业
教育

奥克兰大学将 Oracle 数据库系统迁移到基于 ESXi 的基础架构，
实现了五倍性能提升。

地点
奥克兰
关键挑战
为奥克兰大学降低成本、并提高基
础架构的灵活性，更有效托管用以
管理关键财务、人力资源和学生管
理职能的 Oracle 数据库和应用。
解决方案
VMware 虚拟化解决方案让奥克兰
大学安全、有效、经济地运行 Oracle
关键业务数据库和相关应用。
业务效益
• 应用和数据库性能提高五倍
• 降低成本十倍，包括每月节省花
在数据中心电力和散热的 3,000
美元费用
• 根据需要扩展虚拟化环境时，能
轻松而经济高效地采购商用硬件

创办于 1883 年的奥克兰大学是新西兰最大的高等学府，设有七所学院，分布于四个校区和
几个规模较小的校址，为 38,000 名全日制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该大学共有包括教职人员在
内的约 6,500 名全日制员工。

挑战

解决方案

奥克兰大学总共运行 80 个 Oracle 数据
库，以支持大学在处理财务管理、会计、
决策支持和学生管理等关键任务时使用的
PeopleSoft 企业应用。此外，奥克兰大学
的注册系统也由 Oracle 环境提供支持，每
年 12 月至 2 月期间学生为新学年报名时，
该系统都处于高峰运行状态。多年来，奥
克兰大学一直将数据库托管在两台高端
Sun Fire E25k 服务器上：一台用于生产；
另一台用于测试、开发和灾难恢复。虽然
这两台服务器在可用性方面能够满足奥克
兰大学的要求，但运行成本（包括数据中
心电力、散热、软硬件维护等）过高，对
奥克兰大学而言并不是长期可行的平台。
为了扩展服务器的容量等级，奥克兰大学
原已投入巨资，如今还要额外支付高昂的
运行成本，投资回报率不尽人意。奥克
兰大学运营部门架构设计师 John Askew
表示：“随着大学采用越来越多需要访问
Oracle 数据库的应用，我们也必须为 Sun
Fire 服务器上运行的每一个环境分配更多
的可用空间，以满足这些需求。”奥克兰
大学意识到，采用更加动态灵活的基础架
构来取代服务器，不但可降低成本、提高
员工和系统的工作效率，还能通过提高服
务器利用率来改善硬件投资的回报率。此
外，它还能以较为合理的成本快速扩展基
础架构。

奥克兰大学与 VMware® 有着长久的合作
关系，自 2004 年起便开始使用 VMware
vSphere 及前代的数据中心虚拟化技术；通
过这个合作，奥克兰大学已完成了 98% 的
IT 基础架构虚拟化。由于 VMware 技术性
能出色且可靠，奥克兰大学开始计划将
其 Oracle 数据库环境从 Sun Fire E25k 服
务器迁移到两个虚拟化集群，而每一个集
群都由六台 Dell PowerEdge R710 服务器
组成。一个集群为生产环境提供支持，另
一个则为灾难恢复、测试和开发环境提供
支持；每一种环境都通过 IBM 的 SVC 虚
拟化平台访问其存储系统。这项迁移项目
意义重大，因此奥克兰大学请 VMware 专
业服务组织（PSO）协助交付三个关键项
目，包括：构建全新 ESXi 基础架构；设计
和部署用于运行 Oracle 环境的集群和操作
系统模板；以及将 VMware 管理产品迁移
至专用集群。通过部署 VMware Capacity
Planner™ 和 VMware vCenter AppSpeed™，
奥克兰大学的 IT 团队也能对 Oracle 数据
库的性能进行基准测试，并对在迁移至虚
拟化基础架构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变化进行
审查。有鉴于 Oracle 数据库和应用的重要
性，迁移项目完成后，奥克兰大学继而
部署更多的 VMware 工具来保护数据中心
环境。例如，奥克兰大学安装了 VMware
vShield App™，以保护数据库和应用免受

VMWARE 案例研究

“奥克兰大学的战略目标是实施
创新技术，以提供世界一流的授
课、学习和研究环境。为实现这
一目标，我们将 Oracle 数据库环
境从旧版 Sun Fire E25K 迁移至
VMware vSphere，此举帮助我们
的客户实现了五倍性能提升，同
时降低了基础架构购置成本。”
Elizabeth Coulter
IT 服务总监
奥克兰大学

VMWARE 占用空间
VMware vSphere 5.0（含 VMware
ESXi）；VMware vCenter
Server；VMware vCenter Server
Heartbeat；VMware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VMware vShield
App；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5；VMware vCenter
AppSpeed；VMware Update Manager;
VMware Capacity Planner
VMware TAM 计划

虚拟化应用
Oracle Hyperion、PeopleSoft
HRMS、Student Administration and

内部威胁的影响，并防止政策侵犯的发
生。此外，随着运行应用和数据库的虚拟
机数量突破 1,200 大关，奥克兰大学决定
重组其虚拟化基础架构的管理方式。与其
将 VMware vCenter Server™ 嵌入现有的
VMware 集群中，奥克兰大学决定构建两
个具有自动化故障切换和故障恢复功能的
独立集群，来运行一整套管理工具，包括
VMware vCenter Server、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VMware Update
Manager™ 和 vShield App™ 的管理层。拥
有这些工具后，奥克兰大学还能在两个地
点之间复制管理数据，让 IT 团队能够在发
生灾难时通过任一数据中心管理虚拟化基
础架构。

业务成效和优势
奥克兰大学将 Oracle 数据库环境迁移到
VMware 平台后，所带来的成本节约效益
及优势远超其 IT 团队的预期。Askew 表
示：“应用和数据库转移到 VMware 平台
之后，性能提升了五倍。”一个涉及人力
资源和会计信息的批处理作业，在旧平
台上原本需要五个小时完成，如今只需
40 分钟就能完成。他补充说：“我们还缩
减了十倍成本，让奥克兰大学得以把节约
下来的资金，转而投入其他 IT 和非 IT 项
目。”单是花在数据中心电力和散热的费
用，每个月就减少了 3,000 美元支出。如
今 IT 团队成员不再需要花费数小时迁移或
构建环境，而是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
将正在运行的虚拟机从 Oracle 集群中的一

台服务器迁移到另一台服务器；同时，还
可以为虚拟机的某个状态创建快照，这样
一来，发生问题时只需几分钟就能让虚拟
机恢复到快照的状态。VMware vSphere™
在可用性方面也满足了奥克兰大学关键任
务系统的要求：除了计划内停机外，达至
100% 正常运行。Askew 说道：“如果访
问 Oracle 数据库的 PeopleSoft 企业应用停
止运行，大学的运营就会严重受到影响。
学校的注册系统也一样，高峰期的工作负
荷可能增加四倍，但系统仍然必须照常运
行，这方面绝对不容有失。”与此同时，
从 Sun Fire E25K 企业级服务器转移到运行
标准操作环境的商用服务器后，让奥克兰
大学可更轻松地添购适用机器。因此，IT
团队即可以迅速扩展虚拟化基础架构，来
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又能符合成本效
益。部署 VMware 解决方案，也使得奥克
兰大学得以有效保护 Oracle 数据库环境，
防止好奇心过盛且精通计算机的学生入
侵数据库。Askew 表示：“我们至今没有
发生过入侵事件，可以说 VMware vShield
App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展望未来
奥克兰大学目前正在对灾难恢复能力进行
升级改造。通过在 ESXi 5 上运行 VMware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它在
发生故障时可以自动切换到辅助数据中
心，然后在主数据中心恢复运行后再切换
回来。

Finance、Maximo、Remedy, Weblogic
和 Jahia web CMS

平台
Dell PowerEdge R710 服务器
IBM XIV 存储系统和 IBM DS5300 存储系
统通过 IBM 的 SVC 存储虚拟化平台交付到
VMware ESX 集群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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