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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系统可靠性降低，严重影响关键
业务连续性；
系统扩展性不足，无法有效支撑
关键业务需求；
运维成本、运维人员压力增加
应用部署慢，影响力业务发展的
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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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大集团采用VMware虚拟化技术
构建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控，通过量化运行状况、风险和能效等

指标对虚拟机健康程度进行评估、预

测，以便于及时对虚拟机配置做出及时

调整。通过容量分析可识别过度配置的

资源，以便能够适当调整资源规模以最

高效地利用计算资源。

 
在确保合规性目标方面，借助VMware 
vShield Endpoint保护物理基础架构的

管理界面，还可以用来管理虚拟化环境

的防病毒和防恶意软件。同时采用

VMware vSphere Data Protection 
Advanced，这是一款具有内置备份数

据复制功能的备份和恢复解决方案，可

为虚拟机和关键任务应用提供高效、灵

活和简单的数据保护。 

通过项目的实施，恒大集团对广州机房

的服务器系统进行整合，将大部分核心

应用整合到VMware ESXi服务器上，

利用VMware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实

现核心应用的高可用和系统容错。同时

将各系统的存储进行整合，进一步加强

数据的安全性、可用性。通过VMware
进行资源池化，按需、快速、可靠地为

业务应用提供资源，支撑业务应用开发

敏捷和持续集成的需求，提高多元化产

业的业务敏捷性。

恒大集团通过数据中心虚拟化获得了从

业务到IT运维的全面收益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提高了数据服务交付

的可靠性。保证了业务的连续性。基于

VMware vSphere的分布式存储技术并

采用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在已构建好的虚拟化数据中

心上进行对应用系统的容灾，支持数据

互备、快速备份和恢复、多副本容错，

能在服务器出现故障时确保应用的持续

可用性，实现数据零丢失。确保业务连

广州科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9月，是一间以计算机信息系统

集成、软件开发与私有云解决方案服务

为主要业务，以数据中心规划与建设、

虚拟化、云计算建设为重点的多元化经

营的高新科技公司。广州科政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是VMware白金级别合作伙

伴，目前已具备了为客户提供从硬件到

软件、系统集成到应用方案设计的全面

解决方案的能力，且拥有一支具备厂家

认证的高科技人才队伍，为客户提供专

业服务。

各自独立支撑三大业务的传统IT架构的

遭遇瓶颈

采用虚拟化技术前，每个应用系统需要

独占一台物理主机。随着业务应用的不

断增长，服务器数量急剧增加，对机房

空间、电力及制冷的压力大增，另一方

面各个服务器的整体利用率偏低，资源

无法充分利用。而对于应用系统的可用

性保证也是一个问题，传统方式下构建

高可用群集的方式需要投入更多的硬件

设备，并增加了应用系统管理的复杂

性。恒大集团的信息管理部门希望能找

到更灵活的解决方案。

系统可靠性降低，承载各种业务部门

核心数据的服务器接近使用年限，硬

件故障容易导致系统宕机，严重影响

关键业务连续性；

系统扩展性不足，业务高峰时期系统

负载过高，原系统扩展能力有限，无

法有效支撑关键业务需求；

运维压力增加，服务器的数量越来越

多，型号复杂，采用传统方式维护关

键业务系统的工作量大，运维人员压

力大；

新增或调整应用系统，需要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花费在流程与部署上，制约

了业务的布局节奏。

因此，只有摒弃传统IT基础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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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大集团才能够达成节约IT成本、提高IT
资源利用率、同时保障业务快速上线和

快速响应的目标。

VMware软件定义虚拟化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

恒大集团对众多知名虚拟化解决方案进

行了评估，最终选择了VMware全球领

先的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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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整合过程中，首先采用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 plus作为服务器虚

拟化层，将多台高性能应用服务器虚拟

成计算资源池，为集团整体业务系统提

供 近 4 0 0台 虚 拟 机 。 同 时 ， 使 用

VMware vCenter Server对物理与虚拟

环境进行统一集中式管理。 

此外，利用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对基础环境进行实时监

续性，避免数据中断造成的影响，提

高了数据服务的可靠性。

整合服务器资源，有效降低采购成

本、运维成本。基于vSphere的虚拟

化解决方案，摒弃传统物理构建方

式，采用虚拟化技术打造的系统平

台，IT资源整合率超过80%，大大减

少了物理服务器的数量，同时降低了

机房空间与供电需求，节省了采购与

运维成本。并且，每个虚拟服务器的

虚拟硬件设备都是标准化的，因此极

大地简化运维管理。

IT资源可弹性扩展、动态部署。基于

VMware的虚拟化技术和分布式架构，

采用模板或服务器复制方式快速建立

一台新的虚拟化服务器，耗时不超过

15分钟。与传统方式相比，所需部署

时间最短可以缩小到1/1440，实现了

计算资源的虚拟化，极大的方便了计

算资源的扩展和调配。

业务系统快速部署、灵活扩展。

VMware vSphere充分利用了成熟的虚

拟化技术来构建底层的基础架构平

台，可以很方便地实现应用服务器的

快速部署，从而也就加快了应用、业

务系统的上线进度，极大的提高了对

新业务的响应。

展望未来

VMware的vSphere及SRM虚拟化解决

方案帮助恒大集团提高了对IT基础架

构及应用高可用性的管理手段。展望

未来，我们希望借助VMware领先的存

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等技术，为恒

大集团构建完整灵活的软件定义数据

中心，实现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管理。

恒大集团创建于1997年，是集地产、金融、互联网、健康、旅游及体育为一体的

世界500强企业。2009年11月5日，恒大在香港成功上市。2015年，实现房地产

销售2013亿，并成功完成多元化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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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部署v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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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避免数据中断造成的影响，提

高了数据服务的可靠性。

整合服务器资源，有效降低采购成

本、运维成本。基于vSphere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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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VMware的vSphere及SRM虚拟化解决

方案帮助恒大集团提高了对IT基础架

构及应用高可用性的管理手段。展望

未来，我们希望借助VMware领先的存

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等技术，为恒

大集团构建完整灵活的软件定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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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在虚拟化技术帮助下，资源利
用率得到提高，减少了硬件数
量，节能降耗效果显著，有效
降低成本，同时应用部署的灵
活性有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