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自然资源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改革新成立的政府组成部门，于
2018 年 11 月正式挂牌。新组建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作为自治区政府的组成部
门，整合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局和自治区海洋渔业厅、自治区林业
厅等部门有关职责，主要承担统一行使全区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
地、水、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
态保护修复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迭等问题，实现
我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和落实 “多规合一 ”构建我区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主要挑战

多重职能 +业务需求升级   促使其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
广西自然资源厅肩负着自然资源调查、开发、利用和确权登记；国土空间规

划、用途管制、生态修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重
要职责。为了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建设一个稳定、强大的数据中心，为
此，广西自然资源厅一直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在此过程中，其每个阶
段所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

1、服务器虚拟化阶段

在 2011 年之前，广西自然资源厅的前身——广西国土资源厅的数据中心主
要采取传统构架。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原有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已明显不能满
足空间数据访问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资源弹性调度和使用的迫切需求，亟需采
用当时市面上的领先技术，实现服务器资源虚拟化。

2、GIS云平台建设阶段

2011年，为了满足国土资源遥感监测 “一张图 ”工程建设 “测绘为基、陆海
相连 ”的国土资源大数据服务体系的需求，深入开展 “金土工程广西项目（一期）”
建设，打造基于 GIS 云技术的广西国土资源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和空间数据集成
应用平台，服务全区国土资源行政管理对海量空间数据分布式高性能处理的需
求，需要采用与之匹配的云平台管理软件解决这一问题。

3、“国土资源云 ”形成阶段

2016年 -2018年，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业务部署推进和广西空间地理信息
资源库和省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等覆盖全省的项目开展，当时的广西国土

资源厅希望基于之前的网络构架，建设更加全面、灵活、高效、管理便捷的 “国土资源
云 ”。因此，需要新增一些软件与服务，来提升整个数据中心的性能和运维管理水平。

4、数据中心优化阶段

广西自然资源厅正式挂牌之后，统筹全区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其业
务职能更加多样，尤其是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化业务的开展对数据中心的资源管控和
调度要求进一步提高。IT 部门必须围绕业务部门和软件开发部门对 “ 更大的资源访
问密度强度，更好的基础设施稳定性，更优的上层平台适配性 ”的需求，对数据中心
进行进一步深度优化。

解决方案
VMware用先进技术不断为广西自然资源厅赋能

在广西自然资源厅全面实现信息化建设的道路，VMware 一直是其忠诚的伙
伴，在其发展的四个阶段都为其提供了高效、灵活、可靠的解决方案。

说起 VMware 和广西自然资源厅的首次结缘，不得不提其 IT部门工程师劳工。
2011 年，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不少单位还未开始服务器虚拟化的进程，当时
VMware 的专业服务团队也尚未进入广西，而劳工已经对 VMware 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劳工是广西政府、企事业单位中赫赫有名的 IT 专家，对市面上各类领先的 IT

技术了熟于心。经过他和同事的考察及论证，最终选定了 VMware 的 vSphere 
服务器虚拟软件，帮助单位完成第一批服务器虚拟化系统。到 2012年，原广西国土
资源厅 90% 的业务系统都迁移到了虚拟化平台。在他看，VMware 的产品稳定可
靠，界面简单好用，上手极快，是助力数据中心建设的不二之选。

2015 年，原广西国土资源厅上线了 GIS 应用之后，邀请 VMware 团队进行了
产品测试，最终采用 VMware 的 vCloud 云管平台与 GIS 结合，建立起了 GIS on 
VMware 云平台，实现 GIS 资源的自动化弹性部署，减轻管理维护工作量。

随着业务的增多，2017 年，VMware 与其签订了 VCPP 混合云解决方案框架
协议，通过该协议客户采用了 VMware 的 vSAN 储存虚拟化软件等系列。通过
VCPP，客户可以按月或者按流量付费，方式更灵活，满足了其对合规性、安全性等方
面的要求，助力原广西国土资源厅基本建成了 “ 国土资源云 ”。

在广西自然资源厅正式挂牌之后，增加更多的职能和责任。为了应对新的挑战，
2018 年底，广西自然资源厅又采购了 NSX 网络虚拟化软件、vRealize 
Automation 管理系统等，提升安全性和灵活性，使数据中心整体得以优化。在硬件
方面，广西自然资源厅则选择了性能优异的 Intel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为 VMware
系列软件等提供具有高可用性及超高工作负载效率的基础设施平台。软硬件强强联
合，共同为广西自然资源厅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转保驾护航。

主要收益

截止到目前，在 VMware 的协助下，广西自然资源厅目前拥有包括高密度
刀片服务器、高性能集群服务器等各种类型服务器共 107台，15个高可用集群，
超过 5000个计算内核，总内存达 35000G，总存储资源容量达 1800TB，其
中高端存储资源容量 120TB；中端存储资源 1600TB，其他存储资源 64TB。
利用底层虚拟化技术，通过计算机服务器、存储以及网络资源进行整合，搭建了
广西自然资源云数据中心，当前在不同的安全区域内部署了 800余台虚拟机。

就广西自然资源厅的具体收益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打造了安全的多租户环境，让服务更加高效

通过这些年采用 VMware 软件的不断建设，广西自然资源厅已建成了软
件定义的数据中心，实现了每个租户的数据安全隔离和数据中心智能化管理。
基于此，客户能够依托全区自然资源业务专网和电子政务网络为厅本级 19 个
直属部门，自治区本级横向厅局，自治区 “数字政务一体化服务平台 ”，以及各
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兄弟单位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建立了有效的容灾机制  保证数据中心的稳定与安全

通过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平台，结合 vSphere 服务器虚拟软件、
vSAN存储虚拟化软件等，广西自然资源厅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容灾机制，在
一些突发状况下，也能确保各项数据安全无忧。同时，整个数据中心也更加稳
定、灵活，可以从容应对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

3、云管平台使得数据中心运维管理更加智能

vCloud云平台与 GIS应用结合之后，通过对底层的基础设施进行虚拟化
整合，分别形成了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池和网络资源池，从而实现了弹性调
度，能够快速响应高峰时期的并发访问量，实现计算机资源的均衡调度。最新上
线的 vRealize Automation，则可通过自动化和预定义策略加快 IT 服务的交
付，从而为开发人员提供极大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同时使 IT 团队能够顺畅地进
行监管和控制。这些措施都让广西自然资源厅的数据中心运维管理更加智能，
同时也节约了不少人力及时间成本。

展望未来
在未来，广西自然资源厅还将与 VMware 继续携手前进，采用 VMware

的最新技术，进一步夯实网络基础构架，壮大 “壮美广西 ·自然资源云 ”，为各
项业务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行业：

政府

区域：

广西

主要挑战：

● 实现服务器虚拟化

● 建设灵活的 GIS云平台

● 提升整个数据中心的性能

● 优化数据中心的安全性、稳定性等

解决方案：
服务器虚拟化方案

云平台建设方案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方案

VMware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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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信息化转型不断助力



广西自然资源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改革新成立的政府组成部门，于
2018 年 11 月正式挂牌。新组建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作为自治区政府的组成部
门，整合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局和自治区海洋渔业厅、自治区林业
厅等部门有关职责，主要承担统一行使全区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
地、水、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
态保护修复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迭等问题，实现
我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和落实 “多规合一 ”构建我区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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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职能 +业务需求升级   促使其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
广西自然资源厅肩负着自然资源调查、开发、利用和确权登记；国土空间规

划、用途管制、生态修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重
要职责。为了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建设一个稳定、强大的数据中心，为
此，广西自然资源厅一直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在此过程中，其每个阶
段所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

1、服务器虚拟化阶段

在 2011 年之前，广西自然资源厅的前身——广西国土资源厅的数据中心主
要采取传统构架。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原有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已明显不能满
足空间数据访问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资源弹性调度和使用的迫切需求，亟需采
用当时市面上的领先技术，实现服务器资源虚拟化。

2、GIS云平台建设阶段

2011年，为了满足国土资源遥感监测 “一张图 ”工程建设 “测绘为基、陆海
相连 ”的国土资源大数据服务体系的需求，深入开展 “金土工程广西项目（一期）”
建设，打造基于 GIS 云技术的广西国土资源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和空间数据集成
应用平台，服务全区国土资源行政管理对海量空间数据分布式高性能处理的需
求，需要采用与之匹配的云平台管理软件解决这一问题。

3、“国土资源云 ”形成阶段

2016年 -2018年，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业务部署推进和广西空间地理信息
资源库和省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等覆盖全省的项目开展，当时的广西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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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厅希望基于之前的网络构架，建设更加全面、灵活、高效、管理便捷的 “国土资源
云 ”。因此，需要新增一些软件与服务，来提升整个数据中心的性能和运维管理水平。

4、数据中心优化阶段

广西自然资源厅正式挂牌之后，统筹全区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其业
务职能更加多样，尤其是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化业务的开展对数据中心的资源管控和
调度要求进一步提高。IT 部门必须围绕业务部门和软件开发部门对 “ 更大的资源访
问密度强度，更好的基础设施稳定性，更优的上层平台适配性 ”的需求，对数据中心
进行进一步深度优化。

解决方案
VMware用先进技术不断为广西自然资源厅赋能

在广西自然资源厅全面实现信息化建设的道路，VMware 一直是其忠诚的伙
伴，在其发展的四个阶段都为其提供了高效、灵活、可靠的解决方案。

说起 VMware 和广西自然资源厅的首次结缘，不得不提其 IT部门工程师劳工。
2011 年，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不少单位还未开始服务器虚拟化的进程，当时
VMware 的专业服务团队也尚未进入广西，而劳工已经对 VMware 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劳工是广西政府、企事业单位中赫赫有名的 IT 专家，对市面上各类领先的 IT

技术了熟于心。经过他和同事的考察及论证，最终选定了 VMware 的 vSphere 
服务器虚拟软件，帮助单位完成第一批服务器虚拟化系统。到 2012年，原广西国土
资源厅 90% 的业务系统都迁移到了虚拟化平台。在他看，VMware 的产品稳定可
靠，界面简单好用，上手极快，是助力数据中心建设的不二之选。

2015 年，原广西国土资源厅上线了 GIS 应用之后，邀请 VMware 团队进行了
产品测试，最终采用 VMware 的 vCloud 云管平台与 GIS 结合，建立起了 GIS on 
VMware 云平台，实现 GIS 资源的自动化弹性部署，减轻管理维护工作量。

随着业务的增多，2017 年，VMware 与其签订了 VCPP 混合云解决方案框架
协议，通过该协议客户采用了 VMware 的 vSAN 储存虚拟化软件等系列。通过
VCPP，客户可以按月或者按流量付费，方式更灵活，满足了其对合规性、安全性等方
面的要求，助力原广西国土资源厅基本建成了 “ 国土资源云 ”。

在广西自然资源厅正式挂牌之后，增加更多的职能和责任。为了应对新的挑战，
2018 年底，广西自然资源厅又采购了 NSX 网络虚拟化软件、vRealize 
Automation 管理系统等，提升安全性和灵活性，使数据中心整体得以优化。在硬件
方面，广西自然资源厅则选择了性能优异的 Intel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为 VMware
系列软件等提供具有高可用性及超高工作负载效率的基础设施平台。软硬件强强联
合，共同为广西自然资源厅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转保驾护航。

主要收益

截止到目前，在 VMware 的协助下，广西自然资源厅目前拥有包括高密度
刀片服务器、高性能集群服务器等各种类型服务器共 107台，15个高可用集群，
超过 5000个计算内核，总内存达 35000G，总存储资源容量达 1800TB，其
中高端存储资源容量 120TB；中端存储资源 1600TB，其他存储资源 64TB。
利用底层虚拟化技术，通过计算机服务器、存储以及网络资源进行整合，搭建了
广西自然资源云数据中心，当前在不同的安全区域内部署了 800余台虚拟机。

就广西自然资源厅的具体收益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打造了安全的多租户环境，让服务更加高效

通过这些年采用 VMware 软件的不断建设，广西自然资源厅已建成了软
件定义的数据中心，实现了每个租户的数据安全隔离和数据中心智能化管理。
基于此，客户能够依托全区自然资源业务专网和电子政务网络为厅本级 19 个
直属部门，自治区本级横向厅局，自治区 “数字政务一体化服务平台 ”，以及各
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兄弟单位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建立了有效的容灾机制  保证数据中心的稳定与安全

通过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平台，结合 vSphere 服务器虚拟软件、
vSAN存储虚拟化软件等，广西自然资源厅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容灾机制，在
一些突发状况下，也能确保各项数据安全无忧。同时，整个数据中心也更加稳
定、灵活，可以从容应对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

3、云管平台使得数据中心运维管理更加智能

vCloud云平台与 GIS应用结合之后，通过对底层的基础设施进行虚拟化
整合，分别形成了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池和网络资源池，从而实现了弹性调
度，能够快速响应高峰时期的并发访问量，实现计算机资源的均衡调度。最新上
线的 vRealize Automation，则可通过自动化和预定义策略加快 IT 服务的交
付，从而为开发人员提供极大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同时使 IT 团队能够顺畅地进
行监管和控制。这些措施都让广西自然资源厅的数据中心运维管理更加智能，
同时也节约了不少人力及时间成本。

展望未来
在未来，广西自然资源厅还将与 VMware 继续携手前进，采用 VMware

的最新技术，进一步夯实网络基础构架，壮大 “壮美广西 ·自然资源云 ”，为各
项业务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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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

FlexSystem刀片服务器

HS23刀片服务器

3850机架服务器

3650机架服务器

Intel® Xeon® CPU E7 E5

EMC存储

上线时间

2019年8月

VMware携手广西自然资源厅 

为其信息化转型不断助力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