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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目前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有售 

 
 
 
 

概览 

• 在阿里云裸金属基础架构上运行的 
VMware SDDC 

• 在运维方面与本地部署基础架

构一致 

• 无缝工作负载移动性和混合运维管理 

• 与阿里云原生控制台和监控功能完

全集成的控制面板 

• 原生阿里云服务访问权限 

•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内

置安全规则，符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

法律要求 

 
迁移到云环境面临的挑战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对云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企业面临着压力，需要将工作负载迁

移到云环境和对公有云中的应用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发挥优势，包括降低成本、提升服务质

量和灵活性。因此，迁移到公有云推动着一种变革性的全新业务模式兴起。此外，通过利

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最新技术和创新，云技术可帮助公司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然而，尽管获得了所有的优势和提升，企业仍然面临着与快速有效地将现有工作负载迁移

到云环境相关的挑战： 

• 本地部署和云环境之间的运维方式不一致 

• 缺乏管理云服务的人才 

• 本地部署和云环境之间的配置和功能不兼容 

• 重构和重新验证所需的前期成本高昂 

• 不同的机器格式会降低移动性、增加风险并减缓迁移速度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简介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集成了 VMware 本地部署工具、技能组合和流程，可为阿

里原生云提供基于 vSphere 的多租户云服务。借助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企业

能够在获得阿里云的规模和敏捷性的同时，以一致的运维方式在整个阿里云中扩展基于 

VMware 的工作负载和应用。凭借该服务，企业能够降低运维开销、复杂性和运维风险，同

时还能让客户专注于提供增值服务。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可利用 VMware 计算、存储和网络虚拟化产品以及部署到

阿里裸金属主机的集中式管理功能。通过这种一致且统一的云基础架构，企业能够在本地部

署环境和阿里云之间大规模迁移和无缝移动工作负载。企业可以使用熟悉的 VMware Tools 

快速迁移和访问 VM 资源，而无需重新构建应用或更换运维工具。IT 运维部门也可以利用阿

里云的功能特性，根据阿里巴巴 2021 年的统计数据，这包括： 
 
 

• 基础架构稳定性，将近 200 万个容器运行在阿里裸金属服务器上 

• 数据库性能，由 100 TB 高速网络和具有远程直接内存访问 (RDMA) 权限的 PolarDB 提

供支持 

• 应用可靠性，经受过端到端压力测试、具有流量控制功能以及每秒最高峰值订单量

达 54.4 万 

• 高效的 DevOps，在超过 10,000 个节点上进行基于 P2P 的大规模镜像分发 

• 安全防护措施，包括 Anti-DDoS、风险管理和数据加密，经验证已在全球范围内抵御了 

600 亿次攻击 

• 嵌入式人工智能 (AI) 支持 250 亿实时计算事务，98% 的客户支持功能和 60% 的

身份验证通过阿里巴巴 AI 应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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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统一平台 
通过全自动置备和 LCM 传输应用。由与

您在本地部署中使用的基于 vSphere 的

相同 SDDC 提供服务，无需重新架构或

重构应用。 

无缝集成 
轻松快速地将您的工作负载迁移到阿

里云，并可通过弹性、安全性和快速

的置备周期提升工作效率。 

迁移速度加快 
无需改造或中断即可迁移您的工作负载，

将迁移工作花费时间从数月减少到数周。 

高速和安全的云网络 

借助 VMware NSX、L2-L4 网络安全

性，99.9% 的 SLA 可获得全局 

SDDC 实例可用性和管理组件。 

一致的运维管理 
基于 vSphere 和 vCenter API，您现

有的 VMware 和第三方工具无需重新

培训即可继续工作。 

安全性与合规性 
携手唯一一家符合亚太、欧洲和北美地区

监管出口控制和数据隐私要求的中国云服

务提供商，部署现有或新的应用。 
 
 
 

立即开始体验 

请访问用简体中文编写的配套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云中动手实验，

了解该服务的工作原理。有关其他信息，

请联系 ACVSsales@vmware.com。 

借助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您可以使用本地部署环境中熟悉的相同应用、工具和

策略，灵活地将现有工作负载从本地部署环境迁移到云环境。无需重构和更换运维工具即可部
署本地部署工作负载。 

 

 
 

图 1：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快速上云 
对于因硬件使用寿命到期，希望通过直接迁移方法将现有工作负载迁移到云环境或更新基

础架构的客户，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可提供一致的企业级云服务，这些服务可

将最佳的 VMware 技术运用到阿里云。 
 

数据中心扩容 
对于希望扩展数据中心容量，处理新项目的计划外临时容量需求，或需要在云环境中执行测

试/开发活动的客户，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是理想之选，该服务能够以一致且敏

捷的方式扩展数据中心。 
 

灾难恢复 
实施新的灾难恢复、节省辅助灾难恢复站点成本和使用云端灾难恢复解决方案进行额外工

作负载保护的理想场景。灾难恢复是针对 Alibaba Cloud VMware Service 推出的服务，

利用原生自动化编排、故障转移以及故障恢复功能按需提供站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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