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钢集团始建于 1958 年，是国家 " 一五 " 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经过 60
年的艰苦创业，现已形成从 " 采、选、烧 " 到 " 铁、钢、材 " 完整配套的钢铁工业生

产体系，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碳钢和不锈钢生产基地。

在发展钢铁主业的同时，酒钢积极发展非钢产业，如火力发电、装备制造、耐

材建材、工业民用建筑、房地产开发、种植养殖、葡萄酒酿造等，已形成跨地区、跨

行业、跨所有制的多元化产业格局。酒钢综合实力雄厚，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已

连续多年入围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企业 500 强。2017 年，酒钢集团位列中国企

业 500 强第 185 位、中国制造企业 500 强第 76 位。

数字化浪潮来临 酒钢集团信息中心亟需升级优化

作为一家与时俱进的大型集团公司，酒钢集团一直注重信息化建设，并以此

作为推动整体集团协同发展、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武器之一。因此，无论是在整

个西北地区，还是在同行业之中，酒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都比较超前。在这个过

程中，作为酒钢的长期合作伙伴之一，全球企业软件创新领导者 VMware 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数年之前，酒钢就与 VMware 携手，采用其服务器虚拟化产

品为信息中心提供支持，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不过，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以及集团内各项业务对信息化系统

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酒钢集团信息中心若要想为集团管理及各项业务提供更

加有力的支撑；若要想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就需要对信息中心的原有基础构架

进行升级和优化。

VMware 最新技术 + PSO 团队 助力酒钢信息中心建设

为此，结合酒钢集团的切实需求，企业特点以及发展愿景等，VMware 提出

完善的信息中心整体改造方案，并派出专业服务团队 (PSO) 全方位协助其完成

改造及优化。

整个改造优化方案分成两步走。第一步，对原有的 vSphere 环境进行升级

改造，对信息中心的存储空间、资源池、网络功能、协议类型等逐一进行优化，提

高了整体利用率。第二步，采用 NSX 技术实现信息中心的网络虚拟化；采用

vRealize Operations 及 vRealize Automation 系统，让信息中心云平台

实现了自动运维和管理。

在这个过程中，PSO 团队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的交付与支持能力，

为酒钢信息中心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服务。该团队不仅结合客户的需求，为其

提供了最优的解决方案，还通过现场培训、视频制作、在线指导等多种方式，将

VMware 相关技术的操作方法、系统知识准确地传授给了客户。在平常工作

中，PSO 团队也及时为客户排忧解难。比如，当酒钢信息中心因硬件设备发生

故障影响到整个平台运行时，PSO 团队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排查，并最终

协助解决了问题。这些行动，让酒钢对 VMware 的技术和服务更加认可，给予

了高度评价。

2018 年 10 月，经过连续 9 个月的努力奋战，灵活、高效、稳定的钢酒钢信

息中心私有云平台正式上线，面向全集团 100 多个跨区域、跨行业的分子公司

提供服务。

客户收益

酒钢信息中心私有云平台的正式建成，让其从一个传统 IT 架构的平台跨

越成为一个真正的私有云平台。这不仅让许多业务实现了流程化、标准化；也

让运维人员从繁琐的操作中解放出来，提高运维管理的效率，加快了新业务上

线的速度；同时也加固了整个信息中心的安全性。具体而言，其收益主要表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1、节省了大量硬件投资、减少了空间占用

酒钢集团信息中心已经连续多年采用 VMware 的服务虚拟化技术，对该

技术信赖有加，而此次升级让其功能得以更加全面的发挥。在客户看来，服务

器虚拟化不仅帮助集团节省了大量硬件设备的投资，还减少了机房的空间占

用，在具体使用中还能根据业务变化，快速扩容，可谓一举多得。

2、网络安全性和敏捷性大为提升

在本次改造升级中，信息中心采用 VMware NSX 技术实现了网络虚拟

化。在此之前，信息中心有将近 200 台的虚拟机运行 vSphere 平台之上，需

要通过一个核心交换机实现流量中转，因此流量负荷较大。NSX 的上线，大大

缓解了这一压力，让信息中心的网络更敏捷。同时，通过 NSX 的微分段优化技

术，信息中心对多套业务系统都进行了安全防护部署，让业务的安全性得以提

升。

在实战中，NSX 也有突出表现。2018 年，让全球恐慌的勒索病毒曾两次袭

击酒钢数据中心，通过 NSX 微分段技术，病毒的传播端口得以迅速隔离，整个

集团的业务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3、运维更加直观高效

利用 vRealize Operations 系统，酒钢信息中心云平台可轻松地进行运

维，无需干预，从而实现基于目标的持续性能优化、高效的容量管理、主动规划

和智能修复。有了这套系统，管理人员可以直观的发现信息中心整体资源的分

配情况，比如每台虚拟机的分配情况，是否存在抢占情况，抢占多少等，都可以

一目了然。而且，当数据中心资源运维出现潜在风险时，系统还会自动做出预

警，以便管理人员主动出击，提前规避风险。

4、业务交付时间大大缩短

酒钢集团下属有 100 多个分子公司，一旦有相关应用需求出现，都需要通

过信息中心进行申请，资源审批、创建，上线，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流程，工作量

非常大。vRealize Automation 系统上线之后，信息中心为每个部门创建了相

应的账号，登陆之后可自主申请资源，根据需求自行创建，流程自主审批，这使

得整个业务的交付流程大大缩短。

展望未来

这次优化升级，不仅让酒钢数据中心满足了整个集团以后 3-5 年的基本业

务支持需求，而且还为未来可能涉及到双活数据中心建设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为其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行业：

钢铁

区域：

甘肃

主要挑战：

集团内各项业务对信息化系统的依赖

逐渐加深，信息中心亟需升级优化。

解决方案：

信息中心整体改造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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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中心私有云平台正式上线，面向全集团 100 多个跨区域、跨行业的分子公司

提供服务。

客户收益

酒钢信息中心私有云平台的正式建成，让其从一个传统 IT 架构的平台跨

越成为一个真正的私有云平台。这不仅让许多业务实现了流程化、标准化；也

让运维人员从繁琐的操作中解放出来，提高运维管理的效率，加快了新业务上

线的速度；同时也加固了整个信息中心的安全性。具体而言，其收益主要表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1、节省了大量硬件投资、减少了空间占用

酒钢集团信息中心已经连续多年采用 VMware 的服务虚拟化技术，对该

技术信赖有加，而此次升级让其功能得以更加全面的发挥。在客户看来，服务

器虚拟化不仅帮助集团节省了大量硬件设备的投资，还减少了机房的空间占

用，在具体使用中还能根据业务变化，快速扩容，可谓一举多得。

2、网络安全性和敏捷性大为提升

在本次改造升级中，信息中心采用 VMware NSX 技术实现了网络虚拟

化。在此之前，信息中心有将近 200 台的虚拟机运行 vSphere 平台之上，需

要通过一个核心交换机实现流量中转，因此流量负荷较大。NSX 的上线，大大

缓解了这一压力，让信息中心的网络更敏捷。同时，通过 NSX 的微分段优化技

术，信息中心对多套业务系统都进行了安全防护部署，让业务的安全性得以提

升。

在实战中，NSX 也有突出表现。2018 年，让全球恐慌的勒索病毒曾两次袭

击酒钢数据中心，通过 NSX 微分段技术，病毒的传播端口得以迅速隔离，整个

集团的业务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3、运维更加直观高效

利用 vRealize Operations 系统，酒钢信息中心云平台可轻松地进行运

维，无需干预，从而实现基于目标的持续性能优化、高效的容量管理、主动规划

和智能修复。有了这套系统，管理人员可以直观的发现信息中心整体资源的分

配情况，比如每台虚拟机的分配情况，是否存在抢占情况，抢占多少等，都可以

一目了然。而且，当数据中心资源运维出现潜在风险时，系统还会自动做出预

警，以便管理人员主动出击，提前规避风险。

4、业务交付时间大大缩短

酒钢集团下属有 100 多个分子公司，一旦有相关应用需求出现，都需要通

过信息中心进行申请，资源审批、创建，上线，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流程，工作量

非常大。vRealize Automation 系统上线之后，信息中心为每个部门创建了相

应的账号，登陆之后可自主申请资源，根据需求自行创建，流程自主审批，这使

得整个业务的交付流程大大缩短。

展望未来

这次优化升级，不仅让酒钢数据中心满足了整个集团以后 3-5 年的基本业

务支持需求，而且还为未来可能涉及到双活数据中心建设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为其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威睿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办公室 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 8 号启皓北京东塔 8 层 801 100027 中国

电话：86-10-5976-6300 www.vmware.com/cn/

版权所有 © 2018 VMware, Inc. 保留所有权利。 酒钢集团 |  3

客户评价：

VMware 是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

对其产品和服务十分认可。这一次信息

中心的优化改造让我们拥有了更好的

平台和技术，能为整个集团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

                                                                 
--- 冯韶华

         酒钢集团技术总监

                                                              

VMware携手酒钢集团信息中心

搭建私有云平台  

推动集团多产业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