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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携手苏州燃气
打造业务云基础架构 助力业务稳健腾飞

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燃气）是集燃气生产、工程设计、管

网建设、燃气经营管理、用户服务于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目前，苏州燃气已经

成为拥有 40 万用户群体的、苏州地区最大的天然气清洁能源运营商。作为一个与

社会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苏州燃气倡导安全、环保、节能、可持续

的发展方式，弘扬“以人为本、真诚守信、安全服务、造福一方”的精神，目标

建设能支撑超 100 万用户数的业务数据中心，同时将业务拓展到更多的城市。

行业：
能源

地址：
江苏

主要挑战：

传统竖井式 IT 基础架构缺乏弹性
 扩展能力，不足以支撑用户规模的
 快速增长

IT 基础设施部署在燃气大厦主数
 据中心，设备和数据冗余、抗灾
 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燃气业务安全
 生产的标准

传统 IT 系统架构无法满足燃气
 业务新模式所需要的云计算能力

解决方案：

基于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建设统一的 SDDC 平台，迁移核心
及周边业务应用到平台上，提升了 
IT 系统的响应速度、和 IT 资源利
用率

下一步将建设多数据中心灾备、双
活业务系统，使业务连续性得到保
障；继而建设苏州燃气业务云平
台，支撑业务快速拓展到更多的区
域现资源的透明的成本核算系统

VMware 云基础解决方案助力苏州燃气

业务发展

VMware 作为虚拟化行业的领跑者，技

术实力较强，产品的成熟度和市场认可

度较高，全球虚拟化软件的市场占有率

超过 80%。在经过多次沟通、讨论以及

调研分析后，苏州燃气最终决定采用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搭建企业级

云计算基础架构，为未来实施跨云解决

方案奠定基础。

在详细了解了苏州燃气业务需求、信息

化系统的现状，特别是了解了集团未来

云计算战略的目标之后，VMware 为苏

州燃气定制了三步走的规划：

第一步，建设全虚拟化数据中心并迁移

核心及周边业务应用到平台上。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是统一的软

件定义数据中心 (SDDC) 平台，能够将 
VMware vSphere，vSAN 和 NSX 整合

到一个原生集成的系统中，从而为私有

云和公有云提供企业就绪型云计算基础

架构。

第二步，建立跨数据中心的 IT 基础架

构平台，建立多数据中心灾备，双活业

务系统。借助于 VMware 先进的超融

合架构，做到了数据的分布式多活；通

过 SRM 建立完整的备份策略，为业务

系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容灾备份架构，

保证数据安全和业务持续稳定运行。

第三步，建设苏州燃气业务云平台，满

足快速部署需求，多租户需求和自服务

需求,为业务的地域拓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2017 年1 月，第一步方案即软件定义

的数据中心平台已经成功实施，实现了

明显的业务效益。

苏州燃气坚守“用户至上”的服务理

念，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天然气能源及专

业服务，致力建立跨区域、跨部门一体

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细致周

到的一站式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建

立快速综合控制响应机制，使客户安

心、放心、便捷地使用燃气。

目前燃气用户数迅速增长，然而传统 IT 
基础设施没有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并

且在业务的安全性、连续性、拓展性方

面的风险与日俱增。

传统的IT系统在快速发展的业务需求面

前遇到挑战

首先，缺乏弹性扩展能力的传统 IT 架构

不足以支撑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苏州

燃气的业务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用户

规模增长很快，短期目标是从 40 万上

升到 100 万以上，这必然要求 IT 系统

的存储资源、计算资源和网络资源快速

扩展。然而，传统的竖井式 IT 架构下，

每个业务系统都有自己的服务器和存储

设备、网络需求以及独立的管理工具和

数据库，不同的系统不能共享资源，形

成了资源孤岛和信息孤岛。传统的架构

不改变，随着业务的发展，IT 基础设施

势必越来越复杂，资源的利用率越来越

低而购置和维护成本越来越高。

从计算资源管理角度来看，苏州燃气目

前采用物理计算架构为主、少量虚拟化

计算为辅的模式，传统物理计算走向虚

拟计算势在必行。

从存储资源角度来看，苏州燃气目前采

用集中存储架构，限制存储设备之间资

源统一调配；然而对存储性能和空间进

行灵活动态调整以及横向扩展，是业务

快速发展对存储性能的要求。

从网络资源和安全角度，苏州燃气的网

络基于传统物理网络设备构建，采用虚

拟化网络架构既是当前安全隔离防护的

需要，也是未来业务系统进行跨数据中

心甚至跨云部署的需要。

其次，迅速扩大的数据存储规模和业

务并发需求使得单一的数据中心在保

障业务连续性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风

险。传统的数据中心受到存储备份技

术和设备条件的限制，面对大规模的

数据处理和业务并发需求，易出现单

点故障，造成宕机事故；如果遇到电

力故障或是其它灾害的影响时，无法

保障业务正常运转。

第三，传统 IT 系统架构无法满足燃气业

务拓展所需要的云计算能力。具体来

说，一是为了支撑业务在区域上的快速

扩展和并购，IT 系统必须具有快速部署

的能力；二是不同的业务区域在业务管

理、财务核算方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需要 IT 系统具备多租户服务能力；三是

根据业务的实际需要，可以随时请求增

加资源的自服务能力。

总之，基于促增长、保安全、拓区域的

业务发展策略，支撑迅速扩大的用户数

量和多区域多租户的发展模式，苏州燃

气 IT 建设的方向是在构建虚拟化基础

架构的基础上，建设业务云，为业务

发展提供敏捷、安全、易拓展的信息

化平台。

效益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提高了网

络安全性和可扩展性。VMware Cloud 
Foundation 借助 VMware NSX 将超融

合基础架构提升到新高度，将其延展到

计算和存储之外的网络连接领域，从而

增强网络安全性并提高可扩展性。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部署周期缩短为数

小时，极大的加强了 IT 系统对业务的

响应：基于 VMware 的虚拟化技术和

分布式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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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了应用、业务系统的上线

进度。

SDDC 解决方案帮助苏州燃气低成本拥

有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

使 IT 资源整合率超过 80%，大大节省

了采购与运维成本，同时标准化的虚拟

硬件设备也极大地简化了运维管理。

VMware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具备了跨数

据中心的扩展能力，为下一步建设多

数据中心灾备、双活业务中心奠定基

础。不久的未来，业务连续性将获得

完全的保障，助力苏州燃气更好的承

担社会责任。

展望未来

未来，苏州燃气将继续携手 VMware，
加快苏州燃气云平台建设步伐。在软

件定义数据中心的基础上，建立多数

据中心灾备，双活业务系统，保障业

务的安全连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建设苏州燃气业务云平台，使得 IT 系
统具备快速部署能力、多租户能力，

自服务能力，支撑业务快速拓展到更

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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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Mware 虚拟化技术
构建虚拟化资源池，将数据
中心 IT 资源进行整合，节约
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
时降低了项目建设复杂度，
保障业务快速上线和快速响
应，加快了苏州燃气云平台
建设步伐。”

—赵晓筠
  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苏州燃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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