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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 无法保障业务连续性
• 提升运维质量
• 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VMware携手F5构建江苏电信NOC云平台
江苏电信面临降低宕机时间、提升运维质量与节省成本的压力。通过
VMware与F5的集成，构建了双活数据中心，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灾难恢
复解决方案，并且打造了一个稳定高效的基础设施，为其云平台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作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直属分公司，江苏电信成立于2000年7月，下辖13个地市级电
信分公司，56个县（市）电信局，骨干传输网、交换网、数据网和互联网已贯穿全省13地
市，主要经营国内与国际各类电信网络及设施，以及基于电信网络的数据、语音、图像与
互联网等电信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

• 成本压力大

解决方案
通过 VMware 与 F5 集成解决方案，
确保了业务连续性，能快速交付应用
与服务，降低了管理运维难度，实现
自动化，并大幅度节省了成本

商业效益

• 虚拟化比率超过80%
• 最小化宕机时间，几分钟完成灾难
恢复
• 大幅度节省成本

业务连续性成首要挑战
作为区域领先的电信运营商，江苏电信
高度重视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取得了一
系列丰硕的成果。目前已经积累了可观
的 IT 资源，江苏电信 NOC（网络操作维
护中心）拥有数百台IBM与惠普的刀片服
务器与存储设施，部署了包括 Windows
Server 2008 与红帽 Linux在内的多款
操作系统，并采用VMware虚拟化技术，
运行着 NOC 域的核心业务系统（包括
web，中间件和数据库服务器）。
近些年，通信市场发展日新月异，竞争日
趋激烈，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推陈出新，
用户需求千变万化，尤其是随着移动互
联网的流行，给江苏电信的IT基础设施带
来巨大压力。首先在业务上，必须快速响
应市场需求，在预算内提升运维质量。另
一方面，在技术上必须扩展原有的虚拟平
台，构建稳定的基础架构，同时使用新兴
技术节省成本。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
要一个完整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最大
限度缩短业务宕机时间。”江苏电信XXX
表示。

VMware与F5构建NOC云平台
云计算已然成为当今最流行的技术趋势，
同时也是运营商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关键。

江苏电信积极应对这种潮流，并开始打造
NOC云平台，主要是以数据业务为支撑
的业务云，如IPTV与WAP等业务平台。
作为江苏电信云计算战略合作伙伴，南
京群顶在提供整体集成能力的基础上，
在全新云基础架构上提供云资源统一调
度系统、云服务业务平台与安全认证等系
统，并对后台的虚拟与物理资源进行集中
管控，确保整个系统的持续高效运营。
首先，江 苏 电信 部 署 新版 本 V M w a r e
vSphere ® 服务器虚拟化套件，构建云
基础架构，进一步扩展虚拟平台范围。
将服务 器 硬件资源 进行抽象化处 理，
允许多台虚拟机共享资源。并且，High
Availability（HA ）实现虚拟环境高可
用性，比传统集群解决方案更加节省成
本，并且实施起来非常简单。此外，借助
Storage vMotion技术，可以在不中断服
务的情况下在存储阵列内和跨存储阵列
实时迁移虚拟机磁盘文件。
实现虚拟化后，如何提升数据库效率、
增强安全性成为首当其冲的难题。为此，
VMware vFabric® Data Director™提供
“数据库即服务”， 通过云计算数据管
理提高敏捷性，加快分析速度，自动执行
数据库生命周期管理。

VMware成功案例
“ VMware 与 F5 紧密集成的解决
方案让我们实现了最小化的应用
宕机，降低了延迟，提升了性能，
并且 减 少了人 为 错 误，确 保了业
务 连 续性，能为用户快 速、安 全
地交付应用与服务。”
—江苏电信云平台维护经理
卢凌

主要软件

• VMware vSphere®服务器虚拟化
和云计算基础架构
• VMware®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灾难恢复解
决方案
• VMware® vCenter Server™虚拟
化和服务器管理软件
• VMware vFabric® Data
Director™软件

虚拟化应用

• 电信云基础平台

平台

• F5 GTM3900
• F5 LTM8900,LTM6900
• F5 VPR2400
• IBM服务器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确保业务连续性，江
苏电信构建双活数据中心，实现有效的
灾难恢复策略。在虚拟环境下，VMware®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可
以显著提升并简化灾难恢复过程。但是，
在数据中心之间更改流量路径并重启虚拟
环境需要额外的解决方案组件。因此，江
苏电信配合使用F5 BIG-IP应用交付控制
器解决一些常见问题，比如IP地址管理、
自动化流量请求路由与加速数据传输。
在云平台中，江苏电信使用了F5的产品与
技术，如采用GTM3900实现多数据中心
的访问调度、双活中心与访问加速等，以
及VPR2400实现BOSS与MSS域的负载
均衡与安全防护等功能。并与 VMWare
vSphere等形成完整解决方案，为江苏电
信云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持。

VMware与F5的完美结合，帮助江苏电信
改善了云管理，提升云的高可用性，提高
了性能，并实现了自动化。

双活数据中心显威力
目前，江苏电信 NOC 的云平台已经初具
规模，并且大多数系统运行在虚拟机上，
包括手机报、闪信平台、网络分销、网上
营业厅与IMS计费应急等。
构建稳定虚拟化平台，为实现云打下基
础。通过采用VMware完整的虚拟化解决
方案，江苏电信获得了一个强劲可扩展的
计算平台，增加了虚拟化的渗透率，并驱
动了业务价值。从去年开始，江苏电信所
有新上线的系统都基于VMware虚拟机，
虚拟化比例超过80%。

最小 化 宕 机 时 间，提 升业 务 连 续 性。
VMware SRM在几分钟内即可设置恢复
计划，并通过vCenter Server 进行集中
管理，一键完成全自动站点故障切换和
故障恢复编排。同时，F5 BIG-IP系统路
由域功能在两大数据中心之间保存 IP 地
址，提供在第二站点恢复虚拟机的能力，
这大幅度降低了灾难恢复时间。此外，
BIG -IP 设备通过压缩、复制与 TCP 优
化，加速数据中心之间的流量，让迁移速
度更快。
大幅节省成本，提高运维质量。VMware
SRM利用简化管理和高度自动化的灾难
恢复编排和测试，将灾难恢复的总体拥
有成本降低一半左右。vSphere Update
Manager可自动管理 vSphere 主机和
虚拟机的补丁程序，无需再进行手动跟
踪和修补。同时，BIG-IP Local Traffic
Manager（LTM）是一款出色的应用流
量管理系统，使用最智能的方式保护、优
化与交付应用，配合VMware ® vCenter
Server™服务器虚拟化管理软件，实现应
用集中统一管理，大幅提升性能。
快速交付服务，增强用户体 验。LTM 与
GTM与vCenter紧密集成，让运行中的虚
拟应用实现自动化故障转移。此外，通过
广域网加速技术将故障恢复距离的影响
降至最低。

迈向SDDC
未来，江苏电信将进一步扩展虚拟化的
应用范围，整合NOC，并开始采用网络虚
拟化技术，迈向SDDC，充分利用云计算
技术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

• 惠普服务器

集成商

• 南京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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