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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 信息化设备资源利用率低
 ● 信息资源整合力度不够
 ● 信息基础设施运维成本过高

解决方案：

采用vSAN和vSphere软件构建灵活
弹性的计算和存储池

采用vRops运维管理软件为整个虚
拟化平台提供智能的运营管理

采用VDP备份软件来实现本地的数
据保护

VMware助力常州市电子政务中心
实现高效安全低成本运营

VMware软件超融合架构云平台为

常州电子政务中心打造低成本的可

靠的云服务

在成功实施了基于VMware的软件

超融合架构云平台解决方案后， 已
经运行了多个部门的大量应用系

统，取得了明显的收益：

降低整体运营成本：计算和存储的

融合和池化，同时提升了计算和存

储的利用率，统一的计算虚拟化和

存储虚拟化的管理平台，极大简化

了运维的复杂度，少量的运维人员

就可以管理和运维，降低设备维保

成本；经过测算，当物理设备完全

下线后，整个政务中心机房，将降

低2/3以上的用电成本。

保证业务持续稳定高性能运行：从

各部门分散管理到电子政务中心统

一专业管理，借助于VMware先进

的超融合架构vSphere和vSAN的高

可用屏蔽了服务器单个节点不稳定

和可靠性差的缺陷；再加上完整的

备份策略保证了数据安全，更容易

保证业务持续稳定运行；提供的智

能存储策略，通过简单的策略配

置，可以根据业务应用系统对存储

常州电子政务中心所面临的主要

挑战

以“提升各部门行政效率，改善公共

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为目

标，常州市电子政务中心的信息化

建设不断深入。随着业务的发展，

建立在传统的基于物理硬件的IT架
构之上的信息系统，逐渐暴露出性

能和成本方面的问题,改变传统的架

构和运维模式势在必行。

 ● 信息化设备资源利用率低：目前

行政中心托管各部门服务器超过

350台，大部分系统CPU利用率在

5%左右，各个孤立存储使用率也很

低。而市内每年立项的政府信息化

项目新增服务器超过100台，存储

容量超过50TB。因此，面临设备资

源利用率低、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严

重问题。

 ● 信息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各部门

分散开发或引进应用系统，数据标

准不统一，导致信息孤岛形成，信

息数据共享困难。

 ● 信息基础设施运维成本过高：覆

盖市级的统一信息基础支撑平台尚

未建成，各个部门投入巨大人力、

物力和财力，扩建机房，购置设

备，但系统建设、运维和管理上的

不平衡、人工成本和能源消耗巨大

等问题日益显现。仅行政中心机房

每年电力成本就达200万元。

常州电子政务中心选择VMware虚
拟化和分布式架构技术解决难题

电子政务的信息化系统所承载的应

用属于典型的数据依赖型业务，对

于海量数据存储系统的要求是资源

利用率高、弹性扩展能力强、容错

率高。基于虚拟化以及分布式架构

技术构建IT基础架构平台，可以将

计算和存储资源整合在一起，充分

利用了存储资源；并通过应用软件

来实现存储设备向存储服务的转

变，提高资源划分的灵活性和可扩

展性，存储性能实现了线性增长；

同时分布式存储技术避免了单点故

障，大幅提升数据服务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经过详细的评估，电子政务中心选

择基于VMware 的软件超融合解决

方案来构建电子政务中心云平台。

一期配置24台2路X86机架式服务

器，通过vSAN和vSphere软件构

建灵活弹性的计算和存储池，使用

vRops运维管理软件为整个虚拟化

平台提供智能的运营管理，并通过

VDP备份软件来实现本地的数据

保护。

的不同需求，按需调度存储资源，

在同一个平台上为不同的业务系统

提供“个性化”存储服务；比如高性

能的数据库服务，可以根据策略选

择并提供高缓存的存储资源池。

提升业务创新能力：因为资源弹性

灵活，性能成倍提升，整个业务系

统的开发环境从创建到测试到部署

上线，速度明显增加，为常州电子

政务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展望未来

计算和存储的高度融合让架构更灵

活，未来只需要增加服务器就可以

同时做到计算和存储资源的增加，

并且整个扩容相比较于传统架构更

加简单，风险可控。资源也可以弹

性扩展到新的数据中心，由此双活

和容灾变得更加简单和成本可控。

采用虚拟化网络技术，实现云化的

统一安全管控，应用可以在多个中

心之间自由的迁移，也可以分部

门、分应用进行安全控制。最后，

基础平台统一为未来各部门业务数

据共享和业务系统协同打下更好的

基础。

常州位居长江之南太湖之滨，处于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经济发达、名胜

古迹众多、历史文化名人荟萃，是一座拥有3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十二五”以来，常州市电子政务有了长足发展，电子政务内外网基本建

成，电子政务应用从初期政府上网走向政务信息化全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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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VMware软件超融合为核
心的云数据中心，架构简
单，扩展灵活，极大降低了
运营成本，目前稳定可靠运
行了近一年时间，为多部门
提供了可靠的云服务。 希望
VMware能够一如既往坚持开
放的平台架构，为我们提供
更好的服务。”

——运营领导，
常州市电子政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