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 “211 工程 ” 重点建设和
“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建设的高校 。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 “双一流 ”建设
高校行列。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是教育部和五大能源企业集团公司、教育部和山东省
人民政府共建的高校，是石油石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被誉为 “石油科技、
管理人才的摇篮 ”，现已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石油石化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大学。

学校现有青岛、东营两个校区。学校教育体系完备，以本科生教育为主，现有全日
制在校本科生近 19,000人、研究生近 7,000人，留学生 1,300余人，函授网络在籍
生 87,000 余人。自国家实行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政策以来，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24
年保持在 90%以上，2004年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2011年入选 50所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原设备进入故障期  数据中心云平台亟需全面升级

中国石油大学是 VMware的老客户，早在几年前，其青岛校区数据中心建设，就
采用了以ESXi和VMware vCenter为架构的虚拟化平台。经过不断的发展和累积，
目前虚拟化服务器已经达到 300余台，为学校节约了不少资源，也成为了学校科研
及教学的坚强后盾。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使用已超过 5年，进入了故障
期。为了保证数据中心继续稳定运营，校方希望采用 VMware 的最新技术和产品对
该平台进行全面升级。

为了满足学校数据中心的相关应用需求，在这次升级过程中，VMware的项目
实施方团队必须顺利完成以下任务：

1、本次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要求与学校原有虚拟化架构兼容

2、支持跨虚拟交换机无中断实时迁移虚拟机

3、将虚拟机从 vSphere5.5环境中迁移至 vSphere6.5环境中，且虚拟机不停机

4、从传统存储迁移至 vSAN

5、实现 vCenter HA双机

VMware超融合虚拟化解决方案助力学校信息化发展

为此 ，VMware的核心合作伙伴，项目实施方，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结
合其成熟的项目经验和丰富的信息化顶层设计能力，为中国石油大学制定了一整套
完善的超融合虚拟化解决方案。

该方案中，应用到了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vSAN 存储虚拟化软件，
vCenter 虚拟化集中管理软件等一系列 VMware 的最新产品。其中 vSphere 和
vSAN用于扩展云平台虚拟化基础架构，vCenter用于管理服务器和存储虚拟化软
件，云数据中心管理平台用于整合整个虚拟化架构，并对全校提供云服务。

客户收益

数据中心运行稳定、高效、灵活

本次云数据中心建设与学校原有虚拟化架构相兼容，实现学校虚拟化架构和资
源的统一管理，实现计算和存储资源基于节点的平滑扩展能力，并采用多副本方式
提高了可靠性。整个数据中心更加稳定、高效、灵活，从而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更
进一步的支持。

大大降低了硬件投资和运营成本

此项目的主体部分是 6 台安装了 VMware vSphere 的 PC 服务器。VMware 
vSphere是 VMware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SDDC）的基础组成部分，是动态、自我优
化的 IT 基础结构的基础。VMware vSphere 是一个强健的、经过生产验证的虚拟
层，它直接安装在物理服务器的裸机上，将物理服务器上的处理器、内存、存储器和
网络资源抽象到多个虚拟机中。这不仅通过高级资源管理、高可用性和安全功能提
高了服务级别，还通过跨大量虚拟机共享硬件资源的方式，提高了硬件利用率，并大
大降低了资金和运营成本。

有效保障了数据中心整体业务连续性

项目实施方根据 VMware vSAN 最佳实践来部署安装 vSAN 集群，通过
VMware 的 HA/DRS/VMotion 等功能，可以强有力的保障在服务器出现物理故
障情况下，业务的连续性以及数据中心的高可用性。基于这些功能，数据中心完成升
级之后，整体业务运行相当稳定，学校 IT部门也不再因为数据中心变动、设备变动、
网络变动等而发愁。

实现了智能化运维，运营效率明显提升

VMware最新的虚拟化技术使虚拟机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得到集中创
建、部署、分配。数据中心利用资源动态负载平衡的特性，实现了负载压力的智能
化管理。同时，vCenter虚拟化集中管理软件，让存储资源更加透明直观，运维人
员可以清楚地了解资源分配和运行状况，可以根据需求及时做出调整，大大提升
了 IT部门的工作效率。

展望未来

这次数据中心优化升级，满足了中国石油大学青岛校区未来几年内信息化发
展的基本需求。在未来，随着学校建设 “双一流 ”大学的步伐的不断加快，学校将
进一步利用 VMware NSX、vRealize、Workspace等技术提升学校云数据中心
的运营能力，提升办公效率和教学水平，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更加稳定、灵活、高
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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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已入故障期，
为了保证其继续稳定运营，亟需采用
新技术对云平台进行全面升级。

解决方案：
超融合虚拟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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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石油大学打造一流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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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超融合虚拟化解决方案助力学校信息化发展

为此 ，VMware的核心合作伙伴，项目实施方，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结
合其成熟的项目经验和丰富的信息化顶层设计能力，为中国石油大学制定了一整套
完善的超融合虚拟化解决方案。

该方案中，应用到了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vSAN 存储虚拟化软件，
vCenter 虚拟化集中管理软件等一系列 VMware 的最新产品。其中 vSphere 和
vSAN用于扩展云平台虚拟化基础架构，vCenter用于管理服务器和存储虚拟化软
件，云数据中心管理平台用于整合整个虚拟化架构，并对全校提供云服务。

客户收益

数据中心运行稳定、高效、灵活

本次云数据中心建设与学校原有虚拟化架构相兼容，实现学校虚拟化架构和资
源的统一管理，实现计算和存储资源基于节点的平滑扩展能力，并采用多副本方式
提高了可靠性。整个数据中心更加稳定、高效、灵活，从而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更
进一步的支持。

大大降低了硬件投资和运营成本

此项目的主体部分是 6 台安装了 VMware vSphere 的 PC 服务器。VMware 
vSphere是 VMware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SDDC）的基础组成部分，是动态、自我优
化的 IT 基础结构的基础。VMware vSphere 是一个强健的、经过生产验证的虚拟
层，它直接安装在物理服务器的裸机上，将物理服务器上的处理器、内存、存储器和
网络资源抽象到多个虚拟机中。这不仅通过高级资源管理、高可用性和安全功能提
高了服务级别，还通过跨大量虚拟机共享硬件资源的方式，提高了硬件利用率，并大
大降低了资金和运营成本。

有效保障了数据中心整体业务连续性

项目实施方根据 VMware vSAN 最佳实践来部署安装 vSAN 集群，通过
VMware 的 HA/DRS/VMotion 等功能，可以强有力的保障在服务器出现物理故
障情况下，业务的连续性以及数据中心的高可用性。基于这些功能，数据中心完成升
级之后，整体业务运行相当稳定，学校 IT部门也不再因为数据中心变动、设备变动、
网络变动等而发愁。

实现了智能化运维，运营效率明显提升

VMware最新的虚拟化技术使虚拟机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得到集中创
建、部署、分配。数据中心利用资源动态负载平衡的特性，实现了负载压力的智能
化管理。同时，vCenter虚拟化集中管理软件，让存储资源更加透明直观，运维人
员可以清楚地了解资源分配和运行状况，可以根据需求及时做出调整，大大提升
了 IT部门的工作效率。

展望未来

这次数据中心优化升级，满足了中国石油大学青岛校区未来几年内信息化发
展的基本需求。在未来，随着学校建设 “双一流 ”大学的步伐的不断加快，学校将
进一步利用 VMware NSX、vRealize、Workspace等技术提升学校云数据中心
的运营能力，提升办公效率和教学水平，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更加稳定、灵活、高
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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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我们对 VMware的产品和服务一直
非常信任。此次优化升级，不仅让我们
的云平台更加灵活、高效，也帮助我们
节省了不少硬件成本，提高了运维效
率，可谓一举多得。

---郝志杰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

信息化建设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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