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遍布 100 多个国家，全球申请专利超过 5,000 件，年生产能力

1,000 万台，创新产品连续多年获得 “ 红点奖 ”、“ 杰出工业设计奖 ”、“ 中国

外观设计金奖 ”、“ 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 ” 等一系列奖项……
这些数字和荣誉的背后，是一家正在快速扩展的国际品牌企业——宝时得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行业巨头的网络基础架构全球布局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电动工具制造商和出口商之一，宝时得创立于 1994
年，总部设在苏州，是一家集电动工具研发、制造、营销于一体，拥有国际知

名电动工具品牌的跨国公司。它拥有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

十多家海外分公司，意大利、澳大利亚两大海外研发子公司，以及苏州、张家

港两大制造基地。

不同于其他品牌企业，宝时得的品牌发展之路别具一格，先是用自有品牌

在全球范围展开运营，在国外站稳脚跟以后，才回归本土，全面打开了国内市场。

因此，宝时得 80% 的业务来自海外。鉴于这一特殊性，宝时得对公司的

ITx 核心应用系统有着更高的要求，其全球业务的销售预测、订单对接、订单

履行等需要依托基础架构平台，其公司的智能制造平台的正常运转，人力资源

管理、财务管理、研发管理、其他业务管理等也都需要基础架构给予强有力的

支撑。

面对这一现状，宝时得的高层领导以及 IT 部门对网络基础构架十分看重。

根据公司的规划，网络基础构架不仅要保证现有业务的稳定运行，也要有足够

的抗风险能力。万一意外或灾难发生，国内业务系统和海外业务系统被迫断开，

如何能继续保持业务不中断？如何选择靠谱的技术容灾方案？哪一家的服务更

好用？……这些问题时常萦绕在他们心头。为此，肩负重任的宝时得 IT 部门开

启了基础构架转型的求索之路。

IT 部门，该如何为业务打 call ？

网络基础设施支撑着应用系统，应用系统支撑着公司业务，反过来公司业

务，应用系统对网络基础设施有着极强的依赖性。那么如何才能让 IT 部门成

为公司业务的坚强后盾，为 “ 业务打 call” 呢？

为此，IT 部门经过调研之后，提出了公司基础架构海外容灾整体规划，

规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内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化；第二步，在国内

实现数据中心双活；第三步，依托公有云，在海外建立容灾双活数据中心。

为了稳步推行整体规划，IT 部门对自己的基础架构现状做了全面反思。

就当时而言，公司旗下的业务系统平台绝大部分缺少服务器集群系统解

决方案。在网络上，平台依旧采用传统的 2G 或 3G 构架，在数据方面则采

用传统 SAN 进行数据备份与归档。面对未来挑战，这样的基础网络构架，

将变得相当脆弱，一旦灾难来临，不仅会造成大量的数据丢失，也将会给公

司的物力、财力造成巨大损失，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发展进程。

为了更好地为公司发展提供支持， IT 部门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技术评估与

论证，最后决定弃传统容灾，采用新兴技术容灾。IT 部门从技术和成本两大

维度出发，对基于应用的传统容灾与新兴技术容灾进行了对比，发现传统容

灾对应用厂商、前期投入、后期维护等依赖性非常高，而新兴技术容灾则在

这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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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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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 集团主要业务来自海外，对IT应用

系统有着更高的要求。

● 为了保证国内业务系统和海外业务

系统的紧密联系，保证业务的连续

性，亟需采用稳定高效的技术容灾方

案。

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SDDC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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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时得 IT 部门不仅对比了传统容灾和新兴技术容灾的效果，还将新兴

容灾技术的重要品牌服务商，VMware 与另外一家知名服务商进行了对比，

最终，形成了如下报告：

成立 20 年的 VMware，业务遍布全球，员工人数超过 5 万名，业务从

服务器虚拟化起家，拓展到网络、存储到终端计算，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云计

算市场的领头羊。根据最新数据显示，VMware 旗下的 vSphere 继续占据

私有云市场绝对领先地位，同时 NSX 和 vSAN 同样成绩不俗，vSAN 市场

份额为 37%，客户超过 1.5 万家；NSX 拥有 7500 家客户，82% 的财富

500 强客户采用了 NSX，端口数是第二名的 10 倍。

凭借如此强劲的品牌和技术实力，VMware 自然赢得了宝时得高层和

IT部门的信任 。他们不仅看好VMware，而且对VMware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其被整体广泛应用于企业，有整体商化稳定的解决方案，不被硬件所

束缚。

根据宝时得的评估，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是最适宜的选择。其

vSphere+ vSAN 可解决传统储存在容灾方面的技术瓶颈，能突破大量集

中应用时的 IO 瓶颈，还能有效降低单位储存的管理成本。NSX 服务则大

大提升了安全性，简化了日常管理，提升了管理效率并且为日后容灾方案

提供了空间，且让公司不再依赖业务系统或厂商平台。

实际效果也正是如此，在 VMware 技术团队的帮助下，2018 年 4 月份，

宝时得国内数据中心顺利实现了私有云化，且收益明显。在运用了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之后，IT 部门对公司业务支持效率明显提升；

投资成本控制达到预期 。不仅如此，这一套解决方案一经上线就帮助公司

节省了成本，为了数据中心稳定运行，IT 部门原计划投资二三十万购入负

载均衡服务器，而 VMware SDDC 整体解决方案，表现稳定，直接为其

省下了这笔开支。

目前，宝时得的核心业务都已经迁移到了 vSphere+vSAN 之上 ，采

用了虚拟防火墙，虚拟服务器等服务。善于创新的宝时得 IT 部门还自己对

平台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专门的部署手册，让管理运维更加简便，

安全性能也明显提升。自此，宝时得顺利迈出了云上攻略的第一步。

在成功实现国内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化之后，宝时得将在 VMware 的助

力下，稳步推进国内双活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卓越表现也为其终级目标——
跨国容灾，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面对已经到来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宝时得正在不断向内求索，向

外扩展。在 VMware 的帮助下，宝时得将全面实现腾云起飞，并将为创建

属于中国的国际品牌、为推动电动工具的变革和进步，探索出一条积极的

发展之路。

中国电动工具巨头的

云上攻略



业务遍布 100 多个国家，全球申请专利超过 5,000 件，年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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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金奖 ”、“ 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 ” 等一系列奖项……
这些数字和荣誉的背后，是一家正在快速扩展的国际品牌企业——宝时得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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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部设在苏州，是一家集电动工具研发、制造、营销于一体，拥有国际知

名电动工具品牌的跨国公司。它拥有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

十多家海外分公司，意大利、澳大利亚两大海外研发子公司，以及苏州、张家

港两大制造基地。

不同于其他品牌企业，宝时得的品牌发展之路别具一格，先是用自有品牌

在全球范围展开运营，在国外站稳脚跟以后，才回归本土，全面打开了国内市场。

因此，宝时得 80% 的业务来自海外。鉴于这一特殊性，宝时得对公司的

ITx 核心应用系统有着更高的要求，其全球业务的销售预测、订单对接、订单

履行等需要依托基础架构平台，其公司的智能制造平台的正常运转，人力资源

管理、财务管理、研发管理、其他业务管理等也都需要基础架构给予强有力的

支撑。

面对这一现状，宝时得的高层领导以及 IT 部门对网络基础构架十分看重。

根据公司的规划，网络基础构架不仅要保证现有业务的稳定运行，也要有足够

的抗风险能力。万一意外或灾难发生，国内业务系统和海外业务系统被迫断开，

如何能继续保持业务不中断？如何选择靠谱的技术容灾方案？哪一家的服务更

好用？……这些问题时常萦绕在他们心头。为此，肩负重任的宝时得 IT 部门开

启了基础构架转型的求索之路。

IT 部门，该如何为业务打 call ？

网络基础设施支撑着应用系统，应用系统支撑着公司业务，反过来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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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用系统对网络基础设施有着极强的依赖性。那么如何才能让 IT 部门成

为公司业务的坚强后盾，为 “ 业务打 call” 呢？

为此，IT 部门经过调研之后，提出了公司基础架构海外容灾整体规划，

规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内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化；第二步，在国内

实现数据中心双活；第三步，依托公有云，在海外建立容灾双活数据中心。

为了稳步推行整体规划，IT 部门对自己的基础架构现状做了全面反思。

就当时而言，公司旗下的业务系统平台绝大部分缺少服务器集群系统解

决方案。在网络上，平台依旧采用传统的 2G 或 3G 构架，在数据方面则采

用传统 SAN 进行数据备份与归档。面对未来挑战，这样的基础网络构架，

将变得相当脆弱，一旦灾难来临，不仅会造成大量的数据丢失，也将会给公

司的物力、财力造成巨大损失，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发展进程。

为了更好地为公司发展提供支持， IT 部门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技术评估与

论证，最后决定弃传统容灾，采用新兴技术容灾。IT 部门从技术和成本两大

维度出发，对基于应用的传统容灾与新兴技术容灾进行了对比，发现传统容

灾对应用厂商、前期投入、后期维护等依赖性非常高，而新兴技术容灾则在

这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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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时得 IT 部门不仅对比了传统容灾和新兴技术容灾的效果，还将新兴

容灾技术的重要品牌服务商，VMware 与另外一家知名服务商进行了对比，

最终，形成了如下报告：

成立 20 年的 VMware，业务遍布全球，员工人数超过 5 万名，业务从

服务器虚拟化起家，拓展到网络、存储到终端计算，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云计

算市场的领头羊。根据最新数据显示，VMware 旗下的 vSphere 继续占据

私有云市场绝对领先地位，同时 NSX 和 vSAN 同样成绩不俗，vSAN 市场

份额为 37%，客户超过 1.5 万家；NSX 拥有 7500 家客户，82% 的财富

500 强客户采用了 NSX，端口数是第二名的 10 倍。

凭借如此强劲的品牌和技术实力，VMware 自然赢得了宝时得高层和

IT部门的信任 。他们不仅看好VMware，而且对VMware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其被整体广泛应用于企业，有整体商化稳定的解决方案，不被硬件所

束缚。

根据宝时得的评估，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是最适宜的选择。其

vSphere+ vSAN 可解决传统储存在容灾方面的技术瓶颈，能突破大量集

中应用时的 IO 瓶颈，还能有效降低单位储存的管理成本。NSX 服务则大

大提升了安全性，简化了日常管理，提升了管理效率并且为日后容灾方案

提供了空间，且让公司不再依赖业务系统或厂商平台。

实际效果也正是如此，在 VMware 技术团队的帮助下，2018 年 4 月份，

宝时得国内数据中心顺利实现了私有云化，且收益明显。在运用了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之后，IT 部门对公司业务支持效率明显提升；

投资成本控制达到预期 。不仅如此，这一套解决方案一经上线就帮助公司

节省了成本，为了数据中心稳定运行，IT 部门原计划投资二三十万购入负

载均衡服务器，而 VMware SDDC 整体解决方案，表现稳定，直接为其

省下了这笔开支。

目前，宝时得的核心业务都已经迁移到了 vSphere+vSAN 之上 ，采

用了虚拟防火墙，虚拟服务器等服务。善于创新的宝时得 IT 部门还自己对

平台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专门的部署手册，让管理运维更加简便，

安全性能也明显提升。自此，宝时得顺利迈出了云上攻略的第一步。

在成功实现国内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化之后，宝时得将在 VMware 的助

力下，稳步推进国内双活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卓越表现也为其终级目标——
跨国容灾，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面对已经到来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宝时得正在不断向内求索，向

外扩展。在 VMware 的帮助下，宝时得将全面实现腾云起飞，并将为创建

属于中国的国际品牌、为推动电动工具的变革和进步，探索出一条积极的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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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 SAN 进行数据备份与归档。面对未来挑战，这样的基础网络构架，

将变得相当脆弱，一旦灾难来临，不仅会造成大量的数据丢失，也将会给公

司的物力、财力造成巨大损失，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发展进程。

为了更好地为公司发展提供支持， IT 部门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技术评估与

论证，最后决定弃传统容灾，采用新兴技术容灾。IT 部门从技术和成本两大

维度出发，对基于应用的传统容灾与新兴技术容灾进行了对比，发现传统容

灾对应用厂商、前期投入、后期维护等依赖性非常高，而新兴技术容灾则在

这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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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云服务为主营业务保驾护航

宝时得 IT 部门不仅对比了传统容灾和新兴技术容灾的效果，还将新兴

容灾技术的重要品牌服务商，VMware 与另外一家知名服务商进行了对比，

最终，形成了如下报告：

成立 20 年的 VMware，业务遍布全球，员工人数超过 5 万名，业务从

服务器虚拟化起家，拓展到网络、存储到终端计算，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云计

算市场的领头羊。根据最新数据显示，VMware 旗下的 vSphere 继续占据

私有云市场绝对领先地位，同时 NSX 和 vSAN 同样成绩不俗，vSAN 市场

份额为 37%，客户超过 1.5 万家；NSX 拥有 7500 家客户，82% 的财富

500 强客户采用了 NSX，端口数是第二名的 10 倍。

凭借如此强劲的品牌和技术实力，VMware 自然赢得了宝时得高层和

IT部门的信任 。他们不仅看好VMware，而且对VMware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其被整体广泛应用于企业，有整体商化稳定的解决方案，不被硬件所

束缚。

根据宝时得的评估，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是最适宜的选择。其

vSphere+ vSAN 可解决传统储存在容灾方面的技术瓶颈，能突破大量集

中应用时的 IO 瓶颈，还能有效降低单位储存的管理成本。NSX 服务则大

大提升了安全性，简化了日常管理，提升了管理效率并且为日后容灾方案

提供了空间，且让公司不再依赖业务系统或厂商平台。

实际效果也正是如此，在 VMware 技术团队的帮助下，2018 年 4 月份，

宝时得国内数据中心顺利实现了私有云化，且收益明显。在运用了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之后，IT 部门对公司业务支持效率明显提升；

投资成本控制达到预期 。不仅如此，这一套解决方案一经上线就帮助公司

节省了成本，为了数据中心稳定运行，IT 部门原计划投资二三十万购入负

载均衡服务器，而 VMware SDDC 整体解决方案，表现稳定，直接为其

省下了这笔开支。

目前，宝时得的核心业务都已经迁移到了 vSphere+vSAN 之上 ，采

用了虚拟防火墙，虚拟服务器等服务。善于创新的宝时得 IT 部门还自己对

平台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专门的部署手册，让管理运维更加简便，

安全性能也明显提升。自此，宝时得顺利迈出了云上攻略的第一步。

在成功实现国内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化之后，宝时得将在 VMware 的助

力下，稳步推进国内双活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卓越表现也为其终级目标——
跨国容灾，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面对已经到来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宝时得正在不断向内求索，向

外扩展。在 VMware 的帮助下，宝时得将全面实现腾云起飞，并将为创建

属于中国的国际品牌、为推动电动工具的变革和进步，探索出一条积极的

发展之路。

中国电动工具巨头的

云上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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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家海外分公司，意大利、澳大利亚两大海外研发子公司，以及苏州、张家

港两大制造基地。

不同于其他品牌企业，宝时得的品牌发展之路别具一格，先是用自有品牌

在全球范围展开运营，在国外站稳脚跟以后，才回归本土，全面打开了国内市场。

因此，宝时得 80% 的业务来自海外。鉴于这一特殊性，宝时得对公司的

ITx 核心应用系统有着更高的要求，其全球业务的销售预测、订单对接、订单

履行等需要依托基础架构平台，其公司的智能制造平台的正常运转，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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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用系统对网络基础设施有着极强的依赖性。那么如何才能让 IT 部门成

为公司业务的坚强后盾，为 “ 业务打 call” 呢？

为此，IT 部门经过调研之后，提出了公司基础架构海外容灾整体规划，

规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内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化；第二步，在国内

实现数据中心双活；第三步，依托公有云，在海外建立容灾双活数据中心。

为了稳步推行整体规划，IT 部门对自己的基础架构现状做了全面反思。

就当时而言，公司旗下的业务系统平台绝大部分缺少服务器集群系统解

决方案。在网络上，平台依旧采用传统的 2G 或 3G 构架，在数据方面则采

用传统 SAN 进行数据备份与归档。面对未来挑战，这样的基础网络构架，

将变得相当脆弱，一旦灾难来临，不仅会造成大量的数据丢失，也将会给公

司的物力、财力造成巨大损失，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发展进程。

为了更好地为公司发展提供支持， IT 部门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技术评估与

论证，最后决定弃传统容灾，采用新兴技术容灾。IT 部门从技术和成本两大

维度出发，对基于应用的传统容灾与新兴技术容灾进行了对比，发现传统容

灾对应用厂商、前期投入、后期维护等依赖性非常高，而新兴技术容灾则在

这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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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引言：

VMware SDDC 整体解决方案上线是

宝时得 IT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里程牌，

为宝时得的业务高效运作和应用系统

建设带来巨大的支撑价值。VMware 
SDDC 解决方案不仅帮助我们提高了

业务安全性，降低了 IT 管理成本，提升

了 IT 运维效率和业务需求响应时间，

同时也为宝时得后续基础设施云化和

容灾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 丁晓勤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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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灾技术的重要品牌服务商，VMware 与另外一家知名服务商进行了对比，

最终，形成了如下报告：

成立 20 年的 VMware，业务遍布全球，员工人数超过 5 万名，业务从

服务器虚拟化起家，拓展到网络、存储到终端计算，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云计

算市场的领头羊。根据最新数据显示，VMware 旗下的 vSphere 继续占据

私有云市场绝对领先地位，同时 NSX 和 vSAN 同样成绩不俗，vSAN 市场

份额为 37%，客户超过 1.5 万家；NSX 拥有 7500 家客户，82% 的财富

500 强客户采用了 NSX，端口数是第二名的 10 倍。

凭借如此强劲的品牌和技术实力，VMware 自然赢得了宝时得高层和

IT部门的信任 。他们不仅看好VMware，而且对VMware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其被整体广泛应用于企业，有整体商化稳定的解决方案，不被硬件所

束缚。

根据宝时得的评估，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是最适宜的选择。其

vSphere+ vSAN 可解决传统储存在容灾方面的技术瓶颈，能突破大量集

中应用时的 IO 瓶颈，还能有效降低单位储存的管理成本。NSX 服务则大

大提升了安全性，简化了日常管理，提升了管理效率并且为日后容灾方案

提供了空间，且让公司不再依赖业务系统或厂商平台。

实际效果也正是如此，在 VMware 技术团队的帮助下，2018 年 4 月份，

宝时得国内数据中心顺利实现了私有云化，且收益明显。在运用了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之后，IT 部门对公司业务支持效率明显提升；

投资成本控制达到预期 。不仅如此，这一套解决方案一经上线就帮助公司

节省了成本，为了数据中心稳定运行，IT 部门原计划投资二三十万购入负

载均衡服务器，而 VMware SDDC 整体解决方案，表现稳定，直接为其

省下了这笔开支。

目前，宝时得的核心业务都已经迁移到了 vSphere+vSAN 之上 ，采

用了虚拟防火墙，虚拟服务器等服务。善于创新的宝时得 IT 部门还自己对

平台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专门的部署手册，让管理运维更加简便，

安全性能也明显提升。自此，宝时得顺利迈出了云上攻略的第一步。

在成功实现国内数据中心的私有云化之后，宝时得将在 VMware 的助

力下，稳步推进国内双活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卓越表现也为其终级目标——
跨国容灾，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面对已经到来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宝时得正在不断向内求索，向

外扩展。在 VMware 的帮助下，宝时得将全面实现腾云起飞，并将为创建

属于中国的国际品牌、为推动电动工具的变革和进步，探索出一条积极的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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