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始创于 1992 年，是一家以文旅产业投资运营

为主导的 A 股上市大型集团型企业，业务板块跨涉文化旅游、城市地产、基础

设施建设、现代茶业等领域，业务版图涵盖浙江、安徽、山东、海南、湖南、湖北、

福建、广东等多个省份，拥有控股及参股企业百余家，员工近 7000 人。

近年来，祥源控股的各项事业发展踏入了快车道，其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速度尤其显著，集团已与安徽齐云山、山东崂山、广东丹霞山等众多著名景区

展开了全方位战略合作，先后荣获 “ 中国文化与旅游度假地产十强企业 ”“ 中国

文旅产业最佳创新投资企业 ” 等荣誉称号。在未来，祥源控股集团将继续以 “ 旅

游目的地建造者 ” 为企业使命，打造更多优质景区，拓展更多业

网络挑战

一、原有 IT 构架不能满足集团业务扩张步伐

随着祥源控股业务的飞速发展，集团原有的缺乏弹性扩展能力的传统 IT 
架构，早不足以支撑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网络部门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如何让网络基础构架跟上集团业务，特别是文化旅游板块的扩展速度，推进企

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业务增值，成了摆在当前 IT 运维部门的当务之急。

为了配合业务发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祥源控股必须搭建更完善的集

团业务系统，同时，还要结合集团优势打造一个具有特色的智慧旅游消费平台，

这些都必须依赖强大的网络构架支持。

二、网络基础构架必须灵活、安全，给各项业务提供支持

祥源控股集团业务系统涉及到众多业务板块，要确保各业务板块共享系统，

又相互不打扰。其旅游消费平台则涉及到旅行社管理、门票、机票、酒店预订，

同时，旅游行业就有淡旺季之分，因此其网络构架需要灵活、高效、可扩展，

可以在客流高峰时实现快速部署。此外，集团业务发展正呈现出蓬勃之势，未

来将会承载有更多项目和业务上线，这也就对其网络基础构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VMware 定制解决方破解祥源控股网络难题

作为全球桌面到数据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基于计算、云、

移动、网络和安全领域的产品服务，借助 7.5 万家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推动，

VMware 已为全球逾 50 万用户提供动态高效的数字化基础。基于业界领先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VMware 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完善、更便捷的解决方案。

对于祥源控股这一类原有网络构架基础相对薄弱，现阶段各项业务突飞猛进

的企业而言， VMware 是其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抢占发展先机的不二之选。

VMware 的合作伙伴，本次项目实施方，合肥柯劳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具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和成熟的项目经验，善于结合客户特点提供行之有效的

解决方案。

根据祥源控股的需求和特点，实施方首先为其提供了基于 vSphere 的

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在测试过程中，祥源控股原有网络系统受到来自互

联网的攻击，安全管控问题亟待解决。实施方又为其提供了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和安全性平台解决方案。两个解决方案双管齐下，不仅帮助祥源

控股快速升级了网络构架，也一次性满足其平台建设需求，并为集团业务扩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客户收益

一、顺利构建新一代网络构架  有效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祥源控股原有的网络系统采用传统的物理构架，几台物理服务器无法承

载越来越多业务板块。借助 VMware 的解决方案，祥源控股构建了私有云

平台，实现了服务器虚拟化，形成统一的资料中心资源池。现在，集团 20
多个业务系统均可以作为虚拟机在单台物理服务器上运行，并且每个操作系

统都可以访问底层服务器的计算资源，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服务器资源

并减少所需服务器的数量，而且运维便捷、部署简单

新的网络构架部署完成之后，业务上线时间明显提升，由原来的以小时

单位，下降到现在以分钟为单位。不仅如此，新网络构架还大大节省了人力，

若采用物理服务器需要 2-3 个人维护，现在 1 个人就能完成维护工作，从而，

帮助集团节省了 20-30 万的人力成本。

二、让各个业务板块能够高效共享集团业务系统及平台

VMware 的解决方案通过领先的虚拟化技术，实现了多租户的资源隔离

和深化，使多个租户能够利用基于角色顺利访问使用数据中心，既保证每个

租户的资源，又可确保租户不受其他租户活动的不利影响。在 VMware 解决

方案的支持下，祥源控股充分调动其在技术方面的储备资源，顺利实现了不

同业务板块高效共享集团网络构架带来的目标，从而更好地为各地、各项业

务提供支持。

三、确保各个业务板块及众多用户的网络安全

祥源控股的业务遍及多个省市，其旅游消费平台肩负着多种功能，与无

数游客的利益相关联。因此，集团对网络构架的安全性能有着极高的要求。

目前，全球有超过 5000 个用户在使用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解决

方案，其突出的特性就是安全，它可以实现微分段的安全，细粒度化的安全，

能为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各分支机构、云以及电信环境中的应用程序和数

据提供无处不在的持续连接性和安全性。运用这套解决方案，祥源控股能让

每个业务板块及用户都可拥有专用网络、专用存储、专用计算资源和专用访问，

不仅能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也会极大降低感染病毒的几率，让安全性能大为

提升。

以上这些成效的取得与 VMware 完善的解决方案密不可分，同时也有祥

源集团信息 IT 部门的不懈努力，他们非常注重技术积累，有 VMware 多个

产品线的专业认证工程师，平台的很多功能，特别是如何更高效地与业务的

结合，都是其摸索实现的，例如网络日志分析和网络状态监控

展望未来

随着祥源控股业务版图的不断扩张，在未来，集团还将有更多新业务板

块和项目上线， VMware 将继续与祥源控股携手前进，为其事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网络保障，推动数字化转型，助其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行业竞争力。

合作伙伴：

合肥柯劳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旅游

地区：

安徽

主要挑战：

 ● 原有物理构架不能满足集团业务扩

张步伐

 ● 网络基础构架必须灵活、安全，给

各项业务提供支持

解决方案：

VMware vSphere+NSX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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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客流高峰时实现快速部署。此外，集团业务发展正呈现出蓬勃之势，未

来将会承载有更多项目和业务上线，这也就对其网络基础构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VMware 助力厦门大学

从容应对校园数字化建设挑战

VMware 定制解决方破解祥源控股网络难题

作为全球桌面到数据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基于计算、云、

移动、网络和安全领域的产品服务，借助 7.5 万家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推动，

VMware 已为全球逾 50 万用户提供动态高效的数字化基础。基于业界领先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VMware 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完善、更便捷的解决方案。

对于祥源控股这一类原有网络构架基础相对薄弱，现阶段各项业务突飞猛进

的企业而言， VMware 是其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抢占发展先机的不二之选。

VMware 的合作伙伴，本次项目实施方，合肥柯劳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具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和成熟的项目经验，善于结合客户特点提供行之有效的

解决方案。

根据祥源控股的需求和特点，实施方首先为其提供了基于 vSphere 的

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在测试过程中，祥源控股原有网络系统受到来自互

联网的攻击，安全管控问题亟待解决。实施方又为其提供了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和安全性平台解决方案。两个解决方案双管齐下，不仅帮助祥源

控股快速升级了网络构架，也一次性满足其平台建设需求，并为集团业务扩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客户收益

一、顺利构建新一代网络构架  有效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祥源控股原有的网络系统采用传统的物理构架，几台物理服务器无法承

载越来越多业务板块。借助 VMware 的解决方案，祥源控股构建了私有云

平台，实现了服务器虚拟化，形成统一的资料中心资源池。现在，集团 20
多个业务系统均可以作为虚拟机在单台物理服务器上运行，并且每个操作系

统都可以访问底层服务器的计算资源，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服务器资源

并减少所需服务器的数量，而且运维便捷、部署简单

新的网络构架部署完成之后，业务上线时间明显提升，由原来的以小时

单位，下降到现在以分钟为单位。不仅如此，新网络构架还大大节省了人力，

若采用物理服务器需要 2-3 个人维护，现在 1 个人就能完成维护工作，从而，

帮助集团节省了 20-30 万的人力成本。

二、让各个业务板块能够高效共享集团业务系统及平台

VMware 的解决方案通过领先的虚拟化技术，实现了多租户的资源隔离

和深化，使多个租户能够利用基于角色顺利访问使用数据中心，既保证每个

租户的资源，又可确保租户不受其他租户活动的不利影响。在 VMware 解决

方案的支持下，祥源控股充分调动其在技术方面的储备资源，顺利实现了不

同业务板块高效共享集团网络构架带来的目标，从而更好地为各地、各项业

务提供支持。

三、确保各个业务板块及众多用户的网络安全

祥源控股的业务遍及多个省市，其旅游消费平台肩负着多种功能，与无

数游客的利益相关联。因此，集团对网络构架的安全性能有着极高的要求。

目前，全球有超过 5000 个用户在使用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解决

方案，其突出的特性就是安全，它可以实现微分段的安全，细粒度化的安全，

能为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各分支机构、云以及电信环境中的应用程序和数

据提供无处不在的持续连接性和安全性。运用这套解决方案，祥源控股能让

每个业务板块及用户都可拥有专用网络、专用存储、专用计算资源和专用访问，

不仅能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也会极大降低感染病毒的几率，让安全性能大为

提升。

以上这些成效的取得与 VMware 完善的解决方案密不可分，同时也有祥

源集团信息 IT 部门的不懈努力，他们非常注重技术积累，有 VMware 多个

产品线的专业认证工程师，平台的很多功能，特别是如何更高效地与业务的

结合，都是其摸索实现的，例如网络日志分析和网络状态监控

展望未来

随着祥源控股业务版图的不断扩张，在未来，集团还将有更多新业务板

块和项目上线， VMware 将继续与祥源控股携手前进，为其事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网络保障，推动数字化转型，助其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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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引言：

“VMware 解决方案扩展灵活、可靠性

高、资源消耗低、部署运维简便，对

我们集团业务扩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

——朱双武 CIO

VMware赋能祥源控股集团

打造一流旅游消费平台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