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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Cloud Suite助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构建高效灵活的校园私有云

地址
陕西

主要挑战

• 资源利用率低，机房空间有限
• 新业务部署慢，并且无法灵活扩展
• 管理运维压力大，服务交付时间长

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VMWARE
VCLOUD
SUITE 整体解决方案，构建高效灵
活的云基础架构平台，提升了资源利
用效率、实现业务灵活性与自动化部
署、快速交付服务，提升师生使用体
验。

商业效益

• 提升资源利用率，避免资源重复建
设
• 简化管理，实现自动化部署与快速
交付
• 获得集中统一的管理与运维
• 为迈向SDDC打下基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面临机房空间有限、管理运维压力大、业务无法灵活
扩展等挑战。通过采用VMware vCloud Suite解决方案，提升了资源利用
率、简化了管理、增强业务灵活性并实现自动化部署，构建了一个高效灵
活的云基础架构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地处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陕
西杨凌，现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学校始终瞄准高新科技前沿，坚持围绕国家和区域性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开展面向农
业生产实际的应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在动植物育种、植物保护、农业生物技术、旱区
农业与节水技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研究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和优势。

挑战

基础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不断突出产学研紧密
结合的办学特色，积极推进和深化科教
体制改革，累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33
项，其中主持完成 12 项；主持完成省部
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60 项；获国家授权发
明专利 739 件；审定动植物新品种 381
个……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学校信
息化建设的支撑。经过多年的积累，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网络与教育中心拥有上百
台物理服务器，其上运行着 Windows与
Linux等操作系统，承载着办公自动化、
教务、科研、实验室管理、校园一卡通与
财务系统等几十个业务应用。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李力表
示：
“我们的服务器型号各异，管理人员
的维护繁琐复杂。”同时，每台服务器承
载一个应用，资源浪费情况严重。并且新
上线一个应用系统需要部署一套新的设
备与软件，造成部署流程过长，机房空间
不足，给供电与能耗都带来压力。

2 0 13 年 1 0 月，在 新 购 的 12 台 D E L LG11 R 815 服务 器上安装了 V M wa re
vSphere® 5.5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将
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从底层硬件分离出
来，打破传统的物理架构模式，整合资
源提升效率。借助 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5.8简化并自
动执行运营管理，获得对基础架构的全
面可见性。并利用获得专利的分析方法和
集成式管理方法实现性能、容量和配置管
理的自动化，提升团队协作效率与自动分
析故障原因。例如组件VMware vCenter
Chargeback 可以实现准确的虚拟机成
本测算、分析和报告，通过提供对虚拟
基础架构所需实际成本的可见性支持业
务服务。同时，使用 VMware vCloud®
Automation Center™让IT部门加快与业
务相关的个性化IT服务的交付速度，提高
总体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业务不能灵活扩展，无法
为师生快速交付服务。在传统物理部署模
式下，资源无法快速弹性提供，并且在不
需要的时候回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需
要一个高效安全的云基础架构平台，提
高资源利用率，缓解运维压力，并实现快
速部署新业务与交付服务，同时确保数据
安全。

解决方案
基于解决方案的完整性与成熟度，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选择了VMware 打造云计算

在 安 全方 面，使 用 V M w a re v C l o u d
Networking and Security 解决数据中
心网络连接与安全问题。它提供内置于
虚拟基础架构之中的软件定义网络连接
与安全服务，抽象成一个广义的容量池，
并使这些服务的使用与底层物理基础架
构分离。可以跨集群、单元和城域集群实
现负载均衡，在应用移动或扩展时，保持
有效的内部隔离与边界安全，同时能通过
一个中心控制点管理、部署、报告、记录
与集成第三方服务。
李力表示：
“VMware vCloud Suite®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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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VMware vCloud Suite
解决方案构建了一 个高效、灵活
的私有云基础架构平台。不仅 提
升资源利用率，更简化了管理，提
升了业务灵活度，实现了自动化部
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网络与
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李力

体解决方案为不同应用动态划分或释放
不同的物理或虚拟资源。当增加一个需
求时，可通过增加可用的资源实现资源的
快速弹性提供；如果业务不再使用这部
分资源时，可回收这些资源。”该功能主
要针对网站空间和虚拟主机空间分配，云
计算资源平台可为学校提供自助化的资
源服务，用户可从网上申请自动得到想要
的计算资源能力，比如自助申请虚拟主机
或空间等，云计算资源平台的组件和整体
构架由网络连接在一起并存在于网络中，
同时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服务，为“个人
桌面”应用打下基础。

实施效果
主要软件

• VMware vCloud Suite®套件

虚拟化应用

• 教育私有云基础平台

平台

• DELL- G11 R815服务器
• IBM v7000

2013 年11月底，学校完成了该项目的部
署。使用三名专职系统管理员数十台物理
服务器与200 余台虚拟机，并将研究生管
理信息平台、教务管理软件、本科数字化
教学支撑环境与科研推广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等28个应用迁移到虚拟化环境中运
行。

的服务级别以满足特定业务的需求，自动
化可以加快IT服务交付的速度。管理员可
以通过统一的IT服务目录交付基础架构、
应用与自定义服务，师生可以根据自己实
际需求在线申请、自动化部署。
提升数据安全，实现软件定义网络。通
过 VMware vCloud Networking and
Security，学校获得软件定义网络连接
和安全解决方案，提高运营效率、发挥
敏捷性优势，并且能够根据业务需要迅
速扩展。在单一解决方案中提供大量服
务，包括虚拟防火墙、VPN、负载平衡和
VXLAN扩展网络。

展望未来
目前，学校正在使用VMware Horizon™
Suite 对虚拟桌面的应用进行 调研。未
来，学校将规划远程办公系统，为师生提
供跨平台的远程接入服务，如通过“个人
桌面”等应用推送服务实现跨平台移动
办公，朝着SDDC迈进。

加快新业务上线效率，避免信息系统重
复投资。学校将主要部门的IT信息化建设
都集中部署在VMware vSphere虚拟化
平台上，提高了新业务上线的效率，同时
采用vSphere集群保证整个业务的可靠
性。如财务部门的应用现在完全运行在
虚拟化平台上，同时在很大程度避免各个
部门对信息建设的重复投资。
提供生命周期管理，降低运维管理压力。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可
提高基础架构中所有层级的可见性。它可
以收集和分析性能数据、关联异常现象，
并识别造成性能问题的根本原因。其提
供的容量管理功能可优化资源使用率，基
于策略的配置管理则可确保合规性以及
避免数量剧增和配置偏差问题。同时，应
用发现、依赖关系映射和成本计量功能
可将基础架构和运营团队的应用感知与
财务责任管理提升到新的高度。
实 现 自 动 化 部 署 ，快 速 交 付 服 务 。
VMware vCloud Automation Center可
以基于策略的个性化治理确保提供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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