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系统虚拟化
快速发展持续化
无锡移动采用戴尔虚拟化
方案优化IT系统

客户概况：

所属国家：中国
员工人数：3000人左右
企业特征：国内规模较大的地市级电信运营商
从事业务：移动通信、无线增值、3G运营、互联       
网信息服务等
业务范围：无锡、江阴、宜兴

面临挑战：
首先，IT系统总体规模庞大，IT技术人员维护工作量
大，维护成本和难度居高不下；其次，IT资源利用率
不高，服务器CPU的利用率不到10%，内存占用率也
不到15%；第三，电力资源紧张，无锡移动IT机房电
力供应已处于满负荷运转的临界状态，不能持续地
保障IT系统未来的快速发展；第四，计算资源调配的
灵活性不够，IT部门不能随意调配计算资源用于临时
且重要的开发任务。总体来看，无锡移动IT信息系统
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解决方案：
无锡移动选用 “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 VMware 
Infrastructure 3.5套件+PowerEdge R900服务器+ 
EqualLogic PS5000 IP SAN存储阵列”整体解决方
案，对IT信息系统逐步实施虚拟化整合。目前，无锡
移动利用3台PE R900服务器已完成30台物理服务器
的整合工作。此举极大缩减了数据中心的IT系统规
模，不仅减轻了IT技术人员的维护工作量，提升了设
备利用率，缓解了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最为重要
的是为无锡移动未来信息化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实施效果：
减轻了维护压力：相对于维护30台物理设备而• 
言，虚拟系统实施后IT技术人员的维护工作量比以
前减少了60%以上。
节省了电力：耗电量最少减少70%。• 
有效控制了硬件成本：初步估算一年内最少节省• 
了60万元的服务器购买成本。
提高了机房空间利用率：机房空间利用率是以往• 
的10倍。
提高了系统可用性和资源调配的灵活性：实施虚• 
拟化方案后，无锡移动可以快速地实现各应用系
统间的容灾备份，系统可用性比以前提升100%。
与此同时，无锡移动还可以灵活地将计算资源动
态调配给IT开发人员，摆脱了以往物理硬件数量有
限的约束。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
下简称“无锡移动”)是无锡地区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运营公司，公司
下辖江阴、宜兴两个分公司。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公司实现了移动通
信网络在无锡地区的100%覆盖，截至2008年底无锡移动的客户总数
突破了500万大关。目前，公司正在向“服务高效型、管理科学型、
业务创新型、发展持续型”企业模式转变，以不断进取的姿态向着成
为国际一流通信企业的目标努力迈进。

一流的企业经营与管理离不开高效先进的IT系统的有力支持，然而就在无锡移动不

断提升业务效率、细化管理流程、提高服务水平的过程中，其IT信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有些已经浮出水面初现端倪，但大部分还处于隐蔽状

态，在这种情况下，无锡移动IT信息部的相关领导，本着“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理念，

面向未来未雨绸缪，对各类显性和隐性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总结，并制定了IT虚

拟化战略方案。

具体来说，无锡移动IT信息系统面临着如下挑战。首先，IT系统总体规模庞大，IT

技术人员维护工作量大，维护成本维护工作量和维护难度都居高不下；其次，IT资源

利用率不高，服务器CPU的利用不到10%，内存占用率也不到15%；第三，电力资源紧

张，无锡移动IT机房电力供应已处于满负荷运转的临界状态，已不能持续地支持IT系统

未来的快速发展；第四，计算资源调配的灵活性不够，IT部门不能随意调配计算资源用

于临时且重要的开发任务。总之，无锡移动IT信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面对上述问题，无锡移动决定调整IT系统建设的思路，引进先进的虚拟化技术，对

已有的PC服务器进行整合，并计划在未来的IT系统扩建过程中，尽量选用虚拟技术，

以此减少IT系统的总体规模，降低IT系统的总体拥有成本，释放出宝贵的机房空间，进

一步减少IT系统对电力资源的消耗，进而实现IT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虚拟化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通过虚拟化改造，我们希望缩
减IT系统规模、降低IT维护成本、节省更多机房空间、减少不
必要的电力消耗、提升设备利用率、提高IT系统可用性和灵活
性，打造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IT信息系统，为我们各类业务的
快速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因此此次虚拟化改造非常重要。”

――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

项目背景：
在建设一流通信企业的过程中，
IT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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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硬件服务器设备的要求

首先，运算能力要强，服务器性能越强大，其所能支持的虚拟机
数量就越多，系统整合的压缩比就越大，因此无锡移动要求虚拟系统
所使用的服务器必须具备良好的性能；第二，支持的内存容量要大，
较大的内存容量可以支持更多的虚拟系统并行运转，同时可以保证服
务器在应用高峰时的处理效率；第三，服务器必须与虚拟化软件高度
兼容，服务器的制造商要与虚拟化软件厂商有着紧密的合作，其硬件
必须与虚拟化软件进行过大量的兼容性、可靠性、互操作等测试，要
通过虚拟软件厂商的各类认证，以保证虚拟化系统的稳定。

对于IP SAN存储设备的要求

首先，扩展性要好，随着移动业务的发展，无锡移动未来对存储
容量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加，为此无锡移动要求此次配套的存储系统
必须具有易于扩展的特性；其次，可用性要好，存储系统要易于部
署、易于维护和管理，在降低维护成本的同时，做到软件配套一步到
位，以后再不产生额外的软件升级成本，同时IP SAN存储设备的I/O
速度要快且可以随着容量的增加线性增涨。

合作伙伴必须有能力提供整体的虚拟方案，提供从评估、规划、部
署、维护多个阶段的技术服务，这是无锡移动对IT合作伙伴提出的要求。
遵循这一要求，IT合作伙伴不仅要了解无锡移动的需求，而且要利用最高
效的方法、最直接的途径，将最符合需求的软件、硬件一体方案呈现给客
户，帮助无锡移动省心、省力、省钱地获得完整的虚拟化系统。此外，为
保证无锡移动未来可以顺利地开展新的虚拟化项目建设，合作伙伴必须提
供专业的技术培训服务，将专业的虚拟化技术传授给无锡移动的一线工程
师，让无锡移动的工程师未来可以轻松自如地建好、用好、管好自己的虚
拟化系统。

面临挑战：
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为虚拟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总体思路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也就是说我们
解决的不仅是眼下的问题，而且还必须涉及到IT系统未来
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选择适合我们需求的产品和真
正理解我们内心想法的IT合作伙伴。经过慎重的考察，我
们最终选择了戴尔。其原因除了其硬件设备品质卓越能够
满足我们的需求外，还在于戴尔对客户虚拟化需求的准确
把握。在合作过程中，戴尔产品的质量和其服务能力都令
我们满意。”

――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虚拟化技术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也是相对比较新的技术，具体部署实施虚拟系统不仅技术涉及面广，需要
软件硬件厂商紧密配合，而且需要IT合作伙伴提供最高效的技术支持，以便无锡移动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好
的实施效果。

经过多方考察，无锡移动决定采用“VMware主机虚拟+IP SAN存储虚拟”方案，完全依靠IT合作伙伴的
实力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合作伙伴不仅要提供高效的硬件设备，包括服务器和IP SAN 存储设备，而且还要提
供配套的虚拟化软件，最为重要的是要做项目的总体负责人，承担项目评估、方案规划、系统评估、设备上
架、虚拟软件调试等全系列的任务。在这样的思路下，无锡移动对IT合作伙伴的实力和硬件设备的性能都提出
了非常具体的要求。

对硬件设备的要求
服务器要品质卓越，存储系统要好用且可靠

对合作伙伴的要求
合作伙伴要具有“建设‘交钥匙型’的虚拟化系统”之实力



戴尔一直十分关注无锡移动的IT信息系统建设，根据无锡移动进行虚拟化改造的具体要求，戴尔
此次为无锡移动提供了“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 VMware Infrastructure 3.5套件+PE R900服务器+ 
EqualLogic PS5000 IP SAN存储阵列”的整体解决方案。

戴尔的上述解决方案在两个IT层面（横向）和三个具体领域（纵向）为无锡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第一个IT层面是
数据库层，客户选用了多台虚拟机安装了MS SQL Server 2005软件（原有数据库服务器作为容灾备份之用暂不撤换），
为各个应用系统提供数据支持服务；第二个IT层面是应用逻辑层，客户分别选用了II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和
WebLogic 等中间件为各个应用系统提供逻辑解释服务，以实现应用系统的具体功能。在具体应用方面，戴尔的虚拟化方
案支持无锡移动三个具体领域的IT应用。第一个领域是管理，具体包括协同支撑系统、员工评测系统、考试系统、投诉监
控分析等系统；第二个领域是业务，具体包括仓储物资管理系统、宽带营销系统、渠道批卡系统、营业厅前台综合支撑系
统等；第三个领域是企业文化，具体包括员工论坛、创新平台等系统。

解决方案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戴尔PowerEdgeTM R900服务器
戴尔PowerEdgeTM 2950服务器
戴尔EqualLogic PS5000 IP SAN存储阵列

VMware Infrastructure 3.5套件

三年戴尔专业技术支持服务
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虚拟系统评估、规
划、VMware虚拟方案设计、系统部署)

硬件

软件

服务

解决方案
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 戴尔服务器

VMware虚拟化软件 IP SAN存储阵列 



“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可以帮助客户有效简化IT。在此次虚拟化项目的论证规划阶段、系统部署阶段我们的感
受是比较深的。首先在论证规划阶段，戴尔实地考察了我们的IT系统，在全面掌握我们设备利用率、系统耗电、
技术维护等情况的前提下，帮助我们找出系统的问题和发展的瓶颈，制定了应对挑战的虚拟化方案，并前瞻性地
帮助我们对比了虚拟化前后，我们IT系统总体成本和投资回报率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这帮助我们提升了决策的科
学性；其次在部署和实施阶段，戴尔负责硬件设备的安装、虚拟系统的部署、基础网络的配置等全面的技术服
务。总之，利用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戴尔给我们的是一个即时可用的系统。这也验证了我们当初选择戴尔基
础架构咨询服务时的判断，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可以将十分复杂的系统转化为即插即用的标准化系统组件，帮
助客户简化IT。我们对于戴尔基础架构咨询服务的高效性感到非常满意”

――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

技术服务部分
为确保虚拟系统保质且按时上线运行，无锡移动采用了戴尔基础架构

咨询服务。具体来说：首先，在项目规划阶段，戴尔帮助无锡移动完成了
整体技术规划、软件硬件成本核算、可行性分析、未来成本测算等多项任
务；其次，在实施阶段，戴尔帮助无锡移动完成从服务器平台建设、虚拟
软件系统部署、网络系统调试到IP SAN存储系统安装等所有的部署工作。

为了确保虚拟系统的稳定运行，无锡移动采用了戴尔提供的3年专业
技术支持服务。具体包括：7×24电话技术支持，专属的客户技术服务经
理，4小时响应的带备件上门服务等。此外，戴尔还提供了虚拟系统培训
服务，这让无锡移动可以在未来更轻松更自如地管好虚拟系统。

虚拟软件部分
无锡移动采用了VMware公司的VMware Infrastructure 3.5套件。具

体包括ESX Server3.5 虚拟化核心组件、Virtual Center虚拟化管理工具、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High Availability 和 Consolidated 
Backup 等虚拟化辅助工具。

APP APP APP APP APP APP
OS OS OS OS OS OS

无锡移动“it虚拟化平台”系统拓展图

VMware ESX Server

虚拟层资源共享池

30个虚拟机......

LAN

PE 2950虚拟管理服务器 PE R900虚拟服务器
IP SAN 存储阵列

Dell EqualLogic PS 5000

硬件服务器部分
在服务器方面，无锡移动采用3台PE R900服务器。这3台PE R900服

务器均采用了英特尔 Xeon® 7450（2.4GHz）处理器，64GB内存，2块
146G SAS硬盘的配置。上述3台服务器利用VMware Infrastructure 3.5虚
拟软件形成一个硬件共享资源池，3台PE R900共虚拟出了30台服务器，
承担了30项具体的IT应用，包括无锡移动的协同支撑系统、员工评测系
统、考试系统、仓储物资管理系统、宽带营销系统、渠道批卡系统、营
业厅前台综合支撑系统、员工论坛、创新平台等。此外无锡移动还采用
了一台PE 2950服务器作为Virtual Center即虚拟管理服务器。

IP SAN存储部分
在存储方面，无锡移动采用了1套Dell EqualLogic PS5000 IP SAN存

储阵列。该阵列拥有两个存储控制器，每个存储控制器各自配备了2GB的
高速缓存，高速缓存采用电池供电，最长可以提供72小时的数据保护。
在阵列内部，该阵列配载了16块250GB的10000转SATA硬盘。在软件方
面，戴尔为无锡移动免费提供了全套存储管理软件，利用该软件无锡移
动的IT技术人员可方便地实现数据自动复制、卷克隆、卷管理、卷快照、
自动负载平衡、磁盘状态自动监控、合并和分层存储等几乎所有的存储
管理功能。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实施效果
IT系统实现了10比1的压缩率

为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2009年8月，以3台PE R900为硬件平台的虚拟化系统顺

利建设完成，同时完成了30个虚拟机的迁移，系统正式上线
运行。时至今日，虚拟化系统已经运行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
系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行状况。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现在每台PE R900上平均部署了10台虚拟机，从
实际运行效果看，与以前使用独立的物理服务器没有明显的差
别，可以说戴尔PE R900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



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无锡移动此次实施
的虚拟化项目只用了3台戴尔PE R900服务器就整合了30个
具体的IT应用系统，其整合率达到10：1的比例，不仅大大
缩减了IT系统的规模，节省了大量的机房空间，释放了可观
的电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极大地缓解了IT技术人员的维护
工作压力。他说：“实施虚拟化改造的效果是明显的。具
体来说，第一IT技术人员的维护工作量大幅下降，相对于维
护30台物理设备而言，虚拟系统实施后IT技术人员的维护
工作量比以前减少了60%以上，更进一步说，在物理层面网
络端口数量的减少可以帮助网络管理员减少故障诊断的范
围，在链路方面网络管理员有可能连最基础的VTP设置都省
略掉，在网络方面大部分的IP配置都交给虚拟管理服务器去
处理，在应用管理方面类似DHCP等网络管理功能实现也更
为简单，网络管理员无需为中继代理等设置劳心费神……；
第二电力消耗大为减少，3台PE R900承担了30个具体的应
用，相当于完成了30台物理服务器的任务，耗电量最少减少

“戴尔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交钥匙工程’，他们完
成了硬件平台的搭建、虚拟软件的部署、软件和硬件
之间的系统集成，还有IP SAN存储系统的调试。我们
不仅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可以享受到厂商级的服务，
而且我们不需要投入IT力量，就可以获得一个完善的
虚拟系统。可以说正是由于戴尔这种贴近用户实际、
帮助用户简化IT的行为，让我们最终选择了与戴尔合
作。实践证明，戴尔是值得信赖的IT合作伙伴。”

――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70%；第三有效控制了硬件成本，一年内最少节省了60万元
的服务器购买成本；第四，单从此次10：1的整合率计算，
机房空间利用率是以往的10倍；第五，IT系统可用性和资源
调配的灵活性也大为提高。采用虚拟方案后，我们不仅可以
快速地实现IT应用系统间的容灾备份和故障恢复，系统可用
性比以前提升100%，而且还可以灵活地将计算资源动态调
配给开发人员。”

谈到与戴尔合作的感受，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戴尔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交钥匙工程’，他们
完成了硬件平台的搭建、虚拟软件的部署、软件和硬件之间
的系统集成，还有IP SAN存储系统的调试。我们不仅在项目
的各个阶段都可以享受到厂商级的服务，而且我们不需要投
入IT力量，就可以获得一个完善的虚拟系统。可以说正是由
于戴尔这种贴近用户实际，帮助用户简化IT的行为，让我们
最终选择了与戴尔合作。我们认为，戴尔是我们值得信赖的
合作伙伴。”

谈及下一步的IT规划，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可以说此次虚拟化改造的成功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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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结构，以此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IT信息系统的总体拥
有成本，为我们IT系统的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IT系统虚拟化、快速发展持续化
无锡移动采用戴尔虚拟化方案优化IT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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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过程中，其IT信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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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以3台PE R900为硬件平台的虚拟化系统顺利建设完
成。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实施虚拟化改造的效果是明
显的。具体来说，第一IT技术人员的维护工作量大幅下降，相对于维护
30台物理设备而言，虚拟系统实施后IT技术人员的维护工作量比以前减
少了60%以上；第二电力消耗大为减少，3台PE R900承担了30个具体的
应用，相当于完成了30台物理服务器的任务，耗电量最少减少70%；第
三有效控制了硬件成本，一年内最少节省了60万元的服务器购买成本；
第四，单从此次10：1的整合率计算，机房空间利用率是以往的10倍；第
五，IT系统可用性和资源调配的灵活性也大为提高。采用虚拟方案后，
我们不仅可以快速地实现IT应用系统间的容灾备份和故障恢复，系统可
用性比以前提升100%，而且还可以灵活地将计算资源动态调配给开发人
员。”

谈到与戴尔合作的感受，无锡移动IT信息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戴
尔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交钥匙工程’，他们完成了硬件平台的搭建、虚
拟软件的部署、软件和硬件之间的系统集成，还有IP SAN存储系统的调
试。我们不仅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可以享受到厂商级的服务，而且我们不
需要投入IT力量，就可以获得一个完善的虚拟系统。可以说正是由于戴尔
这种贴近用户实际，帮助用户简化IT的行为，让我们最终选择了与戴尔合
作。我们认为，戴尔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移动”)是无锡地区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
运营公司。目前，公司正在向“服务高效型、管理科学型、业务创新型、发展持续型”的总体模式转变，以不断进取的
姿态向着成为国际一流通信企业的目标努力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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