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VMware及IBM System x和BladeCenter实
现经济高效的、动态的业务基础架构虚拟化 
 
 
现在，企业无论大小，都需要经济高效的动态IT环境。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您需要降低前期购置和后期运行成本，

同时简化运营流程，防止应用故障中断。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您需要可扩展的高性能基础架构来快速响应业

务需求的变化。无论是哪种情况，您都需要为速度更快、适应能力更强的IT服务交付系统。 

 

 

IBM® 与VMware合作，提供大量的业务基础架构虚拟化解决方案来满足这些需求。 

 

VMware vSphere™ 利用虚拟化的威力将各种规模的数据中心转变为极为简单的环境，以便提供灵活可靠的下一代

IT服务。vSphere能够从复杂的基本基础架构中提取应用和信息，从而创建内部云基础架构，允许IT人员集中精力

提供支持服务，创造商业价值。这些解决方案将VMware业界领先的虚拟化技术与IBM高弹性、高性能的System x®

和BladeCenter®服务器及存储平台结合在一起，甚至能够支持 关键的业务应用。 

 

结果？节省成本、提高服务交付质量、管理风险，立刻满足您 迫切的需求。 

专门满足贵公司需求而设计的解决方案。 



 
 
协作的威力 
当IBM与VMware首度协作开发解决方案时，他们发现若将IBM

的主机级x86服务器与VMware x86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结合在一

起，所构成的创新解决方案远比各公司单独开发的解决方案性能

高。对于运行关键任务工作负载，两公司开发的解决方案比业

界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都更加可靠、效率更高、并且节省更多

成本。为了给超过一万名联合客户提供优良服务，IBM和 

VMware将继续致力于设计和开发领先的虚拟化解决方案，重新

定义业界标准，并且帮助您顺利实现云计算之旅。 

 
 
为何选择IBM和VMWARE解决方案？ 
• 可扩展的、高弹性的虚拟化功能 
•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且快速实现投资回报 
• 采用 佳业务实践进行部署  
• 高可靠性 
• 丰富的虚拟化经验  
• 一站式集成支持 

VMware vSphere通过高可用性服务补充了IBM产品，允许IT人员

基于优先级和需求为应用提供不同级别的高可用性：VMotion™能

够在多个服务器之间迁移活动的虚拟机；Storage VMotion能够迁

移活动的VM磁盘；应用可在故障情况下自动重启、从而确保高可

用性；VMware容灾技术能够确保持续可用性。 

 

 
 
 
“IBM是VMware的第一个系统供应商，双方至今仍 
坚持协作与创新。通过在IBM系统上部署vSphere， 
客户能够虚拟化更多的高可扩展系统，从而进一步提高
灵活性并且降低成本。” 
 

Alex yost， 
IBM System x副总裁兼业务执行官 

 
 
 

要想通过复杂的 IT基础架构来取得商业成效，公司不仅需要部

署可扩展的虚拟化解决方案，还需要重新定义 IT环境，将其作

为万能工具来实现业务战略。要想实现此类转型，公司需要解

决方案提供卓越的可扩展性、性能和可用性，同时提供独一无

二的特性来推动创造商业价值。IBM与VMware构建了丰富的集

成解决方案，能够提供这些特性及其他更多特性。 

 eX4芯片组和可扩展性。IBM System x企业服务器采用eX4芯片

组和技术，提供革命性的可扩展性， 多可扩展到96个处理器内

核和1TB内存、提供高级可靠性特性、并且支持提供多层内存保

护的高性能内存子系统。添加更多内核能够提高处理能力并且增

加内存容量，从而允许您虚拟化更大规模的关键业务工作负载，

但不会影响应用性能。虚拟化环境中运行的应用数量越多，您

所能节省的成本越多、故障中断次数越少。VMware动态资源调

度器（Dynamic Resource Scheduler）能够在这些服务器资源之

间动态均衡负载分配，以便基于业务优先级为应用分配适当的资

源，从而允许应用根据需要合理地进行缩减和扩展。 

 

独一无二的虚拟化解决方案 
 
IBM与VMware联合解决方案的核心是将两公司全球领先的高级

技术结合在一起，以便实现创新。 

 

主机级可靠性。IBM System x和IBM BladeCenter服务器提供多

级保护，包括IBM Active Memory™、冗余I/O、热插拔组件、I/O

虚拟化、IBM预测性故障分析™、光通路诊断、及自动故障切换

等， 能够帮助您的IT环境不受灾难的影响。 

内存保护技术。IBM Memory ProteXion™技术是System x企业服

务器的标配，这项技术在数据数据包中使用冗余位，就像RAID阵

列的热备份驱动器一样。通过Memory ProteXion技术，内存控制

器可以通过备用位自动重新路由故障DIMM的数据，从而进一步提

高安全性和可靠性。 

 

 

 

 

 

支持VMware虚拟用户环境的

IBM BladeCenter 



节能。IBM System x和BladeCenter服务器从一开始就采用高能效设

计，使用固态驱动器和高效电源，并且减少了对高能耗组件的使用。

您完全可以相信这个服务器为您所有应用提供领先的每瓦性能

比。IBM Systems Director Active Energy Manager允许您监控能耗，

从而准确预测并且妥善管理能源使用高峰期。VMware Distributed 

Power Management允许您将工作负载整合到少数几个服务器上，

并且关闭不需要的工作负载，从而在使用低谷期节省能源。 

预测性故障分析技术。使用高级探索技术和自我诊断技术，IBM 

预测性故障分析(PFA)功能可以帮助您检测到偏离正常轨道的组

件。由于PFA能够预测出相关组件的故障，因此，您可以在组件真

正发生故障之前更换它们。虽然几乎所有的供应商都提供硬盘驱

动器和内存PFA，但IBM能够在某些机型上提供硬盘驱动器、内存、

处理器、电源、风扇和电压调节模块的PFA。 

“始终不中断运行”的IT环境 

与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相集成，某些IBM系统存储平

台扩展了虚拟化及整合优势。您将能够为数据中心、单一建筑物、

整个园区、或远程站点开发完整的灾难恢复响应系统，为单个组

件提供自动故障切换支持。在主用电源发生故障时，您的虚拟机电

源将作为备用电源，根据恢复方案中具体规定的策略自动接替主用

电源的工作。 

从大规模可扩展的平台、到小型系统，IBM和VMware提供大量优

化用于虚拟化工作站的解决方案。每个解决方案都能够利用虚拟

化的威力来大幅度提高服务资源利用率和效率，提供一流的可靠

性，但不影响性能。 

划内故障停机并且减少意外故障停机，保持IT系统的正常运行。

您在更新或者维护服务器时，可以通过在主机之间迁移工作负

载来避免计划内故障停机。VMware高可用性工具能够在操作系

统或主机服务器发生故障时自动重启应用，从而降低意外故障停

机的发生几率。对于 关键的应用来说，VMware容灾工具

（FaultTolerance）能够创建在锁步中运行的虚拟机“对”；当

意外硬件故障导致主用VM停止运行时，备用的VM能够立刻行动

起来，确保整个系统正常运行。IBM存储管理产品，包括Tivoli 

Storage Manager FastBack™，使用VMware Data Protection API

以合理价格提供数据恢复服务，进一步加强了保护力度。 

快速灾难恢复 
IBM服务器和存储系统与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配合工

作，能够简化整个数据中心完全故障停机的恢复流程，无需安装

昂贵的冗余硬件便可实现快速、可靠、价格低廉的灾难恢复。您

可以提前对灾难恢复计划进行全面测试—无需中断应用的正常

运行。 

关键任务应用 
如果使用部署在IBM System x和BladeCenter上的VMware来虚

拟化Microsoft Exchange，您将能够避免过多设置Exchange 

Server资源，从而提高应用性能和可用性，并且节省成本。IBM

和VMware在单一服务器支持的Exchange邮箱数量方面创造了

历史记录，一个运行VMware的IBM System x3850 M2服务器可

以支持1.6万名“重要的”Exchange用户。这个前所未有的成就突

出体现了向上扩展服务器技术的价值。您可以通过虚拟化来整合

SAP基础架构，从而降低成本、加快部署速度、并且控制项目风

险，同时确保循规性。此外，这些优势还将随着软件使用的深

化而逐渐加强。这些及其他的关键任务工作负载都能受益于

IBM-VMware解决方案，实现经济高效性、高可用性和卓越的灾

难恢复能力。 

 

经济高效的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 
高业务弹性的IBM系统与VMware vSphere相结合，能够避免计

IBM System 

X3850M2 



安全的、经济高效的桌面系统 
突破性的虚拟化成果同样也应用到了桌面上。您可以将公司数据安

全地保存在数据中心，在几分钟内完成桌面调配工作，并且简化桌

面管理流程。IBM基于VMware虚拟化技术、IBM服务器和存储系

统的虚拟客户端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您降低运营及 终用户支持成

本，从而降低桌面TCO。 

盛放HS22服务器的BladeCenter S能够支持超过200个VMware虚

拟机和3.6TB的嵌入式SAN。 

面向可扩展的VMware环境的存储系统。IBM System Storage

系列产品提供大量经济高效的存储解决方案来支持虚拟化环境，包

括面向小型站点的DS3000及面向大型企业数据中心的N系列、

DS4000™、DS5000和存储资源虚拟化控制器等产品。经证实，

DS5000能够持续地、均衡地处理混合型VMware工作负载，提供

极快的数据库响应速度，是支持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的几个IBM平台之一。 

 

适用于所有工作负载的解决方案 
创新的、价格合理的、高弹性的IBM x86服务器。IBM设计了能

够合理均衡虚拟工作负载的 佳平台。从高可扩展的x3850 M2

和x3950 M2企业服务器，到基于Intel® Xeon® 5500 处理器的、提

供 高性能的x3550 M2和x3650 M2服务器，IBM System x和

BladeCenter服务器能够处理 苛刻的工作负载，同时帮助您管理

虚拟化环境的复杂性和风险。对于IBM 2插槽机柜服务器来说，创

新源自标准。IBM从一开始便使用标准组件，并且通过逐渐添加创新

成果来提供卓越的2、4及6核性能、高可用性、可扩展性、电源效

率、和主动管理功能。 

在刀片服务器环境中，IBM BladeCenter提供易于管理的、高能效

的、易于扩展的开放平台以及采用边增长边付费设计模式的大量刀

片服务器，例如，基于Xeon 5500的HS22刀片服务器，基于AMD 

Opteron处理器的LS22和LS42刀片服务器。BladeCenter设计用于

支持虚拟化，每个机箱中的每个刀片服务器都安装了冗余电源和

I/O连接，满足虚拟化环境的弹性需求。对于中小企业或站点来说， 

通过系统管理来提高效率。IBM Systems Director和Virtualization 

Manager软件能够简化物理和虚拟基础架构的系统管理流程，若与

VMware vCenter配合工作，能够优化IT资源利用率并且加速IT服务的

部署。Systems Director还能与IBM Tivoli部门提供的IBM服务管理产

品相集成。 

IBM全球服务部(IGS)提供专业服务。除了通过IBM渠道伙伴提供

强大的服务与支持外，IBM和VMware还通过IBM全球服务部提

供可选的集成支持。IGS提供全面的虚拟化服务，包括面向IBM、

VMware和第三方技术的评估、规划、战略开发、实施和支持服

务。 

立刻开始行动 

IBM和VMware在基于独特技术提供创新产品方面拥有悠久历史。

基于IBM系统和VMware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将为您实现短期成本

节约目标以及完成云计算行程奠定坚实基础。如想详细了解

VMware和IBM虚拟化解决方案，请访问：

www.vmware.com/go/ibm和www. 

ibm.com/virtualization/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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