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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酒钢数据中心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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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1、申报企业情况 

企业名称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 12 号 

联系

人 

姓名 冯韶华 电话及手机 
0937-6718515 

18009472208 

职务 
信息中心信息平

台管理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fengshaohua@jiugang.com 

企业简介 

（一）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酒钢始建于 1958 年，是国家最早规划建设的第四家钢

铁联合企业，也是我国西北地区建设最早、规模最大、黑色

与有色并举的多元化现代企业集团。经过 60 多年的建设发

展，酒钢已初步形成钢铁、有色、电力能源、装备制造、生

产性服务业、现代农业六大产业板块协同发展的格局。钢铁

产业具备年产 1000万吨钢（其中不锈钢 120 万吨）的生产

能力；有色产业已形成年产电解铝 170万吨的生产能力，跨

入国内大型铝企业第六位；同时具备一定的铜和钨生产能

力；电力能源产业已形成 3446兆瓦的自备火电装机容量。 

集团公司现有职工 3.7 万人。2018 年， 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960.7 亿元、利润 2 亿元，2019 年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99位，中国制造企业 500 强第 85 位。 

酒钢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资源保障战略，实现以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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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新、转型、稳健为内涵的高质量发展，努力成为主业

突出、治理规范、技术先进、绩效卓越、和谐发展的现代化

大型企业集团。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介绍 

酒钢钢铁产品和生产系统已通过 ISO9001︰2000 版质

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西北地区知

名品牌和全国“驰名商标”。产品主要销往西北、西南、华

中、华东等国内市场及韩国等国外市场。不锈钢、碳钢冷轧

板等高附加值产品已进入国内家电、汽车、电子、太阳能、

石油石化等中高端领域和知名企业。 

有色产业拥有嘉峪关、陇西两个电解铝生产基地和牙买

加阿尔帕特氧化铝生产基地、酒钢天成彩铝深加工基地，初

步形成“煤-电-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完整产业链。建有

240kA、400kA、500kA 多条大型电解铝生产线，形成年产氧

化铝 165 万吨、电解铝 170 万吨、铝合金铸轧卷 40万吨的

生产能力，是甘肃省最大的铝冶炼加工企业。 

电力能源产业拥有 32 台（套）自备火力及余能回收发

电机组，85 座 6KV 到 330KV 变电站、输配电网及相应的电

力传导设施，在为集团公司钢铁、有色等产业提供电力支撑

的同时，承担了嘉峪关市 93%的采暖供热。 

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展成套装备、风电光电等新能源装

备、重型钢结构、冶金轧辊、起重机及特种设备、粉末冶金

六大类型，现已形成 10亿元资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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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有物流、工程技术、酒店业等，其中

物流产业形成本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四大物流基地，

拥有 800公里的自备铁路，1500 辆自备车。 

现代农业主要有酒业、乳业等，其中葡萄酒产业具备 2

万吨发酵和 3 万吨贮酒能力，目前有干型葡萄酒、冰酒、利

口酒、葡萄烈酒等四大系列 20 多个品种。祁牧乳业公司为

国家奶牛标准化示范场，其产品涵盖巴氏杀菌奶、灭菌乳、

调制乳、发酵乳、乳饮料 5 个类型，年产原乳 2.87万吨，

区域市场竞争优势明显。 

二、工业数据中心优秀案例 

1、工业数据中心简介 

数据中心名称 酒钢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基本

情况 

酒钢数据中心 2014年按照 GB50174-2008《电子信息系

统机房设计规范》B级标准建设，占地面积 286平方米，采

用双路 10kV电源供电，建有独立的配电室并设置两台干式

变压器，变压器型号均为 SCB11-630kVA/10/0.4kV，配有两

路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在蓄电池室设置容量为 600AH 的蓄

电池组，为一级负荷提供第三路电源。酒钢数据中心能容纳

100 面 42U 机柜，目前实际放置机柜 92 面，4 台空调下送

风冷通道制冷系统，1 套自动化消防系统，具有健全的配电

系统、制冷系统、消防系统及安全控制系统，同时建立机房

管理、人员出入管理、值班管理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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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钢信息中心依据云计算技术架构和发展趋势，结合

酒钢实际情况，为解决酒钢面临的资源利用率低、设备采购

成本高、运维压力大等问题，本着先进、实用的原则，充分

发挥云平台集中集约优势，整合共享资源，从 2011 年起开

始尝试，2016 年和 2018 年分两期搭建完成甘肃省首家工业

私有云平台，以用户为中心，通过服务门户和服务目录及服

务交付的方式将信息化基础架构的计算、存储和网络安全

能力提供给不同类型的用户，并提供安全隔离的运行环境

和完善的保障服务。目前该平台为 36家单位及分子公司提

供云服务器 400 余台，承载着 162 个工业应用系统，涵盖

生产、运营、物流、财务、销售、人力资源等核心业务，包

括 ERP 管理系统、MES 系统、协同办公系统、计量系统、仓

储物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炼铁大数据应用系统、储运料

场管理系统等重要系统，使得酒钢数据中心真正从传统数

据中心转型升级到绿色节能云工业数据中心。 

酒钢信息中心在现有酒钢园区网网络架构基础上，

2017 年采用软件定义网络技术对酒钢园区网进行全面改

造，通过逻辑隔离，形成基于不同业务和等级的多张逻辑网

络，打破传统网络 IP 地址必须按照网络区域划分的限制,

建立全网统一的终端准入和管理系统，对不同种类的终端

设定不同的准入策略和安全防控控制策略，实现网络中所

有终端身份的唯一标识，实现全网交换设备软件设置的统

一管理和下发以及安全访问控制策略的统一部署。 

当地环境条件 酒钢数据中心地处嘉峪关市，属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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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气温在 6.7℃—7.7℃之间，年日照 8000小时，自然降

水量年平均 85.3 毫米，蒸发量 2149毫米，全年无霜期 130

天左右，海拔在 1412－2722米之间，绿洲分布于海拔 1450

－1700 米之间，城区平均海拔 1600 米。 

工业电价为 0.543元/度。 

水价为 3.58元/立方米；移动、电信、联通等网络全面

覆盖。 

2、业务需求场景、技术落地场景 

业务需求场景 

场景 1：酒钢数据中心新建需求 

原有数据中心是 2004年由集团公司机关办公楼 A楼顶

层的会议室和办公室改造而成，随着公司信息化的快速发

展，设备增长迅速，数据中心空间逐渐满负荷，面临新增设

备无处放置的问题，另外机关办公楼是按民用建筑要求设

计承重也满足不了要求，数据中心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基于

以上两点，数据中心既不能满足现在工业需要，更无法适应

今后企业发展，因此，2014 年新建工业数据中心势在必行。 

场景 2：数据中心整体迁移需求 

随着 2014 年新工业数据中心的建成，也面临着数据中

心整体迁移的重大难题，在不影响所有系统稳定运行的前

提下，原数据中心 5 个机房的 280 多台错综复杂的设备如

何迁移到新数据中心，以及 117 套系统和 50 多 T的存储数

据如何迁移。该迁移需求涉及设备类型和系统多，关联工业

业务广，系统关联关系复杂，数据量大，系统停机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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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度大，安全性要求高。 

场景 3：工业私有云建设需求 

IT 的发展经过主机时代和软硬兼备时代进入了互联网

和云计算时代，云计算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同时

IT 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信息系统维护，云计算加速 IT角色转

变：从基础设施的构建者和运营者变成服务交付的建筑师

和经纪人。 

2015 年 7 月 4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到“互联网+”行动的第一步是赶

快把企业的 IT 架构变成云计算，才能满足企业向互联网转

型过程的灵活多变的需求。 

随着酒钢信息化步伐加快，面临着信息化建设重复投

资、采购和运维成本的巨大压力，同时存在资源利用率低下

和运维压力较大的问题。 

基于以上背景，2016 年酒钢建设工业私有云提上日程。 

场景 4：酒钢园区网改造需求 

酒钢园区网始建于 2002 年，通过多年的发展，已达到

在线终端设备一万余个规模，覆盖集团本部、矿山、翼钢、

榆钢等地，通过 VPN 技术，实现了异地 50余家分支机构与

本部的互联。酒钢园区网融合着以太网、无线网、无源光网

络（GPON）等多种网络形式，承载着酒钢各类业务系统，基

于传统企业园区网架构构建的酒钢园区网，在网络安全、终

端管理、网络运维等方面均存在先天的缺陷和不足，难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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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整个网络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急需寻找新的技术和

措施来解决。在对新兴的下一代网络技术——软件定义网

络进行充分的研究后，2017 年决定采用软件定义网络技术

对酒钢园区网进行全面改造。 

关键技术落地

场景说明 

场景 1：酒钢数据中心建设 

酒钢数据中心按照国家 B 级标准建设，从物理机房、

网络、边界、应用、数据、服务器、存储和终端等 7 个层面

进行规划，并建设了配套的设施、安全防护系统及管理制

度。 

1.建立了《数据中心机房出入管理规定》，建立了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设备维修维护方面的工作票管理规定，对数

据中心的基础设施设备维护进行安全控制。 

2.数据中心供配电采用双路 10KV 电源，室内配有 2 台

SCB11-800kVA 干式变压器，并配有 3 套 ATS（双电源自动

切换装置）、2 套 UPS（不间断电源系统）分别对服务器、

UPS 蓄电池、监控系统、空调系统、照明系统进行供电。 

3.消防系统由烟感、温感等消防报警系统及自动灭火

系统组成，服务器主机房配置了有管网七氟丙烷气体消防

灭火系统，数据中心配备了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应急广播。 

4.空调及通风系统：数据中心采用 3+1 空调模块化精

密空调，采取下送风、上回风的送风方式达到恒温恒湿的目

的。 

5.环境监控系统包括空调系统监控、UPS 系统监控、配

电系统监控、漏水监测系统、温湿度监测系统。 

6.数据中心配置动环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指纹门

禁控制系统，对数据中心重点设备和区域实时监控并进行

实时图像监视和录像，对出入口实施门禁控制管理。 

场景 2：酒钢数据中心整体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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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成立数据中心迁移攻关组，采用多项技术，经

过 5 个月的技术攻关和实施迁移，成功将原机房内的 117

套系统和 280 台设备，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业务系统

在停机窗口内平稳过渡到新数据中心。主要技术落地情况

如下： 

1.由于 1 台存储连接着多个系统，存储停用会导致多

个系统停机，采用存储双活技术解决了数据中心整体迁移

中系统和存储迁移瓶颈问题。 

2.通过虚拟化及 PtoV技术将老旧系统进行硬件和软件

的平滑迁移和优化，即节约了购买硬件的资金，解决了无应

用厂商支持系统无法重新部署和迁移的风险，还节约机房

空间、空调、电力等资源，管理更加方便，提高了系统和设

备的可靠性及数据的安全性。 

3.通过采用双机热备技术，数据库和应用分别部署，性

能得到极大改善，其中任何一台主机出现故障，都可以在短

时间自动切换恢复业务，保证业务连续性，数据的安全性得

到很大提升，降低重要系统的迁移风险。 

4.由于数据中心迁移风险大，质量控制和风险防控是

迁移实施成功的关键，采用过程控制和确认的方法，加强迁

移的质量和风险防控措施，对各阶段进行控制，对迁移完成

结果等均进行确认。 

场景 3：工业私有云建设 

酒钢信息中心依据云计算技术架构和发展趋势，结合

酒钢实际情况，本着先进、实用的原则，充分发挥云平台集

中集约优势，整合共享资源，将酒钢现有 IT 大部分基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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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转变成基于虚拟化的私有云，通过高性能服务器组、大容

量存储设备、虚拟化和云管理软件搭建成可提供 350 至 525

台虚拟机规模的工业私有云平台。 

1.通过采用 VPLEX 存储虚拟化技术，实现业务系统迁

移和存储资源池化。 

2.通过采用物理机克隆到虚拟机技术将核心应用迁移

到酒钢私有云中，有效提升核心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3.通过采用 NSX技术的 EDGE 功能和 DLR 功能，实现私

有云网络边界防护和网络虚拟化，进而达到南北向和东西

向的流量控制。 

4.通过采用 NSX 网络桥接技术，打通 VXLAN 和 VLAN，

实现私有云平台虚拟机和物理服务器之间的互访。 

5.通过采用备份 BOOST 消重技术，实现了私有云平台

上核心的虚拟机的数据备份，提高了备份速度 4-10 倍和恢

复速度 2-4 倍，显著提升备份恢复效率。 

6.通过服务目录和工作流程实现服务请求的自动化部

署，进而实现酒钢私有云自助服务模式。 

7.采用基于策略控制的安全组和微分段方式实现虚拟

机的安全隔离，搭建安全隔离的酒钢私有云防护模式。 

场景 4：酒钢园区网改造 

酒钢信息中心采用当前最先进的网络架构设计思路

（软件定义网络），对园区网架构进行升级改造，不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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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酒钢园区网存在的问题，达到网络规范、技术先进、安

全可靠、管理方便的效果，使得酒钢骨干网迈入软件定义网

络时代。 

1.采用 SDN+VXLAN技术，在现有网络架构基础上，部

署 SDN 控制器，将现网中所有网络设备和终端全面融入 SDN

系统中，由 SDN控制器负责全网的流量控制。 

2.通过在 SDN 系统中建立不同安全域，制定不同的安

全策略，针对不同业务建立不同的逻辑网络，实现各类业务

的逻辑网络隔离。 

3.通过配置相应的网络管理协议，通过 SDN 控制器，

实现全网网络设备、网络终端的统一管理。 

4.在 SDN系统中部署终端准入管理组件，实现用户准

入管理，并针对不同用户制定不同的安全准入策略、访问控

制策略。 

3、数据中心的各层架构技术模式、种类以及趋势判断 

主要技术举措

（各层架构技

术模式、种类） 

1.基础设施层面 

酒钢数据中心布局分为主机房区、支持区及辅助区。主

机房区放置服务器机柜、网络机柜、专用空调设备、列头配

电设备。支持区包括 UPS 配电间、电池间、钢瓶间，用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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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机房辅助基础设施。辅助区为值班监控大厅和运营办公

室。 

酒钢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分为供配电系统、空调与通风

系统、消防系统、防雷接地、安防门禁及监控系统、门禁系

统、综合布线系统等。机房的供配电系统为双路电源互投切

换+UPS 并机冗余+输出双回路的高可靠性的供电方式。空调

与通风系统由新风机、3+1 空调及排烟风机组成。主机房及

UPS 配电间采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管网式七氟丙烷气体

灭火系统进行保护，灭火气体钢瓶集中放置于钢瓶间内。安

防门禁及监控系统由视频监控系统、指纹识别门禁系统及

动环监控系统构成。综合布线系统采用机柜上走线方式，吊

装开放式线槽布线。 

2.IT层面（服务器网络） 

（1）网络架构 

基于园区网一张物理网络，按照工业业务需求已承载

53 张逻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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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T 架构 

目前采用工业私有云架构，底层将计算、存储、网络资

源进行虚拟池化，上层搭建云门户，建立服务目录和自助服

务流程，按照用户需求，实现自动化部署和安全防护。 

 

3.应用层面 

酒钢十四五规划的工业应用系统总体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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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判断 

趋势 1：数据中心发展趋势 

绿色数据中心是数据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指通过采

用自动化、资源整合与管理、虚拟化、安全以及能源管理等

新技术,迎接目前数据中心普遍存在的成本快速增加、资源

管理日益复杂、能源大量消耗的严峻挑战。 

智能机房概念的引入让数据中心建设上了一个新台

阶。在数据中心建设中引入智能机房集成管理系统,利用先

进的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和通信技术,将整个机房的各种

动力、环境设备子系统集成到一个统一的监控和管理平台

上。从长远来看,绿色数据中心是数据中心发展的必然,使

得数据中心的 IT 系统、电源、制冷、基础建设等能取得最

大化的效率和最小化的环境影响。广泛采用虚拟化技术将

物理资源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共享虚拟资源池,从而更加

灵活和低成本地使用资源，通过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

化、数据中心虚拟化等解决方案,降低服务器数量,还可以

优化资源利用率。虚拟化是新一代数据中心中使用最为广

泛的技术,也是与传统数据中心的最大差异,基于虚拟机的

动态迁移,设计高效的任务调度策略是数据中心发展的又

一关键问题。 

趋势 2：云计算发展趋势 

企业 IT架构从传统非云架构，向目标云化架构的演进，

需要经历三大里程碑阶段：  

面向数据中心管理员的 IT 基础设施资源虚拟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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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 IT 应用与底层的基础设施彻底分离解耦，通过虚拟

化集群调度软件，将更多的 IT应用复用在更少的服务器节

点上，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面向基础设施云用户的资源服务化与管理自动化阶

段：通过管理平面的基础设施标准化服务与资源调度自动

化软件的引入，以及数据平面的软件定义存储和软件定义

网络技术，面向企业内部的租户，将通过数据中心管理员人

工干预的基础设施资源复杂的申请、释放与配置过程，转变

为在必要的限定条件下（比如资源配额、权限审批等）的一

键式全自动化资源发放服务过程。为企业 IT 支撑其核心业

务走向敏捷，更好地应对瞬息万变的企业业务竞争与发展

环境奠定了基础。 

面向企业 IT应用开发者及管理维护者的企业应用架构

的分布式微服务化和企业数据架构的互联网化重构及大数

据智能化阶段：企业 IT自身的应用架构逐步从（依托于传

统商业数据库和中间件商业套件，为每个业务应用领域专

门设计的、烟囱式的、高复杂度的、规模庞大的）纵向扩展

应用分层架构体系，走向（依托开源增强的、跨不同业务应

用领域高度共享的）数据库、中间件平台服务层以及（功能

更加轻量化解耦、数据与应用逻辑彻底分离的）分布式架

构，从而使得企业 IT 在支撑企业业务敏捷化、智能化以及

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方面迈上一个新的高度和台阶，并为企

业创新业务的快速迭代开发铺平了道理。 

趋势 3：软件定义网络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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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网络是公认的下一代网络技术，被麻省理工

学院列为“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新技术之一”，目前，针对软

件定义网络的标准已经逐步成熟并趋于完善，各大网络厂

商均已提出各自的软件定义网络解决方案。 

4、数据中心助力传统工业模式的改造升级应用 

传统工业模式

与改造后新模

式的对比描述 

酒钢信息中心依据云计算技术架构和发展趋势，结合

酒钢实际情况，搭建完成甘肃省首家工业私有云平台,使得

酒钢数据中心真正从传统数据中心转型升级到绿色节能云

数据中心。 

酒钢从传统数据中心向云数据中心的发展演变图如

下： 

 

工业私有云的实现是传统 IT 架构的跨越式创新，是酒

钢数据中心向云数据中心转变的关键，较传统 IT架构，其

优势如下： 

1.计算资源利用率提升 10 倍：以前一台服务器上只运

行一个应用，资源占用基本在 20%-30%，现在一台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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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10-15 个虚拟机和应用，资源占用在 80%左右，大大降

低设备的采购成本。 

2.系统部署时间缩短 2 个月：以前实施一个信息化项

目需要先采购服务器再进行业务系统部署，至少需要 2 个

月时间，现在只需要几小时到几天时间即可，大大缩短系统

上线时间； 

3.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系统可用率从 2015 年

的 98.56%提高到现在的 99.95%，同时数据存储在私有云平

台上的虚拟存储双活资源池中，较以前本地硬盘可靠性提

升明显； 

4.利用高效的备份机制实现数据高效备份，数据备份

效率提升 2-4 倍； 

5.建立酒钢私有云云服务门户，用户可以通过该门户

申请和管理私有云资源，完成了 IT 部门服务型转型；  

6.实现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申请后的自动化部署，大

大提升服务效率，减少人为干预； 

7.配置安全组，制定安全策略标准，实现系统之间的安

全防护，大大提升私有云平台上的安全隔离，有效防止大规

模病毒爆发的可能性； 

8.实现私有云资源的监控和管理，同时资源警告和预

警有效显示，为故障排查提供了自动化手段。 

已取得/预期取 1.数据中心整体迁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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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收益内容 该项目的实施地点主要涉及原数据中心 5 个机房和新

数据中心；配合实施单位有 10 几个；该项目从 2014 年 10

月开始实施到 2015 年 4 月实施结束，2015 年 5 月验收通

过。 

经济效益： 

直接经济效益：本项目通过采用存储双活技术和存储

优化整合，节省采购存储费用 113 万，节省采购光纤交换

机费用 25 万；通过采用虚拟化对老旧系统实施虚拟化，节

省采购网络交换机费用 70 万，节省采购主机费用 105万；

通过采用双机热备技术，将部分重要系统优化改造实施双

机热备，节省采购系统和数据备份软件和设备费用 25 万；

迁移时间缩短节省人工费用 55万；合计节省费用为 383万

元。 

间接效益：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避免了老数据中心巨大隐患给系

统和设备可能造成的损失，解除 58 项系统和设备隐患，将

117 套系统和 280 台设备，在保证系统和 50 多 T 数据安全

的前提下，使业务系统在停机窗口内平稳过渡到新数据中

心，显著提升了酒钢数据中心系统和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

性，解除了部分重要系统的单点故障，系统和设备的平均可

用率由 2014年的 94.97%提升为 2015 年的 98.56%，大大降

低了系统和设备故障率和运维成本；不仅提升了数据中心

机房的专业化管理水平，为数据中心的扩展和容灾中心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采用虚拟化技术成功实施老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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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为酒钢现场无法解决备件问题的自动化系统提供

了示范解决方案。 

2.工业私有云建设项目 

酒钢私有云建设项目的总体实施起止时间：２０１６

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其中：酒钢私有云建设一期项目“酒钢私有云基础平台

建设”的实施起止时间：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酒钢私有云建设二期项目“酒钢私有云自助服务与安全

防护研究与应用”的实施起止时间：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

１８年１０月。 

经济效益 

直接经济效益：通过实施计算资源虚拟化、迁移业务系

统和利旧服务器，搭建成计算资源池，有效提升计算资源利

用率，2016年节省采购服务器成本费用 570 万元，2017年

节省采购服务器成本费用 820 万元，2018 年节省采购服务

器成本费用 740 万元；通过实施存储虚拟化技术，有效提

升存储资源利用率，节省存储采购成本 234 万元，节省采

购光纤交换机费用 240 万元；通过实施网络虚拟化技术，

节省采购网络交换机费用 24 万元；每年可节省能耗费用

105 万元；降低运维成本，每年可节省 24 万元。合计降低

成本节省费用约为 2757 万元，减去私有云平台扩容费用

730 万，节省费用约 2027 万元。 

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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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成功实施，避免了业务系统因硬件系统故障

问题、硬件更新换代、硬件性能不足等问题面临的停机、软

件升级、新硬件采购、数据存储等诸多问题以及操作系统等

软件系统升级导致的业务系统需重新开发、部署等问题，同

时解决了每次新业务系统上线都面临的服务器存储网络方

案设计、评审、招标、建设等问题，将 40多套业务系统进

行了资源融合，解决了单点故障、硬件故障意外停机、硬件

系统维护、资源不平衡等众多问题，系统可用率从 2015年

的 98.56提升为 2019 年的 99.95%，新业务软硬件支撑平台

上线时间平均减少 2 个月（从方案设计、招标、采购到建设

的时间），最快 1天可提供部署。实施微隔离后，有效防护

“集体挖矿”等病毒的的安全隔离，避免了大规模病毒爆发

对酒钢数据中心业务系统的破坏。 

社会效益 

酒钢私有云的建成，云资源池从小规模的资源虚拟池

化整合走向更大规模的资源池构建，应用范围走向多租户

的基础设施服务乃至端到端的 IT 服务，实现租户按需快速

资源获取，以及高度自动化部署的 IT业务敏捷能力的支撑，

从而将云资源池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弹性按需的快速资源

服务的价值充分发掘出来，为用户提供灵活、快捷的资源标

准化和按需服务。 

酒钢私有云的建成，彻底改变了酒钢信息化基础架构

及服务方式，有效提升资源利用率，大大降低系统平台故障

率和节约设备采购及运维成本，提升了数据中心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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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实现了酒钢数据中心由传统数据中心向绿色节

能云数据中心的转变，使得酒钢数据中心进入“云时代”，

为酒钢 IT 支撑其核心业务走向敏捷，更好地应对瞬息万变

的企业业务竞争与发展环境和双创平台的推进起到了关键

作用。 

3.酒钢园区网改造项目 

项目启动时间为 2017 年 4 月，完成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经济效益： 

（1）按照传统方式改造需要投资 810 万元，通过使用

软件定义网络技术对园区网进行改造，仅投资 190 万元，

节省 620万元投资。 

（2）通过软件定义网络，实现了全网安全策略的统一

管理和控制，不同业务之间的安全访问控制策略完全由集

中的 SDN 控制器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实现，减少约 100 万

元设备投资。 

（3）通过软件定义网络，所有网络传输控制由 SDN控

制器统一管理，实现了网络网络传输和控制的分离，大大减

轻了网络运维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 

社会效益： 

（1）通过软件定义网络，基于全局视角按照业务需求

快速、灵活定义安全隔离策略，实现业务之间及业务内部终

端之间的安全隔离，提升酒钢网络的安全防护能力。同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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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网络遭遇蠕虫等主动传播型病毒入侵时，通过 SDN 平台

基于全网下发安全防护策略，实现对病毒的隔离，防止在酒

钢网络全面传播，保证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2）酒钢骨干网使用的软件定义网络（SDN）技术被公

认为下一代网络传输技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针对传统网

络中不同年代、品牌、型号的网络设备在软件定义网络中的

整合和部署形成了多方面的经验。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传

统的大型园区网络向代表下一代网络发展方向的软件定义

网络的过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具有较大的推广价

值。 

5、其他 

其他混合场景

说明 

 

 

 

 

 

其他专业技术

融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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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小结： 

该数据中心案例重点介绍了“酒泉钢铁”数据中心助力该企业上

云、传统技术升级改造的过程，实现从传统 IT 架构向云技术架构的

跨越式转变。 

在工业私有云建设中，充分利用数据中心云平台技术，效益明显。

通过实施“计算资源虚拟化”，节约服务器采购成本。通过实施”存

储虚拟化技术”，有效提升存储资源利用率，节省存储设备采购成本，

通过实施“网络虚拟化技术”，节省采购网络交换机成本。 

在园区网改造项目中，有效使用先进的数据中心网络技术，效果

显著。通过软件定义网络（SDN）技术，实现了全网安全策略的统一

管理和控制，不同业务之间的安全访问控制策略完全由集中的 SDN控

制器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实现，减少大量设备投资。 

该数据中心是工业数据中心技术助力传统工业升级的典型案例，

具有示范推广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