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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大中华区官方认证讲师（大陆地区）  

（讲师排名不分先后，2020 年 8 月 24 日更新）  

史峻  

VMware 大中华区高级技术讲师，2015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

虚拟化解决方案专家、私有云架构咨询顾问。 

寇雪旭  

VMware 大中华区高级技术讲师，2014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

10 年虚拟化培训经验，VMware 云计算高级解决方案咨询顾问。 

高金良 

东方瑞通资深技术讲师，2015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资深 IT 

管理专家、虚拟化解决方案专家、私有云架构咨询顾问。 

IVT 资深技术讲师，15 年 IT 培训经验，为 VMware 原厂讲授大量 

VMware 高级课程，VMware 讲师认证课程。获得 VCP-DCV，

VCP-Cloud，VCAP-DCA，VCAP-DCD 认证证书。 

蔡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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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大中华区原厂认证讲师（大陆地区）  

（讲师排名不分先后，2020 年 8 月 24 日更新）  

东方瑞通技术讲师，2015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虚拟化解决方案

专家、私有云架构咨询顾问。 

李明达  

韦正清  

东方瑞通技术讲师，2015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虚拟化解决方

案专家。 

 

李钢  

东方瑞通技术讲师，2017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虚拟化解决方

案专家、私有云架构咨询顾问。 

陈聪 

上海腾科教育资深技术讲师，十年 ICT 行业从业经验，精通网络，

网络安全，数据中心，虚拟化和云计算解决方案，项目和授课经验

丰富。曾服务于埃塞俄比亚、苏丹、缅甸等海外政府背景培训项

目，及中通服、中国银联、中国航发等国内企业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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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大中华区原厂认证讲师（大陆地区）  

（讲师排名不分先后，2020 年 8 月 24 日更新）  

VMware 领域资深技术讲师，2010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授课学

员逾 1000 人。8 年虚拟化实战经验，资深项目顾问。获得 

VCP3/4/5/6，VCP5-DT，VCP-Cloud， VCAP4/5-DCA 认证证书。 

常文良   

陈人孝  

柯普瑞资深技术讲师，2016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5 年虚拟化

部署实施经验，擅长数据中心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的规划实施。 

刘贝    

VMware 领域技术讲师，6 年以上授课项目经验，曾给移动、电

信、联通、电力、公安、烟草、地税等企业开展内训，已培训学员

1000+，深受学员好评。 

蒋家诚 

VMware 领域技术讲师，2012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授课学员

逾 700 人。7 年虚拟化项目经验，擅长数据中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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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大中华区原厂认证讲师（大陆地区）  

（讲师排名不分先后，2020 年 8 月 24 日更新）  

翰竺科技技术讲师，2014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近 20 年培训经

验，有丰富的 VMware 产品实施经验，曾参与过移动，联通，华为等

各大公司基础架构项目。 

朱尔科  

李东宇  

IVT 技术讲师，12 年 IT 培训经验，为 VMware 原厂讲授大量 

VMware ICM、vROPS、vRA 等高级课程。获得 VCAP-DCA，VCP-

NV 认证证书。 

黎鉴光   

佳杰科技资深技术讲师，国内第一批 VMware 认证讲师，9 年 

VMware 虚拟化实施和培训经验，授课学员逾 1000 人。曾为中国移

动、联想集团等客户提供 VMware 培训及项目顾问服务。 

唐家胜 

翰竺科技技术讲师。曾参与花旗银行,移动等公司等大型基础架构项

目。资深虚拟化解决方案专家、项目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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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大中华区原厂认证讲师（大陆地区）  

嘉为教育技术讲师，近 10 年企业 IT 运维与项目管理咨询、辅导和培训

的丰富经验，曾就职于大型央企，主导省级公安局大型企事业单位年

度运维管理项目，对企业云计算、IT 服务与项目管理有非常深入的理

解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李方圆  

张鹏  

微思网络资深技术讲师，8 年 IT 培训经验，擅长 VMware 虚拟化技

术各个版本的部署和维护，丰富的网络规划、网络管理、网络排障、

系统部署和系统维护经验。 

田宁一  

东方瑞通资深技术讲师，2019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18 年 IT

领域从业经验，虚拟化解决方案专家。 

宁庆发 

嘉为教育资深技术讲师，7 年以上企业 IT 项目与运维管理咨询、辅

导和培训经验，虚拟化解决方案专家，专注于系统、虚拟化等方面

的技术培训与顾问咨询服务。 

（讲师排名不分先后，2020 年 8 月 24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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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大中华区原厂认证讲师（大陆地区）  

（讲师排名不分先后，2020 年 8 月 24 日更新）  

柯普瑞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2019 年通过 VMware 讲师认证，私有云

架构高级顾问，系统集成咨询顾问，数据中心业务连续性咨询顾问。 

李安瑞  

赵玮国  

晓通网络高级讲师，7 年 IT 行业授课经验，擅长 VMware 虚拟化技

术，具有丰富的网络实战和运维经验、主导企业数据中心网络虚拟化

和企业私有云建设。 

蒋赞杰  

上海腾科教育资深技术讲师，精通网络，数据中心虚拟化和云计算解

决方案，存储备份容灾解决方案，五年虚拟化，云计算项目实施和授

课经验。 

毛兵涛  

伟仕佳杰科技VMware讲师。拥有9 年以上IT 行业经验，专注于公有

云，私有云、混合云环境的咨询、架构、设计、迁移及解决方案制

定。具有VMware、Nutanix、Veeam、AWS 等认证资质，在虚拟

化、云计算，及IT 架构领域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https://mylearn.vmware.com/portals/v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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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为科技资深技术讲师，超过 10 年 IT 培训经验。精通 VMware 虚拟

化技术，为众多客户提供虚拟化产品解决方案的规划和实施。 

安巍  

陈海冰

  上海南洋资深技术讲师，作为一线技术工程师和讲师已经有近 20 年

的 IT 行业从业经历，对企业信息化的架构、实施和价值实现有深刻

的理解和实践经验。授课生动有趣，课堂气氛活跃，深受广大学员的

喜爱。 

VMware 大中华区原厂认证讲师（大陆地区）  

（讲师排名不分先后，2020 年 8 月 24 日更新）  

杭州博学资深技术讲师，近二十年的 IT 运维与 IT 咨询经验，历任神州

数码，IBM，华胜天成售后服务，售前解决方案，高级培训讲师等多种

职位。在开源云计算技术领域，特别是在 DevOps 和混合云方向，建

立了深刻的认知，并获得 CKA 认证。 

王韬

  

谢斌  

杭州创想云资深技术讲师，拥有 15 年以上 IT 领域项目及培训经历，

主要负责过中国电信、浦发银行、思科华为金银牌代理商、诺基亚西

门子等企业的培训。 

https://mylearn.vmware.com/portals/v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