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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虚拟化解决方案助力
雅安市公安局实现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

为了响应“金盾工程”的要求，利用现代化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快速反应、协
同作战的能力，适应新形式下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雅安市公安局不断推进信
息系统建设和公安业务应用，为各项公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援。

合作伙伴
成都携恩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政府

区域
四川

主要挑战：

计算资源的利用率低

可管理性差、扩展性差，兼容性
差

服务器和存储购置成本高

解决方案：

部署 VMware vSphere 解决方案，
虚拟化物理服务器

部署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6.0，为数据中心虚拟化提供健康监
控方案

VMware 虚拟化解决方案核心价值

雅安市公安局实施此次项目的目的是要通

过虚拟化／云计算平台对物理计算资源实

现动态灵活管理，搭建丰富的、开放的、

可管理的、自服务的平台服务能力。

虚拟化技术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大多

数用户，尤其是政府事业单位的技术人

员对该技术还不太了解，这就要求厂商

在技术上提供有力的支持。选择

VMware的产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了较为

全面的规划与部署服务。从项目规划到

技术细节的反复修改，从产品测试到设

备部署，其VMware都主动协调其它相

关厂商协助我们解决技术难题，从而使

整个项目的进展非常顺利。”

公安行业的信息化系统所承载的应用属

于典型的数据依赖型业务，对于海量数

据存储系统的要求是资源利用率高、弹

性扩展能力强、容错率高、系统稳定性

高。基于虚拟化以及分布式架构技术构

建IT基础架构平台，可以将计算和存储资

源整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存储资源；

并通过应用软件来实现存储设备向存储

服务的转变，提高资源划分的灵活性和

可扩展性，存储性能实现了线性增长；

同时分布式存储技术避免了单点故障，

大幅提升数据服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部署 VMware vSphere 解决方案，

虚拟化物理服务器，减少运维工作量及

后 期 投 资 成 本 。 部 署 v R e a l i z e 
Operations Manager 6.0解决方案，为

数据中心虚拟化提供健康监控方案，供

高性能分布式集群存储环境，协调工作

的一致性，对终端进行统一管理，数据

存放于数据中心存储，实现业务的连续

性、安全性和高能要求。

VMware虚拟化解决方案为雅安市公安

局的业务带来效益

雅安市公安局信息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

提高了信息中心服务器资源利用率，大

雅安市公安局信息中心有100多台服务

器存储设备、20多台网络安全设备。

随着“金盾工程”工作的不断推进，一方

面，受机房环境、空间限制，采取物

理服务器为不同应用分配硬件资源的

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雅安市

公安局信息中心现有服务器资源的服

务能力尚有余量、且未被充分利用；

同时，大部分应用系统未实现双机运

行，一旦设备出现故障将会造成业务

长时间的中断。因此，为进一步提高

雅安市公安局信息中心运行服务管理

工作技术水平，有效解决信息中心运

行服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通过

虚拟化／云计算平台整合物理计算资

源，实现动态灵活管理，是雅安市公

安局信息中心的迫切需求。

成都携恩科技作为VMware企业级合作

伙伴，于2009年09月01日在成都成

立，在公司发展壮大的8年里，始终为

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良好的技术支

持、健全的售后服务，是成都科技交

流和推广服务业的知名企业。

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管理的要求使雅安

市公安局传统IT架构面临挑战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系统规模

越来越大，设备数量越来越多，维护负

担越来越重，利用效率越来越低……

计算资源的利用率低。传统的基于物理

硬件的IT架构下，一台服务器只能有一个

操作系统，受系统和软件开发平台的限

制，CPU、内存、硬盘空间的资源利用

率都很低，大量的系统资源被闲置。

可管理性差。首先是可用性低，几乎

每个应用服务器都是单机，如果某台服

务器出现故障，相对应的业务也将中

断。其次是当硬件需要维护、升级或出

现硬件故障时，上层业务系统均会出现

较长时间的中断，影响业务的连续性。

未来数据中心搬迁时，如果不能解决服

务中断的问题，对业务的影响巨大。

兼容性差。系统和应用迁移到其他服

务器，需要和旧系统兼容的系统。新的

软件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无法运行

在老的硬件平台，而老的代码有时候也

很难移植到新的硬件平台上。例如：由

于各种资源数据库不同公司分别开发，

需要的运行的软硬平台很多时候不能保

证兼容。为节省时间、物力和保持系统

部署的顺利，只能用增加服务器单独部

署的方法来解决。

服务器和存储购置成本高，维护成本

递增。随着应用的不断增加，服务器数

量也跟着增加，每年要支出高额购置费

用不说，还有部分服务器已经过保修

期，部件逐渐进入老化期，维护、维修

预算费用也逐年增加。

系统扩展性差，对业务需求无法做到

及时响应。当有新的应用需要部署时，

需要重新部署服务器，存储系统，并需

要对网络系统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IT应
用的需求。当为了扩展系统性能而购买

更多的服务器时，又要受到硬件设备采

购周期长的掣肘。

面对上述问题，雅安市公安局抛开传统

的思维模式，从IT平台的基础层面着

手，采用虚拟技术，将原来十多个甚至

上百个分散于多台PC服务器上的应用

系统整合到数量较少的高性能服务器

中，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

幅度了减少了成本开支， Vir tua l 
Center Server 6.0运维管理方案及

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r 6.0运
维监控方案，既保障了更方便、安

全、及时的运维服务，又减少了运维

人员的数量，节约了成本。

基于VMware虚拟化技术的平台，降低

了硬件的购置和维护成本。通过提高服

务器的利用率，减少服务器的购买量，

并对现有服务器进行合并，从而降低硬

件成本；同时大幅降低了能耗。

大大提高业务系统的可用性和可靠

性。分布式存储技术，支持数据互

备、快速备份和恢复、多副本容错，

设备发生故障后，可以快速恢复；设

备负载过重时，可以分担负载，保证

应用稳定快速运行。虚拟化整合后，

延长了老业务系统的使用寿命，不会

由于操作系统的原因使得旧有的应用

系统硬件不能升级，大大提高老系统

的应用性能。

大大加速新应用的部署效率。通过虚

拟化的克隆技术，省去了安装（重复

安装）操作系统和必须组件的的时

间，大大加快了新应用的部署效率。

实现资源集中管理，通过虚拟化管理

平台，管理云内所有的计算资源，包

括服务器、网络、存储、软件等。

VMware虚拟化解决方案，实现了复杂

系统的简化与零散系统的整合，为公

安系统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一个

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展望未来

未来，雅安市公安局希望继续深入与

VMware在虚拟化和云计算上的应用合

作，全面部署vSAN&NSX解决方案，

加速信息中心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为

实现云平台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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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虚拟化解决方案帮
助雅安市公安局成功构建了敏
捷、安全、易管理的信息化平
台，为未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雅安市公安局希望继续深入与
VMware在虚拟化和云计算上
的 应 用 合 作 ， 全 面 部 署
vSAN&NSX解决方案，不断
提高雅安市公安局业务的稳定
性和灵活性，为构建平安城市
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浩江  雅安市公安局科
技通信处副处长

VMware 虚拟化解决方案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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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系统的要求是资源利用率高、弹

性扩展能力强、容错率高、系统稳定性

高。基于虚拟化以及分布式架构技术构

建IT基础架构平台，可以将计算和存储资

源整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存储资源；

并通过应用软件来实现存储设备向存储

服务的转变，提高资源划分的灵活性和

可扩展性，存储性能实现了线性增长；

同时分布式存储技术避免了单点故障，

大幅提升数据服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部署 VMware vSphere 解决方案，

虚拟化物理服务器，减少运维工作量及

后 期 投 资 成 本 。 部 署 v R e a l i z e 
Operations Manager 6.0解决方案，为

数据中心虚拟化提供健康监控方案，供

高性能分布式集群存储环境，协调工作

的一致性，对终端进行统一管理，数据

存放于数据中心存储，实现业务的连续

性、安全性和高能要求。

VMware虚拟化解决方案为雅安市公安

局的业务带来效益

雅安市公安局信息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

提高了信息中心服务器资源利用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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