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各地的社保单位通过不断的建设、完善

社会保险管理等相关系统，在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社会保险管理体系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生育等涉及民生的多个方面，尤其是医疗保险，理论上需要永远在线不得

中断，对于信息部门来说，IT 运维压力非常之大。

徐州社保在国内一直处于业务领先水平，比如 “ 异地就医 ” 等最早也是在徐

州开展试点运行，为业界系统发展树立了标杆效用。在 IT 建设方面，徐州社保也

成为了最早尝试私有云技术的社保单位。

徐州社保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 对于小型机的依赖：由于社保行业的特殊性，核心业务系统都是围绕着

小型机进行开发建设 , 运行依赖于硬件厂商，维护成本高。

● 资源调配的灵活性受到很大的限制：传统的基于物理硬件的 IT 架构下，

各部分计算资源被固定地分配给了特定的应用。为了响应不断变化的存储容量

需求，要求购买更多的存储空间、购买更多的专用服务器以及增加工作负荷，因

而存储性能的提升受到硬件设备采购周期长、扩展性差的制约，成为系统扩展性

能的瓶颈。

● 传统存储的弊端：面对大规模数据存储，传统存储架构易频繁出现单点

故障，造成宕机事故。而一个存储系统恢复到正常运转的时间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使业务运营暴露在极大的风险中。

● 网络安全的隐患：对于传统的专用网络架构而言，默认是完全信任关系，

网络中的访问控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可能一点的突破就会造成全网的攻陷。

徐州社保作为华东地区业务领先的标杆单位，在充分调研和测试的基础之

上，对原有的系统平台架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初步解决了以上主要问题，为后

续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VMware 虚拟化和分布式架构技术实现了存储设备向存储服务的

转变，微分段技术有效的提升了业务系统安全性

社保系统的业务特性较为特殊，业务种类较多，各业务系统的 IT 特性差别较

大，兼具 OLTP 和 OLAP 的特性。如医保系统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电子档案系统

的数据量要求很大，结算系统要求占用很多的计算机资源，各业务平台对于数

据准确性要求强等等。各业务系统对于 IT 资源的诉求差别较大。 

徐州社保针对众多技术厂商进行了对比和测试，最终选择了 VMware 作

为 IT 系统平台改造的合作伙伴。这不仅是因为 VMware 在虚拟化软件市场占

有率 80% 以上，而且 VMware 在解决方案的落地性、稳定性、本地化方面具

有良好的口碑。

在徐州社保私有云的建设过程中，通过计算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安全虚

拟化等先进的技术，大大提升了业务系统的上线效率，相对传统硬件架构来而

言，从几个月的采购、部署过程缩短到了几个星期，对于业务的紧迫性提供了

很好的支撑。

对于运行在小型机之上的业务系统而言，除了核心数据库以及较大的数

据库之外，其它大部分的中间件业务都已经迁移到了私有云平台之上，而类似

电子档案等业务系统，已经完全搬迁在了私有云平台之上，并且平稳运行多

时。

效益

● 分布式虚拟化技术实现了硬件平面的异构化：以服务的方式使用计算

和存储资源，消除了物理存储硬件的布局或结构限制，只要符合x86体系，

都可以做为基础设备，不用绑定硬件厂商，大大简化了采购以及运维成本。

● 资源的灵活调度：通过虚拟化技术，解除了与小型机的紧耦合关系，

使得多年来受制约于小型机硬件平台的弊端得到很大改善。也从传统“烟囱

式”竖井架构转型成灵活调度的云平台架构。

● 系统平台整体安全性得到了提升：分布式防火墙（“微分段”）技术的

引进，大大的提升了专网的安全级别，通过灵活、便捷的安全策略设定，有

效的控制了各种非法访问或者恶意攻击。

展望未来

2018年01月，随着徐州社保私有云基础架构平台的上线以及平稳运行，

现在已经有近70% 的业务系统迁移到新平台之上。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业务系

统脱离小型机的束缚，同时随着虚拟机的不断扩张，运营大数据平台将会提

上日程；并且逐渐将云计算技术推广到终端设备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
字化人社平台”。VMware也将会进一步协助徐州社保提供更深入的云计算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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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 小型机系统的解耦，x86能否承载

核心业务平台

 ● 降低传统存储带来的各种不便

 ● 如何结合业务系统解决网内安全隔

离问题

导入效益：

 ● 分布式虚拟化技术实现了硬件平面

的异构化

 ● 从传统“烟囱式”竖井架构转型成

灵活调度的云平台架构。

 ● 系统平台整体安全性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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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引言：

“VMware 提供的云计算技术为我们灵

活调度资源，建设新型的社保信息系

统提供了坚实的、稳定的、灵活的信

息化承载平台”

—— 信息中心技术主管 杨洋

徐州社保的私有云转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