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成功案例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使用 VMware 提高行政
和投行业务工作效率

行业
金融服务
地址
香港
主要挑战
• 让终端客户具备移动操作能力
• 加快桌面配置速度
• 降低桌面承载负荷
解决方案
VMware Horizon View 让用户通
过移动设备访问计算机桌面；缩短
了配置新桌面环境的时间；减少桌
面系统管理任务。
商业效益
• 让户可使用 iOS 和安卓
（Android）系统移动设备访问
计算机桌面
• 信息技术部门可在 15 分钟内将新
计算机桌面配置完毕
• 提高计算机桌面性能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通过实现 VDI 虚拟桌面环境降低
成本，提高数据安全性，减轻信息技术管理负荷。行政人员
可利用移动设备在任意地点访问计算机桌面；对信息技术部
门而言，新计算机桌面可在 15 分钟内设置完毕，如遇电脑故
障，丢失的数据可在 30 分钟内恢复，还可以在一个集中点管
理全部用户环境。

其母公司中国招商证券位列中国十大综合证券公司之一。公司于 2009 年在上海证交所挂
牌，并凭借其稳定的业绩、国际化的业务平台和遍布中国 50 大一线城市的庞大网络领跑
国内证券行业。
2005 年，中国招商证券收购香港招商国
通证券有限公司，成立了如今的招商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公司现今规模约
300 人。

挑战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的核心业务是
帮助客户进行投资决策，执行期货和证券
交易，经纪人和交易人为客户提供建议并
执行客户要求。为确保成功运营，公司必
须为这些经纪人和交易人实现高效、迅速
的工作流程。
证交所同时提供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
以及证券研究和分析等专业的辅助性金融
服务。
为达成目标，公司必须为员工配备安全
系数高、易操作、成本低的计算机桌面
系统，以方便人力资源管理、合规、运
营、行政、信息技术和投资银行业务等
部门工作。

但在 2010 年，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
司的技术环境尚不能满足这些需求。
如遇硬盘故障或恶意软件突破公司的防御
系统进行侵袭，个体计算机中存储的重要
公司信息便岌岌可危。
逐个管理个体计算机桌面耗时冗长，使得
信息技术部门疲于应对，无暇顾及那些能
为公司带来附加效益的项目。
比如，信息技术部门需要花费两个小时为
新员工设置台式计算机，而当电脑发生故
障时，管理员可能需要花半天的时间来恢
复数据和应用。这就意味着公司无法实现
只分配两名技术人员负责电脑系统管理工
作的目标。
此外，一旦员工离开办公室，他们便无法
访问自己的计算机桌面和应用程序，从而
限制了他们在非工作时间内应对突发状况
的能力。只有信息技术部门的员工可以利
用公司内部网络远程操控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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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些问题，招商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采取的第一步便是与 VMware 的合作
伙伴高威电信接触，制定实现全新桌面工
作环境的方案。
高威电信原本就为招商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的网络、安全和远程操作系统
设备提供支持，在虚拟项目方面技术卓
越。这些专业优势加上他们对招商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需求的了解，使他们
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案。
高威电信的方案确立了三大目标：
• 用适合的服务等级协议支撑一个全新的
桌面环境。
• 理想情况下，通过数据中心而不是终端
用户设备运行桌面应用和数据，将现有业
务连续性计划延伸至桌面。
• 集中数据中心的数据处理和数据记忆
资源，使管理员可在用户需要时进行有
效分配。

解决方案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和高威电信确
定 VMware 虚拟技术是帮助实现证券公
司计算机桌面环境目标的合适平台。
由于公司已经使用了 VMware vSphere 来
实现服务器虚拟化，所以他们十分了解
VMware 技术的高性能和强大功能。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在行政、合
规及投行业务部门部署了基于 VMware
Horizon View™ 的 VDI 虚拟桌面环境，这
些部门的总人数约为 80 人。
公司个人电脑、员工私人电脑以及平板
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可以访问这
些桌面。

该证券公司采用了含测试和概念验证在内
的分步方式来部署新的构架，从而减少了
公司内部对弃用传统桌面的顾虑。参与概
念验证的员工并未察觉他们的旧桌面和新
虚拟桌面在工作性能上存在任何差别。
在 VMware 和高威电信的帮助下，招商证
券（香港）有限公司在预算内完成了项
目。2014 年初，公司从适应力和性能方
面，对长期在行政、合规和投行部门实施
零客户终端、完全取代台式计算机的可能
性进行了测试。

实施效果
多亏了 VMware Horizon View，招商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实现了他们提高数据
安全性、减少管理维护需求和降低成本
的目标。
部署 VDI 虚拟桌面环境的决定也为公司提
升了绩效。行政、合规和投行业务部门的
员工发现，与他们之前的个人电脑相比，
虚拟桌面的速度通常更快。
他们也可以在任意地点使用多种设备登
录他们的虚拟桌面，包括 iOS 和安卓
（Android）系统设备。
大约 50 名员工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通
过 VMware Horizon View 客户端访问关键
业务应用，或回复同事和客户的问询。这
些员工发现虚拟机在远距离操作的情况下
可以保持和在办公室操作一样的速度，而
当他们使用公司 VPN 登录应用系统时，
其运行速度则是其他方式的两倍。
从桌面管理的角度来看，招商证券（香
港）有限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已经从多方面
获利。例如，新员工可更快入职并开始工
作。现在信息技术团队在 15 分钟内便可设
置好一个新的虚拟机。
若一个独立虚拟桌面出现故障，公司可
在不到 30 分钟的时间内，从父映像中克
隆一个新的桌面，将其分配给受影响的用
户。鉴于所有虚拟桌面的资料数据都直接
存储于文件服务器，所以即便数据损毁也
对其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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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桌面环境的集
中运营让其信息技术部门能够更为有效的
控制存储和处理容量等资源的分配。
若有独立用户使用需要强大 CPU 计算能力
的应用，技术部门可以轻松为其提供更
多资源，同时从不需要的用户那里转移
闲置资源。这最大程度减少了浪费，并
确保证券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得
到了良好的回报。

此举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在于抵消了部署
VDI 环境的花费。例如，这个项目同样还
将改进针对用户支持的内部服务等级
协议。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对 VMware
Horizon View 的部署结果十分满意。这
也促使该公司考虑将虚拟桌面项目推进到
香港以外的其他分行。

如今部署新的应用和补丁相当容易，因为
技术部门只需改变数据中心一小部分主要
桌面映像即可。这么一来，每次最多可节
省一天的工作量。桌面支持团队也可以远
程部署新的应用或修复故障，改善用户服
务的同时也提高了效率。

引入的 VMWARE 软件
• VMware Horizon View 5
• VMware vSphere 5 featuring
ESXi
部署环境
• 微软办公软件
• ETNet 金融市场应用
• 经纪人支持系统
• 彭博资讯
平台
• IBM 服务器和个人电脑
• 日立存储器
• 思科网络

此外，现在的信息都存储于服务器或存储
区域网络中，而不是单体电脑里，这大大
降低了数据丢失或泄露的风险。
若电脑硬盘出现故障，公司仅需承担更换
硬盘的成本。若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
司继续推进，部署并不昂贵的零客户终端
计划，这些成本还会进一步降低。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的关键信息还
进一步受到业务连续性计划的保护。公司
正在把所有桌面应用和数据从数据产生中
心复制到一个容灾备份中心。此举可以确
保一旦数据产生中心发生大故障，桌面、
应用和数据可继续使用，而行政、合规和
投行部门也可继续工作。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使用一系列复
制工具和手动执行步骤进行数据复制操
作。但是，信息技术部门正在考虑将来使
用 VMware 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
实现自动备份恢复。

• Windows 7 操作系统
合作伙伴
• 高威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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