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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保使用VMware vSphere与Gemﬁre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政府
地址
天津

主要挑战

• 原有的 Unix 系统无法应对互联网
业务高峰期百倍以上的增长
• 系统承载压力大
• 扩展性不高
• 终端用户体验有待提升

天津社保的公共服务平台面临承载压力大、应用系统效率不高与终端用
户体验差等挑战。通过采用VMware vSphere与Gemfire解决方案，提
升了性能与扩展能力，确保业务高峰时期稳定运行，为迈向SDDC打下基
础。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天津社保）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于2008年，
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业务信息系统的延伸，以服务百姓、服务用人单位为宗旨，以劳
动保障网站、业务专网的信息资源为依托，以互联网为载体，搭建完整统一的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信息门户体系。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采取“整体性规划、集约化
建设、规范化管理”，集中硬件、数据和网络资源，实现数据中心、应用系统、公共服务
平台、安全支撑体系和CA认证及社会保障卡应用的统一。

解决方案

挑战

解决方案

通过 采用V M ware v Sphere与
Gemfire解决方案，将业务数据库从
Unix小型机环境迁移到基于 x86 服
务器的虚拟化环境中，提升公共服务
系统效率与终端用户体验。

随着近些年业务的不断扩展，系统访问
量逐步加大，目前天津社保网上申报的单
位数已经覆盖 80%的参保单位，达到了
五万多家，可以办理二十多种主要的社保
业务。2012 年又开通了个人网上缴费申
报平台，可以面向30万个人缴费群体提供
服务，未来还要通过网上申报平台进行身
份证号升位的采集工作等。这导致系统
承载压力逐步加大，系统硬件平台包括
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负载均衡与
安全设备都逐渐出现瓶颈，如2012年1月
份申报期 6台应用服务器的 CPU 使用率
都达到 90%以上，导致应用系统无法访
问，平时业务高峰期系统资源的占用率也
居高不下，直接影响了业务的经办和网上
经办业务的扩面，终端用户体验效果较
差。

经 过 慎 重 的 考 虑 ，天 津 社 保 决 定 用
VMware 技术加 X86 服务器搭建虚拟化
云平台， 来提升性能和扩展能力；通过
“高速缓存”Gemfire 处理热点数据，减
少数据库I/O瓶颈，从而提升系统性能。

面对日益增加的网络业务办理需求，解
决公共服务系统现有问题，提升应用系
统效率、增加系统并发处理能力，并保持
IT 系统整体投资仍在一个可控的范围，
这些对于传统应用解决方案来说十分困
难。现今业界炙手可热的云计算技术使
企业IT 变得更加灵活，响应更迅速，同时
还可以提升效率、降低 IT成本。而“虚拟
化”和“弹性扩展”作为云计算的两个支
撑点，也成为传统企业应用迈向云端的阶
梯。天津社保认为，虚拟化的目标从服务
器扩展到数据中心的各种软硬件资源，
建立一个IT基础设施资源池，它是云计算
的必经之路，接下来的关键一步便是应
用的弹性扩展，为云应用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资源按需分配。同时高速缓存技术
是实现应用弹性扩展的一种途径。

具体而言，基于天津社保数据中心的整
体基础架构的要求以及虚拟化项目的最
佳实践，在生产环境中对数据中心基础
架构设计总体部署为通过四个不同群集
对 x86主机进行划分。WebLogic集群拥
有四台ESXi主机，主要运行 WebLogic
应用服务器，共分为12 个节点，每台x86
服务器运行三台虚拟机，这些部署在4台
Cisco B200上。Oracle RAC集群拥有
两台ESXi主机，主要运行 Oracle RAC
数据库服务器， 每台x86 服务器运行1
个rac节点虚机；部署于2台Cisco B440
上。Gemfire集群拥有四台ESXi主机，运
行 gemfire应用服务器，共12 个节点，每
台x86服务器运行3个虚机；部署于4台浪
潮 TS850上。以及 Management 集群，
用于运行虚拟化管理节点虚拟机及其他

商业效益

• 提高系统性能，增加扩展性
• 加快部署效率，确保业务连续性
• 提升高可用性
• 增强终端用户体验

在构建云基础平台之前，天津社保进行
了两项重要的试点工作。一是在生产系
统下验证 x86虚拟化环境：使用VMware
vSphere® 搭建用于生产系统的虚拟化
云环境，将公共服务系统迁移至此环境，
并作为新的生产系统运行；二是解决年
度申报难题，验证Gemfire应用效果：基
于 Gemfire开发新的“缴费工资申报”和
“城镇职工增加”模块，重点保障 20132014年度的缴费工资申报业务的顺利完
成。

VMware成功案例
“我们 采用V M wa re虚 拟化与
Gemfire内存数据库技术，构建了
一个弹性扩展的公共服务平台，提
升了系统效率，增强了终端用户体
验。”
—天津社保

主要软件

• VMware vSphere®虚拟化与云基
础架构
• VMware® vCenter Server™管
理软件
• Gemfire内存数据库技术

虚拟化应用

• 社保行业云基础架构平台

测试虚机；部署于2台Cisco B200上。通
过VMware® vCenter Server™等工具
对整个数据中心虚拟化环境进行管理控
制。
其中，Gemfire内存数据库技术可以和天
津社保现有的业务系统进行整合，提升
业务系统的整体性能，根据对已有业务
系统的分析以及结合 GemFire的特点。
Gemfire可以很好地与天津社保公共服
务应用的要求相结合，解决之前公共服务
在业务量达到峰值时系统无法正常得到
响应的难题。

2013 年11月，天津社保虚拟化环境正式
上线，承载“天津劳动保障公共服务平
台”、
“天津劳动保障门户网站”等三个业
务系统。2014 年1月，随着每年一度的、
访问量最大的缴费工资申报顺利完成，
虚拟化系统通过了生产系统的考验。在两
个多月的生产应用中，虚拟化系统运行稳
定，其上的业务系统表现得比原先更有效
率。

实施效果
天津社保在云计算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大胆的尝试，不但将原有的应用进行
了迁移，并且将业务数据库从Unix小型机
环境迁移到了基于 x86 服务器的虚拟化
环境中来，在提升公共服务系统效率、终
端用户体验的同时，开创了云计算在社保
行业的应用先河。
提升系统性能。在整个业务申报期内，日
申报量最高值约为20万人。Gemfire缓存
分担了大量数据库查询操作，数据库负担
减轻了很多，所以数据库 CPU 变化不明
显，而Gemfire 本身内存操作，处理速度
足够快，且能承载的并发量也很高，所以
Gemfire的CPU变化也不明显。热点应用
“缴费工资申报”性能提升百倍以上，圆
满业务增长与系统可扩展性以及客户满
意度问题。

确保业务连续性。原有天津社保公共服
务云应用系统，只能通过停机增加资源
或者预留更多资源的方式来应对问题的
发生。现在虚拟环境中，可以对系统资源
进行在线热添加，在不中断应用的情况下
对虚拟机CPU与内存进行调整。
加快部署效率。现有的天津社保公共服
务云平台中，已经对 WebLogic、Oracle
与Gemfire节点创建了对应的模版。通过
使用模版部署的方式，能够将原来数小
时的安装配置工作在几分钟内顺利完成，
并且可以保证安装的正确和可靠性。
提高可用性。WebLogic 和 Oracle 数据
集群开启了HA 功能，对业务系统的高可
用性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一旦某主机出现
故障，集群内其他主机会自动承载该主机
上运行的业务节点。
增强终端用户体验。原来在业务高峰期
用户首次登录系统平均反馈时间在90 秒
左右；系统升级后业务高峰期用户登录平
均反馈时间在 30 秒以内，终端用户体验
提升明显。新平台的稳定性，可靠性超过
原有系统，完全胜任面向互联网的公共服
务应用。

展望未来
通过采用云应用架构，天津社保有效地
提升了系统的处理效率及吞吐量，顺利完
成了2013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工作，解决了
以往集中申报难的问题。同时，虚拟化技
术、高速缓存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检
验，能够有效地在社保领域发挥作用。通
过“虚拟化”和“弹性扩展”两个支撑点，
将云计算技术成功地引入社保领域，使社
保应用踏上了云服务之路。

增加扩展性与可靠性。对于应用服务器
中间件集群，向群集添加新的物理服务
器时,借助DRS,虚拟机能够立即自动利用
新资源,动态分布到集群充分利用系统资
源。并且可将 DRS 配置为自动执行虚拟
机放置、虚拟机迁移和主机电源操作,或
为数据中心管理员提供可用于评估并对
其进行手动操作的建议。通过不同方式
的选择来对资源调配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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