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 简称广西招生考试院 )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教

育厅直属的副厅级事业单位，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于 1995
年正式组建运转。

广西招生考试院作为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承担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硕士研究生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教师资格考试、教师招聘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等级考试、

剑桥少儿英语考试、中国物流职业经理资格证书考试等约 30 项国家教育考试、

社会考试及其他考试的考试管理、招生录取和相关命题任务。每年，该院承办各

级各类考试共计 40 余次，参加各类考试的考生约 580 万人科次，录取各类新生

近 40 万人。同时，负责教育考试、招生录取和命题工作的研究、宣传、信息咨询和

技术服务等工作。

IT 挑战

为了帮助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广西招生考试院一直砥砺前行、不断探索，

其中一些改革实践走在全国前列，如率先实行高校招生远程录取、无纸化录取、

无纸化阅卷，实施英语听力口语考试 " 人机对话 " 等。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广

西招生考试院原有 IT 技术已无法满足现有的业务需求，一些现实的问题逐渐浮

出水面：

一、如何有效解决业务高峰期的桌面需求？

每年，广西招生考试院都要集中性组织数场大型阅卷等工作，阅卷期间要调

动全省各地上百位乃至数百位老师集中办公。为此，招生考试院不仅需要配备数

量相当的专用电脑，还需要 IT 运维人员针对这些电脑进行统一的桌面设置。而这

些电脑使用结束之后需恢复原状，并进入了闲置期，直到另一场阅卷工作的到

来。这样的操作模式，常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导致了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

的浪费。

二、网络等级评定在即，如何提升网络安全水平？

广西招生考试院每年要为数百万考生服务，其招生考试信息的安全关系到

众多考生前途甚至命运。数据中心若不慎遭遇黑客攻击或感染病毒，将造成难

以估量的后果。同时，作为广西教育厅直属的副厅级事业单位，广西招生考试

院的网络安全建设也需要通过国家相关等级评定。采用哪种方式能有效提升

其网络安全，也成为其解决业务难题之后的另一重挑战。

VMware VDI+NSX 解决方案

助力广西招生考试院从容应对 IT 挑战

为满足统一阅卷等工作高峰的需求，经过考察，广西招生考试院希望用虚

拟化技术解决这一问题。为此，VMware 作为网络服务商之一，被邀请前往招

生考试院做技术测试。在测试过程中，VMware 为其提供了 VMware VDI 解

决方案，包括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以及 Horizon 虚拟桌面及应用平台。该

方案在测试中表现出色，灵活、高效，让客户非常满意。

同时，在整个广西乃至华南地区，VMware 已经为众多教育行业客户提供

了解决方案，也包括为高校阅卷工作提供支持，并获得一致好评。综合两方面

因素考虑，广西招生考试院对 VMware 的产品和服务信心十足，最终将 IT 建

设重任放心托付给了 VMware。

在虚拟化桌面系统成功上线并稳定运行之后，广西招生考试院开始向网

络安全挑战发起冲锋。此前志愿填报系统，评卷系统，招生系统等众多核心业

务都运行在 vSphere 平台里，仅仅靠外部的硬件防火墙来做进出流量的控制，

并无针对虚拟化内部进行细粒度的网络安全域的划分和隔离，核心业务系统

的安全隐患越来越大。基于 VMware 的卓越表现， 2018 年 12 月底，广西招生

考试院再次与 VMware 携手，采用 VMware NSX Data Center 网络虚拟化

和安全性平台解决方案，来提升网络安全性能。

客户收益

1、灵活应对业务高峰  创建快速  运维方便 

当高考阅卷、成人考试阅卷等业务高峰到达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

VMware 虚拟系统，快速部署相应数量的虚拟桌面，进行统一配置，并发放给

阅卷老师使用。阅卷工作结束之后，这些虚拟桌面又能够快速回收，将电脑原

有桌面恢复，以供日常办公使用。这套系统操作简便、灵活快速，不仅能满足其

各项工作需求，而且运维也相当简便，大大提升了广西招生考试院的工作效率。

2、帮助招生考试院节约了成本

在采用 VMware 提供的虚拟化桌面解决方案之前，招生考试院，正有需求

对其内外网络进行隔离。原计划将现有电脑全部划归为外网使用，需要订购一

部分新电脑归属内网使用。借助 VMware 解决方案，这些新机可以虚拟技术搭

建，既可以满足其日常办公需求，也可以通过虚拟桌面，进行安全隔离，提供给

外网用于阅卷等工作。因此，整体需要购入的新机数量大为减少，招生考试院可

以用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其目标。

3、整体网络安全水平大为提升

鉴于其工作性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广西招生考试院对网络安全有着极高

的要求。VMware 所提供的 NSX Data Center 解决方案， 支持使用分布式防

火墙技术，能将微分段细分到单个容器级别，从而为应用创建安全的微服务。它

还能通过移动设备为每个桌面提供自己的边界防御机制及应用级 VPN 访问

权限，从而避免邻近工作负载之间未经授权的访问。同时，分布式防火墙基于内

核构建，采用分布式的处理方式，因而具有极高的性能，能同时满足广西招生考

试院的安全及性能需求。

展望未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广西招生考试院作为组织考试，选拔、录取人才的重

要机构，在教育行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面对未来，

VMware 作为虚拟化领导厂商，将继续用一流的技术、卓越的服务，帮助其灵活

应对业务高峰，不断提升网络安全性能，加强业务创新，让其为推动招生考试事

业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行业：

教育

区域：

广西

主要挑战：

● 集中性阅卷需要众多电脑设备，配

   置程序麻烦，且容易造成财力人力

   物力的浪费。

● 为保证招生考试工作的安全进行，

   通过国家安全等级评定，院方网络  

   安全性亟待提升。

解决方案：

VMware VDI解决方案

NSX网络虚拟化和安全性平台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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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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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考试院做技术测试。在测试过程中，VMware 为其提供了 VMware VDI 解

决方案，包括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以及 Horizon 虚拟桌面及应用平台。该

方案在测试中表现出色，灵活、高效，让客户非常满意。

同时，在整个广西乃至华南地区，VMware 已经为众多教育行业客户提供

了解决方案，也包括为高校阅卷工作提供支持，并获得一致好评。综合两方面

因素考虑，广西招生考试院对 VMware 的产品和服务信心十足，最终将 IT 建

设重任放心托付给了 VMware。

在虚拟化桌面系统成功上线并稳定运行之后，广西招生考试院开始向网

络安全挑战发起冲锋。此前志愿填报系统，评卷系统，招生系统等众多核心业

务都运行在 vSphere 平台里，仅仅靠外部的硬件防火墙来做进出流量的控制，

并无针对虚拟化内部进行细粒度的网络安全域的划分和隔离，核心业务系统

的安全隐患越来越大。基于 VMware 的卓越表现， 2018 年 12 月底，广西招生

考试院再次与 VMware 携手，采用 VMware NSX Data Center 网络虚拟化

和安全性平台解决方案，来提升网络安全性能。

客户收益

1、灵活应对业务高峰  创建快速  运维方便 

当高考阅卷、成人考试阅卷等业务高峰到达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

VMware 虚拟系统，快速部署相应数量的虚拟桌面，进行统一配置，并发放给

阅卷老师使用。阅卷工作结束之后，这些虚拟桌面又能够快速回收，将电脑原

有桌面恢复，以供日常办公使用。这套系统操作简便、灵活快速，不仅能满足其

各项工作需求，而且运维也相当简便，大大提升了广西招生考试院的工作效率。

2、帮助招生考试院节约了成本

在采用 VMware 提供的虚拟化桌面解决方案之前，招生考试院，正有需求

对其内外网络进行隔离。原计划将现有电脑全部划归为外网使用，需要订购一

部分新电脑归属内网使用。借助 VMware 解决方案，这些新机可以虚拟技术搭

建，既可以满足其日常办公需求，也可以通过虚拟桌面，进行安全隔离，提供给

外网用于阅卷等工作。因此，整体需要购入的新机数量大为减少，招生考试院可

以用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其目标。

3、整体网络安全水平大为提升

鉴于其工作性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广西招生考试院对网络安全有着极高

的要求。VMware 所提供的 NSX Data Center 解决方案， 支持使用分布式防

火墙技术，能将微分段细分到单个容器级别，从而为应用创建安全的微服务。它

还能通过移动设备为每个桌面提供自己的边界防御机制及应用级 VPN 访问

权限，从而避免邻近工作负载之间未经授权的访问。同时，分布式防火墙基于内

核构建，采用分布式的处理方式，因而具有极高的性能，能同时满足广西招生考

试院的安全及性能需求。

展望未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广西招生考试院作为组织考试，选拔、录取人才的重

要机构，在教育行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面对未来，

VMware 作为虚拟化领导厂商，将继续用一流的技术、卓越的服务，帮助其灵活

应对业务高峰，不断提升网络安全性能，加强业务创新，让其为推动招生考试事

业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威睿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办公室 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 8 号启皓北京东塔 8 层 801 100027 中国

电话：86-10-5976-6300 www.vmware.com/cn/

版权所有 © 2018 VMware,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广西招生考试院 |  3

客户评价：

桌面虚拟化平台解决方案解决了我们

的当务之急，虚拟化网络安全平台则为

我们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现在我们

完全可以一机多用，既能用于日常办

公，也能用于专业阅卷，省钱省事，而且

安全系数很高。本次采用的软件定义网

络安全平台技术非常开放兼容，未来我

们还可以按需整合加入防毒、入侵检测

等安全解决方案。

                                                                 
--- 周晓亮

信息中心副处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VMware助力广西招生考试院

灵活应对业务高峰 

大力提升网络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