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Mware 成功案例

早在 2010 年左右，瑞安农商就与 VMware 携手，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灵活的 IT 系统平台， 以
响应快速发展的业务需求，提高新业务部署的敏捷性和灵活性，保障了业务连续性。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瑞安农商也面临一些新挑战，作为亲密的合作伙伴，VMware 采用了一系列
领先方案，为瑞安农商打造现代化应用平台，助其推进数字化转型。

 

 

主要挑战
新技术发展加速，客户面临存储、安全、移动办公、业务应用容器化和生产化等挑战

近年来，云计算、虚拟化、互联网等新技术层出不穷，这给不断发展中的瑞安农商待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总结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重要业务迁移到 VMware 虚拟平台，安全性亟需更新

随着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的不断普及，瑞安农商将越来越多的重要业务系统逐步迁移到了
VMware 的虚拟化平台上，虚拟化的业务系统占比已远远超过了物理化的业务系统。由于该平台建
设年代较早，当时很多解决方案的安全颗粒度只做到了主机级别，其内部安全性能亟需更新。

2、互联网业务大力发展，新应用需要新管理手段

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瑞安农商银行也乘势而上，大力发展互联网业务及移动端业务，银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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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上线速度明显加快
运营成本显著降低  

构建了移动办公平台
让工作更高效

浙江瑞安农商银行（简称瑞安农商）于
2014 年 5 月份由合作银行改制成立，现辖
近 100 个网点，自助银行和丰收驿站遍布
瑞安全市，是瑞安市营业网点最多、从业人
员最多、服务客户最多的银行机构，其金融
产品涵盖信贷、消费、理财、外汇等多个领
域，丰收卡、市民卡、丰收小额贷款卡、丰收
创业卡。目前，瑞安农商正紧紧围绕建设一
流社区银行的发展愿景不断前进，致力于
打造“做业务最实、与民企最亲、离百姓最
近”的一流社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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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VMware 系列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打造现代化应用平台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瑞安农商坚定不移地与 VMware 合作，通过较长时间的连续建设，已构建
起了适合当前发展，且面向未来的，基于全栈云架构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VCF)的现代化
应用平台 。

在整体架构上，瑞安农商采用 VCF 解决方案，成功部署了 VMware 现代化应用平台。基于该
平台，瑞安农商可以快速部署 U2VL 的业务系统，新兴的业务系统，以及云原生的业务系统。

在网络安全方面，由于瑞安农商已实现了物理网络的 SDN 架构，但其虚拟云架构中，各网络没
有实现统一和一体化的管理，所以瑞安农商借助 VMware NSX 解决方案将不同生产区域，不同的
基础架构（虚拟机、容器、X86 物理架构）通过统一的网络平台进行管理。

在数据存储方面，瑞安农商银行采用 VMware HCI 分布式全闪存储解决方案。通过 VMware 

vSAN 首先解决了数据存储问题、扩展性问题。另外，vSAN 自身独有的安全机制解决了数据的安
全性、可靠性的问题。在性能方面，瑞安农商银行这次采用全闪的 VMware HCI Ready Node 硬件
以及 Intel 至强金牌处理器等，确保了瑞安农商银行现代化应用平台的性能。

在应用创新方面，瑞安农商尝试过多种其他品牌服务商的解决方案，效果并不理想，后试用了
VMware 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从服务，还是稳定可靠性，以及未来方向性等上看，都比较符合客户的
预期，也更满足了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因此，瑞安农商最终选择了 VMware Tanzu Kubernetes Grid 

和 vSphere with Kubernetes 解决方案。

在移动化平台办公方面，瑞安农商则采用了智能驱动型数字化工作空间平台 VMware Workspace 

ONE，构建“移动办公桌”，让 IT 管理更轻松，员工办公更高效。

在管理方面，瑞安农商选用了 VMware 的 vRealize Operations Management，该方案可使
用户更全面地了解桌面、vSAN、NSX 及容器的运行情况。它可收集和分析性能数据、关联异常现象，
并可识别出构成性能问题的根本原因。它提供的容量管理可优化资源使用率，基于策略的配置管理
则可确保合规性并消除数量剧增和配置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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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了微信银行，手机银行，移动商城，丰收互联等。为此，解决不同业务段之间的终端安全管理，成
为瑞安农商信息科技部迫在眉睫问题。同时，瑞安农商的微信银行等应用系统已实现虚拟化，其未
来的发展方向也将逐步走向软件定义网络，目前采用硬件化的负载均衡将面临扩展难、运维不便等
问题。为了更好地配合业务发展，瑞安科技部也需要及时攻克这一重要课题。

3、桌面管理耗时费力，需利用有限资金提供有效支持

目前，瑞安农商设辖近 100 个营业网点，网点遍布全市，网点及普通的行员和研发团队，基本上
保证人手一台电脑，有些业务员工甚至需配备两台电脑。电脑数量众多，IT 部门逐个管理计算机桌面
耗时冗长，疲于应对。疫情期间，该问题愈发突出，员工们一旦离开办公室，便无法访问自己的计算
机桌面和应用程序，限制了他们在非工作时间内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同时，近年来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自用设备）大行其道，瑞安农商也在探索如何保证大家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
进行有效安全的工作。就这些现状来看，建设移动办公平台已成瑞安农商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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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收益

VMware 整体解决方案的成功落地，助力瑞安农商的信息化建设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时，该行
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也将项目成功经验整理成文，发表在浙江农信内部刊物上，并获得个人的科技
创新奖。概括来说，客户主要获得以下四个方面的收益。

1、 平台安全性大为提升，且符合等保 2.0 要求
VMware 帮助客户解决了互联网区域业务的快速扩展，以及互联网各个业务区域的网络隔离

和安全。VMware NSX 解决方案帮助瑞安农商实现了统一的网络架构和管理，虚拟云架构的安全
和虚拟桌面的的安全。该方案在各个业务区域之间以及内部需要做安全隔离；各个桌面组之间的通
信安全需要做到安全保护；此外，瑞安农商还通过 NSX，基于身份 ID，实现了桌面安全的进一步加固，
符合等保 2.0 的安全要求。

2、业务上线速度明显加快，运营成本显著降低
VMware 现代化应用平台提高了瑞安农商的互联网业务基础架构的弹性和安全，大大缩短了业

务上线时间，助力其互联网业务、创新业务快速上线，安全运营，让瑞安农商的业绩保持快速增长。
另外，通过借助该平台的整体运作，以及 vRealize Operations 等解决方案的助力，业务管理更加
智能、便利，也大大降低了相关业务的运营成本。

3、构建了移动办公平台，让工作更高效
Workspace One 的上线，让瑞安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了在任意地点、任意时候、任意

设备都可以轻松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该解决方案强大的安全管控能力，也确保了各项数据的安
全。

4、全面推动了客户的数字化转型
无论是从安全、存储、还是创新应用、桌面、管理，VMware 提供的现代化应用平台解决方案平台

与发展路线，都符合瑞安农商的数字化转型要求，是其信息化建设道路上的重要推手。瑞安农商也是
浙江农信体系下的信息建设标杆建设单位，该行的这些有益尝试，也为兄弟单位起到良好的示范作
用。

 
  

展望未来
VMware 现代化应用平台不仅满足了当前及未来几年内瑞安农商信息化的需求，同时，该平台

的灵活性与领先性也为该行未来信息化水平的与时俱进夯实了基础，不断为各项业务的发展赋能。

客户评价:

 - - 周曦
 浙江瑞安农商银行

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

VMware 的现代化应用平台解决方
案符合我行对一体化基础构架平台的建
设诉求。同时，VMware 领先的技术线
路完全可以支撑我行在未来创新业务
上的发展，期待我们一起探索信息建
设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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