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于 1987年正式开诊运营，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家
集妇女儿童医疗、保健、科研、教学、培训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三级甲
等妇产医院、三级甲等儿童医院。同时，该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项目合作单位。医院设有产科、新生儿科和儿童保健科、妇
科、妇女保健科、内科、儿内科、儿外科等数十个科室，承担着全区妇女儿童的医
疗保健重任，承担着对全区妇幼保健从业人员的指导和业务培训工作及多个国
家级妇幼卫生项目的实施任务。医院曾先后荣获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爱
婴医院 ”、“母婴友好医院先进单位 ”、“百佳医院 ”、等众多荣誉称号。

主要矛盾

新院数据中心网络构架先行确定  实现双活困难重重

历经 30年的发展，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医院原有的硬件和功能布局已相对滞
后，不能完全满足新形势下妇女儿童就医的需求。为全面提升该院的医疗、科研
水平，带给患者更加便捷高效、温馨舒适的就医体验，2014年开始，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就全额投资兴建了新院项目，并规划该院于 2019年 7月实现整体搬迁。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原有数据中心的 IT构架比较基础，随
着医院的发展已明显无法承载各项业务。不过，由于全院整体搬迁这一良好契
机，数据中心得以全面的改造，新院区规划建设了两个现代化的数据中心。但问
题也随之而来，按照院方的期望，这两个数据中心最好能实现应用级的双活，从
而实现业务可以任意迁移且不中断。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两大数据中心的存
储和网络架构已经先行设计完成，只有主机尚未确定，院方无权更改。由此，也产
生了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首先，按照厂商的网络设计，两个数据中心并未按照双活架构做规划，一个
数据中心属于主核心，另一数据中心则属于接入节点，在这样的设计基础上，构
建双活数据中心，本就困难重重。

其次，按照原有设计，其数据中心主要采用大二层的扁平化结构，仅单边有
防火墙设置，安全性较弱，要在此基础上更改为双边防火墙等安全策略，则程序
相对复杂。

再次，数据中心的不少业务端口都基于第三方，这使得院方的 IT人员上线业务
系统造成了诸多不便。

为了让医院的网络架构更加灵活、安全，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的 IT部门希望寻求
一个合适的高效解决方案，为业务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解决方案

用解耦合思路构建应用级双活数据中心

VMware的不少企业级客户，在数据中心构建或改造之初，就已将实现双活作
为重要目标纳入了网络构架设计之中。而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其储
存及网络构架已经无法更改，想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中心应用级的双活，必须下一番
功夫，这也是该项目的难点之所在。不过，这难不倒 VMware的技术与服务团队，他
们结合院方的实际情况，经过详细的论证，采用解耦合的思路，让两个数据中心的资
源利用更加优化、合理，并结合 VMware作为云计算领导厂商产品的技术和优势，为
其设计了私有云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从而顺利解决了数据中心中原本存在的一些
不足，而且带来更多新收益。

该私有云数据中心建设内容包含原有主机房改造和新建容灾机房，两个数据中
心采用双活架构，利用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技术构建新一代私有
云数据中心，再结合云运维管理平台和云资源管理平台实现自动化运维和自动化服
务交付，实现医院信息系统基础架构 “统一规划 ”、“统一部署 ”、“统一投资 ”和 “统
一管理 ”，最终实现医院 IT“服务 ”转型。

在软件方面，该解决方案主要运用到了 vCenter Server 虚拟化管理平台， 
vSphere企业增强版、vRealize Operations高级版、vRealize Automation高级
版、NSX网络虚拟化平台、Horizon 标准版等性能卓越的软件系统，构建成强大、灵
活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再搭配强大的 Intel Xeon® 处理器，软
硬件的强强联合，全面提升了内蒙妇幼保健院业务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易管理
性，也为满足新型业务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客户收益

1、数据中心的容灾能力大幅度提高

在 VMware的帮助下，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利用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相
关网络技术构建了同院区不同楼宇的双活数据中心，解决了单数据中心故障业务中

断风险，若数据中心出现整体故障，业务系统将自动切换并实现业务零中断，充
分满足了信息系统持续运行目标，实现了同城应用级容灾。

2、数据中心敏捷性明显增强  实现应用分钟级交付

随着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每个月或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些新业务系统上
线，更新速度越来频繁，测试开发的进度也越来越快。按照以往的速度，为了一
个新应用的上线，IT 部门往往需要耗费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而现在，在
VMware系列软件的支持之下，服务器从储存端到网络端已准备妥当，开发进
度明显增快，交付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十几分钟，甚至实现了数分钟内交付。

3、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直线上升  确保数据无忧

医院的信息安全关乎无数患者的健康以及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做好信息
系统的安全防护，保证数据无忧相当重要。基于 NSX的网络微分段技术，内蒙
古妇幼保健院建立信息系统安全标准化体系，统一规划和部署防病毒、防火墙
等安全组件，在任意服务器之间、任意设备和服务器之间实现细粒度访问控制
策略，让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直线上升。

4、构建了高效的云管理平台  工作人员效率提升三倍

借助该方案，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建立了统一的管理平台，对基础设施、IT设
备等资源进行动态调度和自动管控，简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运营效率，也降低
了运营成本。从具体案例来看，在其传统 IT构架下，服务器的主机，网络安全和
存储管理分别需要不同的工作人员执行。而现在，由于云管平台的上线，大大提
高业务管理的标准化、流程化，有些操作通过虚拟管理员就能完成，审批速度更
快，管理更加灵活， 而 IT 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无需四处救火，工作效率提升了
2-3倍。

未来展望

目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已经整体搬迁完毕，新的双活数据中心也已投入
正式使用之中，正在为医院各项业务提供强劲支持。在未来，双方还将继续携
手，充分挖掘 VMware支持下的私有云数据中心的效能，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同时也为医院的医疗、科研等保驾护航。

行业：

医疗

区域：

内蒙古

主要挑战：

● 新院区两个数据中心的网络构架已
先行确定，无法更改，而院方希望打
破原有设计，构建更加灵活、安全的
双活数据中心。

解决方案：
私有云双活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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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妇幼保健院，于 1987年正式开诊运营，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家
集妇女儿童医疗、保健、科研、教学、培训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三级甲
等妇产医院、三级甲等儿童医院。同时，该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项目合作单位。医院设有产科、新生儿科和儿童保健科、妇
科、妇女保健科、内科、儿内科、儿外科等数十个科室，承担着全区妇女儿童的医
疗保健重任，承担着对全区妇幼保健从业人员的指导和业务培训工作及多个国
家级妇幼卫生项目的实施任务。医院曾先后荣获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爱
婴医院 ”、“母婴友好医院先进单位 ”、“百佳医院 ”、等众多荣誉称号。

主要矛盾

新院数据中心网络构架先行确定  实现双活困难重重

历经 30年的发展，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医院原有的硬件和功能布局已相对滞
后，不能完全满足新形势下妇女儿童就医的需求。为全面提升该院的医疗、科研
水平，带给患者更加便捷高效、温馨舒适的就医体验，2014年开始，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就全额投资兴建了新院项目，并规划该院于 2019年 7月实现整体搬迁。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原有数据中心的 IT构架比较基础，随
着医院的发展已明显无法承载各项业务。不过，由于全院整体搬迁这一良好契
机，数据中心得以全面的改造，新院区规划建设了两个现代化的数据中心。但问
题也随之而来，按照院方的期望，这两个数据中心最好能实现应用级的双活，从
而实现业务可以任意迁移且不中断。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两大数据中心的存
储和网络架构已经先行设计完成，只有主机尚未确定，院方无权更改。由此，也产
生了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首先，按照厂商的网络设计，两个数据中心并未按照双活架构做规划，一个
数据中心属于主核心，另一数据中心则属于接入节点，在这样的设计基础上，构
建双活数据中心，本就困难重重。

其次，按照原有设计，其数据中心主要采用大二层的扁平化结构，仅单边有
防火墙设置，安全性较弱，要在此基础上更改为双边防火墙等安全策略，则程序
相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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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数据中心的不少业务端口都基于第三方，这使得院方的 IT人员上线业务
系统造成了诸多不便。

为了让医院的网络架构更加灵活、安全，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的 IT部门希望寻求
一个合适的高效解决方案，为业务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解决方案

用解耦合思路构建应用级双活数据中心

VMware的不少企业级客户，在数据中心构建或改造之初，就已将实现双活作
为重要目标纳入了网络构架设计之中。而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其储
存及网络构架已经无法更改，想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中心应用级的双活，必须下一番
功夫，这也是该项目的难点之所在。不过，这难不倒 VMware的技术与服务团队，他
们结合院方的实际情况，经过详细的论证，采用解耦合的思路，让两个数据中心的资
源利用更加优化、合理，并结合 VMware作为云计算领导厂商产品的技术和优势，为
其设计了私有云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从而顺利解决了数据中心中原本存在的一些
不足，而且带来更多新收益。

该私有云数据中心建设内容包含原有主机房改造和新建容灾机房，两个数据中
心采用双活架构，利用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技术构建新一代私有
云数据中心，再结合云运维管理平台和云资源管理平台实现自动化运维和自动化服
务交付，实现医院信息系统基础架构 “统一规划 ”、“统一部署 ”、“统一投资 ”和 “统
一管理 ”，最终实现医院 IT“服务 ”转型。

在软件方面，该解决方案主要运用到了 vCenter Server 虚拟化管理平台， 
vSphere企业增强版、vRealize Operations高级版、vRealize Automation高级
版、NSX网络虚拟化平台、Horizon 标准版等性能卓越的软件系统，构建成强大、灵
活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再搭配强大的 Intel Xeon® 处理器，软
硬件的强强联合，全面提升了内蒙妇幼保健院业务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易管理
性，也为满足新型业务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客户收益

1、数据中心的容灾能力大幅度提高

在 VMware的帮助下，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利用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相
关网络技术构建了同院区不同楼宇的双活数据中心，解决了单数据中心故障业务中

断风险，若数据中心出现整体故障，业务系统将自动切换并实现业务零中断，充
分满足了信息系统持续运行目标，实现了同城应用级容灾。

2、数据中心敏捷性明显增强  实现应用分钟级交付

随着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每个月或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些新业务系统上
线，更新速度越来频繁，测试开发的进度也越来越快。按照以往的速度，为了一
个新应用的上线，IT 部门往往需要耗费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而现在，在
VMware系列软件的支持之下，服务器从储存端到网络端已准备妥当，开发进
度明显增快，交付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十几分钟，甚至实现了数分钟内交付。

3、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直线上升  确保数据无忧

医院的信息安全关乎无数患者的健康以及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做好信息
系统的安全防护，保证数据无忧相当重要。基于 NSX的网络微分段技术，内蒙
古妇幼保健院建立信息系统安全标准化体系，统一规划和部署防病毒、防火墙
等安全组件，在任意服务器之间、任意设备和服务器之间实现细粒度访问控制
策略，让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直线上升。

4、构建了高效的云管理平台  工作人员效率提升三倍

借助该方案，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建立了统一的管理平台，对基础设施、IT设
备等资源进行动态调度和自动管控，简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运营效率，也降低
了运营成本。从具体案例来看，在其传统 IT构架下，服务器的主机，网络安全和
存储管理分别需要不同的工作人员执行。而现在，由于云管平台的上线，大大提
高业务管理的标准化、流程化，有些操作通过虚拟管理员就能完成，审批速度更
快，管理更加灵活， 而 IT 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无需四处救火，工作效率提升了
2-3倍。

未来展望

目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已经整体搬迁完毕，新的双活数据中心也已投入
正式使用之中，正在为医院各项业务提供强劲支持。在未来，双方还将继续携
手，充分挖掘 VMware支持下的私有云数据中心的效能，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同时也为医院的医疗、科研等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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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妇幼保健院，于 1987年正式开诊运营，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家
集妇女儿童医疗、保健、科研、教学、培训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三级甲
等妇产医院、三级甲等儿童医院。同时，该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项目合作单位。医院设有产科、新生儿科和儿童保健科、妇
科、妇女保健科、内科、儿内科、儿外科等数十个科室，承担着全区妇女儿童的医
疗保健重任，承担着对全区妇幼保健从业人员的指导和业务培训工作及多个国
家级妇幼卫生项目的实施任务。医院曾先后荣获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爱
婴医院 ”、“母婴友好医院先进单位 ”、“百佳医院 ”、等众多荣誉称号。

主要矛盾

新院数据中心网络构架先行确定  实现双活困难重重

历经 30年的发展，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医院原有的硬件和功能布局已相对滞
后，不能完全满足新形势下妇女儿童就医的需求。为全面提升该院的医疗、科研
水平，带给患者更加便捷高效、温馨舒适的就医体验，2014年开始，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就全额投资兴建了新院项目，并规划该院于 2019年 7月实现整体搬迁。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原有数据中心的 IT构架比较基础，随
着医院的发展已明显无法承载各项业务。不过，由于全院整体搬迁这一良好契
机，数据中心得以全面的改造，新院区规划建设了两个现代化的数据中心。但问
题也随之而来，按照院方的期望，这两个数据中心最好能实现应用级的双活，从
而实现业务可以任意迁移且不中断。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两大数据中心的存
储和网络架构已经先行设计完成，只有主机尚未确定，院方无权更改。由此，也产
生了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首先，按照厂商的网络设计，两个数据中心并未按照双活架构做规划，一个
数据中心属于主核心，另一数据中心则属于接入节点，在这样的设计基础上，构
建双活数据中心，本就困难重重。

其次，按照原有设计，其数据中心主要采用大二层的扁平化结构，仅单边有
防火墙设置，安全性较弱，要在此基础上更改为双边防火墙等安全策略，则程序
相对复杂。

再次，数据中心的不少业务端口都基于第三方，这使得院方的 IT人员上线业务
系统造成了诸多不便。

为了让医院的网络架构更加灵活、安全，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的 IT部门希望寻求
一个合适的高效解决方案，为业务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解决方案

用解耦合思路构建应用级双活数据中心

VMware的不少企业级客户，在数据中心构建或改造之初，就已将实现双活作
为重要目标纳入了网络构架设计之中。而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其储
存及网络构架已经无法更改，想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中心应用级的双活，必须下一番
功夫，这也是该项目的难点之所在。不过，这难不倒 VMware的技术与服务团队，他
们结合院方的实际情况，经过详细的论证，采用解耦合的思路，让两个数据中心的资
源利用更加优化、合理，并结合 VMware作为云计算领导厂商产品的技术和优势，为
其设计了私有云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从而顺利解决了数据中心中原本存在的一些
不足，而且带来更多新收益。

该私有云数据中心建设内容包含原有主机房改造和新建容灾机房，两个数据中
心采用双活架构，利用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技术构建新一代私有
云数据中心，再结合云运维管理平台和云资源管理平台实现自动化运维和自动化服
务交付，实现医院信息系统基础架构 “统一规划 ”、“统一部署 ”、“统一投资 ”和 “统
一管理 ”，最终实现医院 IT“服务 ”转型。

在软件方面，该解决方案主要运用到了 vCenter Server 虚拟化管理平台， 
vSphere企业增强版、vRealize Operations高级版、vRealize Automation高级
版、NSX网络虚拟化平台、Horizon 标准版等性能卓越的软件系统，构建成强大、灵
活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再搭配强大的 Intel Xeon® 处理器，软
硬件的强强联合，全面提升了内蒙妇幼保健院业务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易管理
性，也为满足新型业务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客户收益

1、数据中心的容灾能力大幅度提高

在 VMware的帮助下，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利用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相
关网络技术构建了同院区不同楼宇的双活数据中心，解决了单数据中心故障业务中

断风险，若数据中心出现整体故障，业务系统将自动切换并实现业务零中断，充
分满足了信息系统持续运行目标，实现了同城应用级容灾。

2、数据中心敏捷性明显增强  实现应用分钟级交付

随着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每个月或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些新业务系统上
线，更新速度越来频繁，测试开发的进度也越来越快。按照以往的速度，为了一
个新应用的上线，IT 部门往往需要耗费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而现在，在
VMware系列软件的支持之下，服务器从储存端到网络端已准备妥当，开发进
度明显增快，交付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十几分钟，甚至实现了数分钟内交付。

3、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直线上升  确保数据无忧

医院的信息安全关乎无数患者的健康以及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做好信息
系统的安全防护，保证数据无忧相当重要。基于 NSX的网络微分段技术，内蒙
古妇幼保健院建立信息系统安全标准化体系，统一规划和部署防病毒、防火墙
等安全组件，在任意服务器之间、任意设备和服务器之间实现细粒度访问控制
策略，让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直线上升。

4、构建了高效的云管理平台  工作人员效率提升三倍

借助该方案，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建立了统一的管理平台，对基础设施、IT设
备等资源进行动态调度和自动管控，简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运营效率，也降低
了运营成本。从具体案例来看，在其传统 IT构架下，服务器的主机，网络安全和
存储管理分别需要不同的工作人员执行。而现在，由于云管平台的上线，大大提
高业务管理的标准化、流程化，有些操作通过虚拟管理员就能完成，审批速度更
快，管理更加灵活， 而 IT 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无需四处救火，工作效率提升了
2-3倍。

未来展望

目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已经整体搬迁完毕，新的双活数据中心也已投入
正式使用之中，正在为医院各项业务提供强劲支持。在未来，双方还将继续携
手，充分挖掘 VMware支持下的私有云数据中心的效能，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同时也为医院的医疗、科研等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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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借助云计算领导厂商 VMware产品和
技术，帮助了内蒙妇幼保健院 IT部门
解决现有数据中心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和挑战，通过本项目的落地提高了内蒙
妇幼保健院业务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
和易管理性，同时为满足新型业务服务
能力和水平的需求奠定坚实基础。通过
网络与安全虚拟化极大的简化了我院
的双活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系统的复
杂性，让我们有限的 IT人员能够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业务建设当中去。

--何海燕

运维工程师经理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信息中心

VMware助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

打破构架设计难题  构建双活数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