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理工学院，建于 1981年，是福建省属公立本科大学，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
主的管理体制。2013年，获批为 “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 ”。 2016年，入选教育部、发
改委 “ 十三五 ”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高校（全国 100 所）。
2017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被评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全国 99所）和 “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色典型经验高校 ”（全国
66所）。2018年，增列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入选福建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福建省
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

学校现有集美、思明、厦软三个校区，占地面积 1927亩，建筑面积 50余万平方
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2亿元。现设有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等 19个院、部全日制在校生 20，081人，专任教师 1，116人。

主要挑战

学校步入高速发展期   网络基础构架有待升级

近年来，厦门理工学院确立了 “强工程、厚经管、大文化 ”的学科专业发展战略
布局，紧密对接厦门市十大千亿产业链，布局发展电子信息类、装备制造、软件与信息
服务、材料应用技术、城乡建设与环保、文化产业、创意与设计、商贸及金融服务等 8
个学科专业群。为此，学校亟需强劲的网络基础构架来支撑学校管理及学科发展。但
是厦门理工学院目前采用传统网络构架，存在运行速度慢，维护困难等问题。为此，学
校 IT部门负责人希望寻求更先进的技术来完善网络构架，为学校发展提供更强劲的
支撑。

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助力数据中心升级

2017年，厦门理工学院的 IT负责人通过多个渠道接触到 VMware的产品，并
对其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很希望与 VMware 携手共同促进学校信息化建设。同时，
VMware在福建教育行业已有了诸多成功案例，其中厦门大学就采用了 vSAN及虚

拟化整体解决方案解决，为其学校构建了高效的网络构架并带来多重效益，这更让
厦门理工学院信心倍增。

VMware服务团队结合厦门理工学院的需求和特点，量身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虚
拟化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并率先应用于集美校区。该方案采用 vSphere 服
务器虚拟化软件，vSAN超融合基础架构软件、NSX网络虚拟化技术，搭建全虚拟
化的数据中新云平台来承载学校的核心应用以及业务系统。同时，VMware 服务团
队还基于 VMware vSphere 集群布置了核心数据库，为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带
来极大的可延展性、可用性和性能优势。

此外，在硬件方面，厦门理工学院选择了性能优异的 Intel Xeon®可扩展处理
器，为 VMware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方案提供高效、安全、敏捷的智能平台。软硬件
的强强联合，为厦门理工学院的数据中心建设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保障。

客户收益

1、承载了大量核心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

厦门理工学院集美校区数据中心有数百台台虚拟机，绝大部分运行在 vSAN，
将学校的数据库、独立网站、网站群、无线平台、日志中心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等核
心应用都搭载虚拟构架之上，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一卡通系统上线之后，运行
速度提高了几倍，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

2、帮助学校节省了大量成本

基于 VMware vSphere 运行的核心数据库，通过虚拟化数据库工作负载，该
方案帮助学校节省了大量硬件成本。此外，该数据库还在不牺牲性能及可管理性的
情况下降低了占地空间、电力和散热需求，帮助客户节省了不少运维开销

3、实现了自动化运维和管理

通过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结合第三方平台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实现了自动
运维和管理。IT 部门能清楚地掌握所有虚拟机的运行情况，资源分配以及安全状况
等，还可以根据教学教务的需求快速做出相应安排，灵活高效，省时省事，让 IT部门
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4、数据中心安全性显著提升

通过 NSX 网络虚拟化技术，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对内部应用进行有效分
级和相互隔离，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网络安全防御机制，并且拥有了高效的安全
策略，全方位守护学校各类数据和信息的安全。

展望未来

在未来，厦门理工学院计划继续与 VMware携手，充分发挥软件定义数据中
心的功能，同时还可能采用其先进技术和产品建立双活乃至多活数据中心，打通
三个校区，进一步提高全校数据及应用的安全性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
作注入更多活力。行业：

教育

区域：

福建

主要挑战：

学校步入高速发展期，亟需强劲的网
络基础构架来支撑学校管理及学科发
展。

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VMware 成功案例

F 

厦门理工学院| 1

VMware助力厦门理工学院

升级数据中心  为学校发展与管理赋能



厦门理工学院，建于 1981年，是福建省属公立本科大学，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
主的管理体制。2013年，获批为 “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 ”。 2016年，入选教育部、发
改委 “ 十三五 ”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高校（全国 100 所）。
2017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被评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全国 99所）和 “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色典型经验高校 ”（全国
66所）。2018年，增列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入选福建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福建省
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

学校现有集美、思明、厦软三个校区，占地面积 1927亩，建筑面积 50余万平方
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2亿元。现设有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等 19个院、部全日制在校生 20，081人，专任教师 1，116人。

主要挑战

学校步入高速发展期   网络基础构架有待升级

近年来，厦门理工学院确立了 “强工程、厚经管、大文化 ”的学科专业发展战略
布局，紧密对接厦门市十大千亿产业链，布局发展电子信息类、装备制造、软件与信息
服务、材料应用技术、城乡建设与环保、文化产业、创意与设计、商贸及金融服务等 8
个学科专业群。为此，学校亟需强劲的网络基础构架来支撑学校管理及学科发展。但
是厦门理工学院目前采用传统网络构架，存在运行速度慢，维护困难等问题。为此，学
校 IT部门负责人希望寻求更先进的技术来完善网络构架，为学校发展提供更强劲的
支撑。

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助力数据中心升级

2017年，厦门理工学院的 IT负责人通过多个渠道接触到 VMware的产品，并
对其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很希望与 VMware 携手共同促进学校信息化建设。同时，
VMware在福建教育行业已有了诸多成功案例，其中厦门大学就采用了 vSAN及虚

厦门理工学院|  2

 

 
 

  
 

 

拟化整体解决方案解决，为其学校构建了高效的网络构架并带来多重效益，这更让
厦门理工学院信心倍增。

VMware服务团队结合厦门理工学院的需求和特点，量身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虚
拟化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并率先应用于集美校区。该方案采用 vSphere 服
务器虚拟化软件，vSAN超融合基础架构软件、NSX网络虚拟化技术，搭建全虚拟
化的数据中新云平台来承载学校的核心应用以及业务系统。同时，VMware 服务团
队还基于 VMware vSphere 集群布置了核心数据库，为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带
来极大的可延展性、可用性和性能优势。

此外，在硬件方面，厦门理工学院选择了性能优异的 Intel Xeon®可扩展处理
器，为 VMware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方案提供高效、安全、敏捷的智能平台。软硬件
的强强联合，为厦门理工学院的数据中心建设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保障。

客户收益

1、承载了大量核心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

厦门理工学院集美校区数据中心有数百台台虚拟机，绝大部分运行在 vSAN，
将学校的数据库、独立网站、网站群、无线平台、日志中心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等核
心应用都搭载虚拟构架之上，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一卡通系统上线之后，运行
速度提高了几倍，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

2、帮助学校节省了大量成本

基于 VMware vSphere 运行的核心数据库，通过虚拟化数据库工作负载，该
方案帮助学校节省了大量硬件成本。此外，该数据库还在不牺牲性能及可管理性的
情况下降低了占地空间、电力和散热需求，帮助客户节省了不少运维开销

3、实现了自动化运维和管理

通过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结合第三方平台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实现了自动
运维和管理。IT 部门能清楚地掌握所有虚拟机的运行情况，资源分配以及安全状况
等，还可以根据教学教务的需求快速做出相应安排，灵活高效，省时省事，让 IT部门
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4、数据中心安全性显著提升

通过 NSX 网络虚拟化技术，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对内部应用进行有效分
级和相互隔离，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网络安全防御机制，并且拥有了高效的安全
策略，全方位守护学校各类数据和信息的安全。

展望未来

在未来，厦门理工学院计划继续与 VMware携手，充分发挥软件定义数据中
心的功能，同时还可能采用其先进技术和产品建立双活乃至多活数据中心，打通
三个校区，进一步提高全校数据及应用的安全性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
作注入更多活力。

VMware产品和服务

VMware vSphere®
VMware vSAN®
VMware NSX®
 

硬件设备

超融合 VSAN服务器

PowerEdge R740xd 服务器

Intel® Xeon® CPU
Xeon Gold 5118

上线时间

2017年7月

VMware助力厦门理工学院

升级数据中心  为学校发展与管理赋能



厦门理工学院，建于 1981年，是福建省属公立本科大学，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
主的管理体制。2013年，获批为 “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 ”。 2016年，入选教育部、发
改委 “ 十三五 ”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高校（全国 100 所）。
2017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被评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全国 99所）和 “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色典型经验高校 ”（全国
66所）。2018年，增列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入选福建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福建省
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

学校现有集美、思明、厦软三个校区，占地面积 1927亩，建筑面积 50余万平方
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2亿元。现设有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等 19个院、部全日制在校生 20，081人，专任教师 1，116人。

主要挑战

学校步入高速发展期   网络基础构架有待升级

近年来，厦门理工学院确立了 “强工程、厚经管、大文化 ”的学科专业发展战略
布局，紧密对接厦门市十大千亿产业链，布局发展电子信息类、装备制造、软件与信息
服务、材料应用技术、城乡建设与环保、文化产业、创意与设计、商贸及金融服务等 8
个学科专业群。为此，学校亟需强劲的网络基础构架来支撑学校管理及学科发展。但
是厦门理工学院目前采用传统网络构架，存在运行速度慢，维护困难等问题。为此，学
校 IT部门负责人希望寻求更先进的技术来完善网络构架，为学校发展提供更强劲的
支撑。

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助力数据中心升级

2017年，厦门理工学院的 IT负责人通过多个渠道接触到 VMware的产品，并
对其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很希望与 VMware 携手共同促进学校信息化建设。同时，
VMware在福建教育行业已有了诸多成功案例，其中厦门大学就采用了 vSAN及虚

拟化整体解决方案解决，为其学校构建了高效的网络构架并带来多重效益，这更让
厦门理工学院信心倍增。

VMware服务团队结合厦门理工学院的需求和特点，量身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虚
拟化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并率先应用于集美校区。该方案采用 vSphere 服
务器虚拟化软件，vSAN超融合基础架构软件、NSX网络虚拟化技术，搭建全虚拟
化的数据中新云平台来承载学校的核心应用以及业务系统。同时，VMware 服务团
队还基于 VMware vSphere 集群布置了核心数据库，为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带
来极大的可延展性、可用性和性能优势。

此外，在硬件方面，厦门理工学院选择了性能优异的 Intel Xeon®可扩展处理
器，为 VMware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方案提供高效、安全、敏捷的智能平台。软硬件
的强强联合，为厦门理工学院的数据中心建设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保障。

客户收益

1、承载了大量核心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

厦门理工学院集美校区数据中心有数百台台虚拟机，绝大部分运行在 vSAN，
将学校的数据库、独立网站、网站群、无线平台、日志中心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等核
心应用都搭载虚拟构架之上，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一卡通系统上线之后，运行
速度提高了几倍，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

2、帮助学校节省了大量成本

基于 VMware vSphere 运行的核心数据库，通过虚拟化数据库工作负载，该
方案帮助学校节省了大量硬件成本。此外，该数据库还在不牺牲性能及可管理性的
情况下降低了占地空间、电力和散热需求，帮助客户节省了不少运维开销

3、实现了自动化运维和管理

通过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结合第三方平台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实现了自动
运维和管理。IT 部门能清楚地掌握所有虚拟机的运行情况，资源分配以及安全状况
等，还可以根据教学教务的需求快速做出相应安排，灵活高效，省时省事，让 IT部门
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4、数据中心安全性显著提升

通过 NSX 网络虚拟化技术，厦门理工学院数据中心对内部应用进行有效分
级和相互隔离，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网络安全防御机制，并且拥有了高效的安全
策略，全方位守护学校各类数据和信息的安全。

展望未来

在未来，厦门理工学院计划继续与 VMware携手，充分发挥软件定义数据中
心的功能，同时还可能采用其先进技术和产品建立双活乃至多活数据中心，打通
三个校区，进一步提高全校数据及应用的安全性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
作注入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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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VMware,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厦门理工学院| 3

客户评价：

我们对 VMware 提供的解决方案非
常满意。在学校发展的道路上，数据中
心的性能尤为重要。采用了该方案之
后，数据中心的可用性和安全性明显
提升了，不仅承载了大量核心应用，还
帮学校节省了运维和管理成本。

——叶瑞哲 

厦门理工学院网络技术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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