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师范大学 ( 简称江西师大 ) 是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和中西

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学校融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十大学科门类于一体，位于具有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素有 “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 美誉的江西省省会南昌，对江西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被江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优先发展的省属重点（师

范）大学。

学校现有瑶湖、青山湖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3,500 余亩，建筑面积 140 余万

平方米，馆藏纸质文献 304 余万册，电子图书 330 余万册，拥有全日制本专科生

3 万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5,000 余人，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 1 万余人。

作为江西省本科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普通高等院校，江西师大对信息化建

设颇为重视。学校设有信息化办公室专门负责全校网络信息管理、数字化校园建

设、各院系网络系统托管等众多工作，为学校教学及科研等提供支持。不过，随着

学校发展的加速以及教育行业整体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信息化办公室遭遇

了一些新挑战：

首先，IT 人员有限 ，而运维管理工作日益繁重

信息化办公室的网络信息中心，原采用传统服务器虚拟化承载学校管理类

以及部分学院应用，各种系统上线全靠手工部署，费时费力。其储存则采用单点

部署，每次部署也需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储存区域一旦划定就难以共享，极为不

便。随着学校信息化应用日渐增多，几乎平均每个月就要增加 6 台虚拟机，任务

越来越繁重，而 IT 人员数量又相当有限，使得信息化办公室的运维管理工作难上

加难。

其次，学校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不断提高，但 IT 基础构架预算不足

随着学校的发展，教学科研等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学院托管在信

息化办公的应用系统及学校管理系统等数量持续增加，其对系统应用的可靠性

要求也一再升级。这就要求 IT 基础架构资源容量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费用计算归

属不清晰、申请程序复杂等原因，预算申请较为困难。如何利用有限的预算来满

足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各种需求，将成为考验信息化办公室的一大难题。

再次，学校数据中心的安全性亟待提升

根据国家《网络安全法》要求，高校的网络安全必须通过相关等级评定。而

且，近年来，其他高校出现了因信息泄露导致人身安全的事故，去年震惊全球

的勒索病毒也让一些学校遭受了损失。这些案例，让江西师大信息化办公室对

网络信息中心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信息化办公室还肩负着托管

各院系系统的责任。这些系统大都由各院系独立采购，在归属信息化办公室管

理之后，其业务安全性和可靠性也都受到一定挑战。

解决方案

VMware 为江西师大构建高效、稳定、安全的私有云平台

面对这些挑战，江西师大信息化办公室积极寻找优质的合作伙伴，希望对

学校网络信息中心做全方位的更新换代。这几年来，VMware 帮助江西不少高

校完成了信息化建设，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江西师大作为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

化学会的核心成员，对全省高校信息化建设做指导工作 ，对 VMware 的产品

和成功案例已早有耳闻。同时，江西师大的 IT 人员也曾多次参加 VMware 的

产品发布会及相关活动，对旗下的产品和服务较为熟悉。因此，VMware 首先

被江西师大纳入了考虑范围，并最终成为其信息化建设与创新的良伴。

VMware 项目实施团队结合学校需求，为其提供了一整套稳定、可靠、高

效的私有云平台搭建方案。该方案包括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 NSX 网络虚

拟化安全平台、vSAN 超融合基础构架、vRealize Automation 云平台管理

套件，从储存、计算到网络应用再到安全，形成一个强大的软件定义的数据中

心，全方位支持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创新。

客户收益

1、数据中心运行更高效，运维更简单

基于这套方案，江西师大构建了学校主数据中心和容灾数据中心，并采用

服务器虚拟化支撑核心管理应用资源池、部门应用资源池、教学及科研资源

池、虚拟桌面资源池。数据中心以基于策略的方式进行自动化的配置、部署和

扩展，为学校选课、招生、迎新、实训、办公等提供全面方面的服务。利用

vSphere 虚拟化技术与 vSAN 分布式存储技术，客户仅需简单设置就可以根

据资源的增减，恰当分配存储空间。在云平台的支持下，信息化办公室可以对

学校所有网络系统进行轻松管理，业务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得到明显提升。

2、校园网络安全性显著提高

通过 NSX 网络虚拟化平台，无需依赖传统硬件解决方案，在同一物理网络

架构下就可以实现租户之间的隔离，并为其提供所需网络服务。现在，每个院系

租户及每一个虚拟机成为自己的安全防护区。而且在 vRA 内部，通过资源池作

为租户分割边界，一旦资源生成，加入资源池，对应安全策略即刻生效，高效安

全。这样的操作模式可以实现更精细的租户网络安全防护，对用户网络服务响

应速度更快，同时各个院系也拥有了更强的网络自助服务能力。

3、为新兴课程提供更优质的 IT 资源支持

跟随时代发展趋势，江西师大逐步开设了云计算、大数据等课程，借助平云

台，信息化办公室让 IT 资源与教学有了更密切的联系，能有效帮助学生学习到

当今 IT 最前沿的技术。

4、信息化办公室的整体价值得到大幅提升

在 VMware 的支持下，江西师大信息化办公室实现了从基础构架管理者

到信息化运营者的转型，成为了学校发展及教学科研创新的重要推手。与此同

时，数据中心所用的资源采用虚拟计费方式，可以让学校领导部门清楚地知晓

IT 投资的用处及成效。事实证明，采用了 VMware 的解决方案，学校的成本预

算不仅没有增加，由于缩减了硬件开销，系统由信息化办公室统一采购等，总体

预算节省了至少 30%。而以上这些成果也让信息化办公室的整体价值也得以

大幅提升。

展望未来

目前江西师大云平台已经在稳定运行之中，更多业务和系统将搭建在该平

台之上。在未来，学校云平台还将从双活数据中心向多活数据中心转变，更全面

地挖掘云平台的应用价值，为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及创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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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学校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不断提高，但 IT 基础构架预算不足

随着学校的发展，教学科研等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学院托管在信

息化办公的应用系统及学校管理系统等数量持续增加，其对系统应用的可靠性

要求也一再升级。这就要求 IT 基础架构资源容量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费用计算归

属不清晰、申请程序复杂等原因，预算申请较为困难。如何利用有限的预算来满

足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各种需求，将成为考验信息化办公室的一大难题。

再次，学校数据中心的安全性亟待提升

根据国家《网络安全法》要求，高校的网络安全必须通过相关等级评定。而

且，近年来，其他高校出现了因信息泄露导致人身安全的事故，去年震惊全球

的勒索病毒也让一些学校遭受了损失。这些案例，让江西师大信息化办公室对

网络信息中心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信息化办公室还肩负着托管

各院系系统的责任。这些系统大都由各院系独立采购，在归属信息化办公室管

理之后，其业务安全性和可靠性也都受到一定挑战。

解决方案

VMware 为江西师大构建高效、稳定、安全的私有云平台

面对这些挑战，江西师大信息化办公室积极寻找优质的合作伙伴，希望对

学校网络信息中心做全方位的更新换代。这几年来，VMware 帮助江西不少高

校完成了信息化建设，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江西师大作为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

化学会的核心成员，对全省高校信息化建设做指导工作 ，对 VMware 的产品

和成功案例已早有耳闻。同时，江西师大的 IT 人员也曾多次参加 VMware 的

产品发布会及相关活动，对旗下的产品和服务较为熟悉。因此，VMware 首先

被江西师大纳入了考虑范围，并最终成为其信息化建设与创新的良伴。

VMware 项目实施团队结合学校需求，为其提供了一整套稳定、可靠、高

效的私有云平台搭建方案。该方案包括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 NSX 网络虚

拟化安全平台、vSAN 超融合基础构架、vRealize Automation 云平台管理

套件，从储存、计算到网络应用再到安全，形成一个强大的软件定义的数据中

心，全方位支持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创新。

客户收益

1、数据中心运行更高效，运维更简单

基于这套方案，江西师大构建了学校主数据中心和容灾数据中心，并采用

服务器虚拟化支撑核心管理应用资源池、部门应用资源池、教学及科研资源

池、虚拟桌面资源池。数据中心以基于策略的方式进行自动化的配置、部署和

扩展，为学校选课、招生、迎新、实训、办公等提供全面方面的服务。利用

vSphere 虚拟化技术与 vSAN 分布式存储技术，客户仅需简单设置就可以根

据资源的增减，恰当分配存储空间。在云平台的支持下，信息化办公室可以对

学校所有网络系统进行轻松管理，业务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得到明显提升。

2、校园网络安全性显著提高

通过 NSX 网络虚拟化平台，无需依赖传统硬件解决方案，在同一物理网络

架构下就可以实现租户之间的隔离，并为其提供所需网络服务。现在，每个院系

租户及每一个虚拟机成为自己的安全防护区。而且在 vRA 内部，通过资源池作

为租户分割边界，一旦资源生成，加入资源池，对应安全策略即刻生效，高效安

全。这样的操作模式可以实现更精细的租户网络安全防护，对用户网络服务响

应速度更快，同时各个院系也拥有了更强的网络自助服务能力。

3、为新兴课程提供更优质的 IT 资源支持

跟随时代发展趋势，江西师大逐步开设了云计算、大数据等课程，借助平云

台，信息化办公室让 IT 资源与教学有了更密切的联系，能有效帮助学生学习到

当今 IT 最前沿的技术。

4、信息化办公室的整体价值得到大幅提升

在 VMware 的支持下，江西师大信息化办公室实现了从基础构架管理者

到信息化运营者的转型，成为了学校发展及教学科研创新的重要推手。与此同

时，数据中心所用的资源采用虚拟计费方式，可以让学校领导部门清楚地知晓

IT 投资的用处及成效。事实证明，采用了 VMware 的解决方案，学校的成本预

算不仅没有增加，由于缩减了硬件开销，系统由信息化办公室统一采购等，总体

预算节省了至少 30%。而以上这些成果也让信息化办公室的整体价值也得以

大幅提升。

展望未来

目前江西师大云平台已经在稳定运行之中，更多业务和系统将搭建在该平

台之上。在未来，学校云平台还将从双活数据中心向多活数据中心转变，更全面

地挖掘云平台的应用价值，为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及创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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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从传统模式到先进的私有云平台，从同

事们眼中管网络、修电脑的部门到学校

整体信息化建设的运营者，VMware 的

解决方案稳定、灵活、高效，给予了我们

很大的帮助。

--- 郭主任

江西师范大学信息化办公室 

                                                              

VMware帮助江西师大搭建私有云平台

为高校信息化建设及创新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