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人民医院，亦名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暨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临床医学研究院、江苏省红十字医院。前身为

1936 年成立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附设诊疗所，至今已有 82 年的历史。

江苏省人民医院是江苏省综合实力强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担负着医疗、

教学、科研、行风四项中心任务。医院占地面积 300 亩，现有建筑面积 41 万平方

米，固定资产总额 24 亿元，实际开放床位 3685 张，职工 5300 余人，拥有多个

国家、省级重点学科、实验室及众多贡献突出的医学专家。

医院新楼落成  亟需构建全新数据中心

2017 年，江苏省人民医院新门急诊病房综合楼落成，总建筑面积 22.5 万平

方米，建筑高度 99 米，分为主楼和裙楼，主楼地上 24 层，地下 2 层；裙楼为主

楼延伸开 8 层；共设置了 57 部电梯，大楼设置床位数 1500 张，日门诊量可容

纳 2 万人次。如此重要的医院新楼，必然承载着无数的医疗、科研等业务，因此，

医院原有的 IT 资源必须扩容，IT 部门急需部署与新楼匹配的数据中心。 

本院新楼项目完成之后，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江苏省人民

医院妇幼分院（又名省妇幼保健院），距离本院约 6 公里，其全新扩建项目完工，

也需要部署全新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整体建设完成之后，需与本院数据中心协

同工作，为医院各项业务提供支撑。

SDDC 解决方案为江苏省人民医院打造分布式数据中心

多年以来，江苏省人民医院一直是 VMware 的老客户，对于 VMware 的技

术和服务相当认可。在此之前，江苏省人民医院主要是针对每个项目建立相应的

IT 数据处理设施。同时，由于受当时整体技术的局限，医院仍在运行的 IT 运维系

统是服务器虚拟化 + 传统架构，随着时代变化，这一架构也需升级。面对新挑战，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 IT 运维部门自然而然地选择了 VMware，坚信 VMware 能

为其提供稳定、高效、灵活的解决方案，保证医院业务顺利运转。

VMware 及项目实施方结合客户特点，面向未来，为其提供了软件定义的数

据中心 SDDC 整体解决方案，利用 VMware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vSAN 超融合式基础构架、NSX 网络虚拟化平台等技术，打造集服务、存储、网

络一体化的新一代 IT 体系构架，从而更好地为医院核心业务服务。 

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VMware 的合作伙伴江苏省计算机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负责整体的解决方案综合架构规划设计及项目落地及后期运维，以雄

厚的技术积累及到位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许。

目前，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建大楼的数据中心已经打造完成并顺利上线运

行。妇幼分院的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之中，完全建成之后，将和江苏省人民医院

的数据中心形成完整的分布式数据中心，互为容灾备份，在一个数据中心出现

故障时，另一个数据中心仍旧支撑医院所有部门工作正常运行，有效保障各类

数据安全，保护医院人员、财产安全。

客户收益：

1、新一代 IT 体系构架为医院核心业务提供强大支持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新门急诊病房综合楼建成之后，门诊、急诊等众多医院

业务都搬迁到这栋大楼之中，新数据中心几乎承载了医院绝大多数的业务，例

如自助挂号、自助缴费、电子病历、远程会诊、医疗物资监管、成本核算等等。同

时，作为一栋高水平的智能化医院大楼，其内部配备了多项高科技设备系统，

例如，智能搬运机器人，全自动发药机等。这些业务和设备的正常运转，都离不

开一个强大数据中心的可靠支持。 

VMware 结合客户需求，为其打造了一个高性能、可扩展、运维简单且能

有效降低成本的数据中心，它集计算、存储、网络为一体，相比之前的传统式构

架，其业务处理、迁移及网络灵活性有了明显提升。

2、帮助医院有效提升安全管控能力

江苏省人民医院是肩负医疗、科研、教学等重要任务的综合医院，数据中

心每天接收、处理、存储着大量数据信息，有些涉及到患者隐私及安全，有些则

关系到医疗行业安全乃至学术机密。因此，其对信息的安全存储和处理有着极

高的要求。在安全性能上，VMware 一直有着卓越的表现。VMware NSX 为网

络虚拟化增加了基本的性能，带来了如隔离、分割和安全性等好处，利用这一

技术，江苏省人民医院通过分布式防火墙的功能，将各类业务的安全域做了明

确划分，保证服务器区域的网络安全，大大提升了医院对各类信息安全管控能

力。

3、运维更加简单，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为了满足医院 IT 需求，江苏省人民医院原先部署了大量的服务器，不同种

类的存储设备，各种光纤交换机、网络交换机，不但投入巨大，并且管理及其复

杂，需要配备大量的技术人员来应对复杂的环境。

通过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医院可通过调整存储策略的方式，轻松应对不

同类型的应用而不需要购买对应的硬件设备，减少了硬件设备的数量，极大的

降低了维护难度。目前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数据中心，除基本的网络交换机

外，只有标准的 X86 服务器，服务器中部署本地硬盘，通过软件定义存储技术

组合成分布式存储，同时满足了应用的容量和性能需求。经过实际测试，同样的

应用，在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运行相同任务时比传统架构中的执行时间大大减

少。

4、灵活应对业务变化，为医院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江苏省人民医院不仅要协调本院业务，还需对妇幼分院进行一体化管理，

两个医院的业务有差异也有交集，未来该如何协同作战，各项业务该如何实现

完美调度，曾一度困扰着 IT 运维及管理人员。

VMware 根据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SDDC 解决方案，已帮助国内外许多

医院建立了分布式数据中心，帮助客户建立智慧医院，大幅提升医疗水平。妇幼

分院数据中心建成之后，将与本院数据中心协同工作，真正发挥分布式数据中

心的功能，加快业务上线速度，提升信息安全水平，为医院各项业务贡献力量。

展望未来

待妇幼分院数据中心建成之后，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分布式数据中心将全面

建成，为两个院区的业务管理、协调及应用提供支撑。不仅如此，考虑到江苏省

人民医院的影响力，院区有可能还会扩容或者上线更多业务，该数据中心已为

其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能协同多个数据分中心，充分满足其网络需求，

助力江苏省人民医院建设成为一流国家级临床医学中心和高水平临床研究型

医院。

合作伙伴：

江苏省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

区域：

南京

主要挑战：

●医院新楼落成需构建数据中心

●分院扩建项目需构建数据中心

●两地数据中心建成后需协同工作

解决方案：

●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SDDC

● VMware vSphere+vSAN+N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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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江苏省人民医院一直是 VMware 的老客户，对于 VMware 的技

术和服务相当认可。在此之前，江苏省人民医院主要是针对每个项目建立相应的

IT 数据处理设施。同时，由于受当时整体技术的局限，医院仍在运行的 IT 运维系

统是服务器虚拟化 + 传统架构，随着时代变化，这一架构也需升级。面对新挑战，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 IT 运维部门自然而然地选择了 VMware，坚信 VMware 能

为其提供稳定、高效、灵活的解决方案，保证医院业务顺利运转。

VMware 及项目实施方结合客户特点，面向未来，为其提供了软件定义的数

据中心 SDDC 整体解决方案，利用 VMware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VMware 助力厦门大学

从容应对校园数字化建设挑战

vSAN 超融合式基础构架、NSX 网络虚拟化平台等技术，打造集服务、存储、网

络一体化的新一代 IT 体系构架，从而更好地为医院核心业务服务。 

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VMware 的合作伙伴江苏省计算机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负责整体的解决方案综合架构规划设计及项目落地及后期运维，以雄

厚的技术积累及到位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许。

目前，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建大楼的数据中心已经打造完成并顺利上线运

行。妇幼分院的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之中，完全建成之后，将和江苏省人民医院

的数据中心形成完整的分布式数据中心，互为容灾备份，在一个数据中心出现

故障时，另一个数据中心仍旧支撑医院所有部门工作正常运行，有效保障各类

数据安全，保护医院人员、财产安全。

客户收益：

1、新一代 IT 体系构架为医院核心业务提供强大支持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新门急诊病房综合楼建成之后，门诊、急诊等众多医院

业务都搬迁到这栋大楼之中，新数据中心几乎承载了医院绝大多数的业务，例

如自助挂号、自助缴费、电子病历、远程会诊、医疗物资监管、成本核算等等。同

时，作为一栋高水平的智能化医院大楼，其内部配备了多项高科技设备系统，

例如，智能搬运机器人，全自动发药机等。这些业务和设备的正常运转，都离不

开一个强大数据中心的可靠支持。 

VMware 结合客户需求，为其打造了一个高性能、可扩展、运维简单且能

有效降低成本的数据中心，它集计算、存储、网络为一体，相比之前的传统式构

架，其业务处理、迁移及网络灵活性有了明显提升。

2、帮助医院有效提升安全管控能力

江苏省人民医院是肩负医疗、科研、教学等重要任务的综合医院，数据中

心每天接收、处理、存储着大量数据信息，有些涉及到患者隐私及安全，有些则

关系到医疗行业安全乃至学术机密。因此，其对信息的安全存储和处理有着极

高的要求。在安全性能上，VMware 一直有着卓越的表现。VMware NSX 为网

络虚拟化增加了基本的性能，带来了如隔离、分割和安全性等好处，利用这一

技术，江苏省人民医院通过分布式防火墙的功能，将各类业务的安全域做了明

确划分，保证服务器区域的网络安全，大大提升了医院对各类信息安全管控能

力。

3、运维更加简单，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为了满足医院 IT 需求，江苏省人民医院原先部署了大量的服务器，不同种

类的存储设备，各种光纤交换机、网络交换机，不但投入巨大，并且管理及其复

杂，需要配备大量的技术人员来应对复杂的环境。

通过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医院可通过调整存储策略的方式，轻松应对不

同类型的应用而不需要购买对应的硬件设备，减少了硬件设备的数量，极大的

降低了维护难度。目前江苏省人民医院新大楼数据中心，除基本的网络交换机

外，只有标准的 X86 服务器，服务器中部署本地硬盘，通过软件定义存储技术

组合成分布式存储，同时满足了应用的容量和性能需求。经过实际测试，同样的

应用，在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运行相同任务时比传统架构中的执行时间大大减

少。

4、灵活应对业务变化，为医院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江苏省人民医院不仅要协调本院业务，还需对妇幼分院进行一体化管理，

两个医院的业务有差异也有交集，未来该如何协同作战，各项业务该如何实现

完美调度，曾一度困扰着 IT 运维及管理人员。

VMware 根据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SDDC 解决方案，已帮助国内外许多

医院建立了分布式数据中心，帮助客户建立智慧医院，大幅提升医疗水平。妇幼

分院数据中心建成之后，将与本院数据中心协同工作，真正发挥分布式数据中

心的功能，加快业务上线速度，提升信息安全水平，为医院各项业务贡献力量。

展望未来

待妇幼分院数据中心建成之后，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分布式数据中心将全面

建成，为两个院区的业务管理、协调及应用提供支撑。不仅如此，考虑到江苏省

人民医院的影响力，院区有可能还会扩容或者上线更多业务，该数据中心已为

其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能协同多个数据分中心，充分满足其网络需求，

助力江苏省人民医院建设成为一流国家级临床医学中心和高水平临床研究型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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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引言：

“ 运用 VMware SDDC 解决方案，我

们医院数据中心的敏捷性、安全性明显

提高，业务上线速度也大大加快，同时，

这套方案也为未来全面建成分布式数

据中心做好了准备。”

——单红伟 

信息中心科长

                                                              

VMware助推江苏省人民医院

构建新一代分布式数据中心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