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 ,土木建筑、机械制造、环境能源学
科特色鲜明，理、工、经、管、文、法、艺多学科协调发展，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
合的多科性大学。学校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学校
现辖市北、黄岛、临沂三个校区，市北校区地处青岛市区，黄岛校区（西海岸新校
区）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沂校区位于沂蒙革命老区费县。占地面积约
216.55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100.34余万平方米。学校设有 13个教学院部，
目前在校普通本专科生 30,000多人，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近 2,000人。

主要挑战

数字化校园建设大力推进   促使新老区数据中心升级

在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浪潮下，建设数字化校园成了不少高校的当务之急，
作为山东省属重点大学的青岛理工学院也不例外。不过，随着数字化校园建设的
不断推进，各种应用系统不断上线，青岛理工大学的数据中心所面临的压力也越
来越大。

青岛理工大学的两个数据中心，分别位于市北校区和西海岸新校区。市北校
区的数据中心建设较早，其架构仍然以传统数据中心架构为主，随着学校数字化
教育教学的发展，传统数据中心架构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教育教学需求。因
此，市北校区迫切的需要对数据中心进行全面升级。

建于 2014 年的西海岸新校区数据中心，是以刀片服务器、集中式存储、
FCoE 交换机和 VMware vSphere 构建的传统虚拟化平台。虽然平台目前运转
正常，但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的需求，促进学校发展，也需要对
vShpere进行升级。

解决方案

IT as a Service解决方案助力数据中心升级

面对上述挑战，青岛理工大学的 IT部门，基于之前与 VMware的愉快合作
经历，决定继续采用 VMware的领先软件技术及其他品牌硬件设备来共同构建

新的市北校区数据中心。

在此次数据中心升级项目中，VMware的合作伙伴，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团队根据青岛理工大学的需求，对用户的云计算基
础架构平台进行梳理、规划，将用户需求逐步转化成可落地的成熟方案，以软
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为理念，总体上采用 VMware IT as a Service(ITaaS)解
决方案，进行快速交付和管理基础架构及应用。

在项目实施中，通过 VMware vCloud云计算基础平台、vSAN存储虚拟
化软件、NSX网络虚拟化软件，结合某品牌的高性能 2U机架式服务器，为整
个数据中心提供总共高达 400核 CPU、5.12T内存的计算资源、436T存储
资源、NSX网络资源等，充分满足学校业务系统资源需求，同时配置备份系统
对整个数据中心的业务数据进行备份，保证数据安全。

同时，该团队还对西海岸校区数据中心的 vSphere进行了版本升级，并
部署了 VMware NSX，打通了两个校区之间的大二层网络，实现了同城异地
数据中心的网络双活。

客户收益

1、可分配超 200台虚拟机 业务部署更灵活

青岛理工大学的两大数据中心完成升级之后，借助强大的技术平台支持，
市北校区数据中心可以分配超过 200 台虚拟机。虚拟机安全性能强，兼容各
种应用环境，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能够为教学、教务、科研应用系统提供更
强劲的支持，可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让各项业务部署更加灵活。

2、打通了两个数据中心，管理更加高效

基于 VMware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SDDC）架构，青岛理工大学打通了两
地数据中心，并实现了部分业务双活。同时，利用 vCloud云计算基础平台的
vRealize Operations系统，IT部门能轻松地对两个数据中心的所有计算资
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运营。这大大提高了学校 IT部门的
管理效率，同时也让青岛理工大学数据中心的后期扩展更加便捷。

3、业务系统访问速度明显提升

通过 NSX负载均衡，学校网络数据处理能力得以加强，网络的灵活性和
可用性也大幅提高，应用系统的访问速度明显提升。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就是选课系统的访问更加流畅。每个新学期开学后不久的选课工作，曾经一度
让 IT部门的工作人员十分苦恼。为了选到自己喜欢的课程，高峰时段常常有众
多学生同时在线选课，网络卡顿、宕机等故障经常发生，运维人员不得不保持高
度警惕状态。但是新的数据中心上线之后，选课系统访问相当流畅，原有的选课
时长大大缩短，让广大师生都十分满意。

云桌面系统的上线，教职工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任何时间访问属于
教职工个人账号的桌面系统和云盘系统，达到快速配置、访问教学系统的目的，
以进一步实现移动教学和办公的便利。

展望未来

随着青岛理工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校下一步考虑利用 VMware 运营管
理自动化和桌面云等技术实现数据中心的全面云化以及教学移动化，在数字化
转型和应用水平上再上一个台阶，为智慧学校建设和运营保驾护航。

合作伙伴

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教育

区域：

山东

主要挑战：

为了满足发展的需要，学校新老校区
的两个数据中心都亟需进行升级。

解决方案：
VMware ITaaS解决方案

VMware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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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数据中心升级项目中，VMware的合作伙伴，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团队根据青岛理工大学的需求，对用户的云计算基
础架构平台进行梳理、规划，将用户需求逐步转化成可落地的成熟方案，以软
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为理念，总体上采用 VMware IT as a Service(ITaaS)解
决方案，进行快速交付和管理基础架构及应用。

在项目实施中，通过 VMware vCloud云计算基础平台、vSAN存储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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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支持，可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让各项业务部署更加灵活。

2、打通了两个数据中心，管理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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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数据中心，并实现了部分业务双活。同时，利用 vCloud云计算基础平台的
vRealize Operations系统，IT部门能轻松地对两个数据中心的所有计算资
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运营。这大大提高了学校 IT部门的
管理效率，同时也让青岛理工大学数据中心的后期扩展更加便捷。

3、业务系统访问速度明显提升

通过 NSX负载均衡，学校网络数据处理能力得以加强，网络的灵活性和
可用性也大幅提高，应用系统的访问速度明显提升。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就是选课系统的访问更加流畅。每个新学期开学后不久的选课工作，曾经一度
让 IT部门的工作人员十分苦恼。为了选到自己喜欢的课程，高峰时段常常有众
多学生同时在线选课，网络卡顿、宕机等故障经常发生，运维人员不得不保持高
度警惕状态。但是新的数据中心上线之后，选课系统访问相当流畅，原有的选课
时长大大缩短，让广大师生都十分满意。

云桌面系统的上线，教职工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任何时间访问属于
教职工个人账号的桌面系统和云盘系统，达到快速配置、访问教学系统的目的，
以进一步实现移动教学和办公的便利。

展望未来

随着青岛理工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校下一步考虑利用 VMware 运营管
理自动化和桌面云等技术实现数据中心的全面云化以及教学移动化，在数字化
转型和应用水平上再上一个台阶，为智慧学校建设和运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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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在 VMware的支持下，我们对两个校
区的数据中心进行了升级，打通了两个
校区的大二层通讯，并实现了部分功能
的双活。现在，我校的数据中心业务运
维更加便捷、管理更加智能，网络更加
安全，学校的数字化建设重新注入了创
新活力。

---吉爱国

青岛理工大学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主任

 

                                                              

青岛理工大学携手VMware

升级数据中心

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