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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宁夏恒信捷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
医疗
区域：
银川
主要挑战：

VMware 助力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建立两地三中心 推动智慧医院建设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成立于 1986 年，是银川市卫生计生委直属的一所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专科医院，是宁夏回
族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妇幼保健机构。占地面积 10430.97 平方米，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现有职工 865 人，其中正式职 357 人，聘用职工 508 人，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 753 人，高级职称 124 人，中级职称 124 人，博士 1 名，硕士 51 名。开放床
位 420 张。设有门诊部、住院部、急诊科、保健部和 6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年门急
诊量 81 万余人次，住院人数 2.1 万余人次。
近几年，在医疗信息化建设路上，银川市妇幼保健院所面临的多重挑战是依次出
现的，从满足业务扩展需求到应对新院业务迁移难题，再到满足未来发展需求，
而且难度也逐级加大。
作为 VMware 的合作伙伴，宁夏恒信捷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具有丰富业
务及项目经验，因此，成为了银川市妇幼保健院从容面对多重挑战，建设智慧医
院的可靠帮手。

1.将现有业务扩展到同城新院
2.保证数据中心稳定运行
3.完成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评定

三重挑战考验发展中的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初阶挑战：IT 系统需满足业务扩展需求

解决方案：

在 2015 年以前，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的信息化基础平台主要依托传统单机系统，
而且受场地限制，机房也只能设置在医院门诊楼和住院楼的两个小房间里。随着
医院管理信息化业务系统的升级，服务器缺口越来越大。但是，狭小的机房无法
容纳更多的服务器，UPS、空调系统也跟不上需求，业务扩展步履维艰。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SDDC

进阶挑战：升级虚拟化平台

VMware vSphere + vSAN+ NSX

利用 VMware 的虚拟化技术，医院轻松解决第一重挑战。不过，到了 2016 年，随
着医院业务的发展，其对服务器存储性能和容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高阶挑战：将现有业务延伸到新院并满足医院发展需求
2017 年，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筹建的银川市儿童医院即将建成，直线距离约 10 公
里，公路距离约 15 公里，如何将现有业务延伸至新的儿童医院成为医院信息部
门的一个新的课题。
与此同时，银川市妇幼保健院还面临一些现实及发展需求：中心机房环境一旦
发生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多院区全部停诊，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损失；医院计
划于 2017 年底前完成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评定；IT 系统需满足医院未来
3-5 年发展要求。要解决这些需求，医院就必须尽快建成能满足两个医院同时使
用的，而且稳定、安全、高效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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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产品和服务

VMware 解决方案帮助银川市妇幼保健院逐一击破难题

VMware vSphere

应对初阶挑战—虚拟化技术助力建成双活数据中心

VMware vSAN
VMware NSX

硬件平台：
8 台华为 2288HV3 2 路机架式服务
器；
4 台华为 S6720 24 口 10Gbps 交换
机；
2 台华为 S12708 核心交换机；
1 对华为 DWDM 密集波分传输；

上线时间:
2017年12月

2015 年，在宁夏恒信捷通的帮助下，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第一次应用 VMware
虚拟化技术，对服务器进行资源扩容，并利用 2 个机房，采用传统存储容灾网
关，将服务器平均分布于两个机房，建成了双活数据中心。该中心的服务器数
量没有增加，只升级了部分服务器的 CPU、增加了内存，使用存储容灾网关将
光纤存储互为镜像。有了它，纵然在断电的情况下，单机房也能承载全院业务。

应对进阶挑战 — vSphere + vSAN 解决方案整体升级资源池
2016 年，随着医院业务的发展，对服务器存储性能和容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技术团队使用 vSphere + vSAN 解决方案对整体资源池做了改造，并利用故
障域的划分，将使用 vSAN 存储的业务副本分布在两个机房，在原有的存储双
活方案的基础上，实现了存储的分层。
具体而言，就是对性能和业务连续性要求高的业务（如 Oracle、SQL Server
等），采用 vSAN 存储；对业务连续性要求高的业务（如收费挂号等），采用双
活 SAN 存储；对容量要求高的业务（如 PACS 等），使用非双活 SAN 存储
等。

应对高阶挑战 — VMware 综合解决方案帮助医院完成两地三中心的
容灾数据中心建设
为了解决新院业务迁移问题，也为了给医院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宁夏
恒信捷通专门派出了技术团队，将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现有两个机房的双活数
据中心通过 VMware vSAN、VMware NSX 等技术，扩展成为跨银川市儿童
医院机房、妇幼门诊楼机房和妇幼住院楼机房的同城 2 地 3 个数据中心的业
务双活系统。
要想实现业务双活，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数据存储的双活，二是网络 IP 地址
的双活。为此，技术团队双面出击攻克了难关。
首先，利用 VMware vSAN 的故障转移群集技术，将新院和本院的业务数据
做同城多副本，实现了数据存储的双活。其次，采用 VMware NSX 的解决方
案，将全部业务的网关下移至 VMware 的分布式逻辑路由器（DLR）上，业务
访问全部使用 VxLAN 进行封装和隔离，配合存储的双活，业务虚拟机在不中
断业务的情况下，可在三个数据中心间随意迁移，实现了网络 IP 地址的双活。
由此，一个采用超融合等先进技术，基于云计算的两地三中心医院信息化平台
顺利建成，不仅满足了现有业务需求，也为新的业务和容灾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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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医院收益

“有了VMware系列解决方案的支持，我
们从传统单机系统逐步发展为服务器虚
拟化，再发展成两地三中心的容灾数据
中心，大大提升了医疗服务水平,同时还
帮助医院节省至少约 30% 的成本。”
——李晗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科
“我们以VMware系列解决方案为核心，
结合客户特点，帮助其搭建数据中心，
不仅做到了让客户满意，也提升了我们
公司的价值，可谓是一举多得。”
——段嘉玮
宁夏恒信捷通（医卫事业部）

广泛兼容各类硬件产品 为医院节省了大量成本
VMware 解决方案具有广泛兼容性，在帮助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建立多活数据
中心的过程，采用的是开放性结构，无论是服务器、存储还是网络设备，都采用
标准的协议，没有采用任何硬件厂商的私有协议，有效避免了硬件厂商绑架客
户，从而帮助医院节省至少约 30% 的成本。

为医院的各项业务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双活数据中心到整体资源池升级，再到建成基于云计算的两地三中心的容灾
数据中心，银川市妇幼保健院不仅顺利实现了业务拓展和新院业务迁移，也基
本建成了智慧医疗系统，保证了各类信息的安全储存，实现了各类资源实时共
享。以数据中心为后盾，医院形成了五大平台：全成本核算平台、物资监管平台
和临床药学管理平台、电子病历质控平台和门诊自助服务及远程会诊平台。由
此，各部门实现了互联互通，为全院工作提供强有力更高效更安全的保障。

为医院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 VMware 及合作伙伴宁夏恒信捷通的支持下，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充分借鉴
国内先进医院信息化建设成果与经验，采用成熟的 IT 技术架构和超融合等先
进技术，建立起了一个灵活、高效、节能、安全的数据中心。该中心不仅能充分满
足目前智慧医疗系统的计算和存储等要求，也能灵活扩充，满足医院未来业务
发展的需要。

未来展望
目前，银川市妇幼保健院是宁夏自治区第一个建成双活数据中心的医院，是该
区医疗信息化建设的榜样。未来，医院还将在充分掌握 NSX 技术的基础上，开
始应用 NSX 分布式防火墙微分段等技术，保证服务器区网络安全，进一步推动
智慧医院建设，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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