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简称厦大（XMU），创办于 1921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

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 “ 211 工程 ”、“ 985 工程 ” 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占地

9000 多亩，校舍建筑总面积 210 多万平方米，设有研究生院、6 个学部以及 28 
个学院和 14 个研究院、200 多个研究机构，在校学生近 40000 人。

2014 年 7 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奠基，成为中国首个在海外建设独立

校园的大学；2016 年 2 月，分校举行首批新生开学典礼，现已开设 13 个专业，

有在校生 2800 余人、教职员工 216 人。被誉为镶嵌在 “ 一带一路 ” 上的一颗明

珠，是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中新的里程碑。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学的校园信息化发展普遍面临以下四个方

面的难题：如何为师生们提供全覆盖、稳定、高效的校园网络；如何实现更灵活、

便捷的信息化系统建设，以便服务其新业务及教研产业；如何保障校园信息安

全；如何为分院分校的信息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对于厦门大学而言，不仅同样需

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分校和本校的情况各有不同，所面临的挑战也存在差异。

分校初创挑战：系统基础架构需要与校园发展节奏相匹配

新建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初期规模较小，而其未来发展规模难以预

估，因此，需要灵活可扩展的系统基础架构，而且分校对于成本预算也有严格要

求。这一系统构架不仅要充分满足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各项需求，也要在分校规模

扩大之时，实现灵活、迅速的扩展，成为其教学及各项业务的坚强后盾。

本校新挑战：为了适应发展，亟需稳定可靠、维护简单的系统新构

架

作为一所在校师生众多、教学科研体系完善的著名学府，厦门大学的日常教

学、办公、管理等对信息化系统的依赖程度极高，其电教系统、邮件系统、科研系

统、一卡通系统、资产管理等都需要强大的网络支撑。而部署复杂、运维成本高的

传统基础架构已不能适应其现阶段的发展了。

因此，学校亟需找到稳定可靠、维护简单的新构架来解决校园信息化建设中

的各种难题，灵活应对学校发展规模所带来的变化，为本校更新信息网络系统，

助力科研教学等的发展。

VMware 是全球桌面到数据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全球不同规

模的客户依靠 VMware 来降低成本和运营费用、确保业务持续性、加强安全性

并走向绿色。厦门大学经过认真调研之后，决定放弃传统架构（ FC 存储），经过验

证性测试，最终为其马来西亚分校选择了 VMware 提供的 vSAN 及虚拟化整

体解决方案。

该方案以软件为中心的体系结构，将计算、存储、网络和虚拟化资源紧密

集合在同一硬设备中，具备计算、联网、存储和服务器虚拟化等技术，还包括备

份软件、快照技术、重复数据删除、在线进行数据压缩等功能，而多套单一设备

更可通过网络聚合起来，实现模块化无缝横向扩展，形成统一的资料中心资源

池，稳定可靠、灵活可扩展、成本低。

经过一年多的验证，该方案在分校表现卓越，校方对其高度认可，遂决

定在本校虚拟化环境中逐步改变原有的传统存储架构，也转向软件为中心的

vSAN 架构。vSAN 及虚拟化整体解决方案成为了厦门大学应对校园信息化

建设挑战，助力学校稳步发展的重要武器，为其带来了多重收益。

1、扩展灵活  伴随分校一路成长

作为第一所中国知名高校在海外开办的独立学院，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由实力强劲的厦大自主办学，并获得中马两国的支持，初期规模有限，

但学校的发展前景光明。VMware vSAN 及虚拟化整体解决方案灵活、可快

速扩展，非常适合分校的发展特点。

该方案采用传统 x86 服务器架构进行横向扩展，可按照业务发展需求灵

活按需增加节点。分校起初采用了 4x Node （Dell 服务器，

1xCPU/Node；8T） 的初始规模，随着学校的发展，现有规模已经扩大了

一倍。在这一虚拟构架之上，马来西亚分校接入了约 70 台虚拟机，运行了 
DHCP ，DNS，网络认证等应用服务器，一卡通，财务等系统。该方案还能

根据学校发展灵活扩充，满足其未来业务发展模式。

2、稳定可靠  让各种信息安全无虞

由于当地条件所限，分校发生过多次掉电情况，纵然在基建及电力环境

不稳定的状态下，vSAN 一直保持稳定状态，不仅恢复启动快，而且没有造

成过任何资料丢失。其群集仅需启动 15 分钟，网络启动完成后即可接入服

务，速度相对传统储存构架快了近一倍。同时，vSAN 几乎不需要本地 IT 人
员，就能确保数据安全，不仅降低了基础架构成本，还简化远程灾难恢复

(DR) 站点中的 DR 操作和管理。

3、应用广泛  在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厦门大学本校，vSAN 的群集规模达到 33 台物理主机，约 600 台虚

拟机，70% 运行在 vSAN，将学校的网络认证，日志系统，一卡通应用系

统，邮件系统，OA，教务、人事、学工、资产、网站群等校园信息化应用

搭载在这套虚拟构架之上。

下面就以 VMware vSAN 在邮件系统、信息安全、医疗服务等方面的

表现为例，来看看该解决方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邮件系统

厦门大学邮件系统目前有接近 10 万用户量， 邮件系统日均 IOPS 约

1000-2000，单个群集峰值接近 70,000 IOPS， 每天处理超过 300 万封

邮件。有了 VMware vSAN，不仅能够从容处理业务，还能够有效区分垃圾

及病毒邮件。

●信息安全

厦门大学的网络用户数约 10万，采用 6G 网络出口， 根据相关法规需对

网络访问相关的所有设备进行日志收集及保持，平均每个服务每天的日志量

在200-300G 之间。基于 VMware 的强大实力，vSAN 保证了这些日常各

项服务的顺利进行，让数据资料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医疗服务

厦大的翔安医院，定位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该院初期规模为 1000 
张床位，远期达 3000 床位，预计于 2018 年 7 月投入使用。该院的 vSAN 
构架中运行了约 100 台虚机，重负载数据库虚机约 40 台，中轻型负载虚机 
60 台，并结合 vSAN 和 Stretch Cluster 实现跨机房的双活架构，有效保证

医院各项相关工作的运转。

4、运维简单成本低 帮助校方省力省钱

VMware 的 vSAN 提供简单、经济高效且高度可用的解决方案，几乎不

需要本地 IT 人员，就能对远程办公室和分支机构进行管理，对于其分校的信

息化建设有极大的优势。

vSAN 安装布置过程便捷，可以与戴尔、华为、联想等众多不同品牌的

构架相融合，兼容性强，在具体运维中，管理人员可从 vSAN 针对每台虚拟

机或每个 CPU 的灵活许可中进行选择，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价值。

vSAN 方案使用经济实惠的标准 x86 服务器，无各种 FC 交换机，无需

执行繁琐的存储操作，系统交付速度更快、更高效，不仅减轻了管理运维人

员的工作量，也大大节省了校方成本。该方案相比传统存储解决方案节省 
30% 成本，虚拟化平台交付及变更效率提升 90% 以上，让校方管理人员对

其效果大加赞赏。 

展望未来

未来，厦门大学还将继续携手 VMware，其分校发展势头良好，附属医

院投入运营之后规模也将扩大，将根据业务变化灵活增加虚拟机的数量，扩

展网络储存空间。本校的多项业务对基础系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将在现有

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优化学校网络构架，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行业：

教育

地区：

中国厦门

主要挑战：

马来西亚分校需要根据其发展特点，

建立灵活高效可扩展的系统虚拟构

架。本校原有的传统存储架构，要根

据现行发展需求，转向软体定义存储

架构 vSAN。

解决方案：

采用 VMware vSAN 及虚拟化整体

解决方案，建立虚拟机集群，满足新

校区由小到大的网络发展需求规模，

效果得到验证后，本校也采用了量身

定制的 VMware vSAN 方案，助力

其校园信息化建设。

VMware 客户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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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应对校园数字化建设挑战



厦门大学，简称厦大（XMU），创办于 1921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

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 “ 211 工程 ”、“ 985 工程 ” 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占地

9000 多亩，校舍建筑总面积 210 多万平方米，设有研究生院、6 个学部以及 28 
个学院和 14 个研究院、200 多个研究机构，在校学生近 40000 人。

2014 年 7 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奠基，成为中国首个在海外建设独立

校园的大学；2016 年 2 月，分校举行首批新生开学典礼，现已开设 13 个专业，

有在校生 2800 余人、教职员工 216 人。被誉为镶嵌在 “ 一带一路 ” 上的一颗明

珠，是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中新的里程碑。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学的校园信息化发展普遍面临以下四个方

面的难题：如何为师生们提供全覆盖、稳定、高效的校园网络；如何实现更灵活、

便捷的信息化系统建设，以便服务其新业务及教研产业；如何保障校园信息安

全；如何为分院分校的信息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对于厦门大学而言，不仅同样需

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分校和本校的情况各有不同，所面临的挑战也存在差异。

分校初创挑战：系统基础架构需要与校园发展节奏相匹配

新建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初期规模较小，而其未来发展规模难以预

估，因此，需要灵活可扩展的系统基础架构，而且分校对于成本预算也有严格要

求。这一系统构架不仅要充分满足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各项需求，也要在分校规模

扩大之时，实现灵活、迅速的扩展，成为其教学及各项业务的坚强后盾。

本校新挑战：为了适应发展，亟需稳定可靠、维护简单的系统新构

架

作为一所在校师生众多、教学科研体系完善的著名学府，厦门大学的日常教

学、办公、管理等对信息化系统的依赖程度极高，其电教系统、邮件系统、科研系

统、一卡通系统、资产管理等都需要强大的网络支撑。而部署复杂、运维成本高的

传统基础架构已不能适应其现阶段的发展了。

因此，学校亟需找到稳定可靠、维护简单的新构架来解决校园信息化建设中

的各种难题，灵活应对学校发展规模所带来的变化，为本校更新信息网络系统，

助力科研教学等的发展。

VMware 是全球桌面到数据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全球不同规

模的客户依靠 VMware 来降低成本和运营费用、确保业务持续性、加强安全性

并走向绿色。厦门大学经过认真调研之后，决定放弃传统架构（ FC 存储），经过验

证性测试，最终为其马来西亚分校选择了 VMware 提供的 vSAN 及虚拟化整

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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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以软件为中心的体系结构，将计算、存储、网络和虚拟化资源紧密

集合在同一硬设备中，具备计算、联网、存储和服务器虚拟化等技术，还包括备

份软件、快照技术、重复数据删除、在线进行数据压缩等功能，而多套单一设备

更可通过网络聚合起来，实现模块化无缝横向扩展，形成统一的资料中心资源

池，稳定可靠、灵活可扩展、成本低。

经过一年多的验证，该方案在分校表现卓越，校方对其高度认可，遂决

定在本校虚拟化环境中逐步改变原有的传统存储架构，也转向软件为中心的

vSAN 架构。vSAN 及虚拟化整体解决方案成为了厦门大学应对校园信息化

建设挑战，助力学校稳步发展的重要武器，为其带来了多重收益。

1、扩展灵活  伴随分校一路成长

作为第一所中国知名高校在海外开办的独立学院，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由实力强劲的厦大自主办学，并获得中马两国的支持，初期规模有限，

但学校的发展前景光明。VMware vSAN 及虚拟化整体解决方案灵活、可快

速扩展，非常适合分校的发展特点。

该方案采用传统 x86 服务器架构进行横向扩展，可按照业务发展需求灵

活按需增加节点。分校起初采用了 4x Node （Dell 服务器，

1xCPU/Node；8T） 的初始规模，随着学校的发展，现有规模已经扩大了

一倍。在这一虚拟构架之上，马来西亚分校接入了约 70 台虚拟机，运行了 
DHCP ，DNS，网络认证等应用服务器，一卡通，财务等系统。该方案还能

根据学校发展灵活扩充，满足其未来业务发展模式。

2、稳定可靠  让各种信息安全无虞

由于当地条件所限，分校发生过多次掉电情况，纵然在基建及电力环境

不稳定的状态下，vSAN 一直保持稳定状态，不仅恢复启动快，而且没有造

成过任何资料丢失。其群集仅需启动 15 分钟，网络启动完成后即可接入服

务，速度相对传统储存构架快了近一倍。同时，vSAN 几乎不需要本地 IT 人
员，就能确保数据安全，不仅降低了基础架构成本，还简化远程灾难恢复

(DR) 站点中的 DR 操作和管理。

3、应用广泛  在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厦门大学本校，vSAN 的群集规模达到 33 台物理主机，约 600 台虚

拟机，70% 运行在 vSAN，将学校的网络认证，日志系统，一卡通应用系

统，邮件系统，OA，教务、人事、学工、资产、网站群等校园信息化应用

搭载在这套虚拟构架之上。

下面就以 VMware vSAN 在邮件系统、信息安全、医疗服务等方面的

表现为例，来看看该解决方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邮件系统

厦门大学邮件系统目前有接近 10 万用户量， 邮件系统日均 IOPS 约

1000-2000，单个群集峰值接近 70,000 IOPS， 每天处理超过 300 万封

邮件。有了 VMware vSAN，不仅能够从容处理业务，还能够有效区分垃圾

及病毒邮件。

●信息安全

厦门大学的网络用户数约 10万，采用 6G 网络出口， 根据相关法规需对

网络访问相关的所有设备进行日志收集及保持，平均每个服务每天的日志量

在200-300G 之间。基于 VMware 的强大实力，vSAN 保证了这些日常各

项服务的顺利进行，让数据资料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医疗服务

厦大的翔安医院，定位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该院初期规模为 1000 
张床位，远期达 3000 床位，预计于 2018 年 7 月投入使用。该院的 vSAN 
构架中运行了约 100 台虚机，重负载数据库虚机约 40 台，中轻型负载虚机 
60 台，并结合 vSAN 和 Stretch Cluster 实现跨机房的双活架构，有效保证

医院各项相关工作的运转。

4、运维简单成本低 帮助校方省力省钱

VMware 的 vSAN 提供简单、经济高效且高度可用的解决方案，几乎不

需要本地 IT 人员，就能对远程办公室和分支机构进行管理，对于其分校的信

息化建设有极大的优势。

vSAN 安装布置过程便捷，可以与戴尔、华为、联想等众多不同品牌的

构架相融合，兼容性强，在具体运维中，管理人员可从 vSAN 针对每台虚拟

机或每个 CPU 的灵活许可中进行选择，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价值。

vSAN 方案使用经济实惠的标准 x86 服务器，无各种 FC 交换机，无需

执行繁琐的存储操作，系统交付速度更快、更高效，不仅减轻了管理运维人

员的工作量，也大大节省了校方成本。该方案相比传统存储解决方案节省 
30% 成本，虚拟化平台交付及变更效率提升 90% 以上，让校方管理人员对

其效果大加赞赏。 

展望未来

未来，厦门大学还将继续携手 VMware，其分校发展势头良好，附属医

院投入运营之后规模也将扩大，将根据业务变化灵活增加虚拟机的数量，扩

展网络储存空间。本校的多项业务对基础系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将在现有

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优化学校网络构架，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VMware产品和服务

VMware vSAN

分校：

4x Node 

（Dell 服务器，1xCPU/Node;8T）

4x Node

（Dell 服务器，
2xCPU/Node;16TB）

本校：

共 33 个节点，每节点2CPU/20T 

上线试运营时间:

马来西亚分校于2016年3月上线运营

本校于2017年1月上线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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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简称厦大（XMU），创办于 1921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

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 “ 211 工程 ”、“ 985 工程 ” 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占地

9000 多亩，校舍建筑总面积 210 多万平方米，设有研究生院、6 个学部以及 28 
个学院和 14 个研究院、200 多个研究机构，在校学生近 40000 人。

2014 年 7 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奠基，成为中国首个在海外建设独立

校园的大学；2016 年 2 月，分校举行首批新生开学典礼，现已开设 13 个专业，

有在校生 2800 余人、教职员工 216 人。被誉为镶嵌在 “ 一带一路 ” 上的一颗明

珠，是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中新的里程碑。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学的校园信息化发展普遍面临以下四个方

面的难题：如何为师生们提供全覆盖、稳定、高效的校园网络；如何实现更灵活、

便捷的信息化系统建设，以便服务其新业务及教研产业；如何保障校园信息安

全；如何为分院分校的信息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对于厦门大学而言，不仅同样需

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分校和本校的情况各有不同，所面临的挑战也存在差异。

分校初创挑战：系统基础架构需要与校园发展节奏相匹配

新建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初期规模较小，而其未来发展规模难以预

估，因此，需要灵活可扩展的系统基础架构，而且分校对于成本预算也有严格要

求。这一系统构架不仅要充分满足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各项需求，也要在分校规模

扩大之时，实现灵活、迅速的扩展，成为其教学及各项业务的坚强后盾。

本校新挑战：为了适应发展，亟需稳定可靠、维护简单的系统新构

架

作为一所在校师生众多、教学科研体系完善的著名学府，厦门大学的日常教

学、办公、管理等对信息化系统的依赖程度极高，其电教系统、邮件系统、科研系

统、一卡通系统、资产管理等都需要强大的网络支撑。而部署复杂、运维成本高的

传统基础架构已不能适应其现阶段的发展了。

因此，学校亟需找到稳定可靠、维护简单的新构架来解决校园信息化建设中

的各种难题，灵活应对学校发展规模所带来的变化，为本校更新信息网络系统，

助力科研教学等的发展。

VMware 是全球桌面到数据中心虚拟化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全球不同规

模的客户依靠 VMware 来降低成本和运营费用、确保业务持续性、加强安全性

并走向绿色。厦门大学经过认真调研之后，决定放弃传统架构（ FC 存储），经过验

证性测试，最终为其马来西亚分校选择了 VMware 提供的 vSAN 及虚拟化整

体解决方案。

VMware 助力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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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以软件为中心的体系结构，将计算、存储、网络和虚拟化资源紧密

集合在同一硬设备中，具备计算、联网、存储和服务器虚拟化等技术，还包括备

份软件、快照技术、重复数据删除、在线进行数据压缩等功能，而多套单一设备

更可通过网络聚合起来，实现模块化无缝横向扩展，形成统一的资料中心资源

池，稳定可靠、灵活可扩展、成本低。

经过一年多的验证，该方案在分校表现卓越，校方对其高度认可，遂决

定在本校虚拟化环境中逐步改变原有的传统存储架构，也转向软件为中心的

vSAN 架构。vSAN 及虚拟化整体解决方案成为了厦门大学应对校园信息化

建设挑战，助力学校稳步发展的重要武器，为其带来了多重收益。

1、扩展灵活  伴随分校一路成长

作为第一所中国知名高校在海外开办的独立学院，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由实力强劲的厦大自主办学，并获得中马两国的支持，初期规模有限，

但学校的发展前景光明。VMware vSAN 及虚拟化整体解决方案灵活、可快

速扩展，非常适合分校的发展特点。

该方案采用传统 x86 服务器架构进行横向扩展，可按照业务发展需求灵

活按需增加节点。分校起初采用了 4x Node （Dell 服务器，

1xCPU/Node；8T） 的初始规模，随着学校的发展，现有规模已经扩大了

一倍。在这一虚拟构架之上，马来西亚分校接入了约 70 台虚拟机，运行了 
DHCP ，DNS，网络认证等应用服务器，一卡通，财务等系统。该方案还能

根据学校发展灵活扩充，满足其未来业务发展模式。

2、稳定可靠  让各种信息安全无虞

由于当地条件所限，分校发生过多次掉电情况，纵然在基建及电力环境

不稳定的状态下，vSAN 一直保持稳定状态，不仅恢复启动快，而且没有造

成过任何资料丢失。其群集仅需启动 15 分钟，网络启动完成后即可接入服

务，速度相对传统储存构架快了近一倍。同时，vSAN 几乎不需要本地 IT 人
员，就能确保数据安全，不仅降低了基础架构成本，还简化远程灾难恢复

(DR) 站点中的 DR 操作和管理。

3、应用广泛  在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厦门大学本校，vSAN 的群集规模达到 33 台物理主机，约 600 台虚

拟机，70% 运行在 vSAN，将学校的网络认证，日志系统，一卡通应用系

统，邮件系统，OA，教务、人事、学工、资产、网站群等校园信息化应用

搭载在这套虚拟构架之上。

下面就以 VMware vSAN 在邮件系统、信息安全、医疗服务等方面的

表现为例，来看看该解决方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邮件系统

厦门大学邮件系统目前有接近 10 万用户量， 邮件系统日均 IOPS 约

1000-2000，单个群集峰值接近 70,000 IOPS， 每天处理超过 300 万封

邮件。有了 VMware vSAN，不仅能够从容处理业务，还能够有效区分垃圾

及病毒邮件。

●信息安全

厦门大学的网络用户数约 10万，采用 6G 网络出口， 根据相关法规需对

网络访问相关的所有设备进行日志收集及保持，平均每个服务每天的日志量

在200-300G 之间。基于 VMware 的强大实力，vSAN 保证了这些日常各

项服务的顺利进行，让数据资料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医疗服务

厦大的翔安医院，定位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该院初期规模为 1000 
张床位，远期达 3000 床位，预计于 2018 年 7 月投入使用。该院的 vSAN 
构架中运行了约 100 台虚机，重负载数据库虚机约 40 台，中轻型负载虚机 
60 台，并结合 vSAN 和 Stretch Cluster 实现跨机房的双活架构，有效保证

医院各项相关工作的运转。

4、运维简单成本低 帮助校方省力省钱

VMware 的 vSAN 提供简单、经济高效且高度可用的解决方案，几乎不

需要本地 IT 人员，就能对远程办公室和分支机构进行管理，对于其分校的信

息化建设有极大的优势。

vSAN 安装布置过程便捷，可以与戴尔、华为、联想等众多不同品牌的

构架相融合，兼容性强，在具体运维中，管理人员可从 vSAN 针对每台虚拟

机或每个 CPU 的灵活许可中进行选择，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价值。

vSAN 方案使用经济实惠的标准 x86 服务器，无各种 FC 交换机，无需

执行繁琐的存储操作，系统交付速度更快、更高效，不仅减轻了管理运维人

员的工作量，也大大节省了校方成本。该方案相比传统存储解决方案节省 
30% 成本，虚拟化平台交付及变更效率提升 90% 以上，让校方管理人员对

其效果大加赞赏。 

展望未来

未来，厦门大学还将继续携手 VMware，其分校发展势头良好，附属医

院投入运营之后规模也将扩大，将根据业务变化灵活增加虚拟机的数量，扩

展网络储存空间。本校的多项业务对基础系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将在现有

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优化学校网络构架，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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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引言：

VMware vSAN 整体解决方案，安

全、稳定、可靠， 不仅在我们马来西

亚分校的校园信息化建设中起到重要

作用，也推动了本校的系统基础架构

建设，是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性价比软

体定义存储解决方案。

——何伟平

高级工程师

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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