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于 1951年，是由国家举办、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与上海市
人民政府重点共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国家 "211工程 "、"985工程 "重点建
设大学。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A类高校行列，全面开启扎根
中国大地建设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学校主要校区为闵行校区和中山北路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约 207公顷。截
至 2019年 1月，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14,362人；在校博士研究生 3,080人，硕
士研究生 17,304人；在校留学生（学历生）1,280人。

主要挑战

教育信息化 2.0，传统 IT基础架构不能满足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多年来，一直坚持应用驱动、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应用层面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一站式服务平台，基于 “微信企业号 ”的移动信息化服务
平台，基于大数据的分析与决策支持平台等等。随着《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的正式发布，华东师范大学将会有更多的创新应用落地实施。

但是，用于支撑这些应用的 IT基础设施，仍然基于多年前的传统架构设计。
在信息化建设初期，应用数量有限，访问量不大，传统架构可以很好的满足业务

的需求。但是，新应用的不断上线，导致应用数量不断增加，变更更加频繁，特别

是随着服务化理念的深入，学生和教师对应用系统的访问量不断增加，现有 IT基
础架构在各方面都面临挑战。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安全性 :学校在数据中心的边界放置了物理防火墙，可以很好的防御外部的
攻击，但是在数据中心内部只是设置了几个安全区，隔离粒度比较粗。一旦其中

某一个应用被攻破，黑客或者病毒以此为跳板，很容易就可以攻击或者感染其他

的应用。

2、可靠性 :虽然通过 vSphere可以很好的防范服务器故障，但是存储部分依然
是单点，而基于传统存储的高可用方案复杂并且昂贵。另外，由于学校在不同时

期采购的存储设备，品牌和型号多种多样，更是增加了存储运维的难度和风险。

3、可扩展性：学校通过 vSphere已经实现服务器资源池的横向扩展，但是传
统磁盘阵列却依然受限于单个硬件本身的能力，新增的磁盘阵列很难与现有的

磁盘阵列形成统一的存储池。

当学校决定在闵行新校区建设一个新的数据中心，以应对不断增长的 IT
基础实施需求时，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学校决定采取新技术，构建现代化的数据

中心。

解决方案

基于新一代超融合技术  构建现代化数据中心

在此之前，华东师范大学已经采用了 VMware的 vSphere服务器虚拟化
技术，很好的实现了服务器资源的高可用和横向扩展。在面临新的问题时，学校

信息化办公室的老师们也首先想到了 VMware。通过与 VMware的多次沟通，
用户发现只有实现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的整体虚拟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基于 VMware vSphere® 、VMware vSAN®、VMware NSX® 的新一代超融
合 IT基础架构，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利器。

用户经过仔细的调研和验证，认为相对于第一代的超融合 IT 基础架构，
VMware的超融合 IT基础架构可以同时解决存储和网络方面的问题，更加贴
切用户当前的需求。同时，新的解决方案基于现有的 vSphere方案升级，不需
要改变用户当前的使用体验。而且，国内的不少高校也已经通过 VMware的解
决方案解决了类似问题，成效明显。因此，华东师范大学决定与 VMware进行
更加深入的合作。

通过 VMware vSphere® 、VMware vSAN®、VMware NSX® 的新一代超
融合解决方案，华东师范大学在闵行校区构建了现代化的数据中心，之前遇到

的问题迎刃而解，整体运维水平提升到了新的级别，取得了切实的收益。

客户收益

1、通过分布式超融合架构 消除数据中心单点 大大提升了可靠性

相对于传统的 SAN存储网络和传统防火墙，超融合架构将存储和防火墙
服务分布到了每一台 vSphere主机上。任何单台主机的故障，都不会影响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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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用性。在硬件层面消除了单点故障。同时，虚拟机负载也均衡的分布到了每

一台主机上面，运行更加平稳。

2、运用网络微分段技术 满足创新的同时保障安全

借助 VMware NSX 的微分段技术，华东师范大学实现了数据中心内部的
细粒度隔离。虚拟机之间的不必要的访问被运行在虚拟化内核中的 NSX 分布式
防火墙阻断，这样，即使单个应用出现安全漏洞，也可以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

围。在支持创新的同时，安全决不妥协。

3、通过标准化 IT基础设施 扩展更加便捷

超融合架构将计算、存储和网络融合到一起，实现了横向扩展。华东师范大

学的应用创新过程中，计算、存储和网络的需求同步增加；在新的数据中心中，

只需要增加新的 x86服务器和相关的软件授权，就可以实现资源池的横向扩展，
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展望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的现代化数据中心，在 2018年正式上线之后，取得了显著的
收益，可以有效的支撑应用创新。在未来，学校一方面会基于新的架构继续扩展

闵行校区的新机房，另一方面改造现有的中山北路校区的机房，实现跨校区的 IT
基础设施高可用，为学校迈入教育信息化 2.0提供更加坚实的 IT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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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用性。在硬件层面消除了单点故障。同时，虚拟机负载也均衡的分布到了每

一台主机上面，运行更加平稳。

2、运用网络微分段技术 满足创新的同时保障安全

借助 VMware NSX 的微分段技术，华东师范大学实现了数据中心内部的
细粒度隔离。虚拟机之间的不必要的访问被运行在虚拟化内核中的 NSX 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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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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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高可用，为学校迈入教育信息化 2.0提供更加坚实的 IT基础架构。

华东师范大学采用

VMware 新一代超融合技术

 构建现代化数据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于 1951年，是由国家举办、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与上海市
人民政府重点共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国家 "211工程 "、"985工程 "重点建
设大学。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A类高校行列，全面开启扎根
中国大地建设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学校主要校区为闵行校区和中山北路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约 207公顷。截
至 2019年 1月，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14,362人；在校博士研究生 3,080人，硕
士研究生 17,304人；在校留学生（学历生）1,280人。

主要挑战

教育信息化 2.0，传统 IT基础架构不能满足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多年来，一直坚持应用驱动、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应用层面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一站式服务平台，基于 “微信企业号 ”的移动信息化服务
平台，基于大数据的分析与决策支持平台等等。随着《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的正式发布，华东师范大学将会有更多的创新应用落地实施。

但是，用于支撑这些应用的 IT基础设施，仍然基于多年前的传统架构设计。
在信息化建设初期，应用数量有限，访问量不大，传统架构可以很好的满足业务

的需求。但是，新应用的不断上线，导致应用数量不断增加，变更更加频繁，特别

是随着服务化理念的深入，学生和教师对应用系统的访问量不断增加，现有 IT基
础架构在各方面都面临挑战。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安全性 :学校在数据中心的边界放置了物理防火墙，可以很好的防御外部的
攻击，但是在数据中心内部只是设置了几个安全区，隔离粒度比较粗。一旦其中

某一个应用被攻破，黑客或者病毒以此为跳板，很容易就可以攻击或者感染其他

的应用。

2、可靠性 :虽然通过 vSphere可以很好的防范服务器故障，但是存储部分依然
是单点，而基于传统存储的高可用方案复杂并且昂贵。另外，由于学校在不同时

期采购的存储设备，品牌和型号多种多样，更是增加了存储运维的难度和风险。

3、可扩展性：学校通过 vSphere已经实现服务器资源池的横向扩展，但是传
统磁盘阵列却依然受限于单个硬件本身的能力，新增的磁盘阵列很难与现有的

磁盘阵列形成统一的存储池。

当学校决定在闵行新校区建设一个新的数据中心，以应对不断增长的 IT
基础实施需求时，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学校决定采取新技术，构建现代化的数据

中心。

解决方案

基于新一代超融合技术  构建现代化数据中心

在此之前，华东师范大学已经采用了 VMware的 vSphere服务器虚拟化
技术，很好的实现了服务器资源的高可用和横向扩展。在面临新的问题时，学校

信息化办公室的老师们也首先想到了 VMware。通过与 VMware的多次沟通，
用户发现只有实现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的整体虚拟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基于 VMware vSphere® 、VMware vSAN®、VMware NSX® 的新一代超融
合 IT基础架构，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利器。

用户经过仔细的调研和验证，认为相对于第一代的超融合 IT 基础架构，
VMware的超融合 IT基础架构可以同时解决存储和网络方面的问题，更加贴
切用户当前的需求。同时，新的解决方案基于现有的 vSphere方案升级，不需
要改变用户当前的使用体验。而且，国内的不少高校也已经通过 VMware的解
决方案解决了类似问题，成效明显。因此，华东师范大学决定与 VMware进行
更加深入的合作。

通过 VMware vSphere® 、VMware vSAN®、VMware NSX® 的新一代超
融合解决方案，华东师范大学在闵行校区构建了现代化的数据中心，之前遇到

的问题迎刃而解，整体运维水平提升到了新的级别，取得了切实的收益。

客户收益

1、通过分布式超融合架构 消除数据中心单点 大大提升了可靠性

相对于传统的 SAN存储网络和传统防火墙，超融合架构将存储和防火墙
服务分布到了每一台 vSphere主机上。任何单台主机的故障，都不会影响整体

华东师范大学 |3

客户评价：

“我们利用 VMware 的新一代超融合
技术，实现了数据中心的现代化转型，
很好的支撑了应用创新，为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信息化 2.0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沈富可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治理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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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展望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的现代化数据中心，在 2018年正式上线之后，取得了显著的
收益，可以有效的支撑应用创新。在未来，学校一方面会基于新的架构继续扩展

闵行校区的新机房，另一方面改造现有的中山北路校区的机房，实现跨校区的 IT
基础设施高可用，为学校迈入教育信息化 2.0提供更加坚实的 IT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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