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大二附院 )）是一所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非营利性、三级甲等规模的现代化
综合性教学医院。医院于 2008年开诊，总建筑面积 281668平方米，目前开放
床位 2200余张，共开设了 30余个临床科室和 10余个医技科室。2013年率先
在安徽省按照原卫生部部颁标准通过国家三级医院等级评审。2017 年初，医院
以高分通过 JCI评审，成为安徽省首家获得 JCI认证、全国第十家以学术型医学
中心医院通过 JCI评审的大型公立医院。2018年被评为首届中国最美医院。

主要挑战

物理设备源自不同厂商建设双活数据中心遇困难

在大数据时代，医疗信息系统对于医疗服务和医院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系统意外停机或数据丢失将直接影响患者就诊和治疗，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因此不断用新技术加强信息化建设成为不少医院的共识。作为一家按照高标
准打造的综合性新型医院，安医大二附院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从 2013年起，
医院就开始采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来为医院的各项业务提供支持，并陆续将绝
大部分应用迁移到虚拟化平台之上，信息化建设水平逐渐提升。

而随着医院的加速发展，原有的数据中心已不能满足现有需求，为此医院修
建了新的数据中心，并希望构建双活数据中心。目标很明确，但实现起来并非易
事，由于新老机房建设年代不同，物理网络核心设备有早期采购的国外品牌设备
及本期数据中心采购的国产品牌设备，在不同厂商不同品牌设备间无法进行物
理网络 “大二层 ”改造。如果采用传统技术方案则需要进行数据中心网络核心设
备的更换及升级，势必会导致投资巨大，且项目复杂度较高。该如何解决这一难
题，成功构建双活数据中心呢？这成为了安医大二附院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挑战。

解决方案

VMware助力建设双活数据中心 实现所有应用虚拟化

安医大二附院的领导和信息中心经过调研和讨论之后，决定采用虚拟化手
段打通网络大二层，构建双活数据中心，VMware成为意向合作伙伴之一。

作为全球云基础架构和移动商务解决方案厂商，VMware已经为全球无数企业
级客户提供了卓越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国内医疗行业中，VMware 也已经拥有一
批成功案例，帮助众多大型医院等构建双活数据中心。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之后，鉴于
VMware 的品牌力量和成功案例，安医大二附院信息中心正式与 VMware 携手合
作。

VMware为安医大二附院提供了高效、灵活的双活数据中心构建方案，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

●通过 VMware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将跨数据中心计算资源构建成统
一的资源池，满足医疗业务应用对计算资源的需求。

●通过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技术，在现有跨数据中心三层物理网络之上
构建出逻辑二层虚拟网络，业务虚拟机可在二层虚拟网络上进行跨数据中心自由迁
移，并保持现有网络属性不变，屏蔽物理网络设备异构导致的技术屏障。

●借助存储设备双活技术实现业务数据跨数据中心存储，提升核心业务数据的
可用性。

该方案得到医院信息中心的充分肯定，但在推进过程中也发生一个小插曲。医院
的 HIS、EMR两大核心业务系统之前运行在物理架构之上，并未实现虚拟化，在想这
种情况构建双活数据中心，技术要求很高，投入也相当大。是否能直接将该应用迁移
到虚拟化构架平台呢？就国内的大部分医院而言，基本还是将这两大业务放在物理
平台上。因此，当信息中心提出将其从物理环境迁到虚拟化环境时，也遇到较大的阻
力。不过，经过反复考察，无论是供应商还是院方都最终同意 VMware提出的虚拟化
HIS、EMR系统的建议，他们对 VMware的成熟度、稳定性抱有极大的信心，最终决
定将这两大系统纳入了虚拟化环境。

在硬件方面，安医大二附院则选择了性能强大的 Intel Xeon® 处理器，为
VMware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高效、安全、敏捷的平台支撑，从而为数据中心建设提供
了更加全面的保障。

客户收益

1、数据零丢失  业务恢复时间降为分钟级

在构建双活数据中心之前，该院数据中心若发生故障，业务恢复时间要以小时或
天为单位计算，建立了双活数据中心之后，实现了两个业务系统无缝切换，共同承担
业务。若发生意外时，另一个数据中心将自动接管业务应用，实现数据零丢失，业务恢

复时间降到了分钟级之内，让业务连续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2、数据中心安全性显著提高

通过 NSX微分段技术，VMware的技术服务团队为数据中心建立东西向
防火墙，实现了每一台虚拟机之间的有效隔离，实现了精细化的安全策略管理，
并且防火墙的界面也更加简洁好用，帮助医院全方位守护各类数据和信息安
全。

3、帮助院方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通过 VMware NSX网络虚拟化技术，在现有物理网络之上虚拟出 “大二
层 ”网络，实现了网络的 “双活 ”，对现有物理网络架构无需进行技术改造，保
护了现有的投资。不仅如此，在双活数据中心的架构上线之后，做到灾难时自动
切换，不需要太多人力干预，这也帮助院方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4、关键业务的连续性得以提升

医院 HIS、EMR核心业务系统应用及数据库迁移到基于虚拟化的 “双活 ”
数据中心架构，极大地提升了核心业务的连续性，助力医院信息服务水平稳步
提升。

展望未来

稳定、安全、灵活、可靠的双活数据中心，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各项业务插上翅膀，将助力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和患者就医体验。在未来的道路
上，VMware也将继续为其提供完善、周到的服务和技术支持，通过移动化管
理、应用现代化、IOT等更多的行业领先技术推动医院信息化技术发展，推动医
疗数字化转型。

行业：

医疗

区域：

安徽

主要挑战：

● 新老数据中心建设年代不同，物理
设备采购于不同生产厂商，建立双活
数据中心困难重重

解决方案：
私有云双活数据中心

VMware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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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双活数据中心    为医院发展插上翅膀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大二附院 )）是一所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非营利性、三级甲等规模的现代化
综合性教学医院。医院于 2008年开诊，总建筑面积 281668平方米，目前开放
床位 2200余张，共开设了 30余个临床科室和 10余个医技科室。2013年率先
在安徽省按照原卫生部部颁标准通过国家三级医院等级评审。2017 年初，医院
以高分通过 JCI评审，成为安徽省首家获得 JCI认证、全国第十家以学术型医学
中心医院通过 JCI评审的大型公立医院。2018年被评为首届中国最美医院。

主要挑战

物理设备源自不同厂商建设双活数据中心遇困难

在大数据时代，医疗信息系统对于医疗服务和医院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系统意外停机或数据丢失将直接影响患者就诊和治疗，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因此不断用新技术加强信息化建设成为不少医院的共识。作为一家按照高标
准打造的综合性新型医院，安医大二附院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从 2013年起，
医院就开始采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来为医院的各项业务提供支持，并陆续将绝
大部分应用迁移到虚拟化平台之上，信息化建设水平逐渐提升。

而随着医院的加速发展，原有的数据中心已不能满足现有需求，为此医院修
建了新的数据中心，并希望构建双活数据中心。目标很明确，但实现起来并非易
事，由于新老机房建设年代不同，物理网络核心设备有早期采购的国外品牌设备
及本期数据中心采购的国产品牌设备，在不同厂商不同品牌设备间无法进行物
理网络 “大二层 ”改造。如果采用传统技术方案则需要进行数据中心网络核心设
备的更换及升级，势必会导致投资巨大，且项目复杂度较高。该如何解决这一难
题，成功构建双活数据中心呢？这成为了安医大二附院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挑战。

解决方案

VMware助力建设双活数据中心 实现所有应用虚拟化

安医大二附院的领导和信息中心经过调研和讨论之后，决定采用虚拟化手
段打通网络大二层，构建双活数据中心，VMware成为意向合作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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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云基础架构和移动商务解决方案厂商，VMware已经为全球无数企业
级客户提供了卓越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国内医疗行业中，VMware 也已经拥有一
批成功案例，帮助众多大型医院等构建双活数据中心。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之后，鉴于
VMware 的品牌力量和成功案例，安医大二附院信息中心正式与 VMware 携手合
作。

VMware为安医大二附院提供了高效、灵活的双活数据中心构建方案，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

●通过 VMware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将跨数据中心计算资源构建成统
一的资源池，满足医疗业务应用对计算资源的需求。

●通过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技术，在现有跨数据中心三层物理网络之上
构建出逻辑二层虚拟网络，业务虚拟机可在二层虚拟网络上进行跨数据中心自由迁
移，并保持现有网络属性不变，屏蔽物理网络设备异构导致的技术屏障。

●借助存储设备双活技术实现业务数据跨数据中心存储，提升核心业务数据的
可用性。

该方案得到医院信息中心的充分肯定，但在推进过程中也发生一个小插曲。医院
的 HIS、EMR两大核心业务系统之前运行在物理架构之上，并未实现虚拟化，在想这
种情况构建双活数据中心，技术要求很高，投入也相当大。是否能直接将该应用迁移
到虚拟化构架平台呢？就国内的大部分医院而言，基本还是将这两大业务放在物理
平台上。因此，当信息中心提出将其从物理环境迁到虚拟化环境时，也遇到较大的阻
力。不过，经过反复考察，无论是供应商还是院方都最终同意 VMware提出的虚拟化
HIS、EMR系统的建议，他们对 VMware的成熟度、稳定性抱有极大的信心，最终决
定将这两大系统纳入了虚拟化环境。

在硬件方面，安医大二附院则选择了性能强大的 Intel Xeon® 处理器，为
VMware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高效、安全、敏捷的平台支撑，从而为数据中心建设提供
了更加全面的保障。

客户收益

1、数据零丢失  业务恢复时间降为分钟级

在构建双活数据中心之前，该院数据中心若发生故障，业务恢复时间要以小时或
天为单位计算，建立了双活数据中心之后，实现了两个业务系统无缝切换，共同承担
业务。若发生意外时，另一个数据中心将自动接管业务应用，实现数据零丢失，业务恢

复时间降到了分钟级之内，让业务连续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2、数据中心安全性显著提高

通过 NSX微分段技术，VMware的技术服务团队为数据中心建立东西向
防火墙，实现了每一台虚拟机之间的有效隔离，实现了精细化的安全策略管理，
并且防火墙的界面也更加简洁好用，帮助医院全方位守护各类数据和信息安
全。

3、帮助院方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通过 VMware NSX网络虚拟化技术，在现有物理网络之上虚拟出 “大二
层 ”网络，实现了网络的 “双活 ”，对现有物理网络架构无需进行技术改造，保
护了现有的投资。不仅如此，在双活数据中心的架构上线之后，做到灾难时自动
切换，不需要太多人力干预，这也帮助院方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4、关键业务的连续性得以提升

医院 HIS、EMR核心业务系统应用及数据库迁移到基于虚拟化的 “双活 ”
数据中心架构，极大地提升了核心业务的连续性，助力医院信息服务水平稳步
提升。

展望未来

稳定、安全、灵活、可靠的双活数据中心，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各项业务插上翅膀，将助力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和患者就医体验。在未来的道路
上，VMware也将继续为其提供完善、周到的服务和技术支持，通过移动化管
理、应用现代化、IOT等更多的行业领先技术推动医院信息化技术发展，推动医
疗数字化转型。

VMware产品和服务

VMware vSphere® 企业增强版

VMware NSX® 高级版

硬件设备

16节点 Dell EMC服务器

3套 Dell EMC存储

VPLEX存储双活网关

Intel E5-2640v4 CPU

上线时间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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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双活数据中心    为医院发展插上翅膀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大二附院 )）是一所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非营利性、三级甲等规模的现代化
综合性教学医院。医院于 2008年开诊，总建筑面积 281668平方米，目前开放
床位 2200余张，共开设了 30余个临床科室和 10余个医技科室。2013年率先
在安徽省按照原卫生部部颁标准通过国家三级医院等级评审。2017 年初，医院
以高分通过 JCI评审，成为安徽省首家获得 JCI认证、全国第十家以学术型医学
中心医院通过 JCI评审的大型公立医院。2018年被评为首届中国最美医院。

主要挑战

物理设备源自不同厂商建设双活数据中心遇困难

在大数据时代，医疗信息系统对于医疗服务和医院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系统意外停机或数据丢失将直接影响患者就诊和治疗，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因此不断用新技术加强信息化建设成为不少医院的共识。作为一家按照高标
准打造的综合性新型医院，安医大二附院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从 2013年起，
医院就开始采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来为医院的各项业务提供支持，并陆续将绝
大部分应用迁移到虚拟化平台之上，信息化建设水平逐渐提升。

而随着医院的加速发展，原有的数据中心已不能满足现有需求，为此医院修
建了新的数据中心，并希望构建双活数据中心。目标很明确，但实现起来并非易
事，由于新老机房建设年代不同，物理网络核心设备有早期采购的国外品牌设备
及本期数据中心采购的国产品牌设备，在不同厂商不同品牌设备间无法进行物
理网络 “大二层 ”改造。如果采用传统技术方案则需要进行数据中心网络核心设
备的更换及升级，势必会导致投资巨大，且项目复杂度较高。该如何解决这一难
题，成功构建双活数据中心呢？这成为了安医大二附院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挑战。

解决方案

VMware助力建设双活数据中心 实现所有应用虚拟化

安医大二附院的领导和信息中心经过调研和讨论之后，决定采用虚拟化手
段打通网络大二层，构建双活数据中心，VMware成为意向合作伙伴之一。

作为全球云基础架构和移动商务解决方案厂商，VMware已经为全球无数企业
级客户提供了卓越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国内医疗行业中，VMware 也已经拥有一
批成功案例，帮助众多大型医院等构建双活数据中心。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之后，鉴于
VMware 的品牌力量和成功案例，安医大二附院信息中心正式与 VMware 携手合
作。

VMware为安医大二附院提供了高效、灵活的双活数据中心构建方案，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

●通过 VMware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将跨数据中心计算资源构建成统
一的资源池，满足医疗业务应用对计算资源的需求。

●通过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技术，在现有跨数据中心三层物理网络之上
构建出逻辑二层虚拟网络，业务虚拟机可在二层虚拟网络上进行跨数据中心自由迁
移，并保持现有网络属性不变，屏蔽物理网络设备异构导致的技术屏障。

●借助存储设备双活技术实现业务数据跨数据中心存储，提升核心业务数据的
可用性。

该方案得到医院信息中心的充分肯定，但在推进过程中也发生一个小插曲。医院
的 HIS、EMR两大核心业务系统之前运行在物理架构之上，并未实现虚拟化，在想这
种情况构建双活数据中心，技术要求很高，投入也相当大。是否能直接将该应用迁移
到虚拟化构架平台呢？就国内的大部分医院而言，基本还是将这两大业务放在物理
平台上。因此，当信息中心提出将其从物理环境迁到虚拟化环境时，也遇到较大的阻
力。不过，经过反复考察，无论是供应商还是院方都最终同意 VMware提出的虚拟化
HIS、EMR系统的建议，他们对 VMware的成熟度、稳定性抱有极大的信心，最终决
定将这两大系统纳入了虚拟化环境。

在硬件方面，安医大二附院则选择了性能强大的 Intel Xeon® 处理器，为
VMware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高效、安全、敏捷的平台支撑，从而为数据中心建设提供
了更加全面的保障。

客户收益

1、数据零丢失  业务恢复时间降为分钟级

在构建双活数据中心之前，该院数据中心若发生故障，业务恢复时间要以小时或
天为单位计算，建立了双活数据中心之后，实现了两个业务系统无缝切换，共同承担
业务。若发生意外时，另一个数据中心将自动接管业务应用，实现数据零丢失，业务恢

复时间降到了分钟级之内，让业务连续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2、数据中心安全性显著提高

通过 NSX微分段技术，VMware的技术服务团队为数据中心建立东西向
防火墙，实现了每一台虚拟机之间的有效隔离，实现了精细化的安全策略管理，
并且防火墙的界面也更加简洁好用，帮助医院全方位守护各类数据和信息安
全。

3、帮助院方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通过 VMware NSX网络虚拟化技术，在现有物理网络之上虚拟出 “大二
层 ”网络，实现了网络的 “双活 ”，对现有物理网络架构无需进行技术改造，保
护了现有的投资。不仅如此，在双活数据中心的架构上线之后，做到灾难时自动
切换，不需要太多人力干预，这也帮助院方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4、关键业务的连续性得以提升

医院 HIS、EMR核心业务系统应用及数据库迁移到基于虚拟化的 “双活 ”
数据中心架构，极大地提升了核心业务的连续性，助力医院信息服务水平稳步
提升。

展望未来

稳定、安全、灵活、可靠的双活数据中心，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各项业务插上翅膀，将助力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和患者就医体验。在未来的道路
上，VMware也将继续为其提供完善、周到的服务和技术支持，通过移动化管
理、应用现代化、IOT等更多的行业领先技术推动医院信息化技术发展，推动医
疗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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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我们很认同 VMware 的理念和解决方
案，借助 VMware NSX 网络虚拟化技
术构建的双活数据中心架构，加速了传
统数据中心架构的快速转型，提升了医
疗核心业务及数据库的业务连续性，并
在简化了技术复杂度的同时节省了大
量投资。

--王慧姮

信息中心主任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VMware携手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建设双活数据中心    为医院发展插上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