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城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0年 9月，是一所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占地面积 100
余亩，是全县唯一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康复，预防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综合公
立医院，也是全省山区县医院中仅有的一家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同时，该院还是湖北
文理学院附属谷城医院，是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等多所医学院校的教学实习基地。

医院开放病床达 1,700张，拥有内科楼、外科楼、综合楼和门诊医技楼等医疗业
务，区内设 25个病区，35个专科，外设国医堂新病区。截止目前，谷城县人民医院已
经拥有湖北省临床重点专科 18个，襄阳市临床重点专科 27个，固定资产 7亿元。现
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000 名，累计有 26 项医疗技术先后获得湖北省二类以上
医疗技术准入，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居全省县级医院前列。

主要挑战

硬件平台风险增大 +业务加速发展 

构建新型容灾数据中心迫在眉睫

在网络时代，信息安全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与百姓健康息息相关的医疗
行业，信息泄露事件常常发生，这为不少同行业机构敲响了警钟。作为一家历史悠久、
业务能力出色的医院，谷城县人民医院特别注重信息化建设。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
该院希望进一步提升数据中心的安全性，有效保护医患信息，同时保证业务系统
7x24小时不断运作。更重要的是，随着 IT技术的进步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医院各业
务对网络基础构架的依赖性越重，原有平台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有需求。具体而言，
原有硬件平台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硬件设备临近老化期，故障风险增高

谷城县人民医院数据中心现有硬件设备，绝大部分采购于 2011年，基本达到或
即将达到使用年限，硬件故障风险极高。

2、业务快速发展，硬件平台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虽然谷城人民医院的 IT部门在早期采购硬件时，也提前预估了业务软件和数据

的增长情况，但是随着软件版本升级及新业务系统的不断上线，数据量呈现井喷式
增长，原有硬件平台已不能支撑业务需求。部分新增硬件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业务支撑问题。

3、系统平台的应用、软件缺乏容灾环境

原有数据中心，其系统平台除了应用系统、数据库在服务器级别基本实现了冗
余之外，其他均未部署有效的备份平台，存在极大的数据丢失风险。

这些问题让谷城县人民医院 IT 部门压力倍增，亟需找到可靠的网络构架合作
伙伴，构建一个安全、高效、灵活的数据中心，从而为业务正常开展及医院未来发展
保驾护航。

解决方案

医疗智慧云解决方案

助力院方构建应用级双活数据中心

在考察了多个品牌供应商和解决方案之后，谷城县人民医院选择了 VMware
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来应对挑战。项目的实施方 “ 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 是 VMware 目前在湖北地区唯一的核心级合作伙伴。该公司已经为不少用
户提供了多场景的云平台、数据存储系统、备份容灾系统、网络系统、安全防护等多
种系统解决方案。公司现有 VMware 认证的 VCP 工程师 6 名、NSX 工程师 2 名、
vSAN工程师 2名、Air watch 工程师 2名、Horizon 工程师 2 名，具备 VMware 
超融合、桌面虚拟化、移动管理、网络虚拟化、运维智能化、服务器虚拟化等多项
VMware能力认证。

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结合客户的实际需求，为院方设计了 “谷城县人民
医院医疗智慧云 “解决方案 。该方案采用 VMware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思路，结合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NSX 网络虚拟化软件、 vSAN 软件定义存储系统，
构建出了一套兼具弹性、灵活性、强大安全性，同时又富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囊括
了规划、实施，运维等各个环节。

在数据中心构建过程中，项目实施方采用超融合构架，将服务器、存储和网络部
署在一套架构里，简化了医院机房的复杂性，提高运维管理水平。在容灾构架上，则
将分布在医院不同地点的主数据中心及容灾中心通过万兆网络建立 vSAN 延伸群
集构架。核心数据库采用了高可用并行模式部署，所有业务具有双副本，在两个机房

同时运行，且实现了数据同步。所有业务从现有环境迁到 vSAN 分布式存储构架
中，并默认具有 2份数据，分布在站点 A及站点 B,可以实现零数据丢失。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谷城医院建立起了应用级的双活数据中心，实现了业务
响应快速高效，核心数据拥有多副本，核心网络全冗余构架，数据零丢失，并实现
了无缝对接医疗大数据。

客户收益
新数据中心上线之后，一直运行良好，根据院方反馈，谷城县人民医院主要获

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收益：

1、新型容灾机制，让业务系统运行更稳定

新建成的容灾双活数据中心，跨越了传统备份容灾，核心业务及数据库有安
全冗余保护，增加了系统的可靠性。即使单机房停电进行改造也不影响业务运行，
完全做到了不中断，风险防御能力显著提升，业务相比以前更加稳定。

2、新系统上线速度提升四倍，运维更加简单

基于 x86架构服务器，结合服务器虚拟化，数据中心对计算资源进行池化，使
得新业务部署速度提升了大约四倍。不仅如此，借助智能云平台管理系统，整个数
据中心的运维更加简单，IT工作人员再也不用像之前一样四处救火，工作效率大
大提升。

3、安全性明显提升，为医院等保评定夯实了基础

数据中心还采用了 NSX 微分段和病毒防护等技术，对数据中心内部的所有
应用系统进行隔离，建立起有效的安全区域，安全性大为提升。这些安全防护措施
均按照国家安全等级保护架构要求设计，也为谷城人民医院迎接国家安全等级保
护评测夯实了基础。届时，IT部门仅需为数据中心添加相应设备，无需从新调整架
构。同时，VMware的产品和方案具有广泛兼容性，客户无需受硬件厂商限制，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设备。

4、为医院诊疗、科研、管理提供更智慧的服务

新的数据中心上线之后，无论是住院区的移动医护、人员、资产定位，还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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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区的就诊导航、医生云桌面，医技区的 PACS、HIS等设备，都搭建在云
平台之上。与此同时，谷城县人民医院正在探索借助医疗云、医疗大数据
还为医院诊疗、科研、管理提供了更多，更智慧的服务，促进医院科研创
新。

展望未来

目前，谷城县人民医院已构建了一个适应未来 10年发展的、高效的、
开放的、具备区域辐射的基础架构云平台，并为医院在后期实现综合业务
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未来，谷城县人民医院将继续与
VMware及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携手，充分发挥数据中心的功能，
全面实现医疗信息化改革。

谷城县人民医院借助VMware解决方案

构建应用级容灾双活数据中心  

推动医疗信息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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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泄露事件常常发生，这为不少同行业机构敲响了警钟。作为一家历史悠久、
业务能力出色的医院，谷城县人民医院特别注重信息化建设。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
该院希望进一步提升数据中心的安全性，有效保护医患信息，同时保证业务系统
7x24小时不断运作。更重要的是，随着 IT技术的进步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医院各业
务对网络基础构架的依赖性越重，原有平台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有需求。具体而言，
原有硬件平台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硬件设备临近老化期，故障风险增高

谷城县人民医院数据中心现有硬件设备，绝大部分采购于 2011年，基本达到或
即将达到使用年限，硬件故障风险极高。

2、业务快速发展，硬件平台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虽然谷城人民医院的 IT部门在早期采购硬件时，也提前预估了业务软件和数据

的增长情况，但是随着软件版本升级及新业务系统的不断上线，数据量呈现井喷式
增长，原有硬件平台已不能支撑业务需求。部分新增硬件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业务支撑问题。

3、系统平台的应用、软件缺乏容灾环境

原有数据中心，其系统平台除了应用系统、数据库在服务器级别基本实现了冗
余之外，其他均未部署有效的备份平台，存在极大的数据丢失风险。

这些问题让谷城县人民医院 IT 部门压力倍增，亟需找到可靠的网络构架合作
伙伴，构建一个安全、高效、灵活的数据中心，从而为业务正常开展及医院未来发展
保驾护航。

解决方案

医疗智慧云解决方案

助力院方构建应用级双活数据中心

在考察了多个品牌供应商和解决方案之后，谷城县人民医院选择了 VMware
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来应对挑战。项目的实施方 “ 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 是 VMware 目前在湖北地区唯一的核心级合作伙伴。该公司已经为不少用
户提供了多场景的云平台、数据存储系统、备份容灾系统、网络系统、安全防护等多
种系统解决方案。公司现有 VMware 认证的 VCP 工程师 6 名、NSX 工程师 2 名、
vSAN工程师 2名、Air watch 工程师 2名、Horizon 工程师 2 名，具备 VMware 
超融合、桌面虚拟化、移动管理、网络虚拟化、运维智能化、服务器虚拟化等多项
VMware能力认证。

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结合客户的实际需求，为院方设计了 “谷城县人民
医院医疗智慧云 “解决方案 。该方案采用 VMware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思路，结合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NSX 网络虚拟化软件、 vSAN 软件定义存储系统，
构建出了一套兼具弹性、灵活性、强大安全性，同时又富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囊括
了规划、实施，运维等各个环节。

在数据中心构建过程中，项目实施方采用超融合构架，将服务器、存储和网络部
署在一套架构里，简化了医院机房的复杂性，提高运维管理水平。在容灾构架上，则
将分布在医院不同地点的主数据中心及容灾中心通过万兆网络建立 vSAN 延伸群
集构架。核心数据库采用了高可用并行模式部署，所有业务具有双副本，在两个机房

同时运行，且实现了数据同步。所有业务从现有环境迁到 vSAN 分布式存储构架
中，并默认具有 2份数据，分布在站点 A及站点 B,可以实现零数据丢失。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谷城医院建立起了应用级的双活数据中心，实现了业务
响应快速高效，核心数据拥有多副本，核心网络全冗余构架，数据零丢失，并实现
了无缝对接医疗大数据。

客户收益
新数据中心上线之后，一直运行良好，根据院方反馈，谷城县人民医院主要获

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收益：

1、新型容灾机制，让业务系统运行更稳定

新建成的容灾双活数据中心，跨越了传统备份容灾，核心业务及数据库有安
全冗余保护，增加了系统的可靠性。即使单机房停电进行改造也不影响业务运行，
完全做到了不中断，风险防御能力显著提升，业务相比以前更加稳定。

2、新系统上线速度提升四倍，运维更加简单

基于 x86架构服务器，结合服务器虚拟化，数据中心对计算资源进行池化，使
得新业务部署速度提升了大约四倍。不仅如此，借助智能云平台管理系统，整个数
据中心的运维更加简单，IT工作人员再也不用像之前一样四处救火，工作效率大
大提升。

3、安全性明显提升，为医院等保评定夯实了基础

数据中心还采用了 NSX 微分段和病毒防护等技术，对数据中心内部的所有
应用系统进行隔离，建立起有效的安全区域，安全性大为提升。这些安全防护措施
均按照国家安全等级保护架构要求设计，也为谷城人民医院迎接国家安全等级保
护评测夯实了基础。届时，IT部门仅需为数据中心添加相应设备，无需从新调整架
构。同时，VMware的产品和方案具有广泛兼容性，客户无需受硬件厂商限制，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设备。

4、为医院诊疗、科研、管理提供更智慧的服务

新的数据中心上线之后，无论是住院区的移动医护、人员、资产定位，还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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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区的就诊导航、医生云桌面，医技区的 PACS、HIS等设备，都搭建在云
平台之上。与此同时，谷城县人民医院正在探索借助医疗云、医疗大数据
还为医院诊疗、科研、管理提供了更多，更智慧的服务，促进医院科研创
新。

展望未来

目前，谷城县人民医院已构建了一个适应未来 10年发展的、高效的、
开放的、具备区域辐射的基础架构云平台，并为医院在后期实现综合业务
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未来，谷城县人民医院将继续与
VMware及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携手，充分发挥数据中心的功能，
全面实现医疗信息化改革。

谷城县人民医院借助VMware解决方案

构建应用级容灾双活数据中心  

推动医疗信息化改革



谷城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0年 9月，是一所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占地面积 100
余亩，是全县唯一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康复，预防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综合公
立医院，也是全省山区县医院中仅有的一家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同时，该院还是湖北
文理学院附属谷城医院，是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等多所医学院校的教学实习基地。

医院开放病床达 1,700张，拥有内科楼、外科楼、综合楼和门诊医技楼等医疗业
务，区内设 25个病区，35个专科，外设国医堂新病区。截止目前，谷城县人民医院已
经拥有湖北省临床重点专科 18个，襄阳市临床重点专科 27个，固定资产 7亿元。现
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000 名，累计有 26 项医疗技术先后获得湖北省二类以上
医疗技术准入，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居全省县级医院前列。

主要挑战

硬件平台风险增大 +业务加速发展 

构建新型容灾数据中心迫在眉睫

在网络时代，信息安全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与百姓健康息息相关的医疗
行业，信息泄露事件常常发生，这为不少同行业机构敲响了警钟。作为一家历史悠久、
业务能力出色的医院，谷城县人民医院特别注重信息化建设。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
该院希望进一步提升数据中心的安全性，有效保护医患信息，同时保证业务系统
7x24小时不断运作。更重要的是，随着 IT技术的进步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医院各业
务对网络基础构架的依赖性越重，原有平台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有需求。具体而言，
原有硬件平台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硬件设备临近老化期，故障风险增高

谷城县人民医院数据中心现有硬件设备，绝大部分采购于 2011年，基本达到或
即将达到使用年限，硬件故障风险极高。

2、业务快速发展，硬件平台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虽然谷城人民医院的 IT部门在早期采购硬件时，也提前预估了业务软件和数据

的增长情况，但是随着软件版本升级及新业务系统的不断上线，数据量呈现井喷式
增长，原有硬件平台已不能支撑业务需求。部分新增硬件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业务支撑问题。

3、系统平台的应用、软件缺乏容灾环境

原有数据中心，其系统平台除了应用系统、数据库在服务器级别基本实现了冗
余之外，其他均未部署有效的备份平台，存在极大的数据丢失风险。

这些问题让谷城县人民医院 IT 部门压力倍增，亟需找到可靠的网络构架合作
伙伴，构建一个安全、高效、灵活的数据中心，从而为业务正常开展及医院未来发展
保驾护航。

解决方案

医疗智慧云解决方案

助力院方构建应用级双活数据中心

在考察了多个品牌供应商和解决方案之后，谷城县人民医院选择了 VMware
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来应对挑战。项目的实施方 “ 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 是 VMware 目前在湖北地区唯一的核心级合作伙伴。该公司已经为不少用
户提供了多场景的云平台、数据存储系统、备份容灾系统、网络系统、安全防护等多
种系统解决方案。公司现有 VMware 认证的 VCP 工程师 6 名、NSX 工程师 2 名、
vSAN工程师 2名、Air watch 工程师 2名、Horizon 工程师 2 名，具备 VMware 
超融合、桌面虚拟化、移动管理、网络虚拟化、运维智能化、服务器虚拟化等多项
VMware能力认证。

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结合客户的实际需求，为院方设计了 “谷城县人民
医院医疗智慧云 “解决方案 。该方案采用 VMware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思路，结合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NSX 网络虚拟化软件、 vSAN 软件定义存储系统，
构建出了一套兼具弹性、灵活性、强大安全性，同时又富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囊括
了规划、实施，运维等各个环节。

在数据中心构建过程中，项目实施方采用超融合构架，将服务器、存储和网络部
署在一套架构里，简化了医院机房的复杂性，提高运维管理水平。在容灾构架上，则
将分布在医院不同地点的主数据中心及容灾中心通过万兆网络建立 vSAN 延伸群
集构架。核心数据库采用了高可用并行模式部署，所有业务具有双副本，在两个机房

同时运行，且实现了数据同步。所有业务从现有环境迁到 vSAN 分布式存储构架
中，并默认具有 2份数据，分布在站点 A及站点 B,可以实现零数据丢失。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谷城医院建立起了应用级的双活数据中心，实现了业务
响应快速高效，核心数据拥有多副本，核心网络全冗余构架，数据零丢失，并实现
了无缝对接医疗大数据。

客户收益
新数据中心上线之后，一直运行良好，根据院方反馈，谷城县人民医院主要获

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收益：

1、新型容灾机制，让业务系统运行更稳定

新建成的容灾双活数据中心，跨越了传统备份容灾，核心业务及数据库有安
全冗余保护，增加了系统的可靠性。即使单机房停电进行改造也不影响业务运行，
完全做到了不中断，风险防御能力显著提升，业务相比以前更加稳定。

2、新系统上线速度提升四倍，运维更加简单

基于 x86架构服务器，结合服务器虚拟化，数据中心对计算资源进行池化，使
得新业务部署速度提升了大约四倍。不仅如此，借助智能云平台管理系统，整个数
据中心的运维更加简单，IT工作人员再也不用像之前一样四处救火，工作效率大
大提升。

3、安全性明显提升，为医院等保评定夯实了基础

数据中心还采用了 NSX 微分段和病毒防护等技术，对数据中心内部的所有
应用系统进行隔离，建立起有效的安全区域，安全性大为提升。这些安全防护措施
均按照国家安全等级保护架构要求设计，也为谷城人民医院迎接国家安全等级保
护评测夯实了基础。届时，IT部门仅需为数据中心添加相应设备，无需从新调整架
构。同时，VMware的产品和方案具有广泛兼容性，客户无需受硬件厂商限制，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设备。

4、为医院诊疗、科研、管理提供更智慧的服务

新的数据中心上线之后，无论是住院区的移动医护、人员、资产定位，还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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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VMware 解决方案构建的双活数据
中心上线之后，实现了安全冗余、微分
段隔离、数据零丢失等功能，而且运维
更加智能，对医院各项业务的正常运
转来说至关重要。

——李新忠

信息中心主任

 

                                                              

诊区的就诊导航、医生云桌面，医技区的 PACS、HIS等设备，都搭建在云
平台之上。与此同时，谷城县人民医院正在探索借助医疗云、医疗大数据
还为医院诊疗、科研、管理提供了更多，更智慧的服务，促进医院科研创
新。

展望未来

目前，谷城县人民医院已构建了一个适应未来 10年发展的、高效的、
开放的、具备区域辐射的基础架构云平台，并为医院在后期实现综合业务
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未来，谷城县人民医院将继续与
VMware及湖北旭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携手，充分发挥数据中心的功能，
全面实现医疗信息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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