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青职学院）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省属高
职院校，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国家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第一批山
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单位。 学校主要从事全日制高职教育
和社会职业技能培训，兼顾成人学历教育，中外合作学历教育及中小学教师、校
长培训等。

学校有黄岛、市南、市北 3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 54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
积 27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9,192 万元，馆藏纸质图书 98.55
万册。共设有 7个二级学院，设有 40个高职招生专业及方向，有教职工 771人，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 11,000余人。

主要挑战

学校发展加速  原有数据中心无法满足使用需求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现有市南校区、黄岛校区两个数据中心，通过租赁千兆裸
光纤实现互联。市南校区数据中心于 2013 年建成。黄岛校区数据中心于 2015
年进行了网络和机房环境升级改造，并配置了核心交换机作为服务器汇聚，黄岛
校区原有两套虚拟化平台，分别是 2011年和 2013年建设完成。 2014年，原有
的两套虚拟化平台被合二为一，实现应用系统、存储的灵活迁移和统一管理。

但是随着学校发展的不断加速，应用系统和数据资源的快速增长，师生们对
网络资源的依赖也越来越高，这些压力使得黄岛校区的现有资源无法满足学院
发展需求。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学校数据中心扩容迫在眉睫

随着学校的发展， 新的业务系统不断上线，对 CPU、内存提出更快更高的要
求。多台主机的 CPU、内存资源使用率已超警戒值、虚拟机配置的存储空间已超
过可用容量、存储剩余容量不能满足教职工邮箱、原先服务器虚拟化环境安全防
护不足、教师教学和办公的移动性不足等问题。为此，2016年，黄岛校区采购的
电子图书、数字化教学平台等均因存储空间问题，不得不暂时部署到市南校区。

同时，学院的财务、教务、一卡通、邮件、资产、图书等重要数据未进行有效的

数据备份，如发生数据丢失情况，将对学校正常教学、办公秩序带来严重破坏。这两方
面的状况，促使学院必须对数据中心进行扩容，全面提升虚拟化平台的计算、存储、网
络性能，并制定完善的数据备份策略，实现高效安全的数据备份与保护。

2、校园云盘系统建设已被提上日程

在数字化时代，每个人都拥有大量学习资源。但是这些文档、课件、学习视频等资
源分散在每个人电脑中，很难分享、无法实现文档的多人协作；很多老师和学生使用
百度、360等公有网盘，但公有网盘纷纷转型，文档安全和服务没有保障，面向师生
的校园私有网盘已经成为一项最基本的需求了。为了建设校园云盘系统，也必须有强
大的数据中心提供支持。

3、搭建桌面虚拟化平台势在必行

作为省属高职院校，青职学院注重学生的试验能力、动手操作等能力的培养，因
此对于教学和试验环境十分看重。为此，不少老师在课前要专门给学生们配置教学或
实验专用系统，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可能面对电脑配置低，无法装载的尴尬。因此，
桌面虚拟化建设也迫在眉睫。

解决方案

VMware数据中心云平台解决方案

为青职学院全面升级数据中心

在了解到青职学院的 IT现状及所面临的困境之后，VMware的合作伙伴，项目
实施方，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制定了从规划、设计到安装、实施以及后期
运维和技术支持服务等为一体的数据中心云平台解决方案。

该方案采用 vCloud Suite云平台管理套件、vSAN存储虚拟化软件、NSX网
络虚拟化软件、Horizon 高级版桌面虚拟化软件等产品，统筹利用青职学院已有的 
IT资源和条件，进行统一建设。新的数据中心建成之后，将一并解决上述难题，为学
校各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软件、应用功能、信息资源、运行保障和信息安全等综合
云计算服务。

客户收益

1、顺利完成扩容 建成高效、灵活、安全的数据中心

通过 VMware先进、稳定、成熟的计算、存储、网络等虚拟化技术，项目实施团队

实现了对学院原有的虚拟化平台的扩容，建立起了基于软件定义的高可靠、高
弹性、高效率的数据中心云平台。新平台拥有足够的容量来应对当前各应用系
统的储存、数据备份等问题，而且可以根据需要灵活扩容，解决了 IT运维部门
的后顾之忧。

2、形成庞大的资源池  为教学教务等提供全面支撑

数据中心扩容项目建成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硬件资源池，为各部门提供
了各种网站托管、数据存储、数据备份、系统应用推广、软件开发测试等服务。各
部门可协同办公，实现跨部门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形成全校的信息资源共享交
换平台，完全可满足安全可靠运行的要求。在这个平台上，汇聚各方学习资源，
实现学生利用校园云盘自主学习和互动，为老师的文档资料提供多版本安全保
护、快捷分享、随时随地访问。

3、运维便利   让 IT部门的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借助 vCloud Suite云平台管理套件，数据中心可以合理分配资源优化负
载性能表现，并对云平台各类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预警，便于管理员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做出合理规划。基于这些强大功能，云平台实现了应用系
统、存储等所有资源的自由调配、灵活迁移和统一管理，也大大减轻了 IT部门
的工作负担，让效率明显得以提升。

4、教学环境得以优化  师生满意度直线上升

云桌面系统上线之后，教职工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任何时间访问属
于教职工个人账号的桌面系统，达到快速配置、访问教学系统的目的。借助云平
台，部分教室中配置较低的电脑，也可以通过桌面虚拟化满足要求较高的软件
正常运行。同时，这也方便了运维人员对所有桌面进行集中管理，批量开关机、
查杀病毒、升级软件。这些措施让教学环境、试验环境得到了优化，充分满足了
个性化教学需要，师生满意度大大提升。

展望未来

在未来，随着信息化需求的增长，青岛职业学院数据中心云平台，将根据需
求升级为同城异地的双活数据中心。由于采用领先技术，青岛职业学院的云平
台可支持平滑升级，不会造成本期设备及软件浪费，有效保护了投资。

合作伙伴

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

教育

区域：

山东

主要挑战：

学校发展的不断加速，应用系统和数
据资源的快速增长，师生们对网络资
源的依赖也越来越高，现有数据中心
已无法满足学院发展需求。

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云平台解决方案

VMware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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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备份，如发生数据丢失情况，将对学校正常教学、办公秩序带来严重破坏。这两方
面的状况，促使学院必须对数据中心进行扩容，全面提升虚拟化平台的计算、存储、网
络性能，并制定完善的数据备份策略，实现高效安全的数据备份与保护。

2、校园云盘系统建设已被提上日程

在数字化时代，每个人都拥有大量学习资源。但是这些文档、课件、学习视频等资
源分散在每个人电脑中，很难分享、无法实现文档的多人协作；很多老师和学生使用
百度、360等公有网盘，但公有网盘纷纷转型，文档安全和服务没有保障，面向师生
的校园私有网盘已经成为一项最基本的需求了。为了建设校园云盘系统，也必须有强
大的数据中心提供支持。

3、搭建桌面虚拟化平台势在必行

作为省属高职院校，青职学院注重学生的试验能力、动手操作等能力的培养，因
此对于教学和试验环境十分看重。为此，不少老师在课前要专门给学生们配置教学或
实验专用系统，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可能面对电脑配置低，无法装载的尴尬。因此，
桌面虚拟化建设也迫在眉睫。

解决方案

VMware数据中心云平台解决方案

为青职学院全面升级数据中心

在了解到青职学院的 IT现状及所面临的困境之后，VMware的合作伙伴，项目
实施方，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制定了从规划、设计到安装、实施以及后期
运维和技术支持服务等为一体的数据中心云平台解决方案。

该方案采用 vCloud Suite云平台管理套件、vSAN存储虚拟化软件、NSX网
络虚拟化软件、Horizon 高级版桌面虚拟化软件等产品，统筹利用青职学院已有的 
IT资源和条件，进行统一建设。新的数据中心建成之后，将一并解决上述难题，为学
校各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软件、应用功能、信息资源、运行保障和信息安全等综合
云计算服务。

客户收益

1、顺利完成扩容 建成高效、灵活、安全的数据中心

通过 VMware先进、稳定、成熟的计算、存储、网络等虚拟化技术，项目实施团队

实现了对学院原有的虚拟化平台的扩容，建立起了基于软件定义的高可靠、高
弹性、高效率的数据中心云平台。新平台拥有足够的容量来应对当前各应用系
统的储存、数据备份等问题，而且可以根据需要灵活扩容，解决了 IT运维部门
的后顾之忧。

2、形成庞大的资源池  为教学教务等提供全面支撑

数据中心扩容项目建成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硬件资源池，为各部门提供
了各种网站托管、数据存储、数据备份、系统应用推广、软件开发测试等服务。各
部门可协同办公，实现跨部门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形成全校的信息资源共享交
换平台，完全可满足安全可靠运行的要求。在这个平台上，汇聚各方学习资源，
实现学生利用校园云盘自主学习和互动，为老师的文档资料提供多版本安全保
护、快捷分享、随时随地访问。

3、运维便利   让 IT部门的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借助 vCloud Suite云平台管理套件，数据中心可以合理分配资源优化负
载性能表现，并对云平台各类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预警，便于管理员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做出合理规划。基于这些强大功能，云平台实现了应用系
统、存储等所有资源的自由调配、灵活迁移和统一管理，也大大减轻了 IT部门
的工作负担，让效率明显得以提升。

4、教学环境得以优化  师生满意度直线上升

云桌面系统上线之后，教职工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任何时间访问属
于教职工个人账号的桌面系统，达到快速配置、访问教学系统的目的。借助云平
台，部分教室中配置较低的电脑，也可以通过桌面虚拟化满足要求较高的软件
正常运行。同时，这也方便了运维人员对所有桌面进行集中管理，批量开关机、
查杀病毒、升级软件。这些措施让教学环境、试验环境得到了优化，充分满足了
个性化教学需要，师生满意度大大提升。

展望未来

在未来，随着信息化需求的增长，青岛职业学院数据中心云平台，将根据需
求升级为同城异地的双活数据中心。由于采用领先技术，青岛职业学院的云平
台可支持平滑升级，不会造成本期设备及软件浪费，有效保护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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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性能，并制定完善的数据备份策略，实现高效安全的数据备份与保护。

2、校园云盘系统建设已被提上日程

在数字化时代，每个人都拥有大量学习资源。但是这些文档、课件、学习视频等资
源分散在每个人电脑中，很难分享、无法实现文档的多人协作；很多老师和学生使用
百度、360等公有网盘，但公有网盘纷纷转型，文档安全和服务没有保障，面向师生
的校园私有网盘已经成为一项最基本的需求了。为了建设校园云盘系统，也必须有强
大的数据中心提供支持。

3、搭建桌面虚拟化平台势在必行

作为省属高职院校，青职学院注重学生的试验能力、动手操作等能力的培养，因
此对于教学和试验环境十分看重。为此，不少老师在课前要专门给学生们配置教学或
实验专用系统，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可能面对电脑配置低，无法装载的尴尬。因此，
桌面虚拟化建设也迫在眉睫。

解决方案

VMware数据中心云平台解决方案

为青职学院全面升级数据中心

在了解到青职学院的 IT现状及所面临的困境之后，VMware的合作伙伴，项目
实施方，青岛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制定了从规划、设计到安装、实施以及后期
运维和技术支持服务等为一体的数据中心云平台解决方案。

该方案采用 vCloud Suite云平台管理套件、vSAN存储虚拟化软件、NSX网
络虚拟化软件、Horizon 高级版桌面虚拟化软件等产品，统筹利用青职学院已有的 
IT资源和条件，进行统一建设。新的数据中心建成之后，将一并解决上述难题，为学
校各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软件、应用功能、信息资源、运行保障和信息安全等综合
云计算服务。

客户收益

1、顺利完成扩容 建成高效、灵活、安全的数据中心

通过 VMware先进、稳定、成熟的计算、存储、网络等虚拟化技术，项目实施团队

实现了对学院原有的虚拟化平台的扩容，建立起了基于软件定义的高可靠、高
弹性、高效率的数据中心云平台。新平台拥有足够的容量来应对当前各应用系
统的储存、数据备份等问题，而且可以根据需要灵活扩容，解决了 IT运维部门
的后顾之忧。

2、形成庞大的资源池  为教学教务等提供全面支撑

数据中心扩容项目建成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硬件资源池，为各部门提供
了各种网站托管、数据存储、数据备份、系统应用推广、软件开发测试等服务。各
部门可协同办公，实现跨部门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形成全校的信息资源共享交
换平台，完全可满足安全可靠运行的要求。在这个平台上，汇聚各方学习资源，
实现学生利用校园云盘自主学习和互动，为老师的文档资料提供多版本安全保
护、快捷分享、随时随地访问。

3、运维便利   让 IT部门的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借助 vCloud Suite云平台管理套件，数据中心可以合理分配资源优化负
载性能表现，并对云平台各类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预警，便于管理员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做出合理规划。基于这些强大功能，云平台实现了应用系
统、存储等所有资源的自由调配、灵活迁移和统一管理，也大大减轻了 IT部门
的工作负担，让效率明显得以提升。

4、教学环境得以优化  师生满意度直线上升

云桌面系统上线之后，教职工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任何时间访问属
于教职工个人账号的桌面系统，达到快速配置、访问教学系统的目的。借助云平
台，部分教室中配置较低的电脑，也可以通过桌面虚拟化满足要求较高的软件
正常运行。同时，这也方便了运维人员对所有桌面进行集中管理，批量开关机、
查杀病毒、升级软件。这些措施让教学环境、试验环境得到了优化，充分满足了
个性化教学需要，师生满意度大大提升。

展望未来

在未来，随着信息化需求的增长，青岛职业学院数据中心云平台，将根据需
求升级为同城异地的双活数据中心。由于采用领先技术，青岛职业学院的云平
台可支持平滑升级，不会造成本期设备及软件浪费，有效保护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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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在 VMware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完成
数据中心的扩容，实现了安全高效的存
储、虚拟化等服务，还建立了校园云盘、
云桌面等系统，为学校的教学、管理、科
研、服务等带来了诸多便利。

--范德辉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VMware助力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全面升级数据中心  

为学校发展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