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公安学院，原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是上海唯一一所特色性应用型

全日制公安高等院校，也是公安部设立的全国公安师资、外警、国保、科技信

息化、网络警察、心理等培训基地。建校 65 年来，学校为上海乃至全国公安

政法战线培养、输送了3.6万余名毕业生，培训在职民警33余万人次，被誉为 “警

察的摇篮、警官的熔炉 ”。学校占地面积为 713 亩，校舍建筑面积达 12 万余平

方米，分为浦东、莘庄两个校区，现有教职员工 500 余人，在校学生和学员

3,000 人左右。

现实挑战：

学校不断发展

如何让信息化建设再上一个台阶？

作为地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特色院校，上海公安学院很早就开始接触了

各种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信息化建设成果也较为显著。

早在 2008 年，上海公安学院就开始和 VMware 合作，使用 VMware 的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提升服务器资源使用效率，简化运维管理。在 2014 年，

上海公安学院作为全国首家教育行业用户，成功实施了 VMware vSAN，通过其

软件定义的存储技术，大大提升了存储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近年来，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每年都有很多的应用上线和升级，包括综合

信息平台、OA 办公系统、大容量邮箱和网盘、移动学习平台、虚拟实训平台、智慧

教室、智能高清监控平台、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等。此外，从 2014 年开始，为了更好

地给学校师生提供互联网 + 服务，学校决定将大量的非涉密的应用从公安内网

迁移到互联网。

信息化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安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交付速度、运维复

杂度，成本…，这些都给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然不

是好的方法。

在与学校信息化负责人盛靖科长的沟通中，盛科长告诉大家，其实他们很早

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有了思路。盛科长称之为 “积木 ” 式数据中心：通

过构建标准化的数据中心单元，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并且可以轻松实现横向

扩展；其中，组件功能可以不断增加，但整个数据中心得始终是一个相互协同、

高效、灵活的整体。

这不正是 VMware 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设计理念吗？

解决方案：

携手 VMware 共建 “积木 ” 式数据中心

在经过多方面的讨论之后，上海公安学院认为 VMware 软件定义的数据

中心架构和自身的需求完全吻合，并且代表着数据中心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就

此，VMware 成为了其信息化发展道路上最亲密的伙伴。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架构包含四个部分：软件定义的计算、软件定义的

存储、软件定义的网络和自动化的云管理平台。此前，上海公安学院已经完成

了软件定义的计算（vSphere）和软件定义的存储（vSAN）部分的建设。 在
2015 年，学校通过了整体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技术论证，并升级了

vSphere 和 vSAN 到最新版本。2016 年，通过 VMware vRealize 套件实现

自动化的云管理平台，2017 年通过 VMware NSX 实现了数据中心虚拟网络

和网络微分段。

经过几年的持续建设，上海公安学院逐步实现了自己的 “积木 “ 数据中心

的愿景。在这个建设过程中，数据中心的功能组件不断增加，但建设标准始终

如一，集成效应越来越好。学校也因此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标杆，并陆续在

相关期刊发表文章介绍学校信息化的建设经验，不少兄弟院校也前来取经。

客户收益

10 年积累，不断更新，上海公安学院的数据中心建设一直走在众多高校的

前列，为学校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特别是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上线以后，

学校获得以下几方面的收益：

1、架构标准化  管理运维更加方便

通过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基于同样的硬件，通过不同的策略就可以满

足不同应用的需求。扩容也更加简单，无需每次讨论硬件架构。经过校方统计，

其效率提高了 3 倍，服务器利用率提高了 10 倍。IT 服务的响应速度也大大提

高，在不增加管理人员的情况下，满足了应用发展的需要。

2、架构简化  基础设施可靠性大大增强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不依赖于任何物理设备的可靠性，有效的消除了单点

故障的问题，架构也更加简单。而通过 vRealize Operations 的智能化告警，

更是可以提前发现潜在问题。

3、数据中心的安全性大幅提升

通过 NSX 的虚拟网络技术，学校实现更加安全合理的网络划分；并且在

应对应用不断变化的需求时，虚拟网络的调整更加方便简单。通过 NSX 的网络

微分段技术，学校实现了不同应用之间细粒度的隔离，可以有效的控制风险范

围。这些措施完美地解决了互联网区域内的安全问题。

4、效率更高   实现 “ 分钟级 ” 交付

通过云管理平台，IT 部门将常用和通用的系统打包成标准模板，并以服务

的方式发布。使用部门在平台上直接提交需求经自动或人工审核后，自动化生

成虚拟机环境，无需人工干预。整个环境的创建只需要 5 ～ 10 分钟，相对于之

前的手工操作，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IT 部门把精力集中在维护好标准

模板上，无需做重复流程化的工作。

展望未来

在未来，上海公安学院将根据应用需求，不断调整，优化细节，更多地挖掘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价值，为学校教学、科研等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助力学

校发展。

行业：

教育

区域：

上海

主要挑战：

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应用不断增长，

需要构建新一代的数据中心架构，以

应对安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交付

速度、运维复杂度，成本等各方面的挑

战。

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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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安学院，原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是上海唯一一所特色性应用型

全日制公安高等院校，也是公安部设立的全国公安师资、外警、国保、科技信

息化、网络警察、心理等培训基地。建校 65 年来，学校为上海乃至全国公安

政法战线培养、输送了3.6万余名毕业生，培训在职民警33余万人次，被誉为 “警

察的摇篮、警官的熔炉 ”。学校占地面积为 713 亩，校舍建筑面积达 12 万余平

方米，分为浦东、莘庄两个校区，现有教职员工 500 余人，在校学生和学员

3,000 人左右。

现实挑战：

学校不断发展

如何让信息化建设再上一个台阶？

作为地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特色院校，上海公安学院很早就开始接触了

各种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信息化建设成果也较为显著。

早在 2008 年，上海公安学院就开始和 VMware 合作，使用 VMware 的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提升服务器资源使用效率，简化运维管理。在 2014 年，

上海公安学院作为全国首家教育行业用户，成功实施了 VMware vSAN，通过其

软件定义的存储技术，大大提升了存储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近年来，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每年都有很多的应用上线和升级，包括综合

信息平台、OA 办公系统、大容量邮箱和网盘、移动学习平台、虚拟实训平台、智慧

教室、智能高清监控平台、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等。此外，从 2014 年开始，为了更好

地给学校师生提供互联网 + 服务，学校决定将大量的非涉密的应用从公安内网

迁移到互联网。

信息化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安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交付速度、运维复

杂度，成本…，这些都给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然不

是好的方法。

在与学校信息化负责人盛靖科长的沟通中，盛科长告诉大家，其实他们很早

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有了思路。盛科长称之为 “积木 ” 式数据中心：通

过构建标准化的数据中心单元，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并且可以轻松实现横向

扩展；其中，组件功能可以不断增加，但整个数据中心得始终是一个相互协同、

高效、灵活的整体。

这不正是 VMware 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设计理念吗？

解决方案：

携手 VMware 共建 “积木 ” 式数据中心

在经过多方面的讨论之后，上海公安学院认为 VMware 软件定义的数据

中心架构和自身的需求完全吻合，并且代表着数据中心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就

此，VMware 成为了其信息化发展道路上最亲密的伙伴。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架构包含四个部分：软件定义的计算、软件定义的

存储、软件定义的网络和自动化的云管理平台。此前，上海公安学院已经完成

了软件定义的计算（vSphere）和软件定义的存储（vSAN）部分的建设。 在
2015 年，学校通过了整体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技术论证，并升级了

vSphere 和 vSAN 到最新版本。2016 年，通过 VMware vRealize 套件实现

自动化的云管理平台，2017 年通过 VMware NSX 实现了数据中心虚拟网络

和网络微分段。

经过几年的持续建设，上海公安学院逐步实现了自己的 “积木 “ 数据中心

的愿景。在这个建设过程中，数据中心的功能组件不断增加，但建设标准始终

如一，集成效应越来越好。学校也因此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标杆，并陆续在

相关期刊发表文章介绍学校信息化的建设经验，不少兄弟院校也前来取经。

客户收益

10 年积累，不断更新，上海公安学院的数据中心建设一直走在众多高校的

前列，为学校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特别是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上线以后，

学校获得以下几方面的收益：

1、架构标准化  管理运维更加方便

通过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基于同样的硬件，通过不同的策略就可以满

足不同应用的需求。扩容也更加简单，无需每次讨论硬件架构。经过校方统计，

其效率提高了 3 倍，服务器利用率提高了 10 倍。IT 服务的响应速度也大大提

高，在不增加管理人员的情况下，满足了应用发展的需要。

2、架构简化  基础设施可靠性大大增强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不依赖于任何物理设备的可靠性，有效的消除了单点

故障的问题，架构也更加简单。而通过 vRealize Operations 的智能化告警，

更是可以提前发现潜在问题。

3、数据中心的安全性大幅提升

通过 NSX 的虚拟网络技术，学校实现更加安全合理的网络划分；并且在

应对应用不断变化的需求时，虚拟网络的调整更加方便简单。通过 NSX 的网络

微分段技术，学校实现了不同应用之间细粒度的隔离，可以有效的控制风险范

围。这些措施完美地解决了互联网区域内的安全问题。

4、效率更高   实现 “ 分钟级 ” 交付

通过云管理平台，IT 部门将常用和通用的系统打包成标准模板，并以服务

的方式发布。使用部门在平台上直接提交需求经自动或人工审核后，自动化生

成虚拟机环境，无需人工干预。整个环境的创建只需要 5 ～ 10 分钟，相对于之

前的手工操作，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IT 部门把精力集中在维护好标准

模板上，无需做重复流程化的工作。

展望未来

在未来，上海公安学院将根据应用需求，不断调整，优化细节，更多地挖掘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价值，为学校教学、科研等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助力学

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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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携手上海公安学院

共同搭建“积木”式数据中心



上海公安学院，原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是上海唯一一所特色性应用型

全日制公安高等院校，也是公安部设立的全国公安师资、外警、国保、科技信

息化、网络警察、心理等培训基地。建校 65 年来，学校为上海乃至全国公安

政法战线培养、输送了3.6万余名毕业生，培训在职民警33余万人次，被誉为 “警

察的摇篮、警官的熔炉 ”。学校占地面积为 713 亩，校舍建筑面积达 12 万余平

方米，分为浦东、莘庄两个校区，现有教职员工 500 余人，在校学生和学员

3,000 人左右。

现实挑战：

学校不断发展

如何让信息化建设再上一个台阶？

作为地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特色院校，上海公安学院很早就开始接触了

各种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信息化建设成果也较为显著。

早在 2008 年，上海公安学院就开始和 VMware 合作，使用 VMware 的

vSphere 服务器虚拟化，提升服务器资源使用效率，简化运维管理。在 2014 年，

上海公安学院作为全国首家教育行业用户，成功实施了 VMware vSAN，通过其

软件定义的存储技术，大大提升了存储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近年来，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每年都有很多的应用上线和升级，包括综合

信息平台、OA 办公系统、大容量邮箱和网盘、移动学习平台、虚拟实训平台、智慧

教室、智能高清监控平台、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等。此外，从 2014 年开始，为了更好

地给学校师生提供互联网 + 服务，学校决定将大量的非涉密的应用从公安内网

迁移到互联网。

信息化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安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交付速度、运维复

杂度，成本…，这些都给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然不

是好的方法。

在与学校信息化负责人盛靖科长的沟通中，盛科长告诉大家，其实他们很早

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有了思路。盛科长称之为 “积木 ” 式数据中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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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构建标准化的数据中心单元，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并且可以轻松实现横向

扩展；其中，组件功能可以不断增加，但整个数据中心得始终是一个相互协同、

高效、灵活的整体。

这不正是 VMware 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设计理念吗？

解决方案：

携手 VMware 共建 “积木 ” 式数据中心

在经过多方面的讨论之后，上海公安学院认为 VMware 软件定义的数据

中心架构和自身的需求完全吻合，并且代表着数据中心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就

此，VMware 成为了其信息化发展道路上最亲密的伙伴。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架构包含四个部分：软件定义的计算、软件定义的

存储、软件定义的网络和自动化的云管理平台。此前，上海公安学院已经完成

了软件定义的计算（vSphere）和软件定义的存储（vSAN）部分的建设。 在
2015 年，学校通过了整体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技术论证，并升级了

vSphere 和 vSAN 到最新版本。2016 年，通过 VMware vRealize 套件实现

自动化的云管理平台，2017 年通过 VMware NSX 实现了数据中心虚拟网络

和网络微分段。

经过几年的持续建设，上海公安学院逐步实现了自己的 “积木 “ 数据中心

的愿景。在这个建设过程中，数据中心的功能组件不断增加，但建设标准始终

如一，集成效应越来越好。学校也因此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标杆，并陆续在

相关期刊发表文章介绍学校信息化的建设经验，不少兄弟院校也前来取经。

客户收益

10 年积累，不断更新，上海公安学院的数据中心建设一直走在众多高校的

前列，为学校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特别是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上线以后，

学校获得以下几方面的收益：

1、架构标准化  管理运维更加方便

通过软件定义数据中心技术，基于同样的硬件，通过不同的策略就可以满

足不同应用的需求。扩容也更加简单，无需每次讨论硬件架构。经过校方统计，

其效率提高了 3 倍，服务器利用率提高了 10 倍。IT 服务的响应速度也大大提

高，在不增加管理人员的情况下，满足了应用发展的需要。

2、架构简化  基础设施可靠性大大增强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不依赖于任何物理设备的可靠性，有效的消除了单点

故障的问题，架构也更加简单。而通过 vRealize Operations 的智能化告警，

更是可以提前发现潜在问题。

3、数据中心的安全性大幅提升

通过 NSX 的虚拟网络技术，学校实现更加安全合理的网络划分；并且在

应对应用不断变化的需求时，虚拟网络的调整更加方便简单。通过 NSX 的网络

微分段技术，学校实现了不同应用之间细粒度的隔离，可以有效的控制风险范

围。这些措施完美地解决了互联网区域内的安全问题。

4、效率更高   实现 “ 分钟级 ” 交付

通过云管理平台，IT 部门将常用和通用的系统打包成标准模板，并以服务

的方式发布。使用部门在平台上直接提交需求经自动或人工审核后，自动化生

成虚拟机环境，无需人工干预。整个环境的创建只需要 5 ～ 10 分钟，相对于之

前的手工操作，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IT 部门把精力集中在维护好标准

模板上，无需做重复流程化的工作。

展望未来

在未来，上海公安学院将根据应用需求，不断调整，优化细节，更多地挖掘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价值，为学校教学、科研等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助力学

校发展。

客户评价：

通过 VMware 所提供软件定义的数据

中心系列方案，我们真正实现建设 “积
木 “ 式数据中心的目标。它既能满足不

同应用的需求，运维也更加简单方便，

为学校管理和教学发展带来新的价值。

                                                                 
--- 盛靖

         上海公安学院信息办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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