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科技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

本科院校。学校始建于 1950 年，1965 年开始举办本科教育，几经变迁，2005 年

更名为安徽科技学院。学校现有 18 个教学院部，60 个本科专业，涵盖工、经、管、

理、文、法、农、医等学科门类，现共有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18,000 人。

学校占地 2,000 余亩，拥有凤阳校区和蚌埠龙湖校区。凤阳校区位于明朝中

都古城；龙湖校区位于蚌埠大学城，毗邻蚌埠大学科技园、高铁车站、龙子湖风

景区，已于 2017 年 6 月一期建成投入使用。

主要挑战：

跨城新校区投入使用  亟需实现数据中心网络双活

为了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2017 年安徽科技学院位于蚌埠市的龙湖新校区

投入使用。该校区与滁州凤阳县的老校区相隔约 20 公里，横跨了两个地市。为了

协调两个校区的统一发展，为了促进学校整体的信息化建设，新校区的新建数据

中心，需要与老校区数据中心实现跨校区的网络双活。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建设

目标，学校 IT 部门必须面对三大挑战：

● 两个校区的数据中心网络建设年代、组网技术、设备厂商及品牌均不相

同，因此，无法基于硬件设备来构建大二层网络 。

● 两个校区各自独立组网，拥有各自的网络出口链路、统一用户身份管理及

认证计费 。

● 数字化校园及一卡通业务连续性要求高，新老校区网络改造及业务迁移

时间窗口要求在 4 小时之内完成 。

解决方案：

VMware 网络虚拟化方案帮助校方解决难题

经过学校 IT 部门的反复商讨和调研之后，最终决定采用 VMware 作为合作

伙伴，来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全球企业软件创新领导者，VMware 拥有先进的技

术和成熟的项目经验，在教育行业拥有众多成功案例。更重要的是，VMware 能

提供不同于传统网络的解决方案，可以打破不同硬件厂商的壁垒，构架高效、

灵活的网络构架。

针对安徽科技学院的需求，VMware 服务团队提出了网络虚拟化方案，主

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应对学校 IT 建设的难题：

● 通过 NSX 实现跨校区数据中心虚拟网络延展；

● 通过 NSX 微分段技术进行安全策略细粒度的隔离；

● 通过 vMSC（vSphere Metro Storage Cluster）技术实现跨数据中心      

存储数据双活。

客户收益

通过这套解决方案，安徽科技学院顺利实现跨城异地数据中心的网络双

活，而且改造业务停机时间短，在 30 分钟内即完成跨校区业务迁移及网络割

接，几乎没对学校的正常运转造成任何影响。同时，校方也获得以下几方面的

收益：

1、实现了跨城异地数据中心的网络双活

基于 NSX 及 vMSC 技术，安徽科技学院在新老数据中心之间完成大二

层网络连接，并且实现服务器和应用的虚拟化数据中心互联技术，从而顺利实

现了跨校区数据中心计算、存储、网络及安全资源池的共享和故障探测。当其

中一个数据中心发生意外时，另一个数据中心也会正常运行，能有效保证学校

各项工作的正常推进。

2、帮助校方节省了大量硬件投资

在此次跨城异地的数据中心网络双活建设过程中，学校现有的网络架构

无需进行改造，原有的不同品牌硬件设备被有效利用，两个校区的数据中心实

现了无缝对接，既保护现有的设备投资，又帮助校方节省了大量重新采购硬件

的成本。

3、数据中心安全性得以大幅提升

安徽科技学院的 IT 部门托管了众多院系的虚拟机。这些虚拟机的使用权

限在各院系手中，IT 部门的运维人员对其是否存在潜在风险并不清楚。采用了

NXS 微分段技术之后，运维人员能将各院系用户相互隔离，形成各自的安全

域。同时，基于该技术，数据中心还形成了严格的访问机制，有效抵挡了多次攻

击，让核心业务和数据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因此，安徽科技学院数据中心的安全

性和合规性得以大幅提升，充分满足了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的要求。

展望未来

目前安徽科技学院的数据中心顺利实现了跨城异地的网络双活，保证了两

个数据中心的同步运行。但是其数据中心的运维仍采用手工部署和管理，随着

院系需求的不断增长，下一步将可能采用 VMware 云平台管理系统，实现自动

化运维，并加强数据中心的整体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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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引言：

“ 通过 VMware 的技术和服务，我们真

正打破不同品牌之间的硬件壁垒，实现

了新老校区的双活，管理更加便捷，安

全性也有了明显提升。”

                                                                 
---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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