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 1983 年，是全国首批、安徽首所国家示范性高等

职业院校和国家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为安徽省首家单独

招生改革试点院校，安徽省 “ 四年一贯制 ” 技术技能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

点院校。

学校占地 1,200 余亩，建筑面积 44 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超亿元，设

有 15 个二级学院和 3 个教学部、1 个附属中等职业学校以及安徽省芜湖仪器仪

表研究所。学校现有招生专业 76 个，全日制在校生 20,000 余人，成人本专科学

历教育学生 5,000 余人。

“ 智慧校园 ” 建设

让学校亟需升级网络基础架构

无处不在的网络学习、融合创新的网络科研、透明高效的校务治理、丰富多

彩的校园文化、方便周到的校园生活……近年来流行的 “ 智慧校园 ” 概念，为大家

描摹出了一幅美好的校园蓝图。作为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无论是从自身愿景出

发，还是根据教育部的规划要求，芜湖职业技术学院都需要把握时机，努力建设

这样的 “ 智慧校园 ”，并希望以此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具体到技术层面，建设 “ 智慧校园 ” 要以强大的网络基础构架为依托，以各

种应用服务系统为载体，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进行充分融合。近两年

来，为 “ 智慧校园 ” 建设，芜湖职业技术学院上线了许多新系统，但是网络基础架

构建设并未及时跟上，这使得数据中心的运维及管理压力骤然加大。

为了走出这一困境，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IT 部门亟需一位可靠的合作伙伴一

起应对挑战。经过反复对比和调研，VMware 以其领先的产品服务，强大的品牌

效应，从数家友商中胜出，成为校方促进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推手。

VMware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助力校方全面提升 IT 建设水平

在项目规划之初，VMware 服务团队与校方 IT 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一致

认为为了满足学校 “ 智慧校园 ” 建设的需求，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新数据中

心必须实现三个目标：第一，为学校日常教学管理及智慧校园建设，提供稳定

可靠的 IT 基础服务；第二，为了满足教育管理信息化及实训教学，构建同城两

个数据中心间的双活架构；第三，构建数据备份及容灾恢复体系，满足业务应

用对数据保护的需求。

基于这三个目标，VMware 服务团队根据学校需求制定了软件定义的数

据中心解决方案，并分两个阶段稳步推进，帮助芜湖职业学院完成数据中心建

设。第一阶段，采用 vSphere 虚拟化技术、vSAN 超融合技术、NSX 网络虚拟

化技术、vRealize 云计算管理平台等对原有数据中心进行基础改造，建成软件

定义的数据中心。第二阶段，在新建数据中心的基础上，利用 vSAN 分布式存

储双活技术，延展成为双活数据中心。

经过紧张有序的建设，该项目分别在 2017 年完成一期工程，2018 年完成

双活数据中心建设。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校方组织有序有力，人才充足，为项

目建设提供了保障。

客户收益

借助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良好契机，采用 VMware 的领先解决方案，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后来居上，在短短两年多内，实现信息系统基础架构的 “ 统

一规划 ”、“ 分步部署 ”、“ 统一投资 ” 和 “ 统一管理 ”，其信息化建设水平已进

入全国高职类院校前列。具体而言，校方至少获得以下收益：

1、应用更加灵活 为师生们带来了更多便利

新的数据中心建设完成之后，面向学院日常教学业务系统和智慧校园建

设所需要的各类业务平台，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资源支撑服务。比如，每年新学

期开学时，一周之内，学校有两万多学生一起选课，原先的选课系统不能满足

需求，校方只好将选课工作分配到三周之内。在新网络架构上线之后，IT 部门

可以采用后台集群调度，让系统更加灵活，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一起进行选课，

这样三天之内就可以顺利完成任务，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2、运维简单 让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利用 vSphere 虚拟化技术与 vSAN 分布式存储技术，虚拟机的创建及管

理运维实现了自动化，运维人员能清楚地了解每台虚拟机的运行、资源消耗等

情况，让整个数据中心的运维省心省力，运维人员能从容应对新增的大量应用，

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3、安全合规  让学校信息安全性显著提升

从数据中心规划之初，VMware 服务团队就基于 NSX 网络虚拟化技术做

了行之有效的网络构架安全方案。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关安全措施逐

一上线，为数据中心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网络安全防御机制，实现租户之间的

有效隔离，并且拥有了高效的安全策略，全方位守护学校各类数据和信息的安

全。

4、双活容灾 业务连续性得到有效保障

利用 VMware 的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技术，芜湖职业

技术学院在两个校区之间构建起了新一代双活数据中心，将现有分布式存储系

统的数据副本延伸到异地数据中心存储架构，满足数据可靠性及可用性的业务

需求。当意外降临，单个数据中心存储资源故障时，由另一个数据中心存储资源

自动接管业务应用，实现 RPO 为零的故障容灾。而且基于 VMware 的先进技

术，数据中心还建立了数据恢复演练流程及应急处理机制，让业务连续性得到

了有效保障。

展望未来

在未来，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将充分挖掘和发挥双活数据中心的强大功能，

加强运维和管理，为教学、实训、服务、管理等提供有力支撑，全面实现学院 “IT
服务化 ” 转型，促进学院不断发展。

行业：

教育

区域：

安徽

主要挑战：

“智慧校园”建设促使学校新增了很

多应用系统，让数据中心的运维及管

理压力骤增。

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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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全国高职类院校前列。具体而言，校方至少获得以下收益：

1、应用更加灵活 为师生们带来了更多便利

新的数据中心建设完成之后，面向学院日常教学业务系统和智慧校园建

设所需要的各类业务平台，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资源支撑服务。比如，每年新学

期开学时，一周之内，学校有两万多学生一起选课，原先的选课系统不能满足

需求，校方只好将选课工作分配到三周之内。在新网络架构上线之后，IT 部门

可以采用后台集群调度，让系统更加灵活，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一起进行选课，

这样三天之内就可以顺利完成任务，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2、运维简单 让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利用 vSphere 虚拟化技术与 vSAN 分布式存储技术，虚拟机的创建及管

理运维实现了自动化，运维人员能清楚地了解每台虚拟机的运行、资源消耗等

情况，让整个数据中心的运维省心省力，运维人员能从容应对新增的大量应用，

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3、安全合规  让学校信息安全性显著提升

从数据中心规划之初，VMware 服务团队就基于 NSX 网络虚拟化技术做

了行之有效的网络构架安全方案。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关安全措施逐

一上线，为数据中心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网络安全防御机制，实现租户之间的

有效隔离，并且拥有了高效的安全策略，全方位守护学校各类数据和信息的安

全。

4、双活容灾 业务连续性得到有效保障

利用 VMware 的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技术，芜湖职业

技术学院在两个校区之间构建起了新一代双活数据中心，将现有分布式存储系

统的数据副本延伸到异地数据中心存储架构，满足数据可靠性及可用性的业务

需求。当意外降临，单个数据中心存储资源故障时，由另一个数据中心存储资源

自动接管业务应用，实现 RPO 为零的故障容灾。而且基于 VMware 的先进技

术，数据中心还建立了数据恢复演练流程及应急处理机制，让业务连续性得到

了有效保障。

展望未来

在未来，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将充分挖掘和发挥双活数据中心的强大功能，

加强运维和管理，为教学、实训、服务、管理等提供有力支撑，全面实现学院 “IT
服务化 ” 转型，促进学院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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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 我 们 学 校 的 信 息 化 建 设 借 助

VMware 的先进技术，在较短时间内完

成双活数据中心及备份容灾项目建设，

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为学校推进加快职

业教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 宋主任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VMware携手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双活数据中心” 

助力“智慧校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