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案例

NetApp 为杭州师范大学
附属医院带来创新升级，
助力智慧医疗

主要亮点
客户概况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又名杭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创建于 1949 年。医
院目前有 1700 多名员工，有床位
1500 余张，日门诊量超过 4000 人次，
已成为一所融医疗、教学、科研、预
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HIS（医院信息系统）是医院的管理中
枢，它包含财务、人事、住院、药品、
门诊、医技、病程、收费等多个子系统，
同时承担着 “临床管理” 与 “行政管理”
的双重使命。随着医院信息化的迅猛
发展，数据呈海量增长，系统应用规
模不断扩大，作为 HIS 支撑的基础架
构平台尤其是存储介质已经落后，它
们在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
极大地制约了信息化发展的进程。

挑战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原有 HIS（医院
信息系统）部署于 HP 小型机 +HP 
EVA 系列存储平台，该平台于 2008 年
上线，其硬件基础架构使用时间较长，
性能及可靠性下降，同时又面临着数
据从储量和数据调用频率的几何级增
长，因此，从硬件资源到软件系统，
其 IT 系统都面临着更新换代的迫切需
求。

• 在系统稳定性和业务连续性方面，作
为医院核心信息系统，HIS 必须具备
7x24 小时的持续服务的能力，而且
必须保证业务数据安全性，这对虚拟
化基础服务平台的安全性、可靠性以
及性能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 在跨平台统一管理的方面，支撑医院
信息系统的存储平台需要满足多种复
杂的需求，包括：能够支持多层次、
高级别的集成数据保护模式；支持精

简配置、多种工作模式重复数据删除
及数据压缩技术； 存储平台应与虚拟
化环境完美集成，可以实现在虚拟化
环境中的集成管理等等。

• 在系统的维护和日常管理方面，IT 架
构的升级也使医院的相关运维人员面
临着更大的挑战——软件的安装与升
级、硬件的管理与维护、数据的迁移
与备份等方面，都给运维人员提出了
更高的技术和专业要求。

解决方案
针对医院的一系列需求，NetApp 为客
户量身打造了一套新的解决方案——
为 X86 服务器运行 VMware 虚拟化平
台 +NetApp FAS8020 MetroCluster 双
活平台，既满足了大规模用户访问和
数据调取的需求，又从灵活、安全、
高效、经济的角度，为业务不断壮大
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中，VMware 采用 VMware vSphere 
和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软件
系统，将用户原有的小机平台迁移至
VMware 虚 拟 化 平 台。NetApp 
FAS8020 MetroCluster 双活平台则提
供了一个连续性解决方案——NetApp 
FAS8020 提供统一管理， VMware 虚拟
化软件的数据空间，包括对桌面虚拟
化以及服务器虚拟化提供支持； 采用
双活控制器，简化管理并实现在虚拟
化环境的一致性快速备份和恢复，从
而大大降低了客户的部署成本和部署
复杂度，是本地高可用和远程容灾的
完美结合。

业务优势
• 以超强性能，实现高效存储： FAS8020
是性能强大，功能丰富的可横向扩展
统一存储系统，可保障系统的稳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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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核心的 HIS
（医院信息系统）基础架构老旧，
无法满足海量数据处理的需求，
系统宕机和业务中断的风险与日
俱增，亟待更新自身的 IT 架构和
数据平台，降低系统的运维成本， 
提高平台的管理效率

解决方案
NetApp FAS8020 MetroCluster
双活系统

业务优势
• FAS8020良好的性能，SSD+SAS
硬盘组成的 flash pool 很好的解
决了核心业务平台的性能问题；

• 双活存储架构确保了硬件故障情
况下的自动切换，配合服务器端
的 VMware 虚 拟 化 平 台 的
HA/FT 技术，保障了硬件平台的
高可用；

• 双活架构实现了自动化的切换，
减轻了运维人员的压力



行，并能实现闪存扩充，带来出色的
闪存加速优势，SSD+SAS 硬盘组成
的 Flash Pool 实现了核心数据库平台
的高可用性运行，很好的解决了核心
业务平台的性能问题。

• 以双活存储架构，确保业务连续性： 
一次性设置，零切换管理，即便在硬
件故障情况下也可实现自动切换，保
障零计划及计划外停机，从容应对系
统管理员意外操作、病毒感染、黑客
攻击等造成的系统灾难；重复数据删
除技术可节省成本，高峰期硬件资源
的使用率从原平台的接近 80% 降低
至 20% 左右，大大提高了可用容量。

• 支持虚拟化平台，简化管理复杂性： 
配合服务器端的 VMware 虚拟化平台
的 HA/FT 技术，保障了硬件平台的
高可用，管理的复杂性大大降低；同
时，基于 VMware 平台，从应用迁移，
到日常维护，都大大减少了运维人员
的工作量。

• 立足现实，前瞻未来： 这一连续可用
性解决方案既可构建在单一数据中
心，也可跨园区建设，不仅满足医院
当前的数据管理需求，与虚拟化平台
的集成，更为医院的快速发展带来的
高负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结束语

在杭州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
NetApp 以性能优异的硬件平台，
贴近用户的优质服务，成功升级
了医院的基础设施和软件环境，
不仅帮助医院摆脱了硬件资源不
足、技术人员匮乏等各种困扰，
更对数据的安全和系统的稳定提
供了有力保障，为医院将来对数
据资产进行深度挖掘、实现知识
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NetApp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具有稳定、可靠的特点，能够实现平滑的升级和方便的扩展。这

是我们在更新IT基础架构时非常看重的因素之一。升级后的IT系统不仅降低了我们IT部门的

管理成本，也间接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信息科科长吴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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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pp 提供创新的存储和数据管理解决方
案，皆在帮助客户加速业务突破，获得显
著的成本效益。了解我们倾力帮助全球各
地的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详情，请访问
www.netap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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