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海事大学（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是一所以航运、物流、海洋
为特色学科，兼有工、管、经、法、文、理、艺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

其前身是创建于 1909 年的晚清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中途几经
变迁， 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航海教育学校。截至 2018 年 6 月，学校设有 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7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6 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在 24,000 余名学生中，有本科生 16,500 余人，各类在校研
究生 5,000 余人，留学生 700 余名。

学校挑战
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肩负着学校数据中心建设的重任，主要负责对

管理信息系统、教学科研系统及院系托管系统进行运维管理，如数字化校园平
台、科研系统、选课系统、招生系统、课题网站等。

为了给学校各项业务提供有力支撑，数据中心从 2009 年开始自主建设服
务器虚拟化。经过多年摸索，2013 年，学校与 VMware 正式合作，并逐步实现了
计算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并且利用 vRealize  Automation 平台实现了 IT 资源
的自动化部署与交付，利用 vRealize Operations 实现了智能化运维。

就整体而言，上海海事大学的数据中心正朝着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转型，但
数据中心网络还是处于原来的传统网络模式。随着业务需求的增多，基础设施的
安全性、灵活性和交付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而传统网络成为了瓶颈，无法适
应新的发展需求，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1 、传统网络架构存在不少管理上的弊端。
传统网络以硬件为中心，受限于硬件品牌的多样化，存在多种配置命令。同

时，传统网络还存在架构复杂、维护工作量大、 对新业务部署上线支持缓慢、虚拟
网络与物理网络协调困难等问题，影响了整个数据中心的工作效率。

2 、 基于传统网络架构，校园网与数据中心网络相互交织，为管理带来了
诸多不便。

基于传统网络架构，一直以来，数据中心的物理服务器与虚拟机由虚拟化管

理员来管理，而数据中心的网络则是由校园网络管理员负责。当数据中心根据
学校要求增加新业务系统时，常常需要对网络设置做变更，这就涉及跨部门协
作，费时费力。例如新增网段，需征求校园网络管理员意见，等待网络管理员调
整交换机配置后，数据中心管理员方可测试使用。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如果
服务器网络出现问题时，须由网络管理员配合排障。

3 、传统网络内部安全控制不足
传统数据中心内部网络安全防护等级较低。黑客一旦突破了边界防火墙，

就可以在数据中心内部畅通无阻，非常容易造成数据的泄露。若采取部署传统
物理防护墙，则需耗费极高的成本，同时运维管理十分复杂。

解决方案
鉴于传统网络架构存在以上问题，为了适应新型数据中心的要求及业务

对网络的需求，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决定对数据中心的网络进行升级
改造。

信息化办公室数据中心部与 VMware 已经合作多年，对其产品十分了解
与信任，面对这些挑战，再次与 VMware 携手。此次，VMware 技术团队为数
据中心部提供 VMware NSX 软件定义的网络技术，实现网络虚拟化。该技术
结合之前 VMware 系列产品，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助力其从传统的数据中心彻底转型为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客户收益

1 、数据中心实现全面的软件定义，灵活性和可靠性得到明显提升。
通过该解决方案，上海海事大学顺利完成了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转型。

从此，软件成为了整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 大脑 ”。从业务层面，基础设施资
源的申请和变更时间大幅缩短；从运维层面，资源使用效率和可靠性大大提
升，日常运维管理也更加简单。

2 、网络灵活性和安全性大幅提升，应用上线速度显著加快。
通过 NSX 虚拟网络和分布式虚拟防火墙技术，数据中心网络实现更加灵

活的调配。由此，数据中心网络与整个学校的管理边界更加清晰，变更和故障
排查都更加简单。无论是增加新业务信息系统还是进行网络设置与调试，都不

会对学校整体网络产生影响。因此，系统上线速度明显加快。比如，以申请十台
虚拟机上线为例，协调网络中心进行网络设置的时间由过去的一周缩短至一个
小时，同时操作流程的复杂性大大降低。

3 、IT 资源需求服务实现自动化管理
NSX 与 vRealize Automation 云计算自动化平台结合，实现包含网络和

安全策略的按需应用交付、自动化部署网络安全微分段。在这两大平台的保障
下，院系的网站服务器实现自助式申请、自动化部署交付，完全不需要人工进行
操作，加快了响应速度，节省了双方的时间。

4 、扩大了应用场景，直接为教学科研助力
在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支持下， vRealize Automation 自动化云平台还直

接为教学科研助力。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研究所，鉴于其学科性质，需要对物流
信息等数据进行跟踪，对云平台的依赖性较高，其相关教学研究活动不仅能够
借助该平台来设置实验环境，还可以面向学生发布系统课程。

展望未来
作为 VMware 的老客户，多年以来，上海海事大学一直在使用 VMware

的产品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服务，而未来，在上海海事大学加快建设 “ 双一流 ”
的道路上，VMware 将继续和上海海事大学携手前进，帮助学校拓展更多应用
场景，同时也为学校的管理、教学、科研发展保驾护航。

行业：
教育

区域：
上海

主要挑战：
学校业务对信息化要求越来越高，传
统数据中心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
求，亟需升级为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解决方案：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SDDC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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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是一所以航运、物流、海洋
为特色学科，兼有工、管、经、法、文、理、艺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

其前身是创建于 1909 年的晚清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中途几经
变迁， 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航海教育学校。截至 2018 年 6 月，学校设有 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7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6 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在 24,000 余名学生中，有本科生 16,500 余人，各类在校研
究生 5,000 余人，留学生 700 余名。

学校挑战
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肩负着学校数据中心建设的重任，主要负责对

管理信息系统、教学科研系统及院系托管系统进行运维管理，如数字化校园平
台、科研系统、选课系统、招生系统、课题网站等。

为了给学校各项业务提供有力支撑，数据中心从 2009 年开始自主建设服
务器虚拟化。经过多年摸索，2013 年，学校与 VMware 正式合作，并逐步实现了
计算虚拟化、存储虚拟化，并且利用 vRealize  Automation 平台实现了 IT 资源
的自动化部署与交付，利用 vRealize Operations 实现了智能化运维。

就整体而言，上海海事大学的数据中心正朝着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转型，但
数据中心网络还是处于原来的传统网络模式。随着业务需求的增多，基础设施的
安全性、灵活性和交付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而传统网络成为了瓶颈，无法适
应新的发展需求，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1 、传统网络架构存在不少管理上的弊端。
传统网络以硬件为中心，受限于硬件品牌的多样化，存在多种配置命令。同

时，传统网络还存在架构复杂、维护工作量大、 对新业务部署上线支持缓慢、虚拟
网络与物理网络协调困难等问题，影响了整个数据中心的工作效率。

2 、 基于传统网络架构，校园网与数据中心网络相互交织，为管理带来了
诸多不便。

基于传统网络架构，一直以来，数据中心的物理服务器与虚拟机由虚拟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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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来管理，而数据中心的网络则是由校园网络管理员负责。当数据中心根据
学校要求增加新业务系统时，常常需要对网络设置做变更，这就涉及跨部门协
作，费时费力。例如新增网段，需征求校园网络管理员意见，等待网络管理员调
整交换机配置后，数据中心管理员方可测试使用。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如果
服务器网络出现问题时，须由网络管理员配合排障。

3 、传统网络内部安全控制不足
传统数据中心内部网络安全防护等级较低。黑客一旦突破了边界防火墙，

就可以在数据中心内部畅通无阻，非常容易造成数据的泄露。若采取部署传统
物理防护墙，则需耗费极高的成本，同时运维管理十分复杂。

解决方案
鉴于传统网络架构存在以上问题，为了适应新型数据中心的要求及业务

对网络的需求，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决定对数据中心的网络进行升级
改造。

信息化办公室数据中心部与 VMware 已经合作多年，对其产品十分了解
与信任，面对这些挑战，再次与 VMware 携手。此次，VMware 技术团队为数
据中心部提供 VMware NSX 软件定义的网络技术，实现网络虚拟化。该技术
结合之前 VMware 系列产品，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助力其从传统的数据中心彻底转型为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客户收益

1 、数据中心实现全面的软件定义，灵活性和可靠性得到明显提升。
通过该解决方案，上海海事大学顺利完成了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的转型。

从此，软件成为了整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 大脑 ”。从业务层面，基础设施资
源的申请和变更时间大幅缩短；从运维层面，资源使用效率和可靠性大大提
升，日常运维管理也更加简单。

2 、网络灵活性和安全性大幅提升，应用上线速度显著加快。
通过 NSX 虚拟网络和分布式虚拟防火墙技术，数据中心网络实现更加灵

活的调配。由此，数据中心网络与整个学校的管理边界更加清晰，变更和故障
排查都更加简单。无论是增加新业务信息系统还是进行网络设置与调试，都不

会对学校整体网络产生影响。因此，系统上线速度明显加快。比如，以申请十台
虚拟机上线为例，协调网络中心进行网络设置的时间由过去的一周缩短至一个
小时，同时操作流程的复杂性大大降低。

3 、IT 资源需求服务实现自动化管理
NSX 与 vRealize Automation 云计算自动化平台结合，实现包含网络和

安全策略的按需应用交付、自动化部署网络安全微分段。在这两大平台的保障
下，院系的网站服务器实现自助式申请、自动化部署交付，完全不需要人工进行
操作，加快了响应速度，节省了双方的时间。

4 、扩大了应用场景，直接为教学科研助力
在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支持下， vRealize Automation 自动化云平台还直

接为教学科研助力。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研究所，鉴于其学科性质，需要对物流
信息等数据进行跟踪，对云平台的依赖性较高，其相关教学研究活动不仅能够
借助该平台来设置实验环境，还可以面向学生发布系统课程。

展望未来
作为 VMware 的老客户，多年以来，上海海事大学一直在使用 VMware

的产品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服务，而未来，在上海海事大学加快建设 “ 双一流 ”
的道路上，VMware 将继续和上海海事大学携手前进，帮助学校拓展更多应用
场景，同时也为学校的管理、教学、科研发展保驾护航。

VMware 产品和服务
VMware NSX® 企业版
VMware vSphere® 企业增强版
VMware vSAN® 高级版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企业版
VMware vRealize® Operations  企业版

硬件设备
DELL PowerEdge R730 Intel® Xeon® 
CPU E5-2667 v4 @ 3.20GHz

DELL PowerEdge R740 Intel® Xeon® 
Gold 6128 CPU @ 3.40GHz

DELL PowerEdge R820 Intel® Xeon® 
CPU E5-4620 v2 @ 2.60GHz

上线时间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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