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案例研究

佐治亚中部医疗中心

概况

行业
医疗保健

为合规、自动故障转移和降低成本，医院整合数据中心
服务器和安全
“通过 VMware，我们不仅能整合自己的服务器，而且获取了内部冗余并能在任何
服务器发生故障时进行故障转移。配备故障转移功能的趋势科技安全解决方案就如
同一颗定心丸，借助它，我们逐渐坚定了确保患者关键服务不中断的信心。”

公司总部
佐治亚州梅肯市

—

Ty Smallwood，佐治亚中部医疗中心信息服务安全官

员工人数
4,600

年收入
15 亿美元

网站
http://www.mccg.org

数字
• 4000 台 PC，80 个虚拟桌面（试点测试）

佐治亚中部医疗中心 (MCCG) 隶属于佐治亚中部卫生系统，是佐治亚州第二大医院。
此外，MCCG 是莫瑟尔大学医学院的高级地区性教学医疗中心、指定的 I 级创伤中心、
围产中心，并且凭借出色的护理服务成为连续两次被指定为磁性医院（既在护士严重短
缺的状况下仍然能像磁铁一样吸引专业护士加人，降低护士离职率，拥有高质量的护理
人员队伍，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医院。）的 42 所医院之一。
MCCG 为佐治亚州中部和南部的 30 个县和将近 75 万人口提供服务。它拥有 4600 名
员工和一个由 590 位医师组成的医疗团队。MCCG 提供大量基于社区的门诊、基层
医疗、广泛的广家庭健康和临终护理以及综合康复服务。

• 服务器整合率为 13:1
• 节约运营成本 2 百万美元

简介
目标
与许多医疗保健机构相同，佐治亚中部医疗中心
(MCCG) 面临在不降低病人护理水平的情况下降低
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压力。

解决方案
几年前，寻求转变的 MCCG 在数据中心内使用了
VMware 虚拟化服务器计算模型。今年，该机构率
先进行了虚拟桌面基础架构测试，旨在增加灵活性
和成本效率。MCCG 扩展引入的趋势科技安全解
决方案可以将各种威胁拒之门外并能确保符合 PCI
DSS、HIPAA 和其他行业规章的要求。

业务影响
• 数据中心整合降低了效用成本并节省了员工工作
时间
• 降低了服务器（由 2.5 小时减至 20 分钟）和
桌面（由 1.5 小时减至 20 分钟）的配置时间

整合驱动器虚拟化的新举措
对诸如 MCCG 的大型医疗保健机构而言，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始终是第一要务。
几年前，该医院意识到可以通过整合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发掘潜在成本效率。
“我们意识到可以通过服务器虚拟化实现最大的投资回报，因此开始寻求转变”，MCCG
信息服务安全官 Ty Smallwood 说。“现在，我们已对 85% 的服务器进行了虚拟化，
在 32 台物理 VMware ESX® 主机上运行的虚拟机有 431 台。我们还部署了支持主
机操作系统的 VMware® Server，并部署了 VMware vSphere™ 和 VMware vCenter™
用以完善我们的环境。”
“通过 VMware，我们不仅能整合自己的服务器，而且获取了内部冗余并能在任何服
务器发生故障时进行故障转移”，Smallwood 说。“现在，如果出现硬件服务器缺失的
情况，我们的 VMware 环境会自动调整服务器群集内的工作负荷。配备故障转移功能
的趋势科技安全解决方案就如同一颗定心丸，借助它，我们逐渐坚定了确保患者关键服
务不中断的信心。”

满足日趋严格的行业规章对安全的要求

• 更直观地查看数据保护情况
• 符合合规性要求的安全解决方案自动化水平更高、
更加可靠
• 延长了旧 PC 硬件的使用寿命

引入虚拟化服务器之后的数年间，MCCG 安全团队花在威胁补救上的时间呈惊人增长
之势。内部安全评估确定了原因所在，即内置到 MCCG 虚拟化基础架构中的当前防
护级别面临几大挑战。该评估揭示了如下问题：除趋势科技企业安全解决方案版本更新
不及时之外，MCCG 无法查看和控制确保最新行业规章合规性所需的内容。很明显，
增强医院基础架构的安全级别，以满足并部分超越新 ARRA 和 HITECH 推荐的合规
性要求是 MCCG 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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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对安全防护的了解仅限
于表面认知。趋势科技数据泄露防
护系统史无前例地为我们提供了查
看数据使用行为的机会… 趋势科技
提供了一个综合数据保护公文包，
对供应商整合大有裨益。”
Ty Smallwood
佐治亚中部医疗中心
信息服务安全官

集成 VMware 和趋势科技决解决方案
MCCG 可以享用易用且经济有效的趋势科技企业安全套件升级，并能以付得起的费用
引入专门针对虚拟化和云环境设计的全新安全进步成果。趋势科技企业安全套件是紧密
集成有内容安全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架构的一部分，并由趋势科技云安全智能防护
网络基础架构提供支持。此外，这些产品和服务可在最大限度降低安全成本和复杂性的
同时，提供对新威胁的最佳防护。

显著增强的端点防护
此升级为 MCCG 提供了多项新功能，包括强化了对 USB 设备（针对增强的 HIPAA
合规性）文件和 Web 信誉检查的控制，以及添加了入侵防御防火墙插件。
“利用随企业安全套件发布的最新功能，我们的感染率下降了 50%”，Smallwood 说。
“文件信誉和 Web 信誉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当知道在 Web 信誉检查开始阻止来
自危险站点的用户之前我们曾暴露在多少病毒的威胁之下时，我们非常吃惊。”

全天候威胁监控服务
由于医院的网络中包括许多并非由 IT 员工拥有和操作的医疗设备和系统，趋势科技团
队建议我们采用威胁管理系统。这一附加的安全防护层引入了用于全天候监控的威胁发
现设备。
“趋势科技威胁管理系统的确物有所值”，Smallwood 说。“在最初的 48 小时内，
此工具就在一些生物医学设备上检测到了病毒... 威胁管理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
从未有过的层；现在我们可以实时查看设备的安全状况。”

数据泄露防护系统实现合规性
由于 HIPAA 合规性具有高优先级，新的安全部署还包括趋势科技数据泄露防护系统和
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
“过去我们对安全防护的了解仅限于表面认知。趋势
科技数据泄露防护系统史无前例地为我们提供了查看数据使用行为的机会，此外，它还
向我们提供了用于阻止危险数据流的控件，并通过弹出式警告和用户论证屏幕激励用户
提高安全意识”，Smallwood 说。“趋势科技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数据保护方案，对供应
商整合大有裨益。”

将虚拟化扩展到桌面
随着 Windows XP 支持期限逐渐缩短，诸如 MCCG 的机构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
何处理无法支持 Vista 或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旧 PC。基于 VMware View™ 的虚
拟桌面基础架构 (VDI) 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通过该方案，用户可以部署
在数据中心内而非本地端点运行的桌面镜像。
MCCG 依靠趋势科技虚拟桌面安全解决方案保护现有 PC 和新的瘦客户端 VDI 系统
上的虚拟桌面。 针对瘦客户端，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提供了无客户端防
病毒保护；针对传统 PC 和端点，企业安全套件提供了独具特色的趋势科技防毒墙网
络版 VDI 插件。这两个趋势科技虚拟桌面安全替代选择都具有真正的虚拟感知功能，
并可以在不降低虚拟机监控程序或服务器速度的情况下有效运行。
“VDI 使延长旧 PC 的寿命变得非常容易”，Smallwood 说。“由于确信趋势科技能
使确保所有端点的安全变得轻而易举，我们相信 VMware VDI 基础架构能助力我们的
发展。趋势科技服务器深度安全防护系统甚至嵌入了 vCenter 后端。无需任何人记得
加载安全，每个新的无客户端虚拟桌面会自动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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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作开发兼容的产品和套件，
VMware 和趋势科技真沿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借助新平台及其提供的
强大安全功能，医疗护理行业的安
全蓝图正在逐步绘就。”
Ty Smallwood
佐治亚中部医疗中心
信息服务安全官

最终成果：降低了运营费用
MCCG 在未牺牲服务或安全性的前提下成功削减了物理基础架构，在这方面是一个典
型范例。结合使用 VMware 和趋势科技解决方案所带来的节约涉及方方面面，从整合
物理服务器到显著降低威胁补救成本无所不包。
此整合还以其他形式降低了运营成本。服务器数量减少导致的管理简化节省了员工的时
间，趋势科技解决方案以成本效率极高的方式集成在经过整合的虚拟化服务器环境中。
Smallwood 评论到，“通过合作开发兼容的产品和套件，VMware 和趋势科技真沿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借助新平台及其提供的强大安全功能，医疗护理行业的安全蓝图正在逐
步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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