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xoll Inc.－為 IT SAN 打造 HA 高可用硬體設備解決方案

HA-AP(高可用儲存網關)成功案例

中國某省三甲醫院
確保 HIS 醫院資訊系統無休營運

性能摘要
行業: 醫療衛生
挑戰




為兩套 HP 3PAR StoreServ
7400C 儲存系統上 50TB 的
Oracle 10g 資料庫提供資料
保護，以及支援 5 台伺服器
和 5 台 VMware 虛擬機的高可
用訪問功能。
為滿足醫院 7*24 正常營運的
目標，必須建立高效率而持
續可用的核心 HIS 系統。

益處


為醫院的關鍵重要資料提供
即時熱備份。



為醫院 HIS 資訊系統提供持
續不間斷的高可用性保護。



高性價比，具高可用性，且
易於管理的儲存解決方案。
保障作業正常運行，不會因
為 FC 網路或存放裝置發生單
點故障而造成停機。



簡易而且集中的管理設計。

HA-AP 可彈性配置


叢集引擎在光纖通道網路的
架構上，可以配置為本地或
遠端的鏡像。

客戶簡介
案例醫院位於中國華東地區，其前身於十九世紀末期由美國
基督教會傳教士始創，歷經百年傳承進步發展成為大型三甲
醫療機構。該院於近年建成占地約 400 畝，致力於為 500 萬
人提供精緻醫療服務的新院，規劃總建築面積 36 萬平方米，
設計開放醫療床位 3000 張，一期開設床位 1200 張。
該院擁有婦產、兒童、神經三大重點學科，開設內科、外科、
生殖、美容、康復、微創、介入、急危重症、健康檢查、遠
端醫療十大診療中心；以“醫療服務集團化、醫療健康產業
化”為目標，逐步建設成為集醫療、教學、養老、科研、康
復為一體的現代化的醫療產業集團。（基於保護客戶隱私要
求，本案例不以實名報導。）

背景：三甲醫院和醫院資訊系統
三甲醫院：“三級甲等醫院”的簡稱，依照中國現行《醫院
分級管理辦法》等的規定劃分的醫療機構級別，是中國內地
對醫院實行“三級六等”的劃分等級中的最高級別。三甲醫
院申報考核的主要專案包括醫療服務與管理、醫療品質與安
全、技術水準與效率。“三級醫院”是向所在地區以及周邊
輻射區域提供高水準醫療衛生服務和執行高等教育、科研任
務的區域性以上醫院；“甲等”是按千分制分等評分標準，
獲得超過 900 分為甲等。
HIS 醫院資訊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是在
醫院管理和醫療活動中，進行資訊管理和線上作業的電腦應
用系統。HIS 覆蓋了醫院所有業務和業務全過程的資訊管理，
是利用電子電腦和通訊設備，為醫院所屬各部門提供病人診
療資訊和行政管理資訊的收集、儲存、處理、提取和資料交
換的能力，並滿足用戶的功能需求之平臺。
HIS 系統在國際學術界已被公認為是新興的醫學資訊學的重
要分支。HIS 系統的有效運行，可提高醫院各項工作的效率
和品質，促進醫學科研、教學成效；減輕各類事務性工作的
勞動強度；改善經營管理，堵塞漏洞，保證病人和醫院的經
濟利益；為醫院創造經濟效益。

挑戰: 為醫院提供高可用 HIS 系統
醫院資訊系統屬於當今現存的企業級(Enterprise)資訊系統中最複雜的一類。這是
醫院本身的目標、任務和性質決定的；它不僅要同其它所有 MIS 系統一樣追蹤管理
伴隨人流、財流、物流所產生的管理資訊，從而提高整個醫院的運作效率，而且還
應該支援以病人醫療資訊記錄為中心的整個醫療、教學、科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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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系統是醫院管理、營運的命脈。醫院資訊系統對資訊的處理大體上可分為三個
不同的層次，而每個層次的資訊又各具特性：一般來說，資料的收集過程與基層科
室的交易處理活動相關聯，即日常的、大量的前臺連線交易處理(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OLTP)；資料的集中處理與分析過程與中層科室的工作
任務相關聯，即資料的綜合、匯總、分析報告與存檔的工作；而決策諮詢與支持過
程，則是提供醫院的最高領導層實現對全院科學化管理的依據。鑒於醫院環境與時
俱進、從不間斷的獨特性，使得資訊系統在醫院的實現，有其特殊的功能要求：要
支援一個大規模、高效率的資料庫管理系統；要有很強的連線交易處理支援能力；
必須是絕對安全、可靠的典型 7*24 高可用系統。
系統的高可用性需要從應用、主機、網路與儲存多個層面綜合保障。在一個完整的
高可用解決方案中，除了通過全冗餘 SAN 交換機配置保障鏈路和網路層的可用性，
並通過主機叢集軟體和虛擬主機技術保障業務層的可用性及連續性外；還必須要賦
予儲存同等級的高可用功能，以形成主機、網路與儲存間頭尾連接的全冗餘配置。
由於前兩者的技術已趨於成熟，而儲存高可用技術則方興未艾，因此慎重選擇一個
最適用的高可用 HA SAN 儲存架構，被專案團隊列為成功的關鍵要件之一。

答案: HA-AP HA SAN 高可用儲存架構

圖一. HA-AP 雙引擎叢集

專案團隊初步選定考慮 Loxoll 的 HA-AP 高可用儲存網關與 EMC VPLEX、IBM SVC 解
決方案。之後經過深入對比，發現三者雖然都是以資料鏡像作為實現儲存高可用的
基礎，但是 HA-AP 與其餘二者卻採用了截然不同的設計和技術原理:
1.設備形態：VPLEX/SVC 的設計都是虛擬化儲存網關，必須把儲存原始的 LUN 打上
“標籤”，或者重新封裝後映射給主機，所以主機看到的 LUN 不是原始的 LUN；如
果網關壞掉，LUN 就無法使用。HA-AP 設計為非虛擬化 Router 網關，不改變儲存原
始 LUN 上的任何資訊，HA-AP 如撤掉之後，儲存原始的 LUN 可直接映射給主機，保
持可用。
2.設備結構：VPLEX/SVC 都是基於 Linux 的叢集系統，採用 x86 PC 硬體結構，配
置多核處理器、大量快取記憶體及 8GB/sec HBAs。其系統結構非常複雜，並且需
要專門的管理伺服器，以及置放系統配置資訊的元資料卷；因此有建設週期長、安
裝配置任務繁多、維護程式複雜，以及穩定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顧慮。而 HA-AP 是
基於嵌入式作業系統，採用工業級模組化結構的單一目的硬體，完全可以避免前述
的種種顧慮。
3.資料同步：VPLEX/SVC 由於是虛擬化技術，需要高頻的 CPU 以及大容量緩存，以
進行資料的寫緩存同步處理；其最重要的技術環節是，如何保證在任一時間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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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的緩存資料一致, 否則在發生故障切換的時候非常容易造成資料不一致。HAAP 是解析 SCSI3 命令後，通過資料分流和轉址實現 LUN 的同步；其引擎的緩存只
做“隊列”排隊，不做“寫緩存”，故而引擎與引擎之間無需做緩存同步，所以也
沒有緩存失敗破壞資料完整性的顧慮。
4.故障切換：由於 VPLEX/SVC 是 Linux 叢集，其故障切換的機制需要諸多判斷條
件，故而時間會比較長，通常在 30-40 秒以上，而這種情形多半會造成對應用層的
影響。HA-AP 則無論是在存儲當機、鏈路斷掉，或引擎當機等故障情況下，其故障
切換實質上就只是路徑的切換，因此可實現 0 秒切換。
技術團隊於獲致以上結論，再經現場考察 HA-AP 實際用戶使用狀況確認後，決定選
用 HA-AP，並據以定案其系統架構如下：





後端兩台 3PAR StoreServ 7400C 儲存陣列，總資料量約 50TB
前端分兩個業務系統: Oracle RAC 資料庫和 HIS 系統
合計 5 台物理伺服器及 5 個基於 VMware 的虛擬機
Loxoll HA-AP 高可用儲存網關，一個雙引擎叢集連接前、後端

圖二. 省三甲醫院 HIS 系統架構圖

益處: 提供無休營運的業務連續性
該系統已順利安裝、測試完畢並上線投入生產,客戶對結果非常滿意。實施專案的系統
集成商負責人朱總轉述了客戶評論，“Loxoll 的 HA-AP 是專注於提升 SAN 儲存高可用
功能的解決方案。經過實測證實，它的雙活設計效能非常好，應用在故障切換和恢復
的過程中完全無感。我們對這套系統極具信心。”
朱總並結論，“Loxoll 的 HA-AP 儲存高可用網關，是高性價比的 HA SAN 解決方案，為
客戶提供了無休營運的業務連續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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