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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某市中醫院
確保醫院資料中心無休營運
客戶簡介
性能摘要
行業: 醫療衛生
挑戰


為兩套 DFT 存儲系統上
57.6TB 裸存量（含 7TB 的
Oracle RAC 資料庫）提供
資料保護。



支援共 9 台伺服器和超過
50 台 VMware 虛擬機的高可
用存儲訪問功能。



為滿足醫院 7*24 正常營運
的目標，必須建立高效率
而持續可用的資料中心。

益處


為醫院的關鍵重要資料提
供即時熱備份。



為醫院 HIS 與 P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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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中醫院位於中國大陸華東地區某市，該院坐落在繁華市
中心已有 50 多年的歷史，是一所全民所有制的三級乙等綜
合性中醫院，也是首批“全國示範中醫院”、“涉外醫院”
及某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醫院占地面積 17.5 畝，建築面
積 4.6 萬平方米，開放床位 628 張，在編在職職工 944 人。
醫院設病區 13 個，臨床一級科室 22 個，醫技科室 10 個，
年門診量 112 余萬人次。
該院於 2004 年建成新院區，含門診樓六層、病房樓 20 層，
擁有裝備先進的 ICU、CCU 病房和高級病房、血液淨化中心、
層流淨化手術室，配備中心供氧、中心吸引等一流設施，是
一幢功能齊全、分區明確、佈局合理的現代化大樓。它的落
成啟用改善就醫環境，優化服務流程，整合現有資源，更加
滿足全市人民對日益增長的衛生醫療需求。（基於保護客戶
隱私要求，本案例不以實名報導,以下統一簡稱《醫院》。）

背景：醫院應用資訊系統簡介
現代的醫院應用資訊系統，基本上泛指醫院對以下各系統，
按需進行不同程度的整合運用：醫院資訊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醫學影像資訊系統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PACS)、臨床資訊
系統（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 CIS）、放射學資訊
系統(Radiology Information System, RIS)、實驗室資訊
系統（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電子病歷
系統（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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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醫院資訊系統是指覆蓋醫院所有業務和業務全過程
的資訊管理系統；
PACS 醫學影像資訊系統狹義上是指基於醫學影像儲存與
通信系統，從技術上解決影像處理技術的管理系統；
CIS 臨床資訊系統是指支援醫院醫護人員的臨床活動，
收集和處理病人的臨床醫療資訊的資訊管理系統；
RIS 放射學資訊系統是指以放射科的登記、分診、影像
診斷報告以及放射科的各項資訊查詢、統計等基於流程
管理的資訊系統；
LIS 實驗室資訊系統是一類用來處理實驗室過程資訊的
資訊系統。
EMR 電子病歷系統是以電子化方式記錄患者就診資訊的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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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規劃: 資料中心平臺集成升級
《醫院》資料中心平臺集成升級專案，對虛擬化應用及相關資料平臺進行升級整合，
其內容包括：伺服器及儲存、虛擬化、叢集、備份、網路安全、核心交換冗餘、系
統集成服務等；專案需求並包括業務系統的不間斷運行和資料在線遷移，亦即《醫
院》業務系統要在正常使用前提下進行改造及升級，建設中要保證院內各應用資訊
系統連續性及資料完整性。
升級專案規劃重點區分為伺服器、儲存系統（含儲存網路及存放裝置）、虛擬化系
統（含伺服器虛擬化及儲存虛擬化）三個板塊。通過升級，實現業務應用動態分配
伺服器資源，保障應用平臺的安全性及發生故障後的快速恢復；改善優化高性能儲
存池，儲存同步，提供線上空間擴充能力；達成業務系統高可用、儲存鏈路的冗餘
和自動切換、資料備份和災難恢復等目標。
伺服器。建設 9 套伺服器，包括 2 套 HIS 業務、2 套 PACS 業務、5 套 VM 虛擬系統
伺服器；原部分伺服器作備份、備用虛擬化業務平臺、管理應用中心使用等。升級
伺服器配置冗餘 8G HBA 卡，儲存線路雙冗餘；配置具有故障恢復和負載平衡功能
的多塊萬兆及千兆網卡，冗餘連接核心交換；虛擬化伺服器配置集 ioCache 硬體
和虛擬緩存軟體於一身固態加速卡。
儲存網路。建設 2 套 8G/16G（可升級至 16G）SAN 儲存網路，包括伺服器 HBA 卡、
SAN 交換機、虛擬儲存引擎、核心儲存全冗餘，路徑中任何元件的出錯不會導致訪
問路徑上的虛擬磁片失敗，某一路徑出現故障後將 I/O 轉發到有效路徑；改善性能
的動態多路徑負載平衡，可以提高伺服器的性能以通過不斷平衡所有路徑之間的負
載來管理繁重的 I/O 負載。
存放裝置。建設 2 套核心儲存系統，適合於大型資料庫，具備高性能計算和高頻
寬的儲存系統，採用虛擬儲存技術建立資料同步鏡像，鏡像資料線上容災。存放裝
置 Active-Active 雙主控制器架構，控制器緩存 48GB，物理全冗余全雙工的鏡像
通道，兩個控制器的 Cache 資料通過相互鏡像實現備份；支援 FC 網路儲存協定，
配置 8G FC 主機介面 8 個；配置主機分區許可；掉電後緩存資料永不丟失；配置路
徑冗餘管理；兩套儲存之間的資料完全鏡像；每套儲存 2*24*600G 合計 28.8T 容量，
2 套冗餘共 57.6T（2*28.8T）裸儲存容量。
伺服器虛擬化。提供完善的負載隔離，為醫院業務系統運算和 I/O 設計微型資源
控制平臺，結合安全保障在 SAN 網路儲存上提高整體資訊化水準。
儲存虛擬化。建設儲存虛擬化系統，虛擬儲存系統由兩套雙引擎高可用儲存網關
組成，每個虛擬儲存引擎節點都有冗餘資料連結連接到應用伺服器，自動對鏈路做
負載均衡。通過虛擬儲存，兩個核心儲存實現同步且即時的相互鏡像，支援任何
SCSI-3 主機的光纖存放裝置，為 Active-Active 配置或與 ALUA 協定相容，並透
過光纖交換機連接虛擬儲存引擎設備。虛擬儲存提高了儲存資源的利用程度，通過
儲存資源池和分層的儲存架構極大地提高了磁片利用率。虛擬儲存將資訊系統的儲
存和服務切實地分離開來，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單獨對資料進行保護，在儲存內部後
臺建立起容錯機制；另一方面，也杜絕了應用端的錯誤對資料端的影響。

圖一. HA-AP 雙引擎高可用儲存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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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亮點: Loxoll HA-AP 高可用儲存網關
有別於一般的“多功能虛擬化儲存網關”，“HA-AP 高可用儲存網關”的虛擬儲存
引擎以儲存虛擬化為手段來提供儲存高可用功能，但是摒棄影響高可用功能的其他
儲存虛擬化功能，是一款專為實現儲存高可用設計的全硬體設備；特別適用於為
《醫院》構建高效全冗餘架構的資料中心儲存系統，以抵禦一切資料邏輯故障或硬
體的物理故障，並滿足以下技術要求：
1. 支援主流的應用和包括 Windows、Linux、Mac OS、UNIX 等作業系統平臺；
並支援 VMware、CITRIX、HYPER-V、KVM 等伺服器虛擬化平臺。
2. 不需要在業務層伺服器上部署任何代理程式，後期增加伺服器時只需要將業
務伺服器接入儲存網關，真正實現一次投入長期受益的效果。
3. 使多台儲存間構成雙活或多活鏡像關係，消除存放裝置單點故障，滿足高等
級的資料可用性與業務持續性需求；兩套或多套儲存任何一台硬體故障，或
是 SAN 網路鏈路故障時，都能實現瞬間切換和自動接管，不影響應用程式。
切換和接管過程無需人為干預，真正實現存儲 RPO、RTO 等於 0 的目標。
4. 支援儲存異構，可將不同品牌、型號的儲存接入儲存網關進行統一管理。

圖二. HA-AP 高可用儲存網關架構概念圖

實施部署: 前、後端頭尾連接的業務連續性保障
《醫院》的業務連續性必須仰賴資料中心的高可用性，而資料中心的高可用性則需
要從應用、伺服器、網路與儲存多個層面綜合保障。本專案在規劃階段遵循這個原
則，除了通過全冗餘 FC 交換機配置保障鏈路和網路層的可用性，並通過伺服器叢
集軟體和虛擬伺服器技術保障應用層的可用性及連續性外；特別選用了 Loxoll 的
HA-AP 高可用儲存網關來賦予儲存同等級的高可用功能，以形成應用、伺服器、網
路與儲存間頭尾連接的全冗餘配置，有效地保障業務連續性。
伺服器虛擬化升級部署。伺服器虛擬化系統，通過虛擬構架提供完善的負載隔離，
為醫院的 LIS、EMR、PACS 臨床發佈等系統運算和 I/O 設計微型資源控制平臺，結
合安全保障在 SAN 網路儲存上提高醫院的整體資訊化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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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虛擬化升級部署。HA-AP 高可用儲存網關將其後端資料儲存虛擬化，並配置冗
餘資料連結連接到應用伺服器，自動對鏈路做負載均衡。一個存放裝置發生故障時，
即時將資料儲存路徑無縫零停頓地切換至另一存放裝置上。《醫院》資訊系統的儲
存和服務切實地分離開來，有效地單獨對資料進行保護，為自動連續的資料流程服
務提供遠端鏡像能力。
叢集系統升級部署。HIS、PACS 應用的雙節點集群系統。對《醫院》應用程式進行
監視、修復、重新開機和故障排除，為醫院的業務系統提供保護，保證系統上的應
用程式、資料和網路資源不會受到任何外在因素影響而中斷服務，零宕機保證。
5 套伺服器作為虛擬平臺伺服器，每台伺服器上都安裝配置 VMware 虛擬架構套件
vSphere 企業版軟體，用於在單個物理伺服器實體上，利用伺服器強大的處理能力，
生成多個虛擬伺服器，而每一個虛擬伺服器，從功能、性能和操作方式上，等同于
傳統的單台物理伺服器。在每個虛擬伺服器上，就可以安裝配置作業系統，進而再
安裝應用軟體，這樣就可以充分利用伺服器資源，在伺服器層面實現業務系統的整
合。在虛擬化伺服器基礎上，整合成動態的虛擬化資源池，從而大大提高資源利用
率，降低成本，增強了系統和應用的可用性，提高系統的靈活性和快速回應，實現
伺服器虛擬架構的完美整合。
4 套伺服器分別作為 HIS、PACS 兩兩叢集，對 HIS、PACS 業務系統連續性進行保證。
2 套 DFT 24 盤位存儲系統及擴展櫃，2 套 Loxoll HA-AP 高可用儲存網關叢集，共
同支撐 VMware 伺服器虛擬化屏及 HIS、PACS 業務平臺。

圖三. 市中醫院資料中心拓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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