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服务创新驱动 IT 核心动力提升

坐落于西宁市中心的大型综合三级甲等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简称青大附院），发挥着医

疗、教学、科研、急救、预防保健、康复等多种功能，肩负着为全省及周边地区人民提 供医疗

服务，为青海省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人才、开展学术研究等重要使命。是青海省高等医学教育基

地和医疗卫生行业的龙头单位之一。

医院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以“科技兴院、诚信立院”为工作理念，以高尚医德、 

精湛医术、优质服务和整洁环境用心为广大患者服务。从1999年开始，青大附院就响应国家政

策号召，迈上了信息化征程，陆续部署了包括了 HIS、LIS、RIS、EMR、PACS、医保系统等

40 多个临床应用系统，缩短了患者从挂号、就诊、付款、取药等各环节的等候时间，让医生们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病患提供专业诊疗和照护。

然而，随着医院信息化应用不断深入，数据量迅速增长，青附院原来的IT架构显得“力不从心”。

如何能够持续提供安全、稳定、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造福更多患者，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为医疗服务创新做出表率，成为医院管理者的最为关心的问题。

业务应用缓慢，患者呼唤良好的医疗服务体验

尽管信息中心不断通过增加内存、更换存储、优化查询语句等常规手段提升 IT 性能，但还是经

常听到医务人员甚至患者抱怨速度慢的声音。究其原因，青大附院原有硬件架构缺乏更新，整体 

IT 性能尤其是数据吞吐表现不佳，导致各种临床业务应用越来越缓慢，甚至会有停顿宕机发生。

体现到临床，就造成病患就诊流程缓慢甚至中断，或者不必要的医患矛盾。

难保医疗应用“永不停顿”，实现“不可能实现”的部署 

在医院这个特殊的机构中，仅提高诊疗速度是远远不够的。所有医疗应用系统稳定、可靠、持 

续运行，才能满足医护人员的临床根本诉求。青大附院有两个机房，虽然建构时有一定的应用

亟待解决的问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建于1959年

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
三甲医院

青海省唯一一所高等院校直属附属医院/
全科医生培训基地

肿瘤治疗能力在西北地区享有盛名

职工 2429 人，专业技术人员 2136 人

47 个临床科室，9 个医技科室

3 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培育学科，
5 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培育学科

开放床位 2000 张，
年均门诊量 158 万余人次，
年均住院病人 6.4 万多人次

成功案例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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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强劲“动力心脏”，创新医疗服务让患者更满意

建立互联、互通、智能、高效、快捷
的闭环、可控的管理模式

医院 IT 建设发展愿景

思科 UCS 统一计算解决方案

思科 UCS Central 管理平台

解决方案

http://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rvers-unified-computing/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rvers-unified-computing/ucs-central-software/index.html


容灾，但并没有在服务器设备层面设置数据业务冗余，一旦某个机房服务器故障，将直接影响所

部属的医院业务应用系统的运行。青大附院认识到此问题，希望将现有的 Oracle RAC 数据库集

群跨越两个间距超过 300 米的物理机房进行部署，提高医院应用系统的可靠性。然而众所周知，

Oracle RAC 数据库集群的常规应用环境为同一个机房甚至同一个刀片服务器机箱，这“突破性”

地跨越不同机房部署的任务，几乎没有可能实现。

IT 运维力量薄弱，空间利用亟待改善 

青大附院现有两名专职  IT 人员，每天都忙碌在紧张的运维工作中，一台台部署虚拟化在底层的

操作系统，一旦发生故障更是会占用大量时间进行故障定位和解决。空间上看，医院现有的两个

机房都并非专用建筑空间，面积有限且线路繁杂，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医院急需找到更好的解决

办法，满足空间、通风、节能、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青大附院与思科合作实施了医院计算平台解决方案，该方案以统一计算平台（简称 UCS）为核

心，具有无状态计算（硬件级虚拟化），一跳自愈网络，虚拟化增强和集中管理等特点。

思科 UCS，更稳定、更可靠地提速医疗应用系统
 
UCS 具有低网络延时和高带宽优势， 由于采用计算和网络一体化设计， 其网络延时是传统千兆

网络的十分之一，而带宽是其十倍以上，这将保障 RAC 跨节点的信息交换，更有效地避免节点

间锁冲突；此外一跳网格的独特架构特点，使得任意两个节点间网络消耗均对等并最低，这些特

性都大幅提升了 Oracle RAC 的性能扩展能力。除了激发 Oracle RAC 的性能表现外，UCS 的

网络自愈等特点也进一步增强了 RAC 的稳定性。稳定的网络连接对于 RAC 的稳定性致关重要，

UCS 集成了硬件级的网络故障自动切换，当出现任何网络的故障均可自行修复，提供了RAC 节

点间的可靠连接保障，避免了不必要的集群重组风险。IT 性能提升明显, 以前频繁发生的数据吞

吐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 医院各种临床业系统能快速运行，医疗流程大幅优化。

弹性数据中心，在随需而变中降低浪费

借助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UCS 创新架构，青大附院最终形成新的数据中心服务器资源池，良好地

支持虚拟化，构建更具弹性的数据中心。该  “弹性”  的精髓在于，在 UCS 无状态计算技术的帮

助下，用户可以按规划部署多个节点，冗余的节点只以逻辑的形式存放在网络侧，当有应用压力

时，可以按需加载任意闲置节点，在线增加整个业务计算的处理能力。这一能力，可以帮助医院

非常便捷地实现大型弹性计算平台——对需要快速扩展的系统，可以通过横向扩展方式快速增加

资源，对于收缩的系统，可以快速回收资源。对有不确定业务峰值的系统，可通过统一协调冗余

资源满足峰值需求。打破了传统模式下，医院做 Oracle  RAC 规划和部署较多冗余计算资源

备用三年的业务增长，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且资源彼此紧耦合，扩展极为复杂，风险巨大。

UCS Central 解“跨界”难题,  运维也可高效管理
 
思科帮助医院部署了 UCS Central 管理工具，支持 Oracle RAC 数据库集群在现有两个物理机

房的统一部署，确保了医院各种诊疗业务系统的高可用性和稳定性。同时可以跨越医院的2个机

房进行统一管理，方便 IT 人员统一对两个机房的服务器中轻松查找故障、配置任务，以前十几

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几个小时就能搞定。

UCS 独特的融合网络技术，例如通过网卡虚拟化，多通路复用等技术，有效减少了 RAC 环境下

网卡/交换端口数量，使得整体的线路数量仅仅相当于以前的三分之一，更加易于梳理、节省空

间、检修维护更加方便，逐步实现机房的 5S 标准。

定制化医院计算平台(UCS)解决方案打造强劲“动力心脏”

 

 

 

 

 

“ 今天大家在追逐“云计算”平
 台的时候，我们选择了“UCS 
  统一计算平台”，因为我们实
   际遵循的是高效、稳定、安全、
    可拓展性的原则。”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信息网络
管理中心主任赵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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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诊疗服务时间
从5分钟延长至患者满意为止

患者就诊等待时间
从20分钟缩短到3分钟

医院年度门诊量预计提升10%



医疗流程显著优化 业务量提高5倍以上

现在，医院各种临床业系统能快速运行，患者和医生对于“慢”的抱怨声

消失，各种诊疗性能的大幅提升直接缩短了各种医疗流程，原先最起码

需要14个步骤的复杂门诊就医流程如今不到5步全部结束。信息网络管

理中心主任赵小辉表示，从统计报表的情况看，业务提高在5倍以上。

医生专注患者治疗，医疗质量更有保证

在思科 UCS 的帮助下，进一步提高了医院 40 多个医疗应用系统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确保所有到青大附院就医的患者，都能得到最及时的诊

疗服务。青大附院赵主任介绍，这确保医院在诊疗的精准性上得到提高，

医生释放更多精力在患者关怀和治疗上，医疗质量更有保证，预计2017

年门诊量将会“增加 10% 左右”。

提升IT投入产出比，最大限度避免浪费

如今青大附院对于 IT 的投资趋势，有着更加清晰的判断。这是因为思科

的技术能够让医院伴随业务增长，进行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的 IT 扩展投

资，医院根本无需一次性提前花费太多的资金用于多余 IT 设备的购买，

只需对目前需要用到的 IT 资源进行投入即可，大幅降低医院整体采购成

本。由于思科 UCS 的独特性，青大附院在目前整体硬件投资上减少了

许多不必要的部件和节点，进一步降低相关支撑设施的需求和电力消耗。

在未来 IT 规划上，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还会进行更多数据中心的建设规

划，实现两地三中心发展，逐步向私有云和公有云的方向进行考虑，让

医院应用保持高可用性，让医院的业务 “心脏”永远蓬勃跳动。

医院获益

未来规划

卓越而丰富的医疗团队资源，先进的科技支撑，辅以不断前行、医疗天

下、关爱病患的坚定想法，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将让越来越多的病患，

感受到医院创新的有温度的医疗服务，让医疗之爱福泽更广，将青海

省医疗系统信息化建设的表率作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结语

成功案例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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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大附院门诊就医流程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