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云计算”实训平台 

解决方案 

 



Agenda 

• 背景与环境分析 

• 思科面向职业教育“云计算”实训平台解决方案 

– 解决方案 

– 配套服务 

• 思科的优势 



大背景与大环境 

 
• “十二五”，职业教育进入新阶段，机遇与风险并存 

• 中职 

– 14000多所 

– 2013年前，分3批，国家重点扶持1000所中职，每所院校投资1000万 

• 高职 

– 1200多所 

– 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各重点建设专业1000个、2000个和3000个 

• 四个合作 

– 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 社会培训规模应是在校学生规模的1.5～2倍 

• 重点投资 

– 建设“实训平台”、“实训基地” 



2009年以后，职业教育面临生源的主要挑战。 

职业教育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18 year olds 26.21 20.08 18.75 17.91 16.47

Total new enrollment Higher Education 6.08 6.40 6.57 6.45 6.08

New Enrollment Vocational College 3.04 3.20 2.66 2.12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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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解读 
 
2009年是职业教育市场的拐
点，由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
策，使得适龄入学的学生数
量在2009年后，出现了急剧
下降的局面。加之09年之前
的“高校扩招”的影响，更
使得职业教育的入学生源雪
上加霜。 

18岁入学
生源 

高校入学
人口 职校入学

人口 

2009年以前，职业教育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职业教育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Higher Education Total Acceptance Rate 58% 63% 69% 70% 71%

% enrolment to Vocational College 50% 50% 41% 3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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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解读 
 
适龄人口的下降，高等教育
入学门槛的降低，加上大众
对教育的一些传统和“偏
见”，使得职业教育目前面
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自身
的生存问题。因为生源是职
业教育生存的根本。 

职校 
入学率 

高校 
入学率 



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 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政策执行不力 

• 专业建设的适应性仍不强，实践教学与学生实用技能培养亟待改进  

• 实训条件不足，设施与平台尤为薄弱 

• 师资力量不足，实践指导能力面临困难 

• 实训教材与课程设置和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 

注：主要资料来源为《国家教育督导报告》、《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怎么办？ 

时不我待！ 
充分利用国家十二五期间 

对职业教育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倾斜， 
加大核心资源投入，迎接挑战， 

以最短时间解决关键问题，提升自身竞争力。 

政策解读 
 
投资职教，国家政
策主要是优化内外
部环境，支持的重
点是改造和提升职
业教育实训平台和
设施。 

思科解读 
 
助力职教，开发符
合企业用人需求及
职业教育特点的IT
实训平台，帮助职
业教育迈上新的台
阶。 



开发什么内容的IT实训平台？ 

云计算将在
未来2～5年

内达到普及
的“高原” 

社会需要什么，就开发什么！ 



为什么开发“云计算”IT实训平台？ 

企业更需要复合型人才！ 
懂计算 

懂网络 

懂安全 

懂应用 

懂存储 



复合型人才实现学生实际技能和社会实际需求的“无缝对接”和“即插即
用”！ 

为什么开发“云计算”IT实训平台？ 



开发什么样的IT实训平台？ 

开发符合企业用人需求及 
职业教育特点的实训平台 

1 

2 

科学有效的 
新型教学方法和流程 

业界认可的技术培训
课程体系建设经验 3 

4 

5 丰富宜用的教学
平台和教学服务 

先进完备的 
教学设备环境 

培养授能兼备的 
双师型师资队伍 



我们需要为职业教育开发 
这样的“云计算”实训平台 

思科“云计算”实训平台的主要特点 



思科“云计算”实训平台的技术特点 

• 业界趋势符合度 

– “云计算”实训平台与目前业界IT技术发展保持同步 

• 客户需求满足度 

– “麻雀”型云数据中心方案，支持“云计算”所有层次和流程 

• 方案成熟度 

– “已优化”的，可重复的，高度可扩展的，符合最佳实践的 

• 核心竞争力 

– 技术＋产品＋服务 ＝ “云计算”实训平台解决方案 

– 通过丰富得服务体现核心价值和竞争力 

 



实训平台的主要内容 

 

思科职业教育 

云计算实训平台 

基础架构
平台  

Flexpod 
虚拟平台 

软件 

基础架构
服务  

基础理论  

课程服务  

计算机、
网络、存
储、安全、
虚拟化 

基础实验  

课程服务  

服务器、
网络、存
储分项配
置实验 

虚拟化平
台分项实

验 

系统集成
实验 

基础支撑  

工具服务 

一键恢复 
多用户多
租户 

实验可视
化与协作 

实训平台
实例服务 

云计算 企业应用  大数据  

实训平台的基础架构服务 

实训平台实例服务 

开发策略： 

快速开发、
实践完善 

实训平台
展示服务 

认证服务 

实训技能
认证服务 

五大实训平台服务 

实训平台基础架构 



实训平台基础架构解决方案－思科模块化数据中心FlexPod 

 
 

UCS  C220 M3*3 
P81E VIC*3 

Nexus 5548*1 

Storage System 

Hyper-V （option） vSphare 5.1（Option） 

UCS  5108*1 
UCS  B200 M3*8 

MDS 9148*2 

Storage System 

UCS  6248UP*2 

Hyper-V （option） vSphare 5.1（Option） 

注释：也可以是B系列UCS，并增加MDS 

Redhat（option） 

主要面向中职 

主要面向高职 

思科模块化云数据中心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基础架构平台－FlexPod Smart Play Bundle配置 

促销包名称 配置概述(no HDD in UCS) 存储系统配置 
建议客户预算

(万) 

FlexPod A-1 
CISCO UCS C220*1 

Catalyst 3560X*1  

NetApp FAS2220 

 

FlexPod A-2 

 

CISCO UCS C220*3 

Nexus5548*1 
NetApp FAS2240 

FlexPod B-1 

CISCO 5108 * 1 

CISCO 6248 * 2 

CISCO UCS B200 M3 * 4 

MDS9148 * 2 

NetApp FAS2240 HA 

FlexPod B-2 

 

CISCO 5108 * 1 

CISCO 6248 * 2 

CISCO UCS B200 M3 * 8  

Nexus 5548 * 2 

NetApp FAS2240 HA 

FlexPod C 

CISCO 5108 * 1 

CISCO 6248 * 2 

CISCO UCS  B440*4, B200M3*8  

Nexus5548 * 2 

NetApp FAS3240 HA 

实训平台 
关注范围 

计算＋网络＋存储＋管理＋安全 ＝ 数据中心所有核心元素 



技术角度： 

• 经过预先验证的同类最佳标准基础架构构建
块 

• 一个平台可以灵活扩展，以适应各种环境和
混合工作负载 

• 简化管理，可重复部署 

• 设计和容量评估手册丰富，Internet相关资料
丰富 

• 系统实施的风险降低 

• 系统成本可视、可控 

• 加快部署针对各种不同环境数据中心 

 

客户角度： 

• 一步到位：平台、教材、课件、工具、认证 

• 方向明确：规划、设计、运维、管理等实训 

• 便于运维：灵活扩展、便于管理 

• 方便展示：展示专业实力、展示教学成果 

• 师资培训：双师培训、社会培训 

VMware 、
Microsoft、 

Redhat etc. 

Cisco® UCS  B/C 

and UCS Manager 

Cisco Nexus® 

Family Switches 

Storage System 

Hypervisor 

为什么采用思科模块化云数据中心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Internet接入 内网广域网接入 

WAAS 

邮件安全 

Web 安全 

防火墙 

负载均衡 

WAAS 

邮件安全 

Web 安全 

防火墙 

负载均衡 

教育网 运营商 
广域网 

DNS 

邮件 

DNS 

邮件 

利用成熟的标准模块搭建“云计算”数据中心是数据中心演进的方向 

统一的网络资源 

统一的计算资源 

统一的存储资源 

统 
一 
的 
管 
理 
资 
源 

为什么采用思科模块化云数据中心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未来数据中心蓝
图 



Compute 

Network 

Virtualization & Operating Systems 

 

Storage 

Platform Services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思科“云计算”实训平台的核心竞争力：配套服务 

模块化“云计算”数据中心 

技术、产品和服
务相结合，是思
科解决方案的核

心和特色 

技术服务、商务服务以
及认证服务更是思科解
决方案不可复制的优势 



“云计算”实训平台基础课程服务 

 

基础理论课程 

基础实验课程 

应用实例课程 

声明：所有课程都不是最终课程，职业院校的老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开发适合教学的实际课程。 

 
所有教材以云计算的规划、设计、实施、管
理、运维为主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
完整而全面的阐释目前数据中心发展和变革
的方向：云计算。 
 

整个课程包约1.8GB 



“云计算”实训平台基础课程实例展示－计算部分 

教师教学 

教师实验 

学生实验 

实验参考 

教学测试 



“云计算”实训平台基础课程实例展示－存储部分 

基础理论 

教师学生实验 

参考资料 



“云计算”实训平台基础课程服务的开发和进化 

老师                
合作伙伴 

教材包 

适合院校的专业教材 

注：思科和思科网院会与
苏州职业大学、深圳信息
技术职业学院、温州大学
等院校一起合作开发适合
学校的专业教材和课件。 

注：思科和思科网院会与
金智教育、中软等合作伙
伴一起完善实训平台所需
要的专业教材和课件。 

培训 培训 

厂商、院校和社会资源的共同投入！ 



“云计算”实训平台基础支撑工具服务 

 
• 基础支撑工具服务 

– FlexPod一键恢复 

– 多用户管理 

– 实验过程可视化和协作 

• 开发方式 

– 一键恢复：脚本开发和集成 

– 多用户管理：结合一键恢复，Admin以外，固定用户名和密码 

– 可视化与协作：桌面共享与控制权转让 

– 在实际项目实施过程中，Partner主导，逐步开发 

在实际项目中开发，用于根据院校要求管理和运维整个实训平台 



“云计算”实训平台实例服务 

 
• 实训平台实例服务 

– 企业应用（Enterprise Application） 

• Oracle 

• Microsoft Exchange、SharePoint、SQL Server 

–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 虚拟桌面（VDI） 

• 虚拟计算资源自动化管理 

– 大数据（Big Data） 

• Hadoop 

• 其他分布式文件系统 

– Others 

• HPC 

Big Data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Cloud Computing 

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开发，以实现个性化 



集中式管理 
实训平台 现有网络 

实验环境 

“云计算”实训平台展示服务 
在实际项目中开发，用于展示教学成果和专业实力 



“云计算”实训平台能力认证服务 

与教育、行业、劳动部门等合作，采用思科认证服务标准来开发实训平台认证服务 

＋ ＝ 
No. 1 



“云计算”实训平台＋思科生态系统助力学生就业 

云计算”实训平台 

注：思科生态系统包括思科、思科各级合作伙伴、思科广大客户、思科合作厂商等 



“云计算”实训平台思科融资租赁服务 

• 服务方式 

– 融资性租赁、经营性租赁/租用  

– 售后回租、技术升级租赁 

– 阶梯式付款或延迟首次租金付款 

– 贷款 

• 服务优势 

– 不以营利为目的, 没有利润指标 

– 一揽子资金支持计划，给思科用户提供最好的财务方案 

– 手续比银行更为简便、审批流程更迅速也更灵活 

– 降低高科技汰换风险 

 



“云计算”实训平台融资租赁服务给职业院校带来的好处 

• 解决资本预算不足问题 

– 将资本支出转换为经营费用，使预算富有弹性 

• 更好管理项目现金流 

• 降低技术升级的风险 

• 会计处理益处 

– 资产负债表外融资- Off Balance Sheet 

• 税收上的益处 - 加速折旧 

• 同银行借款相比的灵活性 

– 灵活的付款周期，分段或延期付款，快速审批，无须额外担保等 

• 银行贷款额度之外的新增信贷资源 



1.  不改变原有的商业条件及技术方案, 服务仍由原来客户选定的集成商提
供  

2.  租赁方式的购买价钱与原来销售价钱相同, 以最后客户成交价计价  

3.  最终客户接收设备后, 思科租赁一次性支付100%项目款给集成商  

4.  购买价钱可包括所有项目相关成本, 包括硬件、软件、集成、服务、集
成商的利润, 也可包括一定比例的第三方非竞争性产品  

5.  客户若以后付租金有困难也不会影响原来的供货厂家 

6.  供货厂家不限定是金银牌合作伙伴  

“云计算”实训平台思科融资租赁服务流程 



思科“云计算”实训平台的优势总结 

• 一揽子解决方案 

– 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技术＋产品＋服务 

– 交钥匙、高性价比、符合技术发展趋势、降低院校资金压力 

– 灵活易调整，随社会需求变化而变，Time to Society 

– 大量思科技术资源持续性输入 



思科“云计算”实训平台的优势总结 

• 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 实验环境与现实IT环境无缝对接，直接上手，无需就业后二次学习 

– 思科认证体系支持，思科生态环境融合 

– 思科Partner大量实用技术人才岗位需求，直接就业 

 



思科“云计算”实训平台的优势总结 

• 助力院校完善教学环境，解决职业教育主要困扰 

– 实训平台项目实现“桥梁” 作用，助力实训环境的跨越式发展 

– 实训平台项目实现 “管道”作用，助力各种有效社会资源的注入 

– 实训平台项目实现“土壤”作用，培养师资力量，提升教师实践能力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