ＰＡＣＳ存储特点
ＰＡＣＳ存储系统主要包括：在线

设计ＰＡＣＳ存储系统需
要考虑的因素

档案库、数据库、归档库和传输网络。

按一般规律，存储设备的成本、

和ＩＬＭ存储管理软件产品可以帮助发

存储系统通过传输网络与计算机和显

容量和速度之间直接相关，越快的存

挥ＰＡＣＳ的最大效能并支持降低总拥

示终端或打印机相连。计算机从

储设备或容量越大的存储设备就越

有成本。ｌＬＭ就是对不同的业务数据

ＣＴ＼ＭＲ等医疗设备获取需要的图像，

贵。只有在成本和效率之间达成平

进行贯穿其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通

送至存储库，然后再送至显示系统。

衡，才是现实的选择。ＰＡＣＳ存储系

过完整的信息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

统需要考虑的若干方面包括：存储并

可以让不同类型的数据存放在适合的

而且成像部门提供的数据量往往取决

非存档；图像要求的存储空间巨大；

存储设备上，利用适当的技术手段对

于检查的类型、数量和分布情况，所

符合法律要求；短期存储，中期存储，

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这样，用

以，图像的数据量为存储容量带来了

长期备档；特别要求（研究、教学、特

户将可以提高现有存储设备的利用率，

很大挑战。另外，图像必须安全地保

别病历、特别病人）；大夫可接受的图

利用自动化的ｌＴ数据管理技术实现自

存很长一段时间，并且要能够方便地

像调取时间；预取可能性。而且根据

动的数据管理，减少企业的ＩＴ管理成

访问，因此，需要一种可靠、灵活的

数据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人

本，满足医疗行业的数据保管和管理

大容量存储系统来服务于医院的

士那里的应用价值不同，必须根据以

的法规要求。

ＰＡＣＳ应用。一般情况下，人们依据

病人为中心的基础架构，根据数据的

３．１

应用对存取速度和存储量的实际需求

价值，选择有效的存储技术。解决这

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应该包括以下

来选择存储介质的类型，从而使存储

些问题的关键是实现ｌＬＭ（信息生命周

部分。

器的成本得以降低，这一方法称为分

期管理），ＩＬＭ是以成本与信息不断变

３．１．１管理工具提供对数据进行自动

层存储管理。分层存储的基本目的就

化的价值相对应的方法，从创建到最

分类的存储资源管理工具和解决方案，

是将数据引入能支持这一对象需要性

终处置对信息进行全程管理。有效的

将有效的业务数据分离出来，加以分

能的最低成本的设备中。在线存储器

ＩＬＭ，还必须做到集中管理，以应用和

类并制定不同的管理策略，将无用的

１

因为数字医疗图像通常都非常大，

２

３

ＩＬＭ存储解决方案
ｌＢＭ提供的磁盘、磁带、存储网络

ＩＬＭ组成一个完整的ＰＡＣＳ信息

需要高成本，尤其在海量存储用于存

流程为指导。数据的生命可以分成如

数据及时加以清理；

储量很大的图像、视频应用时，这些

下阶段：生成、保护（不丢失、一致）、

３．１．２硬件环境构建合理的分层的存

对象的典型存储空间高达几十甚至上

读取（读取时间速度）、迁移、存档、

储硬件环境，满足不同类型的业务数

百Ｔ。

删除。

据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存储要求；

①１８Ｍ公司存储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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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管理策略根据不同类型的业务
数据的管理策略，实施合理的自动的
分层数据管理，提高数据的可用行和
管理效率；
３．１．４数据处理利用先进的数据检索
和分析工具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数
据处理。满足政府法规要求和提高数
据的利用效率；
３．２存储硬件很少有供应商能够全面
满足上述要求。ＩＢＭ拥有信息生命周
期管理（ＩＬＭ）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
业内最完整的技术、产品、解决方案
和服务，可以全面满足医院的需求。
ＩＢＭ可以为ＰＡＣＳ的ＩＬＭ层的存
图ｌ

储所提供的存储硬件产品如下：磁盘

ＩＢＭ存储解决方案

阵列、虚拟磁带库、磁带库和ＳＡＮ，

在线存储：存储时限２年内的

数据保护功能。ＤＳ４０００系列共／＼个

ＮＡＳ解决方案，可以满足数据分层管

ＰＡＣＳ系统影像文件以及数据库管理

主机通道，配备双控制器，以提高连

理的要求。存储产品包括：ｌＢＭ

索引信息及用户信息等存储，可以用

接能力，最多支持１１２个磁盘驱动器

ｓｙｓ—

ＤＳ系列的磁盘阵列。

模块，可连接６个ＤＳ４０００ ＥＸＰ８１０

可选择配置高性能的光纤通道ＦＣ或

归档存储：在线存储设备上的数

扩展单元。

成本较低的ＳｅｒｉａＩ ＡＴＡ（ＳＡＴＡ）磁盘

据定期备份到归档设备上，历史病历

扩展系统。磁带产品包括ｌＢＭ Ｓｙｓｔｅｍ

存储，并提供病历查询、网络医疗等

Ｔａｐｅ ＳｅＶｅｒ ７５１ ０（虚

服务可以供实时查询。可以用旧Ｍ ＤＳ

拟磁带服务器），光盘库３９９６，配置

系列的ＳＡＴＡ磁盘、３９９６光盘库或Ｎ

３５９２

系列的ＮＡＳ产品。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Ｓ中型磁盘系统家族，

ｔｅｍ

Ｓｌｏｒａｇｅ Ｖｊｒｔｕａ

Ｅｎｔｅｒ州ｓｅ

ＩＢＭ

Ｔａｐｅ Ｄｒｉｖｅ（企业磁

ＩＢ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Ｓ４７００存储系统

带驱动程序）的企业级ＩＢＭ Ｓｙｓｔｅｍ

离线存储：当病人出或转院时，存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 ｒ｜ｓｅ Ｔａｐ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企

储到ＷＯＲＭ中作永久保存，用于图像

３．３软件ＴＳＭ管理在线和近线的存

业磁带库），以及配置工业标准线性磁

的永久存档，使用ＬＴＯ ＷＯＲＭ介质上

储池和数据的进出存储池，ＴＳＭ同时

带开放式（ＬＴＯ）磁带驱动程序的旧Ｍ

架保存。

同存储空间管理器（ｓｐａ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ＵＩｔｒａ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Ｔａｐｅ

ｌＢ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Ｓ４７００存

接口。Ｔｉｖｏ｜｜的ｓｐａ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通过

Ｌｉｂｒａｒｖ（超级磁带库）和ＷＯＲＭ介质，

储系统提供了高性能的４Ｇｂｐｓ光纤通

分层存储管理（ＨＳＭ）可以在不同介

同时ＩＢＭ也提供完整的ＮＡＳ产品线。

道连接。高达３３．６ＴＢ的物理存储容

质上移动数据，原因是ＴＳＭ服务自动

配合相应的存储管理和迁移软件，可

量以及强大的系统管理、数据管理和

将不常用的数据从昂贵的磁盘移到
ＳＡＴＡ磁盘或磁带库上。

以实现完整的ＩＬＭ软硬件解决方案。
表１

存储介质
光纤磁盘存储

删，２

位置

ＰＡＣＳ存储产品列表

目的

ＰＡＣＳ控制器立即访问当前的图像和选取的历史的图像

ｌＢＭ存储设备
ＯＳ８０００，ＤＳ６８００／ＤＳ４０００

ｓＡＴＡ磁盘或ＮＡＳ：暂时保存

存档子系统

提供当前图像的快速检索

Ｄｓ４０００，Ｎ３７００／Ｎ５０００，ＯｐｌｉｃａＩ ３９９６

３

ＬＴＯ磁带库：较长期保存

存档子系统

提供历史图像的检索

ＬＴ０３５８Ｘ，、，ＴＬ７５１０

４

ＷＯＲＭ：长期保存

存档子系统

提供历史图像的检索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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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Ｏ

ＷＯＲＭ

的运行效率。

ＳＶｅ协助建立≯…个十分灵活的存铭絮构

为用户提供

·将来自多个不同存储系统的容

端对端的一

量合并到一个存储池中，因而可以从

体化数据保

～个中心点进行集中管理；

存解决方案，

·在最大限度地减小或消除主机

ＤＲ５５０可以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所受影响的情况下，

说是为ＰＡＣＳ

实现对物理存储系统的变更；

存储设计的

·缩短宕机时间；

一个解决方

·提高存储容量利用率，增加正

案包。

常运行时间，提高管理员的生产力和

３．３．３存储管

效率；

理ＩＢＭ

图２存储架构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ｒｏ－

同时针对ＰＡＣＳ在存储技术上的

如下功能：

·跨多个异构存储系统提供一组
单一的高级复制容灾服务；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ｌｅｒ存储管理器是用于

ｌＢＭ所提供的ＩＴ基础架构、行业

特殊要求，ｌＢＭ有如下技术可以保证

ＳＡＮ网络的集中管理工具，是一套存

服务经验，加上合作伙伴提供的无线、

整个方案更具有特色。

储器基础结构管理软件，它可以集中、

ＰＡＣＳ、ＨＩＳ、ＬｌＳ等先进的数字技术

３．３．１虚拟化虚拟化是一种弱化物理

自动化和简化对不同种类的复杂存储

应用系统，将全面推动医疗与生命科

存储与逻辑容量之间关系的技术，可

环境的管理。｜ＢＭ Ｔｏｔ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ｒｏ．

供用户以“库”的形式管理存储。当

ｄｕｃｔｉ、，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可帮助提高存储容量

数据由一个存储设备移至下一个设备

使用率和管理效率。它启用了一个能

时，根据保存规则，存储和配置工具

够响应随需应变的存储需要的灵活的

可以动态地重新分配存储。ｌＢＭ ＳＶＣ

存储基础结构，该套件包含以下组件

可将ｌＴ基础设施与ｌＢＭ中间件及应用

ＩＢＭ Ｔ０ｔ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ｌｉｖｉｌｙ Ｃｅｎ—

集成，企业可实现组织内部异构环境

ｔｅｒ

下的虚拟化管理。

不同种类的磁盘系统的生命周期管理，

通过ＳＶＣ可以在不同存储设备之

ｆｏｒ Ｄｊｓｋ ａｎｄ ＲｅｐＩＩｃａｔｊｏｎ：

以及自动化时间点和连续复制服务的
ｌＢＭ ＴｏｔａＩ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

管理；

统一的存储平台。

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ａｂｒｉｃ：自动化存储区

３．３．２数据保护ＩＢ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ｏ卜

域网络中不同种类的设备的管理；

Ｄａｔａ Ｒｅｔｅ ｎｌｉｏｎ（数据保存）ＤＲ

联想万全Ｔ２８０服务器

自动化

间实现存储共享，为ＰＡＣＳ实现搭建

ａｇｅ

学行业的转型与创新。圃

ＩＢＭ ＴＯｔａｌＳｌＯｒ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

５５０是一个集成的整体解决方案，可

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ａｔａ：自动化存储器基础结构

联想万全Ｔ２８０服务器采用

帮助医院解决管理并保证保存数据及

中不同种类的文件系统上的文件和数

英特尔双核至强５０００系列处理

其他重要信息资产安全，同时提高系

据库资源的容量管理。通过ＴＰＣ各个

器，支持超线程技术、６４位内存

统运行效率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这

软件包，可以为ＰＡＣＳ提供统一的设

扩展技术，配合ＤＤＲ２—５３３ＦＢＤ

个解决方案包括ｌＢＭ ＰＯＷＥＲ ５处理

备管理和监控。

内存，为用户提供强大的计算性

４总结

计、开机故障自动诊断的“Ｄｏｃｔｏｒ

能；Ｔ２８０还拥有五重硬盘防护设

器、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ｏｒａｇｅ磁盘和磁带系
统、数据保留软件ＴＳＭ ｆｏｒ Ｄａｌａ Ｒｅ—
ｔｅｎｔｉｏｎ等模块。可满足医院日益增长

综合来说，ｌＢ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ｏｒａｇｅ

的数据管理需求，安全地保存管理数

ＳＡＮ ＶｏＩｕ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Ｉｌｅｒ（ＳＶＣ）跟

据及其他重要的信息资产，提高系统

ＴＰＣ配合，可使ＰＡＣＳ数据存储实现

Ｉｎｓｉｄｅ”技术、万全慧眼智能监控
管理系统等多项创新设计。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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