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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项目管理服务器存储设备采购

摘要服务器和存储阵列是信息系统的核心硬件，如何采购到符合要求的设备是ＣｌＯ十分关心的问题。中日友好医院在服
务器和存储设备采购中引入了项目管理的办法，现将经验总结出来，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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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简述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ＰＭＪ）对项目管理做了这样的定义：项目管理就是把各种知识、技能、手段和技术应用于项目活动

之中，以达到项目的要求；是通过启动、计划、实施、监控和收尾等过程对项目进行管理。该理论认为：质量是计划和设计
出来的，而不是检查出来的。
中日友好医院在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采购中从事业发展需要、低于项目预算限额、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等方面制定采购
计划，从“需求管理、范围管理、时间管理、费用管理、质量管理、风险管理、合同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２采购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是解决“为谁买”和“为什么买”的问题，明确什么是最重要的。应当就“谁是使用者？要承担哪些任务和存
储哪些数据？事业发展期望是什么？技术发展趋势是什么？各种需求的主次排序？从医院内部或外部能够获得哪些经验加以

①中日友好医院，１０００２９，北京朝阳区樱花东街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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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等问题开展广泛的调查和研究。
随着数字化医疗技术和数字化医
学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医疗信
息数据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速度。数
据库服务器每日处理事务数据量随着
医院门诊患者量和住院患者量的增长

并发使用的高峰值冲击；
·同时对其它系统的近３个月数
据进行异构备份；
·易于使用和维护，管理和学习
成本低；

年发生电源风扇损坏，却已在国内很
难及时买到这个备件。总结教训，我

们认为一次性满配和做关键部件的双
冗余增配比较稳妥，既可提供一定量
的功能冗余，又可以节省后续开支。

·经济性，同等性能下最便宜；

４全生命周期费用比较

成比例地增长。目前，北京地区应用

３．２服务器选型分析

ＰＡＣＳ的８００张病床以上三级甲等医

３＿２１ ＰＣ服务器经过比较，我们认

采购费用管理应当不限于核算当

院的年数据量基本突破１ ０Ｔ。每个辅

为ＰＣ服务器已经向６４位运算架构迁

次采购的费用，还应当包括预估设备

助检查系统在建设之初都会形成一个

移，ＣＰＵ主频在快速提升，多核技术

全生命周期的费用（如保修期的长短、

相对独立的数据中心（如ＬｌＳ、ＵｌＳ、

在迅速应用，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已进

维护期的年费用／次数、配件价格、消

ＰＡＣＳ等等），而从ＨｌＳ发展的趋势看，

入技术成熟的稳定期，各商业软件支

耗品价格与年更换次数等）。为了保证

必须用ＨＩＳ数据库将全院的各类检查

持率较高，硬件和软件采购的综合成

能够拿到供应商给出的较低价格，应

数据进行有机的集成整合，才能够满

本比较低。这样可以做到随需增加灵

当引入多家厂商的价格竞争。对同一

足医疗综合诊断的需要。自２００６年以

活配制，新系统与老系统分别管理，便

种产品，分别从分销商和生产商咨询

来，信息技术正在处于从３２位向６４位

于稳定升级。所以我们选择了ＰＣ服务

底价，并对被列入优选的同一个产品

升级的跨越当中，而中国医疗卫生体

器。因此。成熟系统建设用小型机；新

引入３家以上的供应商参加竞标。

制也发生着从以大医院治病为中心向

建系统和升级改造系统建议用ＰＣ服

以社区医疗和全民健康为重点的深刻

务器。

变革。所有这些，都对医院的信息系统

３＿２．２关注性价比每个服务器的机型

在采购前要多方位收集权威机构

建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要求医院的

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其销售价格和产

的测评数据，详细客观地比较各家产

信息系统建设不但要满足患者快速增

品质量也往往随着生命周期而发生波

品的主要性能和附加功能。开展广泛

长的需要，满足社区医疗发展的需要，

动。新产品最初上市的半年到１年内

接触，咨询供应商的服务承诺，并征

还要满足信息技术升级发展的需要。

销售价格常常处于上升阶段，其质量

询同类用户的意见。在采购中要通过

也常常存在着技术不成熟的缺陷；１

制定一个完善的采购合同来确实保护

年后价格趋于平稳，质量也开始成熟

甲方的利益。特别是要坚持对质量的

和稳定：当下一个新产品上市时，上

检查如：开箱验收，查询和确认设备

买什么”的问题，明确什么是最适合

一代的老产品将会出现大幅度的降价，

流水号，进行试机与烤机，运行测试

的。需要对上述需求做进一步的量化

此时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但有技术

验收并预留质量保证金。

并与相关技术指标相关联，确定出数

落后的风险。一般跨国公司对下线停

据库服务器及其磁盘存储阵列的采购

产机型的后续技术支持、设备维修和

技术参数。

配件供应会继续延长３年。因此，我们

设备采购的风险主要反映在产品

３．１指标根据医院的特点，我们对数

认为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选择上一代

交付质量和服务质量这两个方面。如

据库服务器及其磁盘存储阵列的采购

产品的性价比较好。

假货、水货、减配、降低技术指标、缩

提出了如下指标：

３＿２．３满配由于供应厂商一般在整机

短保修期和不提供维修服务等。

采购时都给予一定的价格折扣，而增

６．１招标前的风险技术信息收集不

加配件时没有折扣；特别是近年来硬

全，候选机型的参数评价和比较不客

件技术飞速发展，３年后很难说是否

观；轻信个别销售人员的口头许诺，

还能够找到旧机型的配件。例如２００１

结果实际不能兑现。

年我院采购了ＨＰ８５００服务器，２００６

６．２招标中的风险

３采购范围管理
范围管理是解决“买什么”和“不

·高可靠性，要求２４×７×３６５
不停机；
·长期在线存储数据，保证患者
近１０年的诊疗信息不丢失；
·经受得住每日上午１０００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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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质量管理

６风险管理

６．２１围标一个厂家通过多家分销商

于采购合同一定要经过相关律师的审

处的环境和情况，决定如何处理这些

的虚假报价，哄抬伤将或阻挠其它厂

核和审计部门的监督。在实际操作中，

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在项目管理中，

商参与竞标；

一定要坚持开箱验收、上架验收、测

最重要的是运用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

６．２．２流标没有３家以上的厂商参加

试验收、运行验收，坚持验收后按阶

理念指导工作，而不是必须按照项目

投标。

段支付后续款。一定要让设备供应商

管理指南照本宣科地具体操作。希望

６．２．３解决方法一定要预设两种以上

的技术人员参与数据库迁移工作，避

中日友好医院在数据库服务器机器磁

的候选产品，预先联系３家以上的同

免由于硬件与软件的冲突给甲方造成

盘阵列采购中的经验能够为同道们提

一产品供应商，并允许其它厂商采用

不必要的损失。

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有所启发和

借鉴。匦圆

多种配置方案参加竞标。

７小结

６．３购入后的风险
６．３．１问题厂商提供了水货或假货、

在ｌＴ设备的采购中，由于信息管

降低配制或技术指标；保修期和维修

理部门是技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综合

期不服务，不提供配件等。

部门，必然应当承担起项目管理团队

６．３．２解决方法起草一个详细严格的

的领导或骨干责任。而组织或领导项

招标文件，签订一个维权的合同。对

目管理团队必须根据所管理的项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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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服务器及ＣＰＵ产品简介
ｌＢＭ ＢＩａｄｅＣｅｒＴｂｅｒ ＨＳ ２１刀片服务器

Ｄｅ¨ＰｏｗｅｒＥｄｇｅ ６９５０服务器

ＩＢＭＢｌａ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ＨＳ ２１刀冀服务器最多支持两颗高性

Ｄｅｎ ＰｏｗｅｒＥｄｇｅ

６９５０服务器配装目前最高性能的ＡＭＤ

能双核或四核英特尔至强处理器；每个刀片标配１ ＧＢ／最

皓龙处理器，在更低的功耗水平上提供巅峰性能。功能强劲

大１６ ＧＢ内存（使用内存知Ｉ／Ｏ扩

的四颗ＡＭＤ双核

展单元可达到３２ ＧＢ）；标配两个千

皓龙８２００系列处理

兆以太网控制器，具有负载平衡和

器，优异的系统可

故障转移功能，可选配最多八个以

扩展性和高可用性

太网端口；支持ＲｅｄＦｌａｇ

使ＰｏｗｅｒＥｄｇｅ

５．Ｏ

Ｌｉｎｕｘ ＤＣ

６９５０

能够游刃有余地运作数据库、服务器整合、虚拟化和从基于

ｘ８６版本。

ＲＩＳＣ的昂贵系统迁移等应用。
ＨＰ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Ⅸ３６００服务器
ＨＰ Ｉｎｔｅｇｆｉｔｙ

ｒＸ３６００动能服务器集成了可提高系统和应

ＡＭＤ皓龙处理器

用可用性的新技术，拥有双重芯片备用，使内存错误较以前

ＡＭＤ皓龙处理器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扩展的架构，它可

的服务器减少了１７倍，使系统能经受两个ＤＲＡＭ故障并恢

以为用户提供新一代的计算性能和从３２位升级到６４位计算

复，显著减少因

的灵活路径。ＡＭＤ皓龙处理器

内存故障而需要

最多可以支持３个一致的

重新启动的次

Ｈｙｐｅｒ

数；具备针对处

个处理器最高可以提供

理器的内建错误

１９．２ＧＢ／ｓ的峰值带宽。从

保护功能，以及动态的处理器恢复和隔离功能。在安全方面，

单路、两路、４路到８路并一直

可信平台模块是新型硬件芯片，由唧一ｕＸ

扩展到整个数据或者计算中心，可以

１１ｉ可信计算服务

提供支持，可以保护用于卷与文件加密的公共与私有密钥。

ＴｒａＩｌｓｐｏｒｔ连接，每

在ＩＴ基础设施中实现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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