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S技术介绍--迁移和共享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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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迁移的需求和背景

随着企业和组织 IT 环境随业务需求发生的改变，常常
面临下列需求：
• 新应用系统实施
• 多个数据库或应用程序进行整合
• 应用系统升级
• 硬件设备更替

• 数据中心搬迁

• …………

从左图可以看出，“应用实施和整合”是当前

数据迁移服务需求产生的主要原因，70%以

上的数据迁移服务需求都来源于此。

而虚拟化与云计算的发展导致IT基础架构的变

革，进一步提高了应用实施和整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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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业务迁移是云计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Oracle MySql

网络

应用

中间件

数据库

存储

APP APP APP

HyperVisor
HyperVis

or

VM VM

VM VM

VM

VM

APP APP DB

OpenStack

数据从原先的存储中迁移至云架构的存储
（分布式、块存储等）中

应用需要从原先的物理服务器迁移至虚拟
化环境中

数据库可能需要迁移至虚拟化环境中运行，
也可能只需要数据库数据迁移

业务从传统架构迁移至云架构后，其管理
和运维架构也相应变更

从传统IT架构迁移至云计算架构，必然要经过业务迁移，业务迁移是云计算最终实
现的重要一环，其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企业云平台建设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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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业务迁移的挑战

费用高昂

 业务系统由不同的厂

商和团队开发维护；

 传统业务迁移需要协

调不同的开发厂商、团队

及业务部门，代价高昂；

 大型业务系统的迁移可

能需要协调各领域专家—

—主机、网络、存储、灾备、

虚拟化、操作系统、应用架

构、管理等；

 数据丢失存在未知风险

操作复杂

 需要停止业务后才能进行

迁移操作

 在不同站点或硬件间迁移

系统或数据可能会造成长距离

传输损耗；

停机时间长

 品牌型号繁多的服务器、

存储、交换机等硬件设备；

 版本类型众多的操作系

统、中间件、数据库、业务

APP等软件平台；

 业务系统之间关联关系

复杂；

业务场景复杂

云业务迁移是一项
系统性的工程

业务迁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归根结底，是缺少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工具和专业的迁移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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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迁移成功的三大要素

人员

工具

流程

• 规范化的迁移流程，是迁
移成功的核心保证

• 高效、有序的迁移过程
• 迁移后可回溯、必要时可

回退

• 由专业且经验丰富的数据迁
移团队和人员来执行迁移

• 各领域的专家团队支持-服务
器、存储、虚拟化、应用、
管理

• 成熟的迁移工具，适应各
种环境的迁移

• 提升迁移效率
• 缩短业务中断时间
• 自动化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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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云业务迁移服务的三大成功要素

由各领域（云计算、存储、数据库、应用、系

统等）专家组成的业务迁移支持团队

完善的迁移流程和迁移项目管理，支撑整个迁

移过程顺利完成

专业的迁移工具，确保迁移的成功率，最大化

降低业务中断时间

人员

流程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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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系统调研结果记录（例）

开发测试环境 核心业务系统
（ERP、CRM、邮件）

基础服务系统
（OA、AD、DNS）

低 高 高业务连续性要求

非核心业务重要程度 核心业务 一般

较复杂 复杂 较简单复杂程度

数据量 大 大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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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服务器基础环境调研（例）

服务器主机名 所属应用系统 操作系统 数据量 是否有数据库 是否是虚拟机 IP地址

ERP_DB ERP RedHat 6.5 1.2TB 有 否 192.168.4.3

ERP_App ERP RedHat 6.5 400GB 无 否 192.168.4.5

DocMgmt OA
Windows 
2008  Ent R2 
64bit

50GB 无 是 192.168.5.10

AD1 AD
Windows 
2008  Ent R2 
64bit

200GB 无 否 192.16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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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系统迁移顺序设计

开发测试环境 核心业务系统基础服务系统

OA系
统

AD DNS
开发数
据库

开发应
用

开发代
码库

核心数
据库

邮件 ERP CRM

迁移风险

对业务影响

业务中断时间窗

迁移复杂度

低 高

迁
移
顺
序

高低

长 短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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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云业务迁移解决方案

数据
迁移

在线
迁移

离线
迁移

业务系统需停止应用和数据库服务，应用和数据库服务器安装离线迁移工具或

VM格式转化等方式进行迁移；

优点：迁移速度快，数据保持一致

业务系统无需停止应用和数据库服务，应用和数据库服务器需要安装在线迁移

工具进行迁移

优点：迁移过程业务系统不需要停止服务，不影响业务系统正常提供服务

数据库存在集群类，如 oracle RAC 无法采用迁移工具进行迁移，需要采用

RMAN，expdp/impdp 、dataguard 等数据库工具进行迁移

优点：采用成熟的数据迁移工具迁移数据库数据，降低数据迁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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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V离线迁移方案

 若业务可以“离线”迁移，方式首选CAS Convert工具

H3C推出了CAS Converter迁移工具，通过Windows平台与Linux平台的两套迁

移工具很好的解决了不同操作系统的业务系统迁移到虚拟化平台的挑战。

可保证待迁移系统不关机，但业务需要中断业务

可以提供H3C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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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V离线迁移方案

H3C CAS P2V Converter迁移工具是将原来运行在物理服务器或其它虚拟化环境中

的操作系统和应用数据在线迁移到H3C CAS云计算管理平台虚拟机上的软件工具。

具体步骤：

 步骤1在安装了Windows Server 2008 R2 Datacenter版的服务器上安装H3C 

CAS P2V Converter工具。

 步骤2依次点击<开始>/<H3C CAS P2V Converter>，执行P2V迁移工具。

 步骤3选中需要P2V的物理磁盘以及映像文件保存路径后，点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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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V离线迁移方案
 步骤4 如果有多个磁盘需要转换，

请按照上述步骤对需要转换的所
有磁盘执行一次P2V操作。

 步骤5 将P2V之后的磁盘文件，
如“WinSrv2008R2.img”，上
传到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
平台的存储池中

 步骤6系统管理员登录到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创

建一个新的虚拟机，在新建虚拟
机配置向导中，选择不安装操作
系统，虚拟网卡选择默认的普通
网卡，磁盘类型为IDE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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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V离线迁移方案

 步骤7 在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上启动虚拟机。

 步骤8【可选】在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中修改该虚拟机，在虚拟光驱

中挂载CAStools安装包，然后在虚拟机操作系统内安装CAStools。

 步骤9【可选】关闭虚拟机。在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中修改该虚拟机，

点击导航菜单中的“网络”，将“设备型号”从“普通网卡”修改为“Virtio网

卡”，勾选“内核加速”后，点击<应用>按钮。

 步骤10【可选】调整虚拟机磁盘类型未Virtio类型磁盘

 步骤11 虚拟机开机，完成P2V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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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V系统离线迁移方案

 针对其他虚拟化虚机→CAS的迁移，可参照V2V迁移指导书中拷贝文件方法

率先尝试，但拷贝时需要暂停原虚拟机，业务需要中断

 对于V2V方式尝试不奏效的系统，可采用P2V方式进行迁移，所遵从的原则

与P2V一致



17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1717

V2V系统迁移方案

服务器 #1

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

服务器 #2

H3C CAS CVK虚拟化内核系统

192.168.20.32

192.168.20.13

VM #1

Windows Server 2008 

R2数据中心版64位

HP StoreVirtual 4730

存储业务IP

192.168.0.40

LUN（H3C虚拟化使用）

500GB

服务器 #3

华为FusionCompute V100R005C00SPC300基础版

服务器 #4

VMware vSphere Server 5.5

VM #2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5.4 64位

VM #1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数据中心版64位

VM #3

Windows Server 2003

专业版64位

V2V迁移

LUN（华为虚拟化使用）

200GB

192.168.0.102 192.168.0.83

VM #2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5.4 64位

VM #4

CentOS Release 6.5

64位

VM #3

Windows Server 2003

专业版64位

VM #4

CentOS Release 6.5

64位

VM #5

Windows Server 2008 

R2数据中心版64位

VM #6

CentOS Release 6.5

64位

服务器 #5

Microsoft Hyper-V 2.0

VM #5

Windows Server 2008 

R2数据中心版64位

192.168.0.98

VM #6

CentOS Release 6.5

6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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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V系统迁移方案
 被迁移虚拟机卸载tools工具。请务必首先将该工具从操作系统内部卸载，否

则，将极有可能导致V2V迁移之后的虚拟机无法在目标虚拟化平台上启动的问

题。

 在虚拟机操作系统内安全关闭虚拟机

 导出虚拟机，将虚拟机磁盘文件复制到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挂载的

共享存储上。

 虚拟机文件格式转换。

 创建一个新的虚拟机，在新建虚拟机配置向导中，选择不安装操作系统，虚拟

网卡类型选择为默认的普通网卡，磁盘类型为IDE类型。启动虚拟机，安装

castool，修改网卡和磁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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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V系统迁移方案

 kvm-img/qumu-img convert -O qcow2 

vol_26867BA455474639B37D5F89A1089C55.vhd WinSvr2008R2x64.img/qcow2  //华

为虚拟化

 kvm-img/qumu-img convert -O qcow2 WinSvr2003R2SP2-flat.vmdk 

WinSvr2003R2SP2.img/qcow2 //vmware虚拟化

 kvm-img/qumu-img convert -O qcow2 WinSrv2008R2x64.vhd 

WinSvr2008R2x64.img/qcow2 //Hy-per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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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虚拟化平台

VM

CVK CVK

迁移前生产环境

数据库服务器 web服务器

虚拟化平台

数据库服务器

迁移客户端 实时在线迁移数据流

P2V/V2V在线迁移方案

迁移流程：

• 在生产服务器中安装迁移客户端

• 创建迁移任务，开始迁移

• 生产服务器整机数据在线实时同步

至CAS虚拟化平台中，并生成虚拟机

• 停止生产服务器业务

• 启动虚拟机，验证业务运行状态

数据迁移工具

迁移任务控制流

VM VM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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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V/V2V在线迁移解决方案-续

网络

迁移控制端

源端 目的虚机

• 目的端、源端、迁移控

制端三者通过网络连接，

所以要求三者能够两两

相通。

• 控制端对迁移起到控制

和过程监控作用，数据

传输主要发生在源端，

所有要求源端和目的虚

机之间有较好的网络。

• 源端可以为物理主机或

者虚拟机。

3. 传输文件

4. 同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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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中断时间对比

数据同步停止业务运行 新虚拟机创建 业务继续运行

time

在线数据同步 停止业务运行 新虚拟机创建 业务继续运行

time

业务中断时间大幅缩短

数据同步过程无需停止业务，迁

移停机时间可缩短至分钟级

离线迁移

在线迁移

大量时间消耗在数据同步上，对于数据量大的业务，
其中断时间更久

数据同步期间无需中断业务，且停机
时间点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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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简介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用于明确磁盘或分区的文件的方法和数据结构；即在磁

盘上组织文件的方法。也指用于存储文件的磁盘或者分区，或文件系统种类。操

作系统中负责管理和存储文件信息的软件机构称为文件管理系统，简称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操作系统所管理的存储空间

的抽象，向用户提供统一的、对象化的访问接口，屏蔽对物理设备的直接操作和

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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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分类

主机1 主机2 主机n

文件系统
1

文件系统
2

文件系统
n

磁盘1 磁盘2 磁盘n

本地文件系统
本地文件系统是指文件系统管理的物理

存储直接连接在本节点上，处理器通过系
统总线可以直接访问。如上图所示每台主
机只能对本主机的文件系统管理的文件进
行操作，本主机无法看到其他主机的文件
信息，也无法对其他主机的文件进行操作。
如：FAT16/32、NTFS、EXT2/3/4等

主机1 主机2 主机n

共享文件
系统1

共享文件
系统2

共享文件
系统n

磁盘1-磁盘n

共享文件系统
共享文件系统是应用于多主机环境的网络

文件系统。多台主机上并行读写一套文件系
统，单个数据采用分条等形式存放于不同的
I/O节点上，支持多机多进程的并发存取，
并提供单一的目录空间。在此模式下，所有
主机均可通过本机I/O对所有的文件进行并
行读写操作。
如：OCFS2、GFS、VMF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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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文件系统数据访问原理

主机节点
文件元数
据管理

文件 锁管理

①

②

③

④

⑤

①主机节点要操作某一个文件，先要找到此文件的元数据信息，发起文件操作申请
②文件元数据管理服务器返回此文件的位置信息
③主机节点向锁管理节点发起文件锁申请及元数据锁申请
④锁管理节点返回允许文件锁及元数据锁请求，主机节点取得文件锁及元数据锁
⑤主机节点访问此文件，并进行修改，修改完毕后，释放文件锁，同时更新此文件
元数据信息，并释放元数据锁。



27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2727

共享文件系统要素---元数据

元数据（metadata）:
任何文件系统中的数据均分为数据和元数据。数据是指普通文件中的实际数据，

而元数据指用来描述一个文件特征的系统数据，诸如访问权限、文件拥有者以及文
件数据块的分布信息等等。在共享文件系统中，分布信息包括文件在磁盘上的位置
以及磁盘在集群中的位置。用户需要操作一个文件必须首先得到它的元数据，才能

定位到文件的位置并且得到文件的内容或相关属性。

metadata

data1 data2 data3

data4 data5 dat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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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文件系统要素---锁管理

锁管理:
锁管理机制是保证共享文件系统正确运行和数据一致性的核心所在。上层在

执行I/O操作前后都要进行锁操作，以保证并发环境中系统数据的一致性。根据锁
的分布方式，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
 集中式锁管理
集中式锁管理采用了在集群中建立一个集中的锁管理服务器，当集群中任意一

个节点发起锁请求时，由集中的锁管理服务器进行锁权限的分配及锁信息的管理。
主要优点是：集中进行锁管理，能保证锁管理的一致性，只需要与锁管理一个节
点进行通信，减少了通信量。缺点是：性能存在一定的瓶颈，同时一旦锁管理服
务器出现故障将影响全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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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式锁管理

分布式锁管理采用了在集群每个节点负责不同文件的锁管理，当集群任意一个

节点发起锁请求时，向所有的节点进行广播，找到此文件锁管理节点的位置，向

此节点发起锁请求。主要优点是：全分布式的架构，保证了设备故障影响的范围

小，同时节点内不存在锁管理的性能瓶颈。缺点是：由于锁请求采用了广播的方

式，当节点数过多时，会引起广播风暴，大量占用网络资源及主机性能，故节点

数不能过多，扩展能力有限。

共享文件系统要素---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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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锁及元数据管理
节点访问本地数据

集中锁管理 节点1 节点2 节点n

文件1锁 文件n锁

元数据1 元数据n

文件2锁

元数据2

文件1 文件2 文件n

共享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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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锁管理 节点1 节点2 节点n

文件1锁 文件n锁

元数据1 元数据n

文件2锁

元数据2

文件1 文件2 文件n

节点访问非本节点数据

共享文件系统

集中式锁及元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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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锁及元数据管理
节点访问非本节点数据

节点1

文件1锁

元数据1

节点2

文件2锁

元数据2

节点n

文件n锁

元数据n

文件1 文件2 文件n

TCP/IP 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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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高可用的集群架构，可灵活扩展

支持并行的共享磁盘访问方式，
提供单一的命名空间

提供极高的I/O吞吐

2

3

共享文件系统的优势

允许多用户间共享访问



34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434

OCFS2介绍

OCFS2项目始于2003年。基于OCFS系统，由Oracle负责主要开发，开发该

文件系统的原始目的有两个：

 为Oracle数据库提供一个接近原生存储设备IO性能，并且兼容POSIX，类似

本地文件系统的操作元数据的文件系统

 为linux内核提供一个共享集群文件系统，除了众所周知的GFS外的第二选择。

并于2006年3月正式并入Linux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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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FS2的特性

具有分布式、高性能、高扩展的特性

采用分布式锁及元数据管理，提供高可用的数据访问机制

采用数据磁盘心跳与主机间心跳方式确定主机的状态，通过主机重启的方式快
速剔除故障节点

可变的block size及cluster size（文件簇）。Block size 支持512byte~4KB，
Cluster size（文件簇）支持4KB~1M。

最大支持232个文件簇。如文件簇大小为4KB，则文件系统最大支持16T容量，
如文件簇大小为1M，则文件系统最大支持4P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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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FS2服务

OCFS2有自己的集群服务结构，叫做O2CB，它包括：

 NM：节点管理器，它对cluster.conf文件中所有节点进行的监控。
 HB：心跳服务（Heart beat service），他在节点离开或加入rac时提示up和

down的消息。
 TCP：控制节点间的通讯。
 DLM：分布式锁管理器，它持续跟踪所有的锁，锁的所有者及状态。
 CONFIGFS：用户配置文件系统驱动空间，挂节点是/config
 DLMFS: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DLM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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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FS2心跳
Heartbeat Dead Threshold

主机与存储间心跳。默认配置文件数值为：31。表示超过60s主机与存储间无心
跳报文，主机重启。如果启用存储多路径，建议配置为61。即超时120s后重启。

附：O2CB_HEARTBEAT_THRESHOLD = (((timeout in seconds) / 2) + 1)

Network Idle Timeout
主机间心跳超时时间。默认数值为：30s，建议配置为60s。CAS默认为90s。

如果主机间出现心跳报文不通，超过默认值之后，根据主机重启算法进行重启。

Network Keepalive Delay
心跳确认时间。默认为2s。CAS默认为：10s

Network Reconnect Delay
心跳超时重发时间。默认为2s。CAS默认为：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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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1 主机2 主机n

主机心跳链路

存储心跳链路
存储

OCFS2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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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FS2心跳配置

如果希望对默认配置进行更改，则可以再CAS平台命令行中输入如下命令：
#ocfs2_update_o2cb_params.sh O2CB_HEARTBEAT_THRESHOLD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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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FS2的fence机制

Heartbeat Dead Threshold
主机与存储间心跳。默认配置文件数值为：31。表示超过60s主机与存储间

无心跳报文，主机重启。如果启用存储多路径，建议配置为61。即超时120s后
重启。

附：O2CB_HEARTBEAT_THRESHOLD = (((timeout in seconds) / 2) + 1)

Network Idle Timeout
主机间心跳超时时间。默认数值为：30s，建议配置为60s。CAS默认为90s。

如果主机间出现心跳报文不通，超过默认值之后，根据主机重启算法进行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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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FS2的fence机制分析

 若主机与存储间无心跳，超60s后主机重启（fence）

 服务器重启好后，若依然未与存储间无心跳，则共享文件系统状态变为不活动

X

Heartbeat Dead Threshold 超时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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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FS2的fence机制分析

 使用同一共享存储的主机间心跳超时，分3种情况处理

 主机数量为奇数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大于等于（total+1）/2，则该主机
fence，否则不重启

 主机数量为偶数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大于total/2，则该主机fence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等于total/2，则集群编号为1或与1号连
通的主机不fence，否则fence

Network Idle Timeout 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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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主机数的判定机制

 集群中共有M台服务器，其中m （1≤m≤M）台服务器挂载同一共享文件

系统（均为“活动状态”），则total=m

 有n （1≤n≤m ）台服务器共享文件系统状态为不活动，则total=m-n

 有p（1≤p≤m）台服务器选择关机或冷重启，则剩余服务器每隔2s同步

ocfs2心跳时会自动去除这些服务器，即此时的total=m-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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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的重启机制

主机
1

主机2

主机心跳链路

存储心跳链路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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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的重启机制

主机1 主机2

主机心跳链路

存储心跳链路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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