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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开局部署规划
PAR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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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部署场景

计算虚拟化
超融合架构

仅部署虚拟化管理平台，不部署分布式存储

使用外部IP SAN或FC SAN

最少一台UIS超融合一体机即可部署

同时部署虚拟化平台及分布式存储

使用自身分布式存储

至少三台UIS超融合一体机方可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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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规划一：计算虚拟化

管理网
千兆或万兆链路
通过管理网络访问UIS集群，对UIS主机节点进
行管理和维护

业务网
千兆或万兆链路
UIS超融合集群对外提供业务的网络

外置存储网
万兆/FC网络
IP/FC SAN，UIS虚拟机及其应用的IO业务通过
存储网络与外部IP/FC存储设备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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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规划二：超融合架构
管理网
千兆或万兆链路
通过管理网络访问UIS集群，对UIS主机
节点进行管理和维护

业务网
千兆或万兆链路
UIS超融合集群对外提供业务的网络

存储外网
万兆链路，网口聚合
UIS虚拟机及其应用的IO业务通过存储外
网与UIS分布式存储集群进行通信

存储内网
万兆链路，网口聚合
UIS分布式存储集群内部的节点通过存储
内网相互通信，用于数据平衡、恢复等，
并不对外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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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网口规划
部署场景 单节点网口数量 推荐组网

计算虚拟化
IP SAN 至少3个网口 管理网、业务网、存储网使用不同的网口

FC SAN 至少2个网口 管理网与业务网使用不同的网口
需要配置FC HBA卡

超融合架构

4*GE+4*10GE

管理网：2*GE，聚合
业务网：2*GE，聚合
存储外网：2*10GE，聚合
存储内网：2*10GE，聚合

4*GE+2*10GE 管理网：2*GE，聚合
业务网：2*GE，聚合
存储外网与存储内网复用：2*10GE，聚合

4*10GE 管理网与业务网复用：2*10GE，聚合
存储外网与存储内网复用：2*10GE，聚合

注：存储外网与存储内网复用时，只是复用网口，并不复用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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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口复用规划
复用场景 管理网络 业务网络 存储外网 存储内网

管理网络和业务网络复用 49% 50% / /

存储外网和存储内网复用 / / 1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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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配置规划

千兆以太网交换机#1

H3C UIS主机节点#1

万兆以太网交换机#1 万兆以太网交换机#2

H3C UIS管理节点 H3C UIS主机节点#2

管理网络 VLAN 10
存储外网+存储内网 VLAN20/30
业务网络 VLAN 40

千兆以太网交换机#2

IRF

I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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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硬盘配置规划

类型 SSD系统盘 HDD系统盘 SSD加速盘 HDD数据盘 SSD数据盘

数量 2 2 SSD:HDD≧1:5 ≧4 ≧4

性能 NA 10K SAS以
上 非读密集型 NA 非读密集型

Raid级别 Raid 1 Raid 1
Raid 0/Simple 
0/Simple 
Volume

Raid 0/Simple 
0/Simple 
Volume

Raid 0/Simple 
0/Simple 
Volume

硬盘写缓存 关闭 关闭 关闭 关闭 关闭

RAID卡读缓存 打开 打开 关闭 打开 关闭

RAID卡写缓存 打开 打开 关闭 打开 关闭
*注：SSD加速盘与HDD的比例关系是按单块SSD与其所加速的HDD计算得出

SSD加速分区大小可以设置为50-200G之间的整数
SSD加速分区的大小还需要满足：分区大小*单块SSD所加速的HDD数目<SSD总容量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建议尽可能的增大缓存分区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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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存储监控节点规划

监控节点个数必须为奇数

监控节点个数最少3个，最多7个

集群小于5个节点，配置3个监控节点，5~10个节点，
配置5个监控节点，大于10个节点，配置7个监控节点

监控节点用来维
护整个存储系统
的全局状态，持
有整个存储系统

的元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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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存储副本数规划

磁盘可用容量 可用容量数据冗余策略预留空闲空间标称容量

举例：60块8TB数据盘，480TB标称容量，采用2副本

可用容量=480×0.92×0.85×50%=187.68TB

建议预留至少15%的容量，保证磁
盘故障后的重建，防止数据丢失

硬盘实际容量与标称容量之间存
在差值，约为92%

取决于副本数，比如两副本
就是乘以50%

规划副本数时，同时考虑容量需求和数据安全性
满足容量需求的前提下，5节点（不包含）以下2副本，5节点（包含）以上推荐3副本，重要业务
推荐3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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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融合集群主机和共享文件系统规划

UIS-Cell Manager

HDD                          SSD

UIS-Cell#2

HDD                          SSD

UIS-Cell#3

HDD                          SSD

超融合集群最少使用3台主机，最大不超过32台主机；
超融合集群建议不超过32个共享文件系统；
共享文件系统最大支持32TB的存储卷，建议使用10TB~32TB的存储卷；

外部共享存储（IP & FC & Server SAN）

超融合集群

分布式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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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机热备规划（可选）

主备节点在业务集群内
高级仲裁

主备节点在业务集群内
简易ping

主备节点不在业务集群内
高级仲裁

主备节点不在业务集群内
简易ping

双机热备功能是对管理节点进行
双机热备配置，当主管理节点发生故障
时，通过主备管理节点的切换，管理节
点可以对外正常提供服务。

当主备两节点网络出现故障，但两节点对外
通信正常，仲裁机制介入。
• 高级仲裁：由安装了CMSD程序的节点担

任仲裁角色。
• 简易ping：配置两个正使用且比较稳定

可达的IP地址，一般为网关或其他能够
常态可达的IP地址，用于ping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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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规划

计算资
源规划

•不同级别的虚拟机分配不同的优先级（高、中、低），保证在
发生资源抢占的情况下重要级别的虚拟机优先分配资源

•虚拟机启动后会占用内存资源，为了保证业务的正常运行，需
要预留1/3的空闲内存资源

网络资
源规划

•建议使用“高速网卡”，并启用内核加速功能

•较老的Linux系统（比如RHEL 4.x）为保证兼容性建议
使用E1000网卡

•Windows操作系统默认不支持“高速网卡”，需要通过
CAStools加载高速网卡驱动

存储资
源规划

•推荐使用高速硬盘

•存储卷推荐使用智能格式

•对于高IO业务，建议虚拟机使用块设备类型存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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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UIS集群初始化
PART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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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IP

通过默认地址192.168.1.2/24登陆
HDM/iLO界面，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Password@_

在HDM页面打开远程控制台，修改管理节点
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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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UIS管理平台
使用Chrome49+版本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管理IP地址，http://<UIS-Cell的管理IP地址
>:8080，进入UIS超融合管理平台登录界面，默认用户名密码为admin/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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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选择场景
按照客户需求，选择部署计算虚拟化或超融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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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规划网络
• 配置管理网、存储内外网的起始IP地址，后续加入集群的主机将以该地址作为起始地址继续增加。
• 存储内外网IP地址为内部访问使用，如无特殊要求，保留默认即可。
• 业务网无须配置IP地址。
• 如需配置VLAN隔离，需要在交换机侧配置Trunk模式，并允许相应的VLAN通过。
• 管理网如果需要配置VLAN，需在每台主机的Xconsole界面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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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选择主机
• 根据MAC地址和序列号，选择加入集群的业务节点（CVK）。
• 所有主机的管理网需要二层互通（在同一个vla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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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配置网卡
• 开启网卡配置模板后，加入集群的其他主机会根据此主机的网络配置进行自动设置。
• 使用网卡配置模板须保证其他主机与模板主机的网卡名称相同，且选中的网卡处于活动状态。
• 业务网的物理接口可以不配置，若不配置，可在集群初始化完成后手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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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网口聚合配置
• 链路聚合模式：静态链路聚合/动态链路聚合
• 负载分担模式：主备负载分担/基本负载分担/高级负载分担



25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2525

UIS集群初始化-网口聚合配置

静态链路聚合
主备负载分担

静态链路聚合
基本/高级负载分

担

动态链路聚合
基本/高级负载分

担
交换机连接主机端口需

配置stp edge-port

集群初始化时存在无法发
现主机的可能，此时需要
shutdown交换机侧连接
主机eth1(非vSwitch0
绑定端口)的端口，再次扫
描主机

交换机连接主机端口需

配置stp edge-port 

和lacp edg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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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配置存储
仅超融合架构下需要配置存储，计算虚拟化不需要
配置存储时，需保证数据盘/缓存盘为已创建阵列且无分区的新盘，否则会识别不到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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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配置存储

闪存加速 快慢池

全HDD 全SSD

部署方式

一个数据盘对应SSD盘上的一个缓存分

区，默认缓存分区大小为50G，可设置

为50-200范围内的整数

缓存分区大小

精简配置：按需分配存储空间，可超配

厚配置：预先保留存储空间，不可超配

配置方式

存储节点：提供数据存储服务

监控节点：维持整个集群的元数据

监控节点与存储节点可以合一

主机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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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完成初始化
安装存储组件，自动配置存储卷及共享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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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完成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后，会自动登录到UIS管理平台，并提示是否部署双机热备



30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030

UIS集群初始化-部署双机热备（可选）

仅支持新部署的UIS管理平台采用双机热备
配置。
搭建双机热备的两个管理节点需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
• 管理节点上的存储池必须保持初始化结束后

的默认配置。

• 管理节点的UIS超融合管理平台的软件版本必
必须相同。

• 管理节点的系统引导方式必须相同。

• 管理节点的系统时间相差不能大于5分钟。

• vms分区需要有足够的存储空间，至少大于
20G。

• 两个管理节点之间管理网络必须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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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License注册

将激活文件导入UIS管理平台

登录UIS管理平台，上传上一步中获取的.lic文件

获取激活文件

在官网上将激活码与主机信息文件绑定，生成激活文件

获取主机信息文件

CAS_host.info Storage_ip_host_info

• H3C UIS超融合管理平台
License包含虚拟化管理平台CAS 
License和分布式存储License

• 如选择使用计算虚拟化架构，则只
需要申请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和
虚拟化管理平台CAS License

• 如选择使用超融合架构，则需要同
时申请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
License、虚拟化管理平台CAS 
License和分布式存储License

• H3C UIS系统安装完成后，默认
有180天的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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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集群初始化-License注册
登录UIS管理平台，点击“管理”-“License管理”，来获取主机信息文件及导入激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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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常用特性配置
PART 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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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虚拟机
初始化完成后，计算集群和分布式存储集群环境已准备就绪，用户可以直接增加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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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块设备
初始化完成后，超融合集群会默认创建一个块设备，如有需要，可自行创建新的块设备
点击“存储”-“块设备管理”-“增加”按钮，新建块设备



36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636

添加共享存储
将新建好的块设备以共享存储形式挂载使用：
点击“存储”-“共享存储”-“增加”按钮，增加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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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备份
点击“虚拟机”-“虚拟机列表“，选择待备份虚拟机，右键”立即备份”，配置备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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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健康巡检
点击右上角的“一键”-“健康巡检”，默认勾选全部检测项，点击开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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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健康巡检
检测结束后，系统给出各检测项的检测结果，并给出处理建议，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处理建议处理各故
障或警告检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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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
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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