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S-2节点方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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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超融合2节点

市场定位：中小企业、分支机构、边缘节点等

销售策略：渠道分销市场，主打高性价比，超融合入门版

深信服：
 最小支持2节点起配，支持最大扩容64节点；

 单节点承载虚拟化10-15台虚机；

 支持节点平滑扩容

 市场定位-【入门级】

路坦力：
 08年Q1推出2节点版本，硬件

定制型号。

 不支持节点平滑扩容。

 市场定位-【入门级】

其他友商均为3节点起配，包括：华为FusionCube，Vmwa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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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2超融合-亮点特性

1. 具备超高性价比的超融合规格，让利渠道，主打分销市场。

2. 具有稳定、安全、可靠、低成本，提供企业级安全稳定的超融合产品。

3. 补齐产品线规格，具备基础，标准，企业，三种完备规格，和友商对标。

4. 专属脑裂预防机制，有效解决因集群fence产生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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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双节点超融合，简约而不简单

UIS-2超融合特性

成本

双节点 PK 三节点&多

节点，显著降低TCO

扩容

轻松在线扩容，升级多
节点集群，保证投资回报

全栈

融统一存储、安全+网络、
生态场景、备份容灾

可靠

独有集群仲裁机制，解决
双节点场景集群闹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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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2节点基础版部署

客户提供-VM虚机或

存储后端网

存储业务网

管理网/业务网

Mon节点

节点1 节点2

UIS节点包含：
 CAS
 ONEStor(OSD/MON/handy)

Mon节点包含：
 ONEStor(MON)

VDI终端需端口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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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千兆电口接入光口交换机，需光电转换，并配置端口自适应。
VDI仲裁节点千兆电口，端口复用接入，如有VLAN设置，交换机

端口需配置trunk，放开相应的VLANID；

应用于：性价比高，成本可控场景，并支
持后期平滑升级扩容。
物理服务器精简成本，可考虑采用2万兆口聚合，
端口复用方式。
 管理网，存储内外网，业务网， 端口复用；

VDI仲裁节点，千兆电口
网口复用：
 存储业务网；
 存储后端网；
 管理网

UIS-2节点精简方案组网-瘦终端仲裁

瘦终端
Mon仲裁节点计算&存储节点

计算&存储节点

2万兆口聚合，管理网，存
储内外网端口复用

2千兆口聚合，承担业务网

2万兆口聚合，管理网，存
储内外网端口复用

2千兆口聚合，承担业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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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性价比高，成本可控场景，并支
持后期平滑升级扩容。
物理服务器精简成本，可考虑采用2万兆口聚合，
端口复用方式。
 管理网，存储内外网，业务网， 端口复用；

UIS-2节点精简方案组网-虚机仲裁

虚机
Mon仲裁节点

计算&存储节点

计算&存储节点

2万兆口聚合，管理网，存
储内外网端口复用

2千兆口聚合，承担业务网

2万兆口聚合，管理网，存
储内外网端口复用

2千兆口聚合，承担业务网

客户提供-VM虚机

虚机3网卡，分别承担：
千兆：管理网；
万兆1：存储内网；
万兆2：存储外网

虚机3网卡，分别承担：
千兆：管理网；
万兆1：存储内网；
万兆2：存储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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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2节点标准版-仲裁节点配置

方案一：使用VDI瘦终端C106V(编码9801A2J9)
或C103V（9801A1X2），原C102V停产。

客户提供-VM虚机

方案二：客户提供VM虚机，承担mon节点。

最低配置要求：
CPU：2核，主频1.6GHz 
内存：4GB
硬盘：128 GB 
网卡：1GB Ethernet*3
如虚机配置：cpu利用率不超过80%，内存利用率不
超过80%，硬盘时延不超过20ms，3个虚拟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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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高性价比让利渠道&客户

发动渠道的力量，加大触角的广度

渠道拓展

发掘核心渠道做区域包销，让核心渠道去覆

盖地市，做好当地超融合项目的配合工作，

跟进一些产品方案的技术培训，提升他们超

融合的技术以及销售能力

区域包销

制定一些鼓励销售人员卖超融合的奖励政策

奖励政策

锁定目标市场，扬长避短（中小企业、小医疗）

锁定目标市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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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全虚拟化系统

软件定义网络安全 UIS一体机(生态+场景)

标准X 8 6通用机架服务器

实验室预优化预验证 客户按需选配硬件组件 供应链按需集成安装 软硬件一体化交付

计算虚拟化（H3C CAS） 分布式存储（H3C ONEStor）

H3C UIS Manager（超融合管理平台）

全融合管理

易用式体验
一键超融合环境自动巡检 所画即所得业务编排 互联网化的用户自助服务流程 关键性能指标大屏监控

物理融合 存储融合 云业务融合网络融合 运维融合计算融合安全融合

融：统一存储、安全+网络、生态+场景、备份容灾-全栈式UIS版本

“简约而不简单”

亮点二：小规模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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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三：随需而变，按需扩展
UIS：支持2节点基础版，
平滑扩容，并升级到3节点以上标准版 PK 深信服：建议偶数节点扩容，如2节点扩4节点。

路坦力：不支持在线扩容，2节点硬件型号固定。

步骤1

Mon节点

节点1

节点2

节点3

ready

running

将外部监控节点下
电并离线，并观察
界面显示mon节点

离线

Mon节点

节点1

节点2

Poweroff
并离线

步骤2

将离线mon删除，
并加入节点3

Mon节点

节点1

节点2

running

节点3

Stop

2变3，3变多节点；支持横向扩容，平滑扩展
注意：2升3必须是存储节点，或存储&计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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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四：独有集群仲裁机制解决闹裂问题

集群监控节点功能：管理、维护和发布集群的状态。
 及时：节点发生异常如宕机或网络中断时，集群可以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感知，并进行有效隔离和选举。
 适当的压力：及时有效的感知节点的压力，和对网络的压力。
 容忍网络抖动：网络偶尔延迟。
 扩散机制：节点存活状态改变导致的元信息变化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扩散到整个集群。

集群Monitor节点要求满足奇数个，依据Paxos算法，确保集群monitor节点：N/2+1个运行(N集群节点个
数)，即可实现集群正常运行。2节点场景中，集群包含2个物理存储节点和3个Monitor节点，以确保集群有效
仲裁。

Monitor节点架构
Monitor集群选举状态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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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2超融合-友商对比分析
对比 UIS-2节点 XX服-2节点 PK

架构 有中心的集群监控节点管理 无中心对等集群管理

UIS-2节点：引入CRUSH算法；奇数个集群监控节点，确保集群正常仲裁；
智能元数据存储节点，确保集群高可靠和易扩展。
XX服-2节点：无中心对等架构，集群元数据数据更新存在瓶颈，偶数节
点无法有效处理集群闹裂。

组网 2物理节点+集群监控节点 2物理节点，无单独仲裁节点 UIS-2节点：奇数个仲裁节点，确保正常集群仲裁。(Paxos仲裁算法)
XX服2节点：无单独仲裁节点，偶数双节点无法有效集群仲裁。

集群扩容
支持在线扩容；
集群节点数不限定偶数或奇数

支持在线扩容；
建议偶数节点扩容，否则数据副
本分布不均衡。

UIS-2节点：集群节点1<N<128
XX服-2节点：建议偶数节点扩容

数据高可靠 支持可用域故障域；
支持多副本策略； 支持多副本策略(建议偶数副本)

UIS-2节点：多种数据高可靠保障
XX服-2节点：仅2副本或偶数副本策略

规格 2节点超融合支持厂商：H3C UIS-2、深信服(偶数节点扩容)、路坦力(定制硬件，不支持在线扩容)；其他友商均3节点起配

客户提供-VM虚机或

存储后端网
存储业务网

管理网/业务网

Mon集群监控节点
节点1 节点2

集群监控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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