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EStor 存储服务之对象存储



2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22

学习完本课程，您应该能够：

 了解对象存储的应用场景
 掌握对象存储的相关特性
 掌握对象存储使用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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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1
对象存储的基本特性

01

03 对象存储的使用方法

初识对象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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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存储需求面临的挑战

海量存储 灵活扩展 安全可用 成本 云对接

块存储？ NO！
NAS存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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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的对象存储

海量非结构化数据

将存储抽象成网络URL，通
过Http协议直接访问

脱离NAS树状目录结构的限
制，对象存储的扁平化

对

象

存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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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 VS 块存储

主机

移动端 对象
ID+元数据

数据中心
RAID+LUN

互联网临近性

REST API

数据中心临近性

FC、iSCSI

非实时海量数据 VS 实时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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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 VS NAS存储
比较项 对象 NAS 说明

元数据

扁平化结构 目录树结构 对象存储结构更简单

元数据去中心化
对象包含元数据，任意节点可访问 专门的MDS服务器 NAS存在热点问题，在大规模的文件的

情况下，对象更有优势

并发能力 几百-上千/单节点 几十/单节点 并发能力更强

时延 秒级 ＜0.1秒 对象存储有更高的时延容忍

协议 http无状态协议 CIFS/NFS
无状态协议更简单，对高并发和故障场

景处理能力更简单
无状态协议对前端请求能更好负载均衡

场景 非实时事务处理 实时事务处理 对象存储不能用于实时处理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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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存储性能容量对比

1. 超跑：极限速度和高速下稳定性和可靠性。容量不大，TB数量级

2. 集卡：普适各种场合，又能装数据（数百TB）

3. 海运货轮：应对海量数据（数百PB），以集装箱（container、bucket）为单位，装满各种对象

数据，十万客户发的货（数据），一条船就可以处理过来。速度慢，有时候网络风暴还不稳定，支

持断电续传，最终还是安全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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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象存储产品特点

使用http/https协议

适 合 Internet 上 传 输 ， 主 要 采 用
Rest接口进行交互，协议无状态，
适合高并发，高时延环境的数据传
输

扁平化结构

只有桶->对象两层，无文件的目录
树的元数据结构，数据访问使用
hash算法

高可扩展性

面向互联网设计的存储，天然支持
大集群（海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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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的应用场景

关键词1：云

关键词2：Web

关键词3：海量

关键词4：离线

云存储 基于云的分层

Web应用 移动App

流媒体
照片

文件协作视频监控

网盘

数据备份 归档长期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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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对象存储的基本特性02

03 对象存储的使用方法

初识对象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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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对象存储概述

文件
（上传、下载、删除、查询）

接入系统

检索系统

存储系统

 通过HTTP等标准的互联网协议（IP）访问

 按照对象的细粒度进行存储

 用来标记的丰富元数据

 多副本/纠删码的数据保护方式

 利用REST接口，大部分支持亚马逊S3 API

REST：用URL定位资源，用HTTP动词（GET,POST,DELETE,DETC）描述操作

Object-based Storag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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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ful 与API的关系

页面、数据、
渲染全部在服

务端完成

初始网站 现代网站

前端：
负责数
据渲染

后端：
负责数
据编造

API

RESTful就是用来规
范API的一种约束

 每一个URI代表一种资源；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

递这种资源的某种表现层；

 客户端通过四个HTTP动

词（get、post、put、

delete），对服务器端资

源进行操作，实现“表现

层状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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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ful  – 六大原则

C-S架构

可缓存

统一的接口

无状态

按需编码、可定制代码

一致的数据格式

数据的存储在Server端，Client端只需使用。
两端彻底分离使client端代码的可移植性变强，

Server端的拓展性变强。两端单独开发

客户端只需要关注实现接口就可
以，接口的可读性加强，使用人

员方便调用。

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的交互，进
一步改善性能和延展性。

http请求本身就是无状态的，基于C-
S架构，客户端的每一次请求带有充分
的信息能够让服务端识别。

服务端返回的数据格式要么是
XML，要么是Json（获取数
据），或者直接返回状态码

服务端可选择临时给客户端下发一
些功能代码让客户端来执行，从而
定制和扩展客户端的某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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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W分布式对象网关

系统架构和主要组件
Linux Windows Mac

S3 Swift 负载均衡

LIBRADOS
适配接口

MON
监控服务

OSD
存储服务

节点1 节点2 节点3 节点4 ……

应用服务层

对象服务层

存储服务层

物理节点

Handy

管理

系统

负责监控整个集群的运行状态，维护展

示集群状态的各种图表

MON监控服务

负责适配RGW业务接口

LIBRAODS接口服务

存储文件数据，负责数据的复制、故障

重建、扩容后再均衡，相互进行心跳检

查，并定期向MON汇报监控信息

OSD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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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W对象网关

 Ceph 通过radosgw提供RESTFul HTTP API接口支持对象存储能力，radosgw构
建在librados之上，兼容Amazon S3以及Opensack Swift。协议分析（读，写，
删）等操作动作在RGW层分析完后，通过librados接口将数据存储到OSD

 radosgw本质上是一个web服务，radosgw支持以Apache、Civetweb、Nginx作
为web容器。Civetweb是默认选择。

S3 compatible API

WEB Server (Apache、Nignx、Civetweb)

Swift compatible API

对象网关

管理节点 存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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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W对象网关 - 内部逻辑处理层级

 HTTP 前端接收请求数据并保存在相应的数据

结构中。

 REST API 通用处理层从 HTTP 语义中解析出

S3 或 Swift 数据并进行一系列检查。

 检查通过后，根据不同 API 操作请求执行不同

的处理流程。

 如需从 RADOS 集群中获取数据或者往

RADOS 集群中写入数据，则通过 RGW 与

RADOS 接口适配层调用 librados 接口将请求

发送到 RADOS 集群中获取或写入相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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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的架构

对象001

对象003

对象007

对象005

对象002

对象004

对象008

对象006

桶A

区域1
对象001

对象003

对象007

对象005

对象002

对象004

对象008

对象006

桶B
对象001

对象003

对象007

对象005

对象002

对象004

对象008

对象006

桶C

区域2 桶A 桶B 桶C

区域3 桶A 桶B 桶C

账户：H3C 账户：TOM

账户：JAM

账户：ABC

账户：XYZ

……

ID：zhangsan ID：wangdong ID：zhaolong ID：yanga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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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认证 权限控制 配额管理

对于RESTful API进行请求认证

S3(access key, secret key), 

Swift(secret key)

控制用户对资源（存储桶、对

象等）访问权限。

包含操作访问权限（read、

write、delete等）和访问控制

列表ACL

控制了用户的可使用存储空间

防止某些用户占用过多存储空

间，根据用户付费情况配置存

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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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证过程(S3)

客户端 RGW网关

请求

认证通过

发起请求前，使用用户私有密钥、
请求内容等，采用与RGW网关约

好的算法计算出数字签名

1
•使用用户访问密钥作为索引从RADOS集群中读取用
户信息，并从用户信息中获取到用户的私钥。

2
•使用用户私钥、请求内容等，采取与应用约定好的算
法计算数字签名

3
•判断RGW生成的数字签名与请求的签名是否匹配，
如果匹配，则认为请求是真实的，用户认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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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

定义：存储桶是对象的容器，是为了方便管理和操作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类对象而
引入的一级管理单元。

基础信息

RGW网关关注的
信息，包含

bucket配额信息、
bucket placement 
rule，bucket中的
索引对象数目等。

扩展信息

保存在对应
RADOS对象的扩
展属性，如用户
自定义的元数据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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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客户端上次的对象包括数据和元数据两部分，数据部分保存在一个或者多个
RADOS对象的数据部分，元数据保存在其中一RADOS对象的扩展属性中。

整体上传 分段上传
一个对象其大小不

能超过5GB
将一个对象按照条

带的大小分成多个RADOS
对象，然后分段上传

不同的上传接口应用对象与RADOS对象对应关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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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传

 rgw_max_chunk_size：

分块大小，RGW下发至

RADOS集群的单个IO的大小。

 rgw_obj_stripe_size：

条带大小，multipart除首对象

外的分段其他大小

 class RGWObjManifest：

管理应用对象和RADOS对象

的对应关系。

对象大小小于或等于分块大小：用户上传的一个对象只对应
一个 RADOS 对象，该 RADOS 对象以应用对象名称命名，

应用对象元数据也保存在该 RADOS 对象的扩展属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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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上传

用户上传每个分段的大小最好能被条带大小整除，防止对象大小分布
不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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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Balance&High Available
Commvault
CloudDisk

Load Balance:master

Ceph Object Storage

HostHost Host

RGW
（Cache）

RGW
（Cache）

RGW
（Cache）

OSDs
Mon

OSDs
Mon

OSDs
Mon

Load Balance:slave

VIP

keepalived

VIP:192.168.0.88

VIP:192.168.0.88

LB工具：
LVS，HAProxy，Nginx

LA工具：
Keepalived，Heartbeat

本质：
多路径，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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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性

特性 列表 业界 当前支持

功能 副本/纠删码 纠删码2020Q1交付 副本，推荐使用3副本

易用性 SDK包
1、Api （s3、admin）接口
2、支撑各种语言开发包，如Java，
C/C++、Python…

Java SDK，预计2019 Q4交付

易用性 客户端 支撑各种平台客户端，如C/S 
win/MAC/linux、B/S

Windows：S3 browser
Linux：s3-curl
性能测试：cosbench

安全 存储对象数据加密 支撑加密机加密方案，可采用KMS加密
方案 当前未商用

规格 百亿级对象
1. 性能问题
2. 小文件空间使用率
3. 数据迁移慢的问题

集群1000用户
单用户100桶、
单桶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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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对象存储的基本特性

03

02

对象存储的使用方法

初识对象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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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RGW对象网关
依次点击导航栏“对象存储”---->对象网关---->点击“创建”按钮，创建对
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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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高可用

依次点击导航栏“对象存储”---->高可用---->点击“创建”按钮，创建高可用



30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030

创建用户

创建访问对象网关的用户。导航栏点击“对象存储”---->用户管理---->点击“创
建”按钮，创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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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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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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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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