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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虚拟机-CPU工作模式
 缺省custom模式，兼容性最好，

可以在不同的主机间迁移，但是
不能为虚拟机提供最优性能

 如果采用同一厂商、同一产品族
和同一代处理器的服务器或者虚
拟机没有迁移需求时，推荐host-
passthrough，提供最优的性能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custom host-mode

CPU模拟
模块

Hypervisor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custom host-mode host-
pass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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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虚拟机-内存
 虚拟化环境中，内存资源最易成为瓶颈，建议主

机多配置内存资源

 内存资源不足时（会使用SWAP分区），将严重
影响主机和虚拟机的性能（甚至主机宕机），因
此内存占用率不超过80%

 虚拟机未运行时不占用内存资源，运行时的内存
占用情况
 Windows虚拟机，分配多少占多少

 Linux虚拟机，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分配内存（后期也是全占内存）

内存交换

VM #1

OS

App

虚拟内存

VM #2

OS

App

虚拟内存

• 将虚拟机长时间不使用的内存交换到磁盘文

件中，并建立映射关系，当内存再次被访问

时交换回内存空间。由于被交换的内存对

Hypervisor和Guest OS透明，Swap方式

将极大影响虚拟机性能

磁盘Swap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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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虚拟机-内存气球
气球驱动

主机内存

VM #1

OS

Ballooning 
Driver

App

虚拟内存

空闲内存

膨
胀

VM #2

OS

Ballooning 
Driver

App

虚拟内存

从VM #1获取内
存

• 依靠安装在Guest OS内的H3C CAStools

中的气球驱动回收内存，将虚拟机中的空闲

内存通过气球驱动的膨胀，释放给同一主机

上更需要内存的虚拟机，从而提升内存使用

效率

R-used：虚拟机的业务实际使用的内存
used：在虚拟机内部任务管理器看到的值

气球：就是我们从虚拟机夺走的内存，虚拟
机以为是自己占用，但是实际上已经被cvk
挪作他用
actual：动态下发给虚拟机的内存期望值

气球膨胀：used/总配置值 《 60%

气球收缩：used/总配置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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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规划-网卡
 虚拟机网络要求高时，使用物理网卡透传

 虚拟网卡是软件模拟的，主要包括
 全虚拟化网卡：普通网卡（模拟8139，百兆网卡）、intel

e1000网卡（千兆网卡）

 半虚拟化网卡：virtio网卡，勾选内核加速

 推荐使用virtio网卡；较老的Linux系统为保证兼容性建议使
用e1000网卡（比如RHEL 4.x）

虚拟机

虚拟机 物理网卡虚拟
网卡

虚拟
化层

虚拟
交换机

virtio
网卡

物理网卡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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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虚拟机-硬盘
 支持IDE、SCSI、USB、virtio和virtio SCSI硬盘

 全虚拟化硬盘： IDE（兼容性最佳）、SCSI和USB硬盘

 半虚拟化硬盘： virtio和virtio SCSI硬盘

 推荐使用virtio硬盘（virtio SCSI应用在教新操作系统，比如
CentOS7.x）；较老操作系统选择使用IDE硬盘，比如CentOS4.x系列、
CentOS5.3以前的版本

 支持文件和块设备两种类型
 文件：包括高速和智能两种格式的存储卷，推荐智能格式

 块设备：对于数据库服务等磁盘I/O有较高要求的，使用块设备类型，
但不能支持快照等功能；对于IP SAN存储，虚拟机通过iSCSI软件直接
使用存储卷资源作为数据盘

 虚拟机磁盘预分配模式
 精简

 置零

 延迟置零

8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网卡

IP SAN

网卡

块设备
文件

虚拟机

FC SAN

文件 高速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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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虚拟机-硬盘缓存
 支持directsync、writethough、writeback、

nono等四种缓存方式
 推荐使用directsync，最可靠的数据保护，但性能较差

 测试环境下，使用writeback提供最优读写性能

虚拟机

虚拟磁盘

主机缓存

主机磁盘

directsyncwritethrough

writethrough

none

nonewriteback

writeback

write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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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安装CAS Tools

H3C CAS CVK

 完成对虚拟机的监控，如
CPU、内存、磁盘利用率、
网卡流量等信息

 统一管理虚拟机操作系统参
数，如虚拟机IP地址、账号
和密码等

 虚拟机时钟同步

 虚拟机关机

 安装Virtio设备驱动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CAS Tools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CAS Tools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CAS Tools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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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虚拟机

 移入回收站
 虚拟机并未删除，更换虚拟机显示位置，后台virsh list 

–all可以查看该虚拟机依然存在

 保留虚拟机的数据存储文件
 删除xml文件，镜像文件依然存在

 删除虚拟机的数据存储文件
 彻底销毁数据（是）

 彻底销毁数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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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VAAI特性优化

vm vm vm vm

CVK

0 0 0 0 0

write zero

vm vm vm vm

CVK

0 0 0 0 0

write zero

Continuous blocks Continuous blocks

优化

Write Same优化前 Write Same优化后

将大量块写零压力卸载到存储，速度提升显著，极大降低了CVK主机CPU、存储IO、网络带宽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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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启动失败

 常用日志：
 var/log/libvirt/qemu

 /var/log/tomcat8/cas.log 

 /var/log/libvirt/libvirtd.log

排查思路：
 检查主机内存资源是否足够

 检查存储卷空间是否不足

 检查虚拟机是否增加了网卡、GPU直
通设备

 检查虚拟机镜像文件是否完整，常见
两类原因：1、镜像丢失 2、后台
qemu-img check检查虚拟机镜像文
件，有error备份镜像文件后qemu-
img check –r all修复备份镜像文件，
新增虚拟机并启动查看。



14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1414

虚拟机暂停

 恢复方案：
 手动恢复

 检查存储卷是否100%

 后台kill掉进程

 相关日志：
 Qemu日志和libvirt日志、syslog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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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克隆
 虚拟机克隆是原虚拟机的一个精确副本，是部署虚拟机的另一种方式

 与原虚拟机有相同的操作系统、应用系统和数据

 生成新的虚拟网卡MAC和UUID

 克隆虚拟机和原虚拟机有相同的IP地址，需要关注IP地址冲突的问题

原虚拟
机保留

运行/关闭 克隆虚
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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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虚拟机

虚拟硬件 在线 离线 说明

vCPU 增加 增加、删除 vCPU的在线增加功能依赖于操
作系统的支持

vRAM 增加 增加、删除 vRAM的在线增加功能依赖于操
作系统的支持

vNIC 增加、删除 增加、删除

vDisk 扩容、增加、
删除

扩容、增加、
删除

只支持Virtio磁盘的在线增加和
在线扩容，需要虚拟机内部格式
化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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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迁移

CVK1

VM1

无需依赖共享存储，支持在线/离线迁移

支持主机迁移、存储迁移，主机存储同步迁移

支持跨主机、跨集群、跨主机池在线/离线迁移

支持跨管理平台（远距离）在线/离线迁移

物理主机HA，DRS，DPM技术的核心基础，使得虚拟机能

够不受物理空间的阻隔，灵活在物理主机之间，甚至是数据

中心之间灵活移动，提升资源调度的灵活性，有效降低计划

内的停机时间

VM2 VM3

CVK2

VM4 VM5

迁移技术

功能特性 应用场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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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迁移
 迁移超时时长

 虚拟机超时时长建议改成0

 迁移主机卡在99%问题
 确认存储文件是否有变化

 确认后台进程是否存在

计算虚拟机最大的暂停时

间内能传输的数据量

Y

标脏内存页并获取剩余的脏

数据大小

剩余脏数据能否在最大容忍

的暂停时间能传输完

暂停虚拟机

完成剩余的数据同步

Y

迭代传输

N

计算剩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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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快照

 磁盘快照：
 当虚拟机在线或离线时，对虚拟机镜

像文件进行快照

 快照还原时虚拟机处于关机状态

 内存快照：
 当虚拟机在线时，在对虚拟机镜像文

件进行快照的同时，对虚拟机内存进
行快照。

 快照还原时，虚拟机处于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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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划主机资源

 服务器硬件开启高性

能模式

 CPU超配比例不超过

1:2

CPU

 内存超配比例不超过

1:1.5

 禁用swap分区（配合

DRS使用）

内存

 推荐多网分离：管理

网络、业务网络、存

储网络、备份网络、

迁移网络

 推荐万兆网络，尤其

是E0520版本以前管

理网推荐万兆

 推荐网络链路聚合

网络

 单个卷建议不超过

16T

 单个卷存放虚拟机建

议不超过20个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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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使用率异常

 判断方法：
1、top 命令检查内存使用率，以M从大
到小排序

2、使用ps aux|awk ‘{sum+=$6} END 
{print sum/1024}’命令统计当前进程占
用的内存量

3、/proc/meminfo查看详细的内存使用
情况，内存利用率 = (MemTotal -
MemAvailable) / MemTotal * 100%

 常见原因：
1、系统中毒

2、软件进程内存泄漏或者缺省的进程上
线值设置不合理

3、虚拟机使用内存较多

4、系统其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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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使用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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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K主机重启问题

 检查是否是fence导致：
 检查ocfs2_fence_restart.log日志

 检查syslog.log、kern.log系统日志

 检查存储、网络对应时间点日志

 检查服务器硬件：
 收集HDM或AHS日志

 收集阵列卡相关日志信息

 优化kdump功能：
 系统kdump功能和部分服务器存在兼容

性问题，需要优化kdump参数后，手动
触发echo c > /proc/sysrq-tr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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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冗余策略选择

PART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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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可用容量 可用容量预留空闲空间数据冗余策略标称容量

举例：3节点X10536G3，单节点35块8TB数据盘，采用4+2的纠删码

可用容量=3×35×8T×0.91×66.7%×85%≈433.38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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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取决于多副本或纠删码策略，
比如纠删码4+2就是乘以66.7%

可用容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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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策略规划选择

纠删码副本

磁盘空间利用率高

计算开销高

故障恢复效率低

适用于大容量场景

备份 存档

磁盘空间利用率低

计算开销低

故障恢复效率高

适用于高性能场景

热数据 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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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的数据一致性

client

Primary 
OSD

Secondary 
OSD

Tertiary OSD

Write(1) Ack (6)

Write(2)

Ack (4) Ack (5)

Write(
3)

数据一致性：分布式系统通过副本控制协议，使得从系统外部读取系统内部各个副本的数据在
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相同，称之为副本一致性(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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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副本 三副本

数据以2个副本存放，

容量利用率较高，安全性差

数据以3个副本存放，

安全性高，容量利用率较差

副本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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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副本数据写入流程

一、2副本在健康情况下的写IO流程：
1，客户端将IO下发给副本1

2，副本1再将IO复制给副本2

3，副本1、副本2执行完成后，返回IO结果到客户端

二、在有节点/磁盘故障后，会造成部分数据的副
本存储离线。在重新计算并彻底同步元数据之前，
写IO路径如下：
1，客户端将IO下发给副本1

2，副本1完成IO后返回客户端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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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完整性 业务连续性

以数据安全为第一

位，优先保证数据不丢失，

适当降低业务的可靠性。

以业务稳定运行为

首要条件，优先保证业务的

可持续访问。

主机池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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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删码策略选择

纠删码策略 最低节点数 空间利用率

2+1 3 66%

4+1 5 80%

8+1 9 89%

4+2 6 66%

4+2:1 3 66%

8+2 10 80%

8+2:1 5 80%

6+3 9 66%

8+3 11 72%

8+4 12 66%

文件

节点1

纠删码 4+2

节点5节点2 节点3 节点4 节点6

思考1：
纠删码4+2 ，此时故障一个节点会发
生什么现象？

思考2：
纠删码2+1 ，跨节点同时故障两块硬
盘，会发生什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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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节点纠删码策略

节点1 节点2 节点3

BA C DP Q

文件

BA C D 4+2:1
纠删码

P Q

4+2:1可允许任意1个节点或2块硬盘损坏数据不丢失

降低节点起配要求，提高系统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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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策略优劣对比

冗余策略 硬件要求 利用率 性能 可靠性 总结

2副本 低 中 高 低 安全性低，不推荐

3副本 低 低 高 高 性能高，推荐

2+1纠删码 低 中 高 低 安全性低，不推荐

4+2:1纠删码 低 中 中 中 6节点以下推荐

4+2纠删码 中 中 中 高 6节点以上推荐

8+2:1纠删码 中 高 低 中 对容量要求高，且在
10节点以下推荐

8+2纠删码 高 高 低 高 对容量要求高，且在
10节点以上推荐

思考：
6节点场景下，该如何选择冗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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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handy管理界面使用

PART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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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y管理界面
查看集群的基本状态，包括集群容量、集群数据健康度、节点信息、集群
IOPS/OPS和集群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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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容量及健康度信息

名称：存储池名称。

副本个数：存储池副本策略。

占用空间：存储池占用的集群容量空间。

集群总容量：UniStor识别到所有可用数据盘空间。

所有占用空间总和达到集群总容量70%及以上时，建议对存储进

行扩容操作。

集群健康度：显示的是正常虚节点（active+clean状态的PG）占

全部虚节点的比例，虚节点（PG：Placement Group）处于活

动且清洁状态，表明此时虚节点中的数据可以被读写，且虚节点

中的所有对象都已经被复制了规定的副本数。

硬盘故障、网络不通或主机异常等情况均可导致虚节点异常，集

群健康度正常状态，环形图为蓝色显示健康状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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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常见状态（1）

PG初始化状态

Creating：PG正在被创建

Peering：持有同一个PG的OSD之间互相比较数据的过程，peering过程中，PG不可

读写

PG正常工作状态

Active：PG中的数据可以被读写，对该PG的操作请求都将会被处理

Clean：PG中的所有对象都已经被复制了规定的副本数量

Scrubbing：PG在做不一致性校验

Remap：OSD在做PG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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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常见状态（2）

PG非正常状态

Degraded：PG中部分对象的副本数量未达到规定的数量

Recovering：PG正在迁移或者同步对象及其副本

Back Filling：新OSD加入集群后，集群原有的一部分PG分配给它的过程

Down：PG处于失效离线状态，无法提供读写

Inconsistent：PG副本出现不一致

Unfound：某个object已经不存在于任何活动的OSD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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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告警信息
在概览界面，正常情况页面右上角告警信息个数为0
当系统有告警时，告警图标会显示告警个数

告警设置

支持自定义告警类型、告警级别和告警阈值

支持告警信息过滤查询

支持一键导出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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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告警信息

所有告警包括当前的实时告警和历史告警，最多可以保留最近的10万条告警。

小提示：可以通过历史告警查看集群故障发生却自动恢复的事件，
及时排除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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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拓扑查看

集群拓扑查看：

查看主机运行情况，网络信息和机架位置

等，便于第一时间发现主机管理网、存储

网连接情况及主机服务运行状态。

主机信息查看：

查看主机硬件配置、网络信息、主机角色、

服务状态和硬盘信息等，允许在此节目点

亮硬盘UID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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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节点信息

IP地址：存储节点业务网段IP地址。
硬盘状态：A/B，A代表up的OSD数目，B代表该存储节点的数据盘总数。

单个硬盘异常通常是由于硬盘故障，全部硬盘异常，通常是由于网络异常或节点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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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常见命令使用指导

PART 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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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健康状态查询
ceph -s

ceph集群管理中查看集群状态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操作，使用ceph -s命令查看集群状态。

health:
health HEALTH_OK表示集群健康，health HEALH_WARN表示集群有告警信息，还有HEALTH_ERR状态，集群发生数据不一致等情况下的严重
错误状态。根据输出信息确定集群异常原因，通常情况下PG异常，OSD异常，集群时间不一致等异常都会在health处有提示。

monmap：
查看集群monitor数量及所在节点；上图示例查看到，集群有3个monitor，分别位于node117，node118，node119上，显示的第一个为主
monitor。

osdmap：
查看OSD总数，处于up(OSD在运行)状态和in(OSD在集群中)状态的OSD数量；上图示例查看到；集群共有18个OSD，处于up且in状态，此时
OSD全部正常。

pgmap：
查看集群PG数量、存储池数量、一份数据副本所占的空间大小、对象的总数量，还显示了集群使用的信息，包括已用容量、可用容量和总容量。
最后还显示了PG的状态信息；图中集群PG数量1024个，1个存储池，集群使用容量202G，object数量25603，可用容量9672G。

集群状态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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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健康状态查询
ceph -w
ceph -w用于监控集群的状态变化，命令会持续输出，使用ctrl+c结束命令输出

• 集群PG状态正常时ceph -w显示与ceph –s开头显示一致：

• 集群异常，可以通过osdmap、pgmap、mon、osd pgmap的实时输出，查看集群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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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OSD命令
ceph osd tree
ceph osd tree命令显示各个节点上的OSD以及其在CRUSH map中的位置，显示OSD 权重(weight) ，

UP/DOWN，IN/OUT状态，对于维护一个大规模集群非常有帮助。

• OSD正常状态如下：

WEIGHT：表示容量，1TB对应1.00。

REWEIGHT：1代表处于in在集群中，0代表处于out不在集群。

UP/DOWN：up代表该osd进程运行，down代表osd进程停止。

以osd.1为例，osd.1 权重0.89999，位于机架rack 3上，节点

host node111，处于down且out状态。

OSD 处于down状态30分钟后会从down in被标记为down out状态

• 单个OSD down/out，考虑是否有硬盘故障

• 整个节点OSD down，考虑是否有节点异常、网络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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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OSD命令
ceph osd df
ceph osd df命令统计集群OSD的使用数据，列出OSD的大小、已用容量、可用容量、使用率。

• 集群有OSD使用率超过85%前台会出现near full的告警

• 集群有OSD使用率超过90%时PG无法再做backfill

• 集群有OSD使用率超过95%，集群不可读写

%USE：使用率。

3个OSD，大小920G，已用容量501G，可用容量419G，

总容量2762G，使用1505G，剩余1257G，使用率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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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命令
df -Th
df -Th命令查看系统分区使用率，分区类型，挂载信息 。

Filesystem：列出所有分区。

TYPE：显示分区类型。

SIZE：显示分区大小。

Used：显示分区使用容量。

Avail：显示分区可用容量。

Use%：显示分区使用率。

Mounted on：显示文件系统挂载点。

如图sda5为根分区，大小504G，8个OSD分别

进行挂载，日志分区大小为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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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查询命令
iostat
iostat工具查看进程IO请求下发的情况，系统处理IO请求的耗时，进而分析进程与操作系统的交互过程中IO
是否存储在瓶颈，单独执行iostat，显示的结果为从系统开机到当前执行时刻的统计信息。

iostat -x 1实时显示节点硬盘使用情况，单个硬盘%util比例偏高/接近100%，可以考虑瓶颈在单块硬盘，

集群整体硬盘%util比例80%以上或是接近100%是说明集群硬盘IO使用率已经达到极限，瓶颈很可能在硬

盘，可以考虑添加硬盘或者减少用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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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常见变更操作指导

PART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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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操作

集群检查

 登陆Handy页面，在“概览”页面，确认集群健康度为100%，且右上角无告警。

若集群健康度不为100%，或集群有告警，请等待集群自动恢复或排除故障后再操作。

*注：此关机操作仅针对整个集群内所有主机全部关机的场景，如单台主机关机请参考非热插拔部件更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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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操作

断开业务

 客户侧将使用NAS存储的所有应用停止和断开存储连接。断开后，在handy界面的

NAS组里面查看NFS、CIFS和FTP的连接数，如果都显示为0，则说明所有连接已断开。

*注：在块服务场景下，通过“tgt-admin -s|grep Initiator”命令确认客户端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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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操作

设置维护模式

 Handy界面设置存储节点维护模式（单一）

 存储后台ceph osd set noout设置维护模式（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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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服务器

 下电前，请服务器物理硬盘写缓存已经关闭；

 执行sync命令将内存下刷；

 执行hwclock -w将时钟写入硬件；

 下电方式（请勿强制关机，以免损坏操作系统）：

• 方式一：通过关闭操作系统为服务器下电

• 方式二：通过短按前面板上的开机/待机按钮为服务器下电

• 方式三：通过HDM Web界面的电源管理为服务器下电

• 方式四：通过HDM Web界面的远程控制台为服务器下电

启动服务器

确认所有服务器启动，系统可以正常访问且网络连通性无异常后再关闭维护模式。

关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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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更换流程

Step 1 Step 2 Step 3

找到坏盘

在handy上点亮硬盘灯

插拔硬盘

拔下坏盘，插上好盘

替换硬盘

在handy上用新盘替换仍在集群中的坏盘

*注：请在业务压力较小时更换硬盘；更换硬盘前，请确保主机cpu/内存的使用率处于较低水平
操作前请联系400-810-0504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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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更换-找到坏盘

硬盘发生故障时，handy页面上可看到主机硬盘减少

点进主机视图，可看到故障的硬盘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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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概览-集群拓扑页面，选中异常主机，为故障硬盘点灯，然后拔下坏盘，插上新盘

硬盘更换-插拔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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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异常硬盘，点击更换硬盘，确定

硬盘更换-替换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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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用于替换的新盘，下一步；确认信息后，等待数据自动平衡完成即可。

硬盘更换-替换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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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扩容

CPU、内存资源扩容，变更流程同

非热插拔部件一致

节点扩容

存储节点扩容，单个集群最大支持

32个节点，支持在线扩容

硬盘扩容

增加单个节点硬盘数量，需注意不

同节点间的硬盘数量需要保持一致

注意实现：

1、硬件扩容支持在线操作，建议在业务压力不繁忙时进行

2、在备件到达客户现场时，应提前几天联系客户检查集群环境

3、在集群健康时进行节点扩容操作，避免引发存储集群的二次异常

硬件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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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增加主机
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单

机部署（注：如果主机数量较多，可以选择批

量部署）

填写主机信息
输入主机IP地址、节电池、所属机架、主机

root密码等信息

选择硬盘
为元数据池和数据池选择硬盘，最后确认信息

无误后选择执行

硬件扩容-节点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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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选择主机
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 选择需

要扩容的主机，点击增加

增加硬盘
选择需要添加的硬盘（注意：硬盘数量扩容时

需满足硬盘池下各主机间加入的数据盘数相差

不大于1的限制）

信息确认
确认信息后，点击确定即可

硬件扩容-硬盘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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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升级-升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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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时间较短 升级时间较长

业务部门关注程
度较少

存在计划外风险

在线升级
允许客户端在存储升级过程中继续访问存储，
保证业务的连续性不受存储升级操作影响

离线升级
离线升级要求所有连接存储的客户端断开存
储连接，保证存储在升级过程中没有客户端

的连接会话

业务中断

计划内风险较少

所有版本支持

业务持续访问

早期版本不支持

需要业务部门配合

版本升级方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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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AS虚拟化维护经验分享

ONEStor分布式存储维护经验分享

CAS+ONEStor产品配合问题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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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卷使用问题

写入数据时才实际分配空间

精简
配置

节省空间
管理灵活

按卷大小分配实际物理空间

厚
配置

关键业务
空间保障

注：单个卷建议控制在16TB以内，避免扩大影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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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卷使用问题

虚拟机

CAS

ONEStor

精简卷

精简磁盘

 问题一：
 实际数据与存储使用率不一致，甚至

相差巨大

 问题二：
 ONEStor 单个OSD使用率超过95%时，

整个存储不可读写

iSCSI、NFS、CIFS、FTP、S3、Sw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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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提升：PG均衡

 OSD上PG绝对误差<=3个，相对误差<=3%；

 OSD使用率绝对误差<3%

 集群的平均使用率93%，提升17%

Tips：PG计算方法（Target PGs per OSD）*（OSD 

count）*（%Data）/（Number of replicas）
Target PGs per OSD：可预见的未来扩容需求，建议
100，无扩容要求
OSD count：集群OSD的数量
%Data：OSD填充的数据
Number of replicas：副本策略，3副本是3，纠删码
4+2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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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ce时间及策略

umo
unt

vm
free
ze

reset

重启CVK主机，极端情况下会
造成CVK主机反复重启的连锁
反应

虚拟机故障迁移，CVK主机不重
启，若某个存储卷异常仅影响该
卷上的虚拟机业务，其他存储卷
不受影响

虚拟机暂停，等待存储恢复后
自行恢复，可以最大程度减少
链路或者存储闪断带来的影响

适当提高fence时间可以减少问题的故障影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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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虚拟机直挂RBD块存储

QEMU

LibRBD

OCFS2

ISCSI

TGT

Ceph Cluster

APP

FileSystem

Device Mapping

Block Driver

APP

FileSystem

Device Mapping

Block Driver

VM VM

RBD路径

裸LUN路径

ocfs2路径

CVK

• RBD是CAS和ceph对接时，处理数据存储I/O的

一种新路径，RBD路径可以规避ocfs2文件系统

和ISCSI协议带来的I/O性能损耗。

• 采用RBD后，以虚拟机磁盘为粒度对接存储，不

存在OCFS2集群的Fence问题。

• RBD路径是专门用于提升CAS和ceph之间I/O性

能的一种优化手段，相对于跳过了ocfs2路径，

数据随机读写性能提升明显

• 基于RBD存储，可以扩大CAS集群规模，进一步

提升HA范围。

虚拟机直挂RBD存储，提升IO性能，扩大集群规模，消除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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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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