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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文档介绍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使用 RBD 存储池的相关配置指导及注意事项。 

• 目前仅超融合部署模式支持 RBD 功能；计算虚拟化模式部署时不支持 RBD 功能。 
• UIS E0742P03 及之后版本支持 RBD 功能。 

1.1  配置前提 

本文档中的配置均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配置和验证，配置前服务器和软件的所有参数均采用出

厂时的缺省配置。如果您已经对被测试对象进行了配置，为了保证配置效果，请确认现有配置和文

中举例的配置不冲突。 

1.2  注意事项 

• RBD 虚拟机不支持在线迁移存储、在线迁移主机和存储、在线带内存快照。 
• RBD 暂不支持 IPv6。 

2 配置步骤 

2.1  创建RBD存储池 

2.1.1  创建硬盘池 

(1) 选择顶部“存储”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存储管理/硬盘池管理]菜单项，进入硬盘池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硬盘池的配置方式需设置为精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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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待配置的硬盘池，单击 图标，弹出选择磁盘对话框，将需要的主机磁盘添加到数据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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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创建 RBD 存储池 

(1) 选择顶部“存储”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存储管理/数据池管理]菜单项，进入数据池列表页面。

单击<增加>按钮，增加数据池。 

(2) 配置相关参数。 

 所用硬盘池选择精简配置的硬盘池，根据需要选择冗余策略。 
 需要开启“挂载为 UIS RBD 块存储池”选项。 

 

 

(3) 单击<下一步>按钮，勾选需要挂载 RBD 存储池的主机，推荐勾选集群内的全部主机。单击<
完成>按钮完成操作，所选主机中的虚拟机即可使用该 RBD 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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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选择主机页面未选择全部主机，未选择的主机可参考 2.1.3  在主机页签为主机挂载

RBD 存储池中的步骤挂载 RBD 存储池。 

 

2.1.3  在主机页签为主机挂载 RBD 存储池 

在创建 RBD 存储池时，未选择挂载 RBD 存储池的主机，可在主机页签挂载已创建的 RBD 存储池。 

(1) 选择顶部“主机”页签，进入主机管理信息页面。 
(2) 选择目标主机，进入主机的概要信息页面。选择“存储”页签，进入主机的存储池列表页面。 

(3)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存储池对话框。 

 类型：选择 UIS RBD 块存储池。 
 UIS RBD 块存储池：选择在存储页签创建好的 RBD 存储池。 

 

 

(4) 单击<完成>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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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RBD存储池 

2.2.1  虚拟机使用 RBD 存储池 

(1) 选择顶部“虚拟机”页签，进入虚拟机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根据规格增加虚拟机。 

(3) 在高级配置页面，为虚拟机选用 RBD 存储池。 

 类型：新建块设备。 
 存储池：选择 RBD 存储池。 

 

 

(4)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选择。 

(5) 单击<完成>按钮，创建虚拟机。 

2.2.2  使用虚拟机模板部署 RBD 虚拟机 

(1) 选择顶部“虚拟机”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虚拟机模板]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模板概要页面。 

(2) 单击虚拟机模板对应的操作列 图标，弹出部署虚拟机对话框。 

(3) 配置基本信息，为虚拟机选择主机和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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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存储信息中，为虚拟机选择 RBD 存储池作为目的存储池。 

 

 

(5) 单击<下一步>按钮，配置完网络信息。 
(6) 单击<完成>按钮，创建虚拟机。 

2.2.3  虚拟机添加 RBD 硬盘 

(1) 选择顶部“虚拟机”页签，单击左侧目标虚拟机，进入虚拟机概要页面。 

 

 

(2) 单击<修改>按钮，在修改虚拟机页面单击<增加硬件>按钮，硬件类型选择存储，单击<下一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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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类型为“块设备”，在块设备路径处单击 图标，弹出选择存储对话框。 

 

 

(4) 为虚拟机选择、挂载块设备。 

• 如存在已创建并且未被其他虚拟机使用的块设备，请执行如下步骤。 
a. 在选择存储对话框，选择符合要求的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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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击<确定>按钮使用该块设备。 

 

 

c.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 如此处没有已创建完成或无其他虚拟机使用的块设备，请执行如下步骤。 
a. 单击<新建存储卷>按钮，弹出新建存储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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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置存储卷容量。单击<确定>按钮，新建存储卷。 

 
 

c. 系统会自动选择刚才创建的存储卷（块设备），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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