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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当集群的计算或存储剩余可用资源不足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扩容： 

• 集群增加新主机（同时扩容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 

• 集群已有主机增加新磁盘（只扩容存储资源） 

在存储集群扩容前，管理员需要规划好待增加主机的 CPU 个数，确保 UIS License、CAS License、
分布式存储 License 剩余可管理的 CPU 个数满足要求。若现有 License 不满足要求，需要先申请足

够的 License，再进行扩容。 

2 使用限制 
• 集群增加新主机 

 建议扩容主机的 CPU、内存型号与集群中已有主机的配置保持一致。 

 扩容主机数量小于 3 台时，要求扩容主机的磁盘配置必须和集群中已有主机的磁盘配置相

同，包括磁盘类型、数量、转速和容量。此时扩容主机的磁盘可以直接加入原硬盘池中。 

 扩容主机数量大于等于 3 台时，建议扩容主机的磁盘配置和集群中已有主机的磁盘配置相

同，包括磁盘类型、数量、转速和容量。 

如果扩容主机和集群中已有主机磁盘配置不一致，那么也需保证扩容主机之间的磁盘配置

是一致的；此时建议新建一个硬盘池，将扩容主机的硬盘加入到新建的硬盘池中。 

• 集群已有主机增加新磁盘时，要求扩容磁盘的类型、转速、容量和主机已有磁盘保持一致。 

3 配置指导 

3.1  注意事项 

以增加新主机的方式进行存储集群扩容时，待增加的主机需满足以下要求： 

• 已安装的 UIS 软件版本必须与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的软件版本一致。 

• 管理网、业务网、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各网络规划的网卡物理接口数量、复用关系需要与 UIS
初始化部署时各网络的规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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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集群增加新主机 

3.2.1  增加硬盘池（可选） 

 

扩容主机数量大于等于 3 台，且扩容主机的磁盘配置与集群中已有主机的磁盘配置不一致时（包括

磁盘类型、数量、转速、容量），在执行主机发现之前，请先增加一个硬盘池，用于集群添加主机

时，将扩容主机的磁盘加入到这个新的硬盘池中。 

 

(1) 登录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选择顶部“存储”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硬盘池管理]菜单项，进

入硬盘池列表页面。 

图3-1 硬盘池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硬盘池对话框。 

图3-2 增加硬盘池对话框 

 

 

(3) 输入硬盘池名称，选择硬盘池的配置方式、部署方式等，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表3-1 增加硬盘池参数说明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配置方式 硬盘池的配置方式决定了在使用该硬盘池的数据池中创建的块设备占用存储空间的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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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式以及容量是否能够超配。 

• 厚配置：在此类型硬盘池中，创建块设备时就为该块设备分配最大容量的存储空间。在

使用该类型硬盘池的数据池中创建块设备时，设置的容量不能超过数据池的可用容量。 

• 精简配置：此类型硬盘池中，块设备占用存储空间的容量是按需分配的。在使用该类型

硬盘池的数据池中创建块设备时，设置的容量可以超过数据池的可用容量。 

部署方式 

硬盘池的部署方式，包括闪存加速、全SSD和全HDD，此处请根据扩容主机的硬盘类型选

择相应的硬盘池。 

• 闪存加速：数据盘只能选择 HDD 盘，读/写缓存加速盘只能选择 SSD 盘。 

• 全 SSD：数据盘选择 SSD 盘，无读/写缓存加速盘，提供高性能的存储服务。 

• 全 HDD：数据盘选择 HDD 盘，无读/写缓存加速盘，提供普通存储服务。 

缓存分区大小 

只有当部署方式为闪存加速时才会出现此选项。使用闪存加速作为部署方式时会使用HDD
盘作为数据盘，SSD盘作为缓存盘。系统会根据数据盘的个数对SSD盘进行分区，一个数据

盘对应一个缓存分区；缓存分区大小最小50GB，最大200GB，缓存分区值越大，性能越好。

配置缓存分区大小时，请保证：缓存分区大小*HDD数据盘数量 < SSD缓存盘总容量。缓存

分区大小配置后不能修改，如果后续可能扩容HDD数据盘，请提前预留相应的SSD缓存盘容

量。 

 

3.2.2  主机发现 

(1) 选择顶部“主机”页签，进入主机管理信息页面。单击<主机发现>按钮，进入主机发现信息

页面。单击 图标，扫描主机。 

图3-3 主机发现信息页面 

 

 

(2) 在扫描出来的主机列表中勾选目标主机，单击操作列 图标，弹出自定义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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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自定义配置对话框 

 
 

表3-2 增加主机参数说明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网卡配置模板 

该功能用于批量添加主机的场景。开启该功能后，当前主机的网络配置将作为模板，自动

下发到其他待加入的主机上，从而达到快速配置各主机网络参数的目的。要使用此功能，

须保证其他待加入集群的主机与此模板主机有相同名称且处于活动状态的物理接口，且各

物理接口速率应满足对应网络的最低配置要求。例如，开启网卡配置模板功能的主机A的
配置为管理网eth0，业务网eth1，存储内外网复用eth2、eth3，则其他待加入集群的主机

上也必须存在eth0，eth1，eth2，eth3四个活动状态的物理接口，且eth0、eth1的速率需

大于等于1000Mbps，eth2、eth3的速率需大于等于10000Mbps。对于不满足条件的主机，

需要手工指定各网络使用的物理接口。 

IP地址 主机各网络的IP地址若不单独指定，则采取自动分配原则，在各网络设置的起始IP的基础

上依次加1。管理网起始IP分配给管理节点。主机的业务网无需配置IP地址。 

物理接口 
主机管理网、存储内网、存储外网所使用的物理接口必须配置。业务网所使用的物理接口

选配。若未配置业务网的物理接口，则在初始化完成后，主机上不会自动创建业务网络类

型的虚拟交换机，需手工在UIS超融合管理平台中添加。 

 

 

配置主机管理网、业务网、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使用的物理接口时，若当前配置的主机各网络物理

接口的复用关系与已配置的主机不一致，则会导致其他已配置主机的配置失效，需重新进行配置。 

例如：对于已配置的主机 A，其管理网和业务网分别单独使用 eth0 和 eth1，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

复用 eth2、eth3。当配置主机 B 时，管理网和业务网复用 eth0，存储内外网复用 eth1、eth2。与

主机A相比，主机B的存储内外网仍复用两个物理接口，但管理网与业务网复用了同一个物理接口，

复用关系发生了变化。配置完主机 B 后，主机 A 的配置将失效，需重新配置。 

 

(3) 在如图 3-4 所示页面中单击 图标，弹出选择物理接口对话框，依次配置主机管理网、业务

网、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使用的物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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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选择物理接口对话框 

 

 

表3-3 主要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链路聚合模式 
物理接口之间的链路聚合方式，包括静态链路聚合和动态链路聚合，默认为静态链路聚合。

当此参数设置为“动态链路聚合”时，物理交换机侧需要开启LACP（链路汇聚控制协议）。

选择多个物理接口时，才显示此参数。 

负载分担模式 

物理接口之间的负载分担模式，包括高级负载分担、基本负载分担和主备负载分担。选择

多个物理接口时，才显示此参数。 

• 高级负载分担：根据转发报文的以太网类型、IP 报文协议、源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

源端口和目的端口进行负载分担。推荐使用高级负载分担。 

• 基本负载分担：根据转发报文的源 MAC 地址和 VLAN Tag 进行负载分担。 

• 主备负载分担：根据物理接口主备进行负载分担。主接口出现故障时，自动使用备接

口进行网络流量的处理。当链路聚合模式为“静态链路聚合”时，此参数才可选。 

物理接口 
主机管理网、存储内网、存储外网所使用的物理接口必须配置。业务网所使用的物理接口

选配。若未配置业务网的物理接口，则在初始化完成后，主机上不会自动创建业务网络类

型的虚拟交换机，需手工在UIS超融合管理平台中添加。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返回主机发现信息页面，单击<添加到集群>按钮，弹出主机配置

确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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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主机配置确认对话框 

 

 

(5) 确认主机的相关配置，确认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弹出配置主机对话框。 

图3-7 配置主机对话框 

 
 

(6) 待主机配置完成后，自动弹出选择磁盘对话框。将主机上的磁盘加入指定的硬盘池。 

 

扩容主机数量大于等于 3 台，且扩容主机的磁盘配置与集群中已有主机的磁盘配置不一致时（包括

磁盘类型、数量、转速、容量），需将扩容主机的磁盘加入到 3.2.1  增加硬盘池（可选）中新增的

硬盘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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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选择磁盘对话框 

 
 

(7)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磁盘－主机页签，单击 图标，修改主机的角色，并确认主机加

入硬盘池的数据盘和缓存盘。 

图3-9 选择磁盘－主机页签 

 
 

(8) 选择“硬盘池”页签，查看不同硬盘池中，各个主机的数据盘和缓存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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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选择磁盘－硬盘池页签 

 
 

(9) 确认无误后，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3.3  集群已有主机增加新磁盘 

当主机上有新增磁盘时，系统会自动扫描发现新增的磁盘，此时需要操作员在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

中手工将磁盘加入到硬盘池中。 

因硬盘池部署方式的不同，可增加的硬盘类型有所不同： 

• 部署方式为全 SSD 时，只能增加 SSD 硬盘作为数据盘。 

• 部署方式为全 HDD 时，只能增加 HDD 硬盘作为数据盘。 

• 部署方式为闪存加速时，只能增加 HDD 硬盘作为数据盘。 

(1) 选择顶部“存储”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节点管理]菜单项，进入存储节点列表页面。 

图3-11 存储节点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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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目标存储节点，在磁盘列表中选择未使用或未配置的磁盘，单击操作列 图标，弹出选

择硬盘池对话框。 

图3-12 选择硬盘池对话框 

 

 

(3) 选择磁盘待加入的目标硬盘池，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 

图3-13 操作确认对话框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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