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 Hadoop 的 FlexPod Select 解决方案：旨在更快地利用
数据创造价值的企业级基础架构
大数据机遇无限，IT 从中寻求加大控制力度，企业从中探寻创意并
创造价值
大数据如今已是众所周知的概念，指的是由传感器、视频、通话记录、社交媒体和移动设
备等较新来源产生的大量数据。大数据通常定义为企业无法通过其现有工具或基础架构进
行存储、处理和分析的数据。尽管存在种种挑战，但大数据也随之带来各种机遇，人们可
从中获取各方面的全新洞察力。许多企业纷纷求助于 Apache Hadoop（一个开源数据管理
平台）来帮助管理其大数据，并开始从大数据中得出一些分析结果和见解。
尽管 Hadoop 是擅长处理此类数据的重要工具，但与很多新技术一样，Hadoop 也会带来
新的挑战。例如，企业在利用现有人员和技能集进行部署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需要与最
新的开源修补程序和更新保持同步，以及要熟练掌握优化和微调 Hadoop 集群的方法。一
般而言，Hadoop 还需要将数据复制三次，而这会降低存储效率并给现有资源造成压力。
因此，经优化和调整且可立即部署的 Hadoop 解决方案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并让企业获得
前所未有的全新洞察力。

采用 Hadoop 的 FlexPod Select 解决方案可加快创造价值的速度
预先验证的参考设计可降低风险并加快 Hadoop 的部署速度
FlexPod® 由 NetApp 和 Cisco 联合开发，是一个灵活的融合型企业应用程序基础架构。当
大数据工作负载需要基于 Cisco UCS® C 系列服务器和 NetApp® E 系列存储的专用基础架
构时，采用 Hadoop 的 FlexPod Select 解决方案就是理想之选。

业务优势
加快创造价值的速度
预先配置且经过验证的组件可实现
Hadoop 集群的快速部署。
存储、处理和分析所有数据，以寻求新
商机，推动业务发展。
腾出更多时间集中精力分析数据，而非
处理集群停机。

Hadoop 的使用体验更加轻松
在企业级基础架构上调整和测试领先的
Hadoop 分发软件。
使用 SANtricity® 和 Cisco UCS Manager
提供的监控和管理工具。
高密度、高容量，可减少数据中心占用
空间。

FlexPod Select 是一项极具特色的解决方案，可提供以下优势：
• 借助统一的 Cisco UCS Manager 简化管理

同类最佳的开放式平台

• 通过减少停机时间、加快故障恢复速度以及借助 NameNode 的强有力保护来提高可用性

突破局限，适应未来需求，并从不断发
展的生态系统中受益。

• 在与现有企业应用程序集成的同时，针对工作负载灵活应变
• 借助热备件和 RAID 保护提高故障恢复能力，以加快磁盘故障恢复速度并减少系统资源
• 通过将复制计数降为二来减少网络拥塞、系统资源使用量和所需的存储，并减轻给系统
资源带来的压力，从而提升存储效率
• 可随数据需求增长而轻松扩展：可在单个 Cisco UCS 域中扩展至多达 10 个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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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依赖或受制于必须由一个供应商提
供整个架构。
与现有应用程序和基础架构的兼容性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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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 SLA 的可用性和可扩展性
相对基于 DAS 的传统 Hadoop 节点而言，FlexPod Select 加快了失败作业的恢复速度，
允许 Datanode 上的任务在驱动器故障期间运行并提供强有力的 NameNode 保护（分钟
对比小时），因此弹性更高。
此外，由于磁盘驱动器和节点可在集群运行期间予以修复，因而实现了可维护性，有助于
最大程度地减少数据丢失。再者，凭借更快的作业完成速度和数据负载性能，企业可满足
SLA 有关数据应用和工作负载的严苛要求。

采用 Hadoop 的 FlexPod Select 参考架构
FlexPod Select 已经过预先测试并得到 Cloudera 和 Hortonworks 等领先的 Hadoop 供应
商的共同验证。
采用 Cloudera 的 FlexPod Select
Cloudera Enterprise 是一个具有变革意义的数据管理平台，旨在开拓大数据机遇并应对
随之而来的挑战。它将 Cloudera 100% 开源的 Hadoop 分发软件 Cloudera’s Distribution
Including Apache Hadoop (CDH) 与功能强大的管理软件相结合，以创造单个可大规模扩
展的系统，您可在此系统中将存储与一系列强大的处理和分析框架进行整合。通过在单个
管理框架及整套系统资源下整合灵活存储并进行处理，Cloudera 提供现代数据管理所需的
多样性和灵活性，这样，您便可载入、存储、处理、浏览和分析任何类型或数量的数据，
而无需在多个专业化系统之间迁移数据。

FlexPod Select 支持：NetApp
与 Cisco 携手解决基础架
构问题，并与 Cloudera 或
Hortonworks 共同解决 Hadoop
的相关问题。
客户可以获得对涉及的所有互操
作技术的专家技术支持。

支持 Hortonworks 数据平台 (HDP) 的 FlexPod Select
Hortonworks 数据平台是 Apache Hadoop 100% 完全开源的分发软件。对于希望将
Hadoop 的强大功能和成本效益与企业所需的高级服务和可靠性相结合的组织而言，该
数据管理平台是理想之选。HDP 可与现有数据中心基础架构配合运行，从而完善现有的
ETL 和数据仓库，并以前所未有的成本效益实现更大规模的数据处理。

入门
欲了解 FlexPod Select 如何帮助设置和运行 Hadoop 集群，请联系您当地的 NetApp 或
Cisco 代表或合作伙伴。可在此处查看 Cloudera 参考设计和 Hortonworks 参考设计的相
关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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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lexPod Select 借助企业级基础架构验证 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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