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 IT ACI 部署白皮书

思科 IT ACI 迁移

本白皮书是旨在阐明通过思科 IT 部署的 ACI 提高业务绩效的系列案例研究中的第三篇.这些
深入案例研究涵盖思科 IT ACI 数据中心设计，ACI 迁移，网络安全，ACI NetApp 存储区域
网络部署，AVS、UCS、KVM 和 Vmware 虚拟化，以及服务器负载均衡。现场工程师和客
户 IT 架构师可以利用这些白皮书来评估产品、计划部署，并利用 ACI 以应用为中心的特性
来灵活部署并管理稳健的高扩展性集成数据中心和网络资源。
本白皮书由思科 IT 迁移团队的下列成员共同撰写：Anitha Parimi（首席工程师），Ishan
Mehta（网络工程师），Benoit Mendy（计算工程师），Gary Coburn（计算工程师），Nikhil
Mitra（存储工程师），Karlo Atienza（网络工程师 (Hadoop)），Bidhu Das（DBA 架构师
(Hadoop)），Jeff Lehman（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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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T ACI 迁移
思科 IT 的目标是迁移到互联的“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ACI) 交换矩阵数据中心，从而实现更
紧密地集成数据中心操作。这种数据中心运营的统一是思科 IT 预期从 ACI 获得的核心价值所在。思
科正在逐步将 ACI 推广到全球数据中心。由于 ACI 在每个数据中心都采用通用的策略模型，因此可
以无缝且高效地完成这些部署。
思科 IT 认为 ACI 的通用策略模型是保证 IT 环境敏捷性的关键因素。

思科 IT ACI 快捷 IT

增强安全性

速度
（IaaS 层）

应用配置文件/EPG/合同

依赖映射/流审核

业务成果

ACI 策略

分析

思科 IT 对快捷 IT 环境的愿景包括取得下列成果：
•

速度和敏捷性：持续交付自适应基础设施来实现快捷 IT。

•

增强用户体验：缩短维护停机时间、提高计划外停机恢复能力，以及自动执行 IT 资源的自助调配。

•

自适应安全性：ACI 策略模型可跨思科 IT 混合云进行扩展，同时为可扩展数据中心提供更高的
网络安全性，并简化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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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T 预计 ACI 快捷 IT 环境可极大地提高业务绩效。

ACI 快捷 IT 业务绩效改进

要从思科 IT 传统数据中心向 ACI 交换矩阵迁移，第一步是理解为业务应用提供支持的网络、计算
和存储基础设施的现有基础。此迁移流程以准确理解业务应用占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中的那些资源为
切入点，解决相关挑战也就意味着迁移流程的结束。
思科 IT 首席工程师 Anitha Parimi 说：“虽然迁移仍在进进行，但迄今为止实现的大规模生产数
据中心部署已切实提升了我们的业务绩效。我们已顺利从 Hadoop 迁移到 ACI，并且采用了原地大
规模升级的方式，停机时间非常短。”此白皮书将详尽展示思科 IT 向 ACI 的持续迁移这一变革性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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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数据中心规模
大规模思科 IT 数据中心部署带来了迁移机会和挑战。思科 IT 组织运营多种业务应用以及分布在世
界各地的设计开发数据中心。

思科 IT 全球数据中心

思科 IT 为遍布于 100 多个国家/地区的 583 个分支机构的 141,000 名员工（71,000 名正式员工
和 70,000 名合同员工）提供支持。数据中心占地面积超过 269,000 平方英尺，消耗的 UPS 电源
达 30.1 MW。部署的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思科 UCS®）刀片式服务器共计超过 11,000 部，其中
92% 的服务器在新数据中心中实现虚拟化。
核心业务数据中心 (DC) 的基础设施规模庞大。例如，得克萨斯州艾伦数据中心拥有 856 部网络设
备，支持 2300 个传统和私有云应用，运行 8000 台虚拟机，包括 1700 台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思科 UCS®）刀片式服务器和 710 台裸机服务器，具备 14.5PB 的 NAS 存储和 12PB 的 SAN
存储。随着其数据中心的增长，快速敏捷地部署应用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因此思科必须迁移到
ACI。

© 2016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本文档为思科机密文档。第 5 页，共 42 页

迁移流程
思科 IT 执行新数据中心架构迁移的目的是实现无延迟调配基础设施资源，并顺利扩展企业正在运行的
安全应用。

高级迁移流程

思科 IT 采用的高级迁移流程包括常见的计划周期以及设计和迁移任务，可采集 ACI 策略驱动模型中
应用配置文件的唯一值。

迁移路线图
完成思科 IT 迁移路线图需要数年时间，其中首个阶段是以独立模式运行 Nexus 9000 系列交换机，
然后将其转换为以 ACI 模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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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T ACI 迁移路线图

此路线图可实现下列关键成果：
•

在现有网络和 ACI 交换矩阵之间无缝集成应用。

•

使用策略模型定义应用。

•

通过自动化调配步骤，将网络调配时间降低 40%。

•

完整的实时应用依赖模型有助于减少意外事件数量。

允许所有 EPG 通信的基本 ACI 交换矩阵
终端组 (EPG) 是策略模型中最重要的对象。终端是直接（如服务器）或间接（如 Web 客户端）连
接到网络的设备。了解到传统数据中心 80% 的工作负载均不具备 ACL 后，思科 IT 决定在交换矩
阵中使用“全部允许”终端组到终端组（EPG 到 EPG）通信来实现 ACI，同时使用交换矩阵外部的
现有安全基础设施。
思科 IT 标准 ACI 数据中心交换矩阵包括四个主干交换机，用于实现外部连接的一对边界枝叶交换
机，用于实现终端连接的两对或更多枝叶交换机，以及三个 APIC 控制器（此为支持的最低数量）。
扩展能力为 288 个枝叶交换机，每个主干和枝叶交换机之间最多可有 12 个 40GB 链路。有关思
科 IT 标准 ACI 设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IT ACI 设计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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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思科 IT 标准 ACI 数据中心交换矩阵

思科 IT 在生产数据中心内使用标准 ACI 交换矩阵拓扑，例如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德克
萨斯州理查森和艾伦的数据中心。
思科正在评估 ACI v2.0 多 POD 功能，未来可能会部署此功能。多 POD 功能为所有 POD 使用一
个 APIC 群集；所有 POD 共同充当一个交换矩阵。

ACI 多 POD - 未来增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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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POD 功能允许在每个楼层、建筑物或地区调配多个 POD，为 POD 间的第 3 层连接提供支持。

使用白名单协议 EPG 通信的高级 ACI 交换矩阵
目前，思科 IT 开始逐步采用高级 ACI 交换矩阵和自动化部署。从 2016 年夏天开始，思科 IT 开
始使用 Tetration Analytics 来执行应用依赖映射，部署高级 ACI 白名单安全策略，基于 ACI 的
服务器负载平衡，以及混合公共和私有云工作负载。

迁移步骤
迁移步骤包括建立 ACI 数据中心的一次性任务，以及用于迁移应用的重复性任务。

迁移步骤

面向 ACI 的思科 IT 迁移开始于在数据中心内同时扩建 ACI 交换矩阵和传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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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扩建 ACI 交换矩阵和现有数据中心资源

初始基本 ACI 部署使 ACI 交换矩阵能够与现有数据中心基础设置共存，同时保留 ACI 交换矩阵之
外调配的防火墙功能。在后续阶段中，思科 IT 使用基于 ACI 策略的路由策略动态部署 L4-L7 服务
图，用于在 ACI 交换矩阵内设置多个虚拟 ASA 防火墙应用。此解决方案提供的简单自动化功能允
许针对每个应用部署小型防火墙。

一次性任务 - 调配组织的多租户基础设施
思科 IT 将核心服务调配为支持业务运营服务的 ACI 租户。思科 IT 对 ACI 租户进行设计，使其与
各自的 IT 服务框架相匹配。

思科 IT 为企业组织映射的多租户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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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分组为下列租户：
•

基础服务：访问管理、应用设计和开发、IT 质量、IT 支持和运营、企业变更管理、产品及软件
开发和管理

•

适应能力：思科商务、软件和订阅、渠道合作伙伴计划和销售、渠道奖励和补偿

•

大规模服务：订单到收款流程、xRM 和客户服务、核心财务、HR 和 WPR

•

体验服务：知识和内容管理、协作、员工工作效率和设备

•

云和网络基础设施服务：数据库和中间件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网络服务

•

IT 运营服务：企业架构、IT 与业务关系管理、IT 业务服务

此外，在实施 ACI 的早期阶段，思科 IT 首先构建自动化流程，使业务应用开发人员能够在自己的
租户系统中快速自行部署概念验证应用。

思科 IT ACI 租户设计

思科 IT 允许应用开发人员选择租户系统内专用的 VM/内存/CPU 等资源。如果需要额外网络接入
（例如 Web 服务器、网络协议/端口），网络服务团队将处理这些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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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任务 - 调配共享服务合同
合同指定 ACI 交换矩阵中允许的内容。当新的服务或 EPG 需要访问标准数据中心功能时，可以重
复使用这些合同。与 ACL 相比，合同更加易于管理，可代替大多数 ACL。
实施 ACI 之前，思科 IT 设置的 ACL 中有 80% 用于与共享基础设施服务和共享应用中间件服务进
行通信。思科 IT 决定在 ACI 租户系统中以合同形式实现同样的功能。ACI 中的任何 EPG 均可轻松
使用合同。这样可以省去之前管理 ACL 花费的大量时间。

思科 IT 共享服务合同架构

客户端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共享基础服务（中间件）合同，但无法对其进行配置。基础服务包括下列
项目：
•

Active Directory

•

LDAP

•

身份验证系统

•

Oracle Connection Manager

•

消息传送中间件

•

网络安全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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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基础设施服务合同适用于所有 EPG。客户端可以查看合同，但无法配置。共享基础设施服务包括：
•

DNS

•

NTP

•

安全和性能监控系统

•

Syslog

•

Puppet

标准网络管理协议（例如 ICMP 或 SSH）可在单个合同中设置一次，随后即可在整个交换矩阵中重
复使用。例如，某个 vzAny 合同规定允许 ICMP。

合同示例：一个 ICMP 合同用于多个 L3 外部连接

从此时起，由于主机是必须符合合同规则的逻辑组的成员，因此该 vzAny 合同将自动针对所有路由
连接重复使用。通过将合规规则动态应用到上下文中的所有 EPG (VRF)，vzAny 可实现 EPG 合同
关系配置流程的自动化。向上下文 (VRF) 添加新的 EPG 时，可自动应用 vzAny 合同规则。通过
vzAny 的一对多 EPG 关系，ACI 枝叶交换机可将合同规则应用到上下文 (VRF) 中的所有 EPG，
因此效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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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任务 - 在 ACI 交换矩阵中安装种子计算和存储
思科 IT 首先在 ACI 交换矩阵中建立种子计算。然后根据具体应用，将专用子网内的某些应用从企
业核心移动到第 2 层连接。其他应用通过应用 IP 地址变更进行移动。新的交换矩阵包括 ASA 防火
墙和 Netscaler 负载均衡器。
IP NAS 存储随后移动到交换矩阵。通过交换矩阵中的计算和存储资源，可提供用于迁移应用的所需
组件。应用需要的负载均衡器配置迁移到连接了负载均衡器的交换矩阵。每个应用迁移到 ACI 时，
都需要重复执行依赖映射、定义应用配置文件 EPG 以及移动各自的计算、存储、负载均衡和防火墙
配置等流程。释放传统网络的计算和存储资源后，可将这些资源重新投入 ACI 交换矩阵以执行后续
应用迁移。

一次性任务 - 将 ACI 与传统网络相集成以实现迁移
在现有数据中心中，思科 IT 通过下列步骤将 ACI 交换矩阵连接到现有传统网络。

思科 IT 迁移物理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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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T 根据以下两个场景分别执行相应的应用网络迁移：
•

保留 IP 的迁移 - L2 扩展。可通过现有数据中心资源与 ACI 交换矩阵的第 2 层连接移动子
网的工作负载。对于大型工作负载，移动部分工作负载时，数据中心核心网关 (DCCGW) 与
数据中心网关 (DCG) 之间的连接允许 ACI 交换矩阵和现有数据中心的部分拆分可以跨拆分
通信。

•

IP 地址发生更改的迁移

使用与数据中心间的 VM 迁移相同的方法将应用 VM 移动到 ACI（下节详细介绍）。
通过 L2 扩展分段执行保留 IP 的迁移的步骤如下所示：
1. 扩展 N7k 和 ACI 边界枝叶交换机之间的 L2 物理链路。配置双侧 VPC。
2. 识别需要迁移的 VLAN。通过 L2 扩展链路对 VLAN 执行中继。
3. 为应用预先构建租户/AP/EPG。
4. 思科 IT 使用热待机路由器协议 (HSRP) 作为冗余协议。虚拟 IP (VIP) 是 VLAN 中所有主
机的默认网关。
5. 转换过程中，HSRP-VIP 从 N7k 中移除，然后配置为 ACI 交换矩阵中的网桥域 IP。
6. 作为第 5 步的补充，将从 N7k 中移除该 SVI 的 EIGRP 路由并关闭 SVI。路由从 ACI 交
换矩阵传播。
7. 第 5 步和第 6 步可导致网络最多出现 60 秒的不可用期间。验证转换 IP、该子网中所有主
机的可用性以及通过 ACI 路由的可访问性。
8. 配对计算资源，开始从传统基础设施到 ACI 的 VM 迁移。
9. 客户端验证
IP 地址发生更改的迁移的执行步骤如下：
1. 识别 GP 子网中需要迁移的主机。
2. 运行 ACL 依赖项检查脚本和 SLB 配置设置。
3. 添加包含新 IP 地址的 ACL 行以及使用新 IP 的 SLB 配置。
4. 预先构建租户/AP/BD/子网/EPG/合同。
5. 使用计算资源执行主机迁移并重新设置 IP。
6. 客户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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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ACI 租户中的思科 IT Citrix Netscaler 服务器负载均衡器标准配置包括如下内容：
•

Netscaler 具有专用管理子网。在通用租户下配置 ACI 网桥域 (BD)。网桥域名为 “slbmgmt-01-bd”，使用与 ACI 普适网关不同的 MAC 地址。

•

在通用 ACI 租户中配置服务器负载均衡器管理应用配置文件 EPG。

•

每个 Netscaler 具有 10 个 VNIC 卡，并始终将网络 - 适配器 1（Netscaler 中的 1/0）
映射到管理 EPG。

•

最好关闭 Netscaler 中未使用的接口。只有准备将这些接口映射到已负载均衡的 EPG 时才
会将其启用。

每个应用迁移的依赖映射
安全团队、网络团队以及迁移团队与思科应用开发人员负责人密切合作，将各自的知识和经验组合到
一起，形成应用依赖的最佳定义。有了此信息，才能执行应用向基本 ACI 交换矩阵迁移的初始阶段。

理清应用依赖关系

虽然此信息十分重要，但思科 IT 在持续进展的高级交换矩阵阶段迁移的应用需要更细致的流程，以
确保不会因为数据中心环境的可见性不足而导致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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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ACI 迁移的高级交换矩阵阶段，思科 IT 使用 Tetration Analytics 确切了解应用对数据中心资
源的消耗方式。Tetration 根据服务器中运行的轻量级软件传感器和 Nexus 9K 平台中的内置硬件传
感器派生深度遥测数据。它可在几秒钟内搜索数十亿条记录，为用户提供实时分析，从而制定具体行
动方案。Tetration 每秒可以处理数百万个流，能够在不执行聚合的情况下保留和重放数十亿条流记录。
利用这些强大功能可验证各种利益相关方提供的信息、识别这些信息的偏差，并自动将应用相关系统
组件分组为映射到 ACI 应用配置文件 EPG 的逻辑单元。

ACI 与 Tetration Analytics 相组合以增强安全性
安全是思科最为重视的因素，即使在因为近几年东-西流量爆发性增长而极大增加攻击面的情况下也是
如此。为了加强安全性，思科 IT 决定实施使用白名单策略的 ACI“零信任操作”。此操作模型将应用
间的传统网络默认通信权限从“全部允许”更改为 ACI 默认的“均不允许”，除非得到明确的许可。
这样可以防止攻击在应用、租户和数据之间传播。通过将实际流量与 ACI 白名单策略进行比较，可以
快速验证合规性。
思科 IT 分阶段执行白名单安全模型的完整实施。第一步是将应用移动到使用“全部允许”合同的基
本 ACI 交换矩阵部署，因为手动分析应用流十分困难，并且有可能遗漏某些流。ACI 交换矩阵外部
的所有现有安全基础设施仍适用于阶段 1 的基本 ACI 交换矩阵应用流。在迁移路线图的阶段 1 基本
ACI 交换矩阵部分中，ACI 租户、应用配置文件和 EPG 提供的隔离仍可使已经移动到 ACI 的应用
从零信任环境中受益。即使在阶段 1 基本 ACI 交换矩阵的“全部允许”模式下，通信也无法在未得
到 ACI 合同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在租户到租户、应用配置文件到应用配置文件、或终端组到终端组之
间跳转。
从 2016 年初开始，思科 IT 开始使用 Tetration 将应用迁移到 ACI 零信任安全环境。

Tetration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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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思科 IT 使用合同迁移应用，使其只能访问必要的数据。根据 IDC 白皮书，Tetration 和
ACI 具备下列功能：
•

为白名单安全模型定义和创建安全策略：使用 Tetration，思科 IT 员工可更为快速地在应用
安全策略之前定义、创建并验证数据包流。思科预计每 100 个应用可节省 2,600 小时的工
时（工时减少 81%）。

•

应用分组：Tetration 自动对相似服务器进行分组。思科预计在确定依赖关系时，每 100 个
应用可节省 150 小时的工时（工时减少 75%）。

•

协调设备配置：ACI 实施的白名单安全模型不需要生成变更请求和审批。思科预计每 100 个
应用可减少 900 小时的工时（工时减少 75%）。

总体而言，Tetration 和 ACI 的这些强大功使思科 IT 在映射大量应用的应用依赖关系时每 100 个
应用节省 3,650 小时工时，同时可以使用 ACI 白名单安全模型。

各个应用迁移的迁移步骤
ACI 应用迁移流程的第一步是考虑应用程序架构基于 ACI 功能的构建方式：包含终端组 (EPG) 和
合同的应用配置文件 (AP)。例如，EPG 可以包含具有相似应用功能和安全需求的多个主机。典型的
应用 EPG 包括 Web、应用和数据库主机。更复杂的应用可能具有多个应用 EPG。合同定义应用
EPG 之间或应用 EPG 与外部网络之间允许的网络连接。
迁移流程的核心活动是将物理应用架构映射到 EPG，并定义 EPG 之间的合同要求。

思科 IT ACI 应用迁移流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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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迁移流程从架构审核开始，包括下列步骤：
•

验证应用是否受可用 ACI 功能的支持

•

指定交付成果

•

•



所有生命周期的架构示意图



数据流示意图



主机和主机配置列表、存储要求、负载均衡器



识别所需的 ACI 功能和 EPG



流程

与应用团队互动


收集架构和主机详细信息



审核会议（ACI 和应用架构师及项目经理）

挑战


主架构师可用性



架构未完整记录或发生更改



防火墙和 ACL

应用流程的关键任务是指定管理 EPG 之间通信的合同。
•

•

手动指定：适用于应用复杂程度较低且在组织的学习周期早期即执行迁移的情况。


根据记录的应用网络连接要求手动定义合同。



降低风险：设定适当的合同更新期间，使其能够包含在预迁移阶段未发现的需求。

使用网络连接发现手动指定：适用于中低复杂程度的应用。对于复杂程度较高的应用，也可以
手动定义合同，但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审核和验证。


合同的手动定义主要基于应用主机连接的网络诊断工具报告。收集诊断数据时必须谨慎，
应使其覆盖代表性网络流量期间（季度末、营销活动期间等）。


•

Tetration Analytics 在思科迁移期间用于发现连接。

自动


通过 Tetration Analytics 自动生成合同。必须在代表性网络流量期间内收集支持数据。



适用于任意复杂程度的应用。



合同应由网络和应用团队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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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T ACI 迁移职责、问责、咨询、通知矩阵

思科 IT ACI 迁移项目职责矩阵将关键高级别任务映射到对应的角色和职责。
应用转换流程包括下列步骤。

思科 IT 应用转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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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准备迁移到 ACI 的应用提供网络连接，思科 IT 首先创建 ACI 租户（若尚不存在）、应用配
置文件、网桥域和相关 EPG。

ACI 租户应用配置文件

1. 创建租户、应用配置文件、网桥域和 EPG。
2. 将 VLAN 添加到 vPC/PC 接口。

使用热待机路由器协议的 SLB 迁移
服务器负载均衡器 (SLB) 高级迁移步骤包括：
1. 确定当前的思科应用控制引擎 (ACE) 和全球站点选择器 (GSS) 配置规范，包括：VIP、服
务器群、粘滞方法、L7 规则、SSL 要求等。
2. 使用这些规范，针对基本 ACI 交换矩阵部署的早期阶段准备 Citrix Netscaler OS 格式的配
置模板。对于实施基于 ACI 策略的路由服务图以执行自动 L4-L7 插入的后续阶段部署，应
准备 XML 格式的配置模板以上传到 ACI。

SLB 预先构建
1. 创建未添加 IP 的 ACI 网桥域。
2. 配置两个合同：
a. 一个用于访问 VIP 的所有客户端，将由 VIP EPG 提供并由所有客户端 EPG 和外
部网络所使用。
b. 第二个合同在 VIP EPG 和实际服务器 EPG 之间用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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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应用配置文件（也可以使用现有应用配置文件）。
a. 可使用通用租户中的现有应用配置。
b. 配置两个 EPG：
• 一个用于 ACE 中的 VIPS
• 另一个用于 Netscaler 中的 VIP。ACE 中的 VIPS 将用作边界枝叶交换机和

POD GW 之间的 L2 扩展 VIA 双侧 vPC
c. 对于 mtiaas-mig-vip-egp，设置与 vPC 链路的静态绑定，而对于 mtiaas-int-vipepg，将其关联到 VMM 域，以便通过 AVS 在 vCenter 中填充 EPG 名称。
d. 两个 EPG 都提供合同“slb-clt-vip-contract”。mtiaas-int-vip-epg 使用“slbvip-real-contract”合同。这样即可在 VIP EPG 和 REALS EPG 之间进行监控。如
果 VIP 在 ACE 中而服务器在 ACI 中，则 mtiaas-mig–vip-epg 也会使用合同。

SLB 切换
1. 在 L2 扩展上中继 VLAN [##]。
2. 从待机 GW 中删除热待机路由器协议 (HSRP)。
3. 从 GW1 中删除 HSRP/EIGRP，在网桥域上配置 HSRP，并通过 DC 核心广播路由。

Citrix Netscaler 迁移步骤
1. 重新检查 ACE SSL 和 GW 的使用情况。
2. 创建一份包含时间表以及对应 VRF、VIP 和联系人的汇总表格。
3. 启动 Netscaler 预配置。
a. 注意 - 为防止停机，应确保所有 Netscaler VNIC 都处于隔离 VLAN 中，并且管理
端口配置文件中只有 0/1 状态。
b. 禁用为迁移预先配置的 VIP 和服务组。
c. 检查命名标准。
d. 配置高级别步骤：
• 添加 VLAN
• 添加子网 IP (SNIP)
• 将 VLAN 与子网 IP (SNIP) 和接口绑定
• NAT 配置
• 添加 RSERVER
• 添加服务组
• 添加监控器
• 添加 LB 服务器
• 将 LB 服务器与服务组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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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L 卸载示例

1.

将证书和密钥放置在文件中

2.

添加证书和密钥

3.

创建 SSL 类型的 vserver

4.

将证书绑定到 vserver

1. 将所有 VLAN 中继到 UCS 集群，并创建允许 ACE 中创建的所有 VLAN 的中继端口配置文
件。
2. 在变更请求 (CR) 期间执行以下步骤：
a. 如果准备一次性迁移整个上下文，则从 ACE 接口中删除策略或从 SVCLC 组中删除
VLAN。
b. 将 ACI 端口配置文件关联到 Netscaler 接口 1/1。
c. 启用 VIP 和服务组。
d. 客户端测试。

各个应用迁移的存储迁移
自动存储迁移的高级别阶段包括：
•

反复执行小规模试运行。

•

开发自动化操作。

•

使用自动化操作将大量存储移动到 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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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T ACI 生产 NetApp cDOT 存储集群

构建新的基于 ACI 的 C-DoT 集群
1. 部署新的 cDOT 系统。
2. 使用存储迁移传输 ESX NAS 数据存储。
3. 使用下列迁移工具将 VM OS 主机 NFS 共享从 7-模式迁移到 CDOT 系统：
•

一次性/单向异步 SnapMirror 从 7 模式节点到 cDOT 节点

•

NDMPCOPY（基于文件，以防特定情况下无法使用上述工具）

•

NetApp 提供的 XCP

4. 将空出的现有 7 模式 MTIaaS 节点转换为 cDOT 并加入 cDOT 群集。
5. 分阶段推出 - 迁移/转换仍有 18-24 租约期限的 7 模式系统。

VMDK 的 ESC 服务器 NFS 数据存储
此操作通过存储迁移完成。存储 IMP 只需要设置并提供 MTIaaS cDOT ACI NFS 数据存储。
VIF 托管团队随后可执行存储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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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OS NFS 共享 - 针对托管与非托管 VM
•

托管：使用脚本更改 /etc/fstab。

•

非托管：向客户端发送有关更改内容的电子邮件。

迁移主机 OS NFS 共享
1. 识别安装有 vfiler:shares 的 NFS 主机。
2. CITEIS 团队将待分析存储信息发送到存储 IMP 团队。
3. 安装相同共享的多个主机需要包括在相同变更请求/停机中。
4. 确定源和目标 7 模式和 cDOT 节点后，完成下列任务：
•

设置初始种子异步 SM（如有可能应至少提前一周，大型源共享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

•

使用 CDOT 中的 cron 函数计划 SM 更新。

5. 在停机期间，完成下列任务：
•

卸载所有 VM 主机共享。

•

编辑主机 '/etc/fstab' 文件。

•

关闭客户端 VM。

•

执行最终 SM 源/目标同步。

•

重新启动客户端。

•

验证新的 NAS 共享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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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存储/使用 SAN 的 ACI
对于 ACI，思科 IT 认为不需要更改其 SAN 设计。

思科 IT ACI FCoE/SAN 存储

思科 IT 使用 UCS 刀片式服务器，在其 UCS B 系列服务器 UCS 交换矩阵互联之间 FCoE。UCS
FI 会拆分 IP 流量和光纤通道流量。思科 IT 将其 UCS FI 连接到现有 MDS 基础设施，并在 ACI
迁移之前向块存储帧提供相关路径。

VM 迁移
管理员可通过 ACI 交换矩阵虚拟机管理器 (VMM) 域为虚拟机控制器配置连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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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数据中心范围的移动域

与传统数据中心网络的有限移动域不同，ACI 可实现数据中心范围的移动域。

更高效的资源池消耗

ACI 单一数据中心范围的移动域使计算资源池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使用。
在 ACI 中，多个 VMM 域可以共存并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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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多 VM 控制器集成

VMM 域具备下列功能：
•

ACI 交换矩阵中的通用层可实现多个 VM 控制器平台的可扩展容错支持。

•

VMM 支持 ACI 交换矩阵内的多个租户。

•

自动从指定的 VLAN 池执行静态或动态 VLAN 分配。

VMM 域支持微分段，可实现下列功能：
•

无状态白名单网络访问安全，具备线速增强。

•

通过动态第 4 层 - 第 7 层服务插入和连锁实现微分段级别的安全自动化过程。

•

在众多虚拟交换机环境中实现虚拟机监控程序无关的微分段。

•

可通过 ACI 策略轻松地将有问题的 VM 移动到隔离安全区。

与裸机和 VM 终端的内部 EPG 隔离结合使用，微分段可在应用层提供完整的策略驱动自动化终端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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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应用 VM 迁移流程
思科 IT 使用与跨数据中心迁移 VM 相同的流程将应用 VM 移动到 ACI。思科 IT 开发的 PowerShell
脚本可自动完成 VM 移动。

各个应用 VM 迁移流程

1. 转换前的发现准备工作
此任务可在转换变更请求 (CR) 迁移之前的任意时间执行。此步骤的目的是收集迁移过程中将使
用的所有信息。
在此步骤中，从如下所示来源收集信息：

使用 csv 文件或 CMDB API 准备 SSOT（单一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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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1- 发现脚本，收集迁移过程中使用的下列信息：


操作系统、生命周期、数据中心、传统和 ACI 集群、SSOT 中的 ACI 目标端口组。



VMDK 大小和 vCenter 存储类型。



DNS 中的新 Ip（通过检查示例 <hostname>-aci 条目）。



在源 7-模式本地 NAS 装入点卷和目标 cDot 本地 NAS 装入点卷之间进行映射。



此步骤还会计算为每个目标 ACI 集群调配/使用的总存储。如果可用的 ACI 集群数据存
储没有足够的空间，将在 ACI 集群数据存储中添加额外存储。

2. 存储迁移将 VMDK 移动到共享数据存储
思科 IT 共部署 3 个 25TB 共享数据存储，安装在传统和 ACI 集群中。它们专门用于 ACI 迁
移，并用作临时共享数据存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转换窗口内的停机时间。
此步骤在转换前 1 天完成。它将在线 VM 移动到共享数据存储。运行 2- 将 VMDK 移动到共
享数据存储脚本，启动从源数据存储到共享数据存储的 VM 存储迁移，并自动发起多个并发存
储迁移。

3. 在转换期间将 VM 迁移到 ACI
此步骤利用转换窗口内的停机时间将 VM 移动到目标集群。运行 3- 将 VM 迁移到 ACI 集群
脚本，执行 VM 向目标 ACI 集群的迁移。
此脚本可自动执行下列任务：
•

使用新 IP 重设主机的 IP

•

使用新的 cDot 更新 /etc/fstab

•

正常关闭 VM

•

将 VM 从传统源集群注销

•

将 VM 注册到目标 ACI 集群

•

向 VM 分配新的端口组

•

导入 VM 权限

•

使用新 IP 更新 DNS 更新

•

针对所有 NAS 本地装入点执行从 7-模式存储到 cDot 存储的最终 SnapMirror 同步

•

启动 VM

•

通过在目标 ACI 集群上执行 ping 命令检查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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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更请求转换之后 - 将 VMDK 移动到目标数据存储
此步骤执行从共享数据存储到目标数据存储的存储迁移。此阶段中，VM 从共享数据存储移动
到目标数据存储集群。根据源集群的初始存储类型，VM 移动到专用于目标 ACI 集群的 NAS
或 SAN 数据存储。
此阶段在应用团队签核之后开始。此活动在转换之后执行，因为它通常是非中断性的活动。
运行 4- 将 VMDK 移动到目标数据存储脚本，执行指向目标数据存储集群的存储迁移。

计算各个应用迁移的迁移自动化任务核对表
ACI 迁移自动化任务核对表
1. 运行 1- 发现脚本收集迁移所需的所有信息。
2. 如果需要，将存储添加到 ACI 集群数据存储。
3. 针对所有本地 NAS 装入点启动从 7-模式存储到 cDot 存储的 SnapMirror。
4. 在变更请求一天之前运行 2- 将 VMDK 移动到共享数据存储脚本，将 VM 的存储从源数据存储迁移到
共享数据存储。
5. 在转换期间运行 3- 将 VM 迁移到 ACI 集群脚本，以重设 Ip、更新 /etc/fstab、关闭 VM 并启动从
传统到 ACI 集群的 VM 迁移。
6. 启动 VM 之前，使用新的 IP 更新 DNS。
7. 在启动 VM 之前启动最终 SnapMirror 同步。
8. 启动 VM。
9. 对 VM 执行 ping 命令以检查可用性。
10. 向应用团队移交，以验证并签核。
11. 转换后，运行 4- 将 VMDK 移动到目标数据存储脚本，将 VM 从共享数据存储移动到目标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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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T ACI Hadoop 迁移案例研究
思科 IT 实施 ACI 之前的 Hadoop 生态系统的逻辑视图如下所示。

实施 ACI 之前的 Hadoop 生态系统

如下所示的思科 IT 实施 ACI 之前的 Hadoop 生态系统物理视图是经过思科验证的设计方式。

实施 ACI 之前的 Hadoop 物理系统

在物理系统中识别逻辑数据流极具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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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tion 验证/增强 Hadoop 应用依赖映射
Tetration 使用机器学习显示根据数据中心命名约定添加标签的分组流，同时可使用不同颜色对标签
进行编码。下面的颜色编码 Tetration 屏幕展示了不同的 Hadoop 集群流。

思科 IT Hadoop Tetration 实施 ACI 之前的应用依赖映射

Hadoop 集群排布在屏幕的外围。流的颜色编码类型如下所示：
•

绿色：思科 IT 基础服务，包括 LDAP、OAM、OCM 等等

•

蓝色：数据库 Hadoop 流，包括 Platfora

•

黄色：思科企业内部服务

•

橙色：DMZ/外部流

•

紫色：边缘应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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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举例说明数据中心拓扑内出现内部和 DMZ 流的位置。思科 IT 在 ACI 交换矩阵中使用两个路由
上下文 (VRF)，一个用于 DMZ/外部，一个用于内部。这样可确保将 DMZ 和内部安全区完全隔离。

Tetration 在内部数据中心和 DMZ 流中发现异常 Hadoop 流

虽然思科应用开发人员负责人、安全团队和网络团队向迁移团队提供的信息已经十分全面，
但 Tetration 仍然发现了几处漏洞：
•

某些思科企业内部流并不为任何团队所了解。示例包括实验室流。所有团队均未预见到
这些流可能有问题或造成安全问题。

•

某些 DMZ/外部流指向亚马逊 AWS。这是严重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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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tion 对 Hadoop 使用的所有端口进行确认。通过此验证可指定白名单合同过滤器，此过滤器
不会因意外屏蔽需要的端口而导致问题。
下图演示 Tetration 针对思科从 Hadoop 部署到 ACI 的迁移流程识别的 ACI 白名单合同规范。

Tetration 流验证 ACI clients-to-hadoop-cluster 合同过滤器规范

Tetration 能够以多种格式导出 ACI 合同规范，包括 XMP、JSON 和 YAML。思科 IT 选择将合同
规范纳入其标准 YAML 库，然后将其发布到 ACI。思科 IT 使用 Tetration 来验证合同规范，并编译
各种合同的 YAML 合同代码，用于指定 Hadoop EPG 之间如何允许数据流。

ACI Hadoop 应用配置文件/EPG/合同策略
理解应用的依赖关系后，思科 IT 十分轻松地将应用映射到包含对应 EPG 的应用配置文件。随后将所
有 Hadoop 应用从传统网络迁移到 ACI 交换矩阵的过程非常简单。
应用负责人和思科安全团队选择对客户端和 Hadoop 集群之间以及 Platfora 应用和 Hadoop 集群之
间的通信强制执行严格限制。其他 Hadoop EPG 之间的通信设置为全部允许，因此日后需要对这些
设置进行审核并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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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Hadoop 应用策略

合同具备方向；它们被提供、消耗或两者兼而有之。例如，cisco-internal-extNet EPG 提供
clients-to-hadoop-cluster 合同。Hadoop-1-cluster EPG 使用 clients-tohadoop-cluster 合同。此合同中的过滤器指定为连接到 hadoop-1-cluster EPG 的入站客户
端连接打开哪些端口。Clients-to-hadoop-cluster 合同针对 platfora-1-app 和
hadoop-1-cluster 之间的连接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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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s-to-hadoop-cluster 合同如下所示。
ACI clients-to-hadoop-cluster 合同 YAML 代码
Contract name: clients-to-hadoop-cluster
scope: 'Private Network' #VRF
subjects:

-#Hadoop

name: 'tcp-5181'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5181-filter'

-#Hadoop

name: 'tcp-5660'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5660-filter'

-#Hadoop

name: 'tcp-7222'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7222-filter'

-#Hadoop

name: 'tcp-7443'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7443-filter'

-#Hadoop

name: 'tcp-8032'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8032-filter'

-#Hadoop

name: 'tcp-10020'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10020-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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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name: 'tcp-19888'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19888-filter'

-#Hadoop

name: 'tcp-50100-50399'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50100-50399-filter'

-#Web

name: 'tcp-7221'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Web

- 'dst-tcp-7221-filter'

name: 'tcp-8044'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Web

- 'dst-tcp-8044-filter'

name: 'tcp-8088'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Web

- 'dst-tcp-8088-filter'

name: 'tcp-8090'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Web

- 'dst-tcp-8090-filter'

name: 'tcp-8443'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8443-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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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name: 'tcp-18080'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Web

- 'dst-tcp-18080-filter'

name: 'tcp-19890'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19890-filter'

-#Drill

name: 'tcp-31010'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31010-filter'

-#Drill

name: 'tcp-8047'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tcp-8047-filter'

-#RADIUS

name: 'udp-1812'

isUniDirectional: True
filtersIntoEPG:

- 'dst-udp-1812-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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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切换到 ACI Hadoop 部署
ACI Hadoop 生产硬件拓扑

思科 IT 认为在 Hadoop 迁移转换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点如下：
1) 优雅地将整个生产 Hadoop 迁移到 ACI，并在周末进行大规模原地升级，因此几乎不会导
致停机时间。
2) 保留客户端到 Hadoop 的连接。
3) 通过采用白名单合同策略模型提高 Hadoop 安全性。
4) ACI 交换矩阵提供更快速的网络，因此能够将 Hadoop 规模从 116 个节点扩展为跨 22 个
机架的 250 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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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调配以应用为中心的安全云
迁移到 ACI 使思科 IT 大幅提高调配自动化程度，允许最终用户以安全的方式执行自助调配。

思科 IT 目标 ACI 部署模型

借助于 ACI，思科 IT 运营人员可通过开放的 API 向应用开发人员提供标准交换矩阵基础设施的直接
访问，此过程的自动化程度极高，并且可确保组织的安全性和治理需求得到满足。

思科 IT eStore 门户实现 ACI 资源的安全自助调配

通过思科 IT eStore 门户的自助调配功能，应用负责人可直接调配所需的数据中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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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迁移到 ACI 时，思科 IT 发现以下指导原则在迁移多个数据中心时非常有用：
•

先小规模执行，再逐步扩展。

•

测试并验证新的代码、特性和功能 - 侧重于自动化以加快验证过程。

•

转变团队的思维和运作方式。ACI 带来的工作效率提升使团队能够更快地执行业务转换目标。
这使得 IT 员工能够更深入理解业务目标，并在提供满足这些目标的内容时采用对应的思考
方式。

•

脚本编写技能有助于顺利完成迁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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