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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建立国

家教育云服务模式。充分整合现有资源，采用云计算技术，形成资源配置与服务

的集约化发展途径，构建稳定可靠、低成本的国家教育云服务模式。面向全国各

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提供公共存储、计算、共享带宽、安全认证及各种支撑

工具等通用基础服务，支撑优质资源全国共享和教育管理信息化。同时，还要推

动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基于云服务的信息化管理，建立高校管理信息系

统开源软件库，带动学校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整体提升。 

在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中，长期面对多头建设、重复投资的问题，而且由于计

算机技术的发展很快，总是面临着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更新换代的困扰，这对于经

费紧张的高校而言，存在着不小的压力。同时，在高校数据中心，维护和管理的

工作量很大，如病毒的破坏、软件的安装与升级、硬件的管理与维护等；运维成

本高，包括数据中心空间、机柜、耗电量、冷气空调和人力成本等，这些因素给

管理者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同时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技术和专业要求。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最新的信息技术发展趋势，高校的数据中心建设可以引

入新的模式——云计算。云计算构建在互联网环境中，它的目的主要是实现资源

共享，包括计算机硬件资源（如计算机硬件设备、存储设备、服务器集群等）和

软件资源（如各种应用软件和集成开发工具）等。通过云计算服务模式，各业务

单位不再需要购买大量的本地存储和服务器等硬件设备，不用担心不断服务器升

级、软件升级，所有数据可以存储在云计算数据中心，各种应用软件运行在云计

算中心，用户不需要自己考虑文件的安全性，有专业的团队在维护和管理，降低

了数据中心建设的成本。 

目前的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成本主要来源于软硬件的购置、日常维护及设备更

新等,如果将这些建立在云计算和服务的基础之上,将大大减少资金投入。其一,

整个网络课程建设的基础平台将是由信息中心基于云计算技术建设的跨平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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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能力强大、资源丰富的统一的通用信息平台，各个业务单位无需购买本地服务

器,仅需投入少数管理终端及云接入设备即可；其二,所有的服务提供均由云平台

提供,无需为保证服务器运行的可靠性、保证存储在服务器中的数据资源的安全

以及避免因网络访问异常导致服务器瘫痪而对网络服务器响应及接入数量等进

行限制,因此原来维护、升级等工作几乎降至最低,管理成本也相应可以大大降低。 

将高校信息化建立在云计算和服务的基础之上,将繁重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

服务器的配备、资源的存储与管理等工作交给信息中心统一完成,那么现有分散

的、自成一体、本地化的网络信息平台将转变成为一个与具体网络运行环境、网

络服务器系统、网络操作系统无关的强大的统一的通用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以上千台云服务器为依托,拥有着极其强大的计算功能、海量的网络资源,现有的

网络课程建设中存在的软、硬件资源重复投入、虚拟化教学设备运行能力支持等

问题将迎刃而解。 

如下图所示，描述了高校云计算数据中心实现的资源整合： 

 

信息技术已经从计算机时代走向互联网时代，教育信息化也将从以计算机辅

助教育应用为中心走向以数据、计算和服务为中心。云计算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机

会和技术实现,并使之成为可能，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新的模式。



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议方案 

9 

 

云计算模式能为高校信息化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软件环境，帮助各院系摆脱资

金不足、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等各种困扰，其在教学、科研中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1.2 什么是云计算 

云计算的定义 

关于云计算的概念，说法很多，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例如，云计算是一种计算模型，在这种模型下，大规模、可扩展的 IT 能力

以服务的形式，通过互联网交付给多个外部的用户。——Gartner 2008 

 

目前，公认比较权威的解释是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定义的云计算可视化模型，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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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 定义的核心是：IT 资源与服务被从底层基础设施抽象出来，并以“按

需”与“规模化”的方式提供。 

可以认为云计算是一种商业计算模型，将计算任务分布在由大量计算机构成

的资源池上，使用户能够按需获取计算能力、存储空间和信息服务。这种资源池

是一些可以自我维护和管理的虚拟计算资源，包括服务器、存储系统和网络等。 

云计算集中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和应用资源，并通过专门的软

件实现自动化的管理。用户可以动态申请部分资源，用以支持应用程序的运行，

不用涉及具体的设备配置细节，因而能够更加专注于自身的业务，有利于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 

云计算具有以下 5 个本质特征： 

 提供可量化的服务 

 部署快且具有弹性 

 服务可按需提供 

 通过宽带网络访问 

 资源的池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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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的分类 

根据云计算的部署模式不同，可以分为：公有云（Public Cloud）、私有云

（Private Cloud）、混合云（Mixed Cloud）。 

 

1. 公有云 

顾名思义，这种类型的云服务通常遍布整个因特网，能够服务于几乎不限数

量的、拥有相同基本架构的客户。例如亚马逊、Rackspace、Salesforce.com、微

软以及谷歌等公司推出的一些流行的公共云产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 IT 服务和

商业应用。 

2. 私有云 

这种类型的云针对单个机构特别定制，例如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大型企业。

一般来讲，这类机构都会采用一些虚拟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因此能够降低使用服

务器和网络设备的数量，提供设备整体使用效率。 

3. 混合云 

这种云表现为以上多种云配置的组合，数个云以某种方式整合在一起，为一

些商业计划提供支持。有时用户可能需要用一套单独的证书访问多个云，有时数

据可能需要在多个云之间流动，或者某个私有云的应用可能需要临时使用公共云

的资源。 

同时，云计算按照服务类型又可分为三类：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平台即服



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议方案 

12 

 

务 PaaS 和软件即服务 SaaS。 

IaaS 将硬件设备等基础资源封装成服务供用户使用，提供计算或存储资源类

型的服务，例如亚马逊云计算 AWS 的弹性云 EC2 和简单存储服务 S3。 

PaaS 提供用户自定义应用程序的运行环境，负责资源的动态扩展和容错管

理，用户程序不必考虑节点间的配合问题，但必须使用特定的编程环境和编程模

型。例如谷歌的 Google App Engine 和微软的 Windows Azure。 

SaaS 将某些特定的应用软件功能封装成服务，提供某些专门用途的服务供

应用调用，例如 Salesforce 提供的在线客户关系关系 CRM 服务。 

云计算的技术体系结构可分为四层：物理资源层、资源池层、管理中间件层

和 SOA 构建层。其中，资源池层、管理中间件层是云计算技术的关键部分。 

1、物理资源层包括计算机、存储、网络设施、数据库和软件等。 

2、资源池层是将大量相同类型的资源构成同构或接近同构的资源池，如计

算资源池、数据资源池等，主要关注物理资源的集成和管理。 

3、管理中间件层负责对云计算的资源进行管理，负责资源管理、任务管理、

用户管理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对应用任务进行调度，使资源能够高效、安全地为

应用提供服务。 

 资源管理负责均衡地使用云资源节点，检测节点的故障，恢复或屏蔽故

障节点，对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视、统计。 

 任务管理负责执行用户或应用提交的任务，包括完成用户任务映像的部

署和管理、任务调度、任务执行、任务生命周期管理等。 

 用户管理负责提供用户交互接口，管理和识别用户身份，创建用户程序

的执行环境，对用户进行计费等， 

 安全管理保障云计算设施的安全，包括身份认证、访问授权、综合防护

和安全审计等。 

4、SOA 构建层将云计算能力封装成标准的 Web Service 服务。 

根据上面关于云计算的分类及描述，结合合肥工业大学的现状，显然，建设

私有云，实现 IaaS 即基础设施的云计算架构是目前阶段的不二选择，以此为基

础，今后可逐步探索 PaaS（平台即服务）和 SaaS（软件即服务）云计算模式的

建设，服务于科研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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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计算建设之路 

为了有效地改变传统数据中心的现状，对数据中心实施虚拟化整合已势在必

行。 

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一代的面向云计算

的数据中心架构。将数据中心的 IT 资源池化，通过智能的业务调度机制、以可

计量的方式按需、保质的取用资源，满足业务需求的同时屏蔽底层的复杂性，使

用户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 IT资源的优化应用上去。如下图所示： 

 

IT 应用、服务器计算、I/O 网络、存储等资源的虚拟和池化、按需调用 IT

资源，实际上就是云计算的“架构即服务”（IaaS）模式。构建一个智慧的、简

单的、安全的、弹性的高校云数据中心，从而满足新的 IT 体系中衡量数据中心

的标准，这种架构下的数据中心相比之前的竖井化的传统数据中心有如下明显优

势： 

 随需而动的业务灵活性：上层业务的变更作用于物理设施的复杂度降低，

能够最低限度的减少了物理资源的直接调度，使维护管理的难度和成本

大大降低。方便随业务的调整和变迁而灵活供给所需资源，而基础架构

保持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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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资源优化复用：虚拟化的优势在于有效地提高了数据中心的利用效

率，降低了投资成本，可以实现按需扩展，灵活、动态地满足业务发展

的需要，物理资源可以按需调度，得以最大限度的重用，减少建设成本，

提高使用效率。一方面总硬件资源占用量降低了，另一方面每个业务得

到的服务反而更有充分的资源保证了。 

 自动化：在数据中心扩展、增加业务时，必然要对 IT 资源做出动态调整。

业务增加时资源不能及时提供，或者业务减少时资源不能及时收回，都

会对数据中心的运行带来不良影响。 因此，构建自适应架构、实现动态

的业务部署是新一代数据中心又一重要特征。 

 全局策略一致性：统一的智能化调度屏蔽了具体设备个体的策略复杂性，

能够最大程度的在设备层面以上建立统一、一致的服务体验。根据上层

业务对服务要求的不同，可定义调用的条件和方式，从而方便的对不同

业务提供相适应的策略和合规性约束，这样整个 IT 将可以达到理想的服

务规则和策略的一致性。 

 保障业务连续性：通过虚拟化技术，改变传统的数据中心容灾建设模式。 

 高效节能、绿色环保：集约化的资源部署、智能优化的资源调度以及按

需增长的业务灵活性将提供最为经济、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数据中

心体系，可以达到节省运维成本、提高数据中心容量、提高电源系统的

可靠性等效果。 

IaaS 的实现机制： 

下图描述了基础架构即服务 IaaS 云计算模型的实现机制， 



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议方案 

15 

 

 

其中： 

 用户交互接口以 Web 服务的形式为应用提供访问接口，获取用户需求。 

 服务目录是用户可以访问的服务清单。 

 系统管理模块负责管理和分配所有可用的资源。 

 配置工具负责在分配的节点上准备任务的运行环境。 

 监视统计模块负责监视节点的运行状态，并完成用户使用情况的统计。 

其执行过程是：用户从目录中选取一个服务，用户交互接口获得用户的输入

后，将请求传递给系统管理模块，后者为用户分配相应的资源，然后调用配置工

具为用户准备运行环境。 

下图描述了高校实现云计算 IaaS 的建设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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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针对合肥工业大学信息中心现有的软硬件状况，对数据中心的资源

进行整合、实现虚拟化，对 IT 基础设施进行简化和优化，简化资源的管理和使

用，为新的应用提供更好的支撑，从而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效、资源利用率、降低

总体运维费用。 

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将改变传统的建设模式，采用云计算技

术对数据中心硬件资源和基础软件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统一部署、统一监控

和统一备份，打破原先信息系统建设中普遍采用的应用系统“封闭运行，相对独

立”的模式，实现各类计算资源和运用动态调整、自动故障切换和应用系统快速

部署，简化管理、大大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基础设施资源浪费，节省系统建设和

运行维护经费。 

目前的服务器系统已不能满足未来的需求，必须构建新一代的数据中心，为

教育各种应用系统提供硬件支撑。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将坚持统一规划、科学合理，投资保护的原则，充分

利用当今先进的云计算，在方案设计中融合 IT 前沿技术，如统一交换网络、专

为虚拟化设计的计算平台、满足各项教学应用的统一存储、先进的云计算操作系

统和管理平台等内容。 

本方案为合肥工业大学建设基于 IaaS（基础设施云）模式的私有云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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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中心部署高性能的统一交换网络、刀片服务器、和统一存储设备，通过虚

拟化软件将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通过网络整合成一个资源池，

形成服务于合肥工业大学各院系的内部私有云。具体包括： 

（1）数据中心网络：配备冗余设计的数据中心网络交换机，交换机与服务

器、存储高带宽连接。 

（2）服务器：模块化服务器，服务器虚拟化软件，服务器的 CPU、内存资源

整合和管理。 

（3）存储系统建设：统一存储设备，支持数据复制，存储管理。 

（4）数据容灾备份：本地虚拟机数据备份，容灾远期规划 

（5）业务高可用及连续性：实现服务器资源自动调配、服务器高可用、虚

机自动迁移，保证业务的连续性。 

通过基础设施云建设，实现数据中心基础网络架构的统一，以及安全策略的

统一部署和数据中心资源的统一管理，以简化传统数据中心的基础架构、优化数

据中心的应用性能，为各业务应用系统提供基础计算服务、数据存储服务、数据

备份服务，降低信息化整体建设成本，全面提升高校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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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云计算数据中心整体架构设计 

2.1 端到端的数据中心虚拟化 

资源池化是通过虚拟化手段，简化资源管理、调度的难度，实现资源的按需

获取，和空闲资源的快速释放，是实现云计算的核心技术。 

数据中心计算池现阶段主要采用虚拟化技术，虚拟化不是将一台服务器变成

多台这么简单，涉及数据中心虚拟化技术包括：计算虚拟化（vCompute）、网络

虚拟化（vNetwork）、存储虚拟化（vStroage）、安全虚拟化（vSecurity）、服务

虚拟化（vService）等等。 

在数据中心部署虚拟化可整合资源的利用、减少硬件的资金投入、减少机房

空间占用、提高设备可用性、减少电力消耗（空调、供电）、降低管理费用等诸

多好处。总之，将服务器、存储、网络等资源形成的虚拟架构犹如一台超级计算

机，使最终用户从关心单个服务器或存储产品的性能转变为关心虚拟化解决方案

的整体性能。 

在合工大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设计中，我们采用云计算数据中心方案设计思想，

其核心内容包括：“计算池”、“网络池”、“存储池”、“安全及服务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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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中心计算池 

在服务器虚拟化方面，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 VMware 云计算操作系统 vSphere。

VMware 是目前市场上生产环境中使用最广的服务器虚拟化套件，与同等产品相

比其整合比最高。 

而作为计算虚拟化的服务器单元，则采用统一计算系统，一体化架构设计。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颠覆了传统刀片服务器架构，其展现出了一种新颖的观念，也

就是将计算、网络、存储访问和管理都整合到一个硬件和软件综合的平台上。统

一计算的作用就是能够通过一个突破计算、存储、虚拟化和网络平台间孤井的集

成架构，来消除人工集成。 

计算虚拟化与统一计算系统共同组成了数据中心的计算节点。利用虚拟化，

统一计算系统可以整合工作负载，提高利用率，同时还能够将负载在虚拟池中进

行迁移。对于虚拟化部署来说，只有在应用程序运行在一个或多个统一的服务器

资源池时，其才能最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在传统上，服务器和虚拟化部署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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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这显然不利用整体资源的应用。而统一计算平台的整体打造则能够将这种

问题解决。 

2、数据中心网络池 

目前绝大多数数据中心内部通信网络仍然主要依赖以太网，而光纤通道(FC)

网络主要用于存储系统，随着 10Gb 以太网的成熟，基于以太网的光纤通信技术

(FCoE)和新的无损 10Gb 以太网技术开始在数据中心流行开来，现在是时候考虑

用统一的以太网整合 FC SAN 存储数据流和普通数据流了，网络融合让数据中心

能够保持 FC 存储的现有投资，同时降低数据中心的成本和复杂性，并简化网络

管理。“统一网络”能够把 LAN、SAN 和 Infiniband 等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网络架

构，从而大幅度降低网络建设的复杂度和成本，并且在技术层面实现更高的带宽、

更低的延迟、更好的安全性和可管理性。 

3、数据中心存储池 

云数据中心的存储池实质上是一个网络化的存储架构，虚拟化可以自动配置

存储设备及其空间，使用户能在一个域中使用在物理上分散存在的所有存储资源，

以便跨地区管理不可预测的事件，如业务不连续性、对容量需求的调整等。 

4、安全及服务池 

信息化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数据集中与不断分散的用户访问需求的矛盾越

来越突出。就传统定义而言，数据中心扮演着一个用来存储应用和数据的静态仓

库的角色，而不能提供快速响应、按需提供服务的应用交付。这种过时的模式使

数据中心难以跟上如今快节奏的业务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教育行业必须应对来

自新应用、新设备、层出不穷的压力和日益增长的信息化需求等各方面的阻力。 

为了解决教育应用系统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在云计算数据中心架构中整合应

用交付网络显得至关重要。目前，应用付网络技术主要有：负载均衡、广域网加

速、流量优化与控制、应用层安全等。在我们的解决方案中主要考虑虚拟化环境，

结合负载均衡、虚拟环境安全进行构建合工大私有云架构。 

5、IaaS 云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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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四大系统，我们提供统一的管理平台，提供本地及远程方式下对体

系架构中的硬件及软件的访问、资产管理、配置、诊断、监控、故障检测、审核

及统计数据收集工作等。 

2.2 云计算数据中心架构设计 

本方案设计思路是利用当今数据中心领域最先进的私有云架构 VCE来建设

合肥工业大学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作为各应用的基础支撑平台，解决目前所面临

的应用压力大的问题。今后，IT资源可根据需要进行动态扩展和配置，各业务

单位最终可根据教学业务按需使用资源。 

 

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框架 

本期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采用统一网络架构，通过支持统一交换 Unified 

Fabric的网络设备组成统一交换平台，所有新购服务器、统一存储均接入统一

交换网络平台。服务器、存储设备也均支持 FCoE功能，实现交换和存储网络的

融合。数据交换核心采用两台数据中心以太网交换机互为备份，上联校园网，下

联数据中心计算、存储单元。部署服务器虚拟化软件，配置自动化管理和调度软

件，初步实现 IaaS模式的私有云。  

我们采用思科 VMDC（Virtual Multiservice Data Center）参考架构设计，

VMDC参考架构的优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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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化设计，便于扩展  

 基础架构灵活且具有较好的容错性 

 分层的安全防护设计，具备端到端的租户流量隔离 

 4-7层的服务，包括防火墙和负载均衡等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基于 VMDC 模型设计的虚拟化云计算数据中心的网络拓扑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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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中心设计部署思科 UCS统一计算系统，配置思科 B200高性能两路刀

片服务器及 B440 四路刀片服务器。其中，将 2 路刀片服务器做主机虚拟化部署，

四路服务器用于运行后台数据库，如 Oracle RAC。除此之外，刀片服务器具备

HA等诸多高级容错功能，在一台物理甚至两台物理服务器出现故障宕机后不会

影响到在上面运行的具体业务。 

以上所有的高级容错功能的实现都需要有一个可靠性级别非常高的共享存

储，在此方案中我们选用了 EMC公司的 VNX5300统一存储平台，其可靠性级别可

达到 99.999%并且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 

 

按照以上方案实施完毕后将实现虚拟化数据中心的所有要求，可为合肥工业

大学各教学应用平台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方案的各个部

分作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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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网络系统设计 

新一代的数据中心网络区别于传统的数据中心网络及园区网络，面向云的数

据中心网络架构体现的是一种资源调度的全新方式，资源调用方式是面向云服务

而非像以前一样面向复杂的物理底层设施进行设计的，而其中的智能业务调度机

制是关键的实现环节。智能业务调度机制是由网络智能化进一步发展而实现的，

要形成云计算要求的智能化资源调度。 

本部分主要描述虚拟化数据中心网络池的设计。如前所述，网络部分基于

VMDC参考模型设计。VMDC基于 Pod（The Point of Delivery），其特点是： 

 模块化结构，由 一组集成的计算堆栈、存储加上网络基础设施组成。 

 一个 Pod 可以单独部署和运行，也可以连接到其它 Pod，实现规模扩展 

 VMDC 有 2种类型的 Pod: 紧凑型和大型 

 优点: 

 容量规划简单 

 便于新技术的采用 

 易于实现故障隔离 

 一致和有效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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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中心网络关键技术 

3.1.1 一体化交换技术 

在传统数据中心中存在三种网络：使用光纤存储交换机的存储交换网络

（Fiber Channel SAN），便于实现 CPU、内存资源并行化处理的高性能计算网络

（多采用高带宽低延迟的 InfiniBand 技术），以及传统的数据以太网技术，这天

然造成存储资源、计算资源和数据应用资源的资源竖井。 

为解决这一问题，Cisco 在 2006 年提出了在数据中心将这三种网络协议统

一在以太网上的设想，并积极推动相关技术的标准化和产品化，包括推动 2008

年的 IEEE Data Center Bridging（DCB）和 2010 年的 ANSI INCITS T11 的

FiberChannel Over Ethernet（FCoE）等关键技术的标准化，确立了数据中心的

三网合一的“一体化交换”（Unified Fabric）技术。由于一体化交换完全兼容

传统以太网，并提供更佳的服务品质和资源整合能力，因此一体化交换已经成为

新一代数据中心部署的基本网络技术，仅思科一家厂商在全球已部署一体化交换

端口 700 万个（截至 2011年 2月），各厂家都将其列为高端数据中心的主流传输

技术。一体化交换如下所示： 

           

  

传统网络 统一交换 

一体化交换技术将这三种网络实现在统一的传输平台上，即使用一种交换技

术同时实现远程存储、远程并行计算处理和传统数据网络功能。这样才能最大化

的实现三种资源的整合，从而便于实现跨平台的资源调度和虚拟化服务，提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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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有效性，同时还降低了管理成本。本次项目要实现存储网络和传统数据网络

的双网合一，使用 FCoE技术实现二者的一体化交换。 

当前在以太网上融合传统局域网和存储网络唯一成熟技术标准是 Fiber 

Channel Over Ethernet 技术（FCoE），它已在标准上给出了如何把存储网(SAN)

的数据帧封装在以太网帧内进行转发的相关技术协议。由于该项技术的简单性、

高效率、经济性，目前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包括存储厂商、网络设备厂商、主机

厂商、网卡厂商的生态链。具体的协议发布可参见 FCoE 的相关 Web Sites。 

(http://www.fcoe.com  http://www.t11.org/fcoe ) 

 

本次数据中心建设将对 I/O 整合程度较高的部分直接实施 FCoE，如刀片服

务器，存储系统等。 

3.1.2 高品质以太网技术 

为保证一体化交换的实现，统一交换必须提供高品质的传输能力，区别于传

统以太网技术，必须能够实现： 

（一）高性能、低延迟 

在新一代的数据中心设计中，服务器的连接带宽要传输存储、内存同步和数

据等多个业务，而且后面要提到的虚拟化技术还需要服务器的计算向高密度小型

服务器资源整合为一个大的计算资源池的方向发展，数据中心网络正成为连接各

个服务器的 CPU、内存等资源的公共通道，成为“云计算机”的内部总线。因此

万兆以太网技术将成为服务器接入的主流带宽，而正在发展中的 40G/100G 以太

网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服务器的接入选择之一。因此，要保证我们今天采购的

设备能有 5年以上的生命周期，就必须考虑硬件的可扩展能力。这也就是说从投

资保护和工程维护的角度出发，本期我们需要服务器的接入设备具备全面的万兆

http://www.fcoe.com/
http://www.t11.org/f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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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能力，并保证一定密度的交换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该设备 5年的生命周

期。 

另外存储网络和内存复制等计算所要求的通过网络实现的远程磁盘读写、内

存同步的性能需求，统一交换设备必须提供比传统以太网设备低几个数量级的端

口间转发延迟，从数百纳秒（ns）到几个微秒（us）的级别，这都是传统以太网

技术无法实现的性能指标要求。 

（二）不丢帧的以太网 

传统以太网的无连接、无保障的 Best Effort传输行为使得在传输中丢帧是

很常见的现象，而这在存储的远程读写操作、高性能计算的进程通信、远程访存

等是绝不允许的，这也是存储网络、高性能计算网络寻求非以太网技术解决的主

要原因。随着硬件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思科、博科等同时掌握高端以太网交

换和存储交换技术的大型网络厂商的研发，使得统一交换技术得以在以太网协议

上实现只能在 SAN和 InifiniBand网络上才能获得的服务品质。由于高性能计算

和存储传输都需要极为苛刻的延迟可预测性，传统网络中采用的 200ms 的大

Buffer 来改善丢包率的做法在数据中心是不现实的。统一交换技术采用了类似

SAN Switch的精细控制流量和智能 Buffer技术来保证关键业务的不丢包和无损。 

举例统一交换的典型“无损以太网”技术： 

基于优先级类别的流控

(Priority Flow Control) 

通过基于 IEEE 802.1p 类别通道的

PAUSE 功能来提供基于数据流类别的流量控

制 

带宽管理 

IEEE 802.1Qaz 标准定义基于 IEEE 

802.1p 流量类别的带宽管理以及这些流量

的优先级别定义 

拥塞管理 
IEEE 802.1Qau 标准定义如何管理网络

中的拥塞(BCN/QCN) 

基于优先级类别的流控在 DCB 的理念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它和拥塞

管理的相互合作，我们可以构造出“不丢包的以太网”架构；这对今天的我们来

说，它的诱惑无疑是不可阻挡的。不丢包的以太网络提供一个安全的平台，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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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一些以前无法安心放置到数据网络上的重要应用能安心的应用到这个

DCB的数据平台。 

带宽管理在以太网络中提供类似于类似帧中继(Frame Relay)的带宽控制能

力，它可以确保一些重要的业务应用能获得必须的网络带宽；同时保证网络链路

带宽利用的最大化。 

拥塞管理可以提供在以太网络中的各种拥塞发现和定位能力，这在非连接的

网络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以说在目前的所有非连接的网络中，这是一个

崭新的应用；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后向拥塞管理(BCN)和量化拥塞管理

(QCN)这两个方面。 

以上“无损以太网”技术都被定义在 IEEE DCB协议族中。 

3.1.3 虚拟化的网络 

虚拟化其实就是把已整合的资源以一种与物理位置、物理存在、物理状态等

无关的方式进行调用，是云计算架构中 IT 资源池形成的关键环节。虚拟化是实

现物理资源复用、降低管理维护复杂度、提高设备利用率、保证全局服务策略一

致性的关键，同时也是为未来自动化资源调用和配置打下基础。 

3.2 数据中心统一交换网络设计 

本次建议合工大云数据中心的核心层交换机采用思科 Nexus 5500UP交换机，

具有 FCoE 和本征 FC功能，并支持三层路由协议。 

在当今的数据中心中，具有强大的多内核处理器、机架安装的密集刀片服务

器日益增多。机架内计算密度的激增，以及虚拟化软件的普及，都推动对于万兆

以太网和整合 I/O的需要： Cisco Nexus 5000系列能完美地支持这一应用。Cisco 

Nexus 5000 系列具有延迟低、前后通风及后面板端口的特点，适用于正要迁移

到万兆以太网的数据中心，以及那些已准备部署统一阵列，以支持通过单一链路

联网的局域网、存储局域网和服务器集群（或采用双链路实现冗余）的数据中心。  

此交换机系列使用简洁的架构，在所有端口上支持万兆以太网，而且无论数

据包大小和实施何种服务，都保持一致的低延迟。它支持思科数据中心以太网功

能，提高以太网的可靠性、效率和可扩展性。这些特性使该交换机可在一个无损

耗的以太网阵列上，支持多个流量类别，由此实现局域网、存储局域网和集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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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整合。它能将 FCoE 连接到本地光纤通道，保护现有存储系统投资，并大大

简化机架内布线。除在服务器上支持标准万兆以太网卡(NIC)外，Cisco Nexus 

5000系列能与融合网络适配器(CNA)的整合式 I/O适配器集成，将以太网 NIC 与

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HBA)相结合，透明地迁移到一个统一网络阵列，与现

有实践、管理软件和 OS 驱动程序协调一致。此交换机系列与第三方集成收发器

和 Twinax 布线解决方案集成，在机架级别为服务器提供非常经济高效的万兆以

太网连接，无需再使用昂贵的光收发器。  

无论实施哪些网络服务以及数据包大小如何，Cisco Nexus 5000 系列交换

机阵列使用的简洁技术都能支持统一的低延迟以太网解决方案。该产品系列专为

数据中心环境而设计，采用前后通风，网络端口位于后部，使交换操作更贴近服

务器，并尽量简化和缩短布线。此交换机系列非常便于维护，采用冗余、可热插

拔的电源及风扇模块。其软件以数据中心级 Cisco NX-OS 软件为基础，提供高可

靠性和易管理性。  

3.3 SAN 存储网络设计 

服务器接入存储网有两种接入方式： 

1、FiberChannel：服务器采用传统的 HBA卡通过 FiberChannel（FC）接入

SAN网络 

FCoE：新一代数据中心的统一交换架构下，服务器采用以太网和 FC 整合的

I/O卡——CNA（Converged Network Adapter）接入 FCoE 交换机。 

2、采用 FCoE 接入方式是新一代数据中心整合化所必须的技术，已逐渐成为

代表正确发展方向的主流存储接入技术。更重要的是，FCoE 交换机兼容传统

FiberChannel 的接入方式，也即传统的服务器可以把 FCoE 交换机作为普通 SAN

交换机、用传统的 FC 接口实现接入，与传统 SAN 接入没有区别。为达到这种新

旧技术并存的存储网接入模式，FCoE 交换机除提供完整的 FCoE功能以外，还必

须能够达到如下要求： 

 支持 FC接口：FCoE交换机提供连接网络的（E Port）、连接终端的（F Port）

的 Fiber Channel 接口，并支持 NPV/NP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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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SAN 交换功能：FCoE交换机提供完整的 SAN 交换机功能，并兼容主

流的主机和存储厂商产品，至少加入官方的 EMC、IBM、HDS、NetApp对

SAN交换机的产品兼容性列表； 

 支持端口灵活分配：FCoE交换机提供灵活的端口设置，能够将任意一个

物理接口设置为普通 10GE、FCoE 10GE、FC 1/2/4/8G 来使用。如 Nexus 

5548UP 统一端口交换机。 

在方案设计中，我们采用两台 Neuxs 5500（统一端口）交换机构建 SAN 网

络，刀片服务器、存储都是通过 FCoE 端口连接到 Nexus 5500 上。同时，为了提

高链路带宽及冗余，可使用多条链路捆绑连接。 

同时，借助于 Nexus 5500的统一端口特性，还可以直接连接现有的 FC SAN

网络。 

3.4 虚机感知的网络设计 

在网络虚拟化、数据/应用虚拟化、计算虚拟化三大数据中心资源虚拟化技

术中，计算的虚拟化技术处于重要的位置。计算虚拟化的代表技术包括服务器虚

拟化、虚机（虚拟服务器）动态在线迁移等。其中虚机在线迁移技术可使服务器

不中断业务的在线迁移，从而通过虚机在硬件平台的动态分布而达到高效利用服

务器硬件资源目的。但该技术的使用中经常遇到如下问题： 

 虚拟动态的在线迁移（比如 VMware的 VMotion）使大量服务器经常变换

接入的物理端口，而其网络策略（ACL、QoS、端口镜像等）无法以一种可扩展的

方式为每个虚机设定； 

 虚机的接入交换机往往是一个虚拟化软件平台里的软交换机，功能简单，

消耗大量服务器资源，性能低，不能针对虚机进行高级网络策略设定； 

 网络的物理接口往往对应大量虚机，无法分辨不同虚机的个性策略。 

为解决上述问题，新一代数据中心的接入层必须具备虚机感知能力。业界成

熟的有两类解决办法： 

 虚机系统内交换机的改进 

最直接的方式是改进虚机系统平台内的软交换机。Cisco 与 VMware 联合推

出了一款内置于 VMware vSphere 系统内的分布式交换机 Nexus 1000v，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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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原有的 vSwitch 和分布式交换机。该交换机使得在一个 Cluster 内的主

机上的所有虚机可以看成连接在单一的一台智能化交换机上，如下图所示，它可

实现： 

 

无论虚机如何迁移，配置在 1000v 交换机上的所有网络策略（ACL、QoS、端

口镜像等）都随虚机迁移而自动跟随； 

1000v交换机具备所有 Cisco Nexus交换机的智能性，包括丰富的 ACL、QoS、

端口镜像、Netflow 等功能； 

网络管理员可针对每一个虚机或虚机端口组在 1000v 交换机上单独设定其

独有的策略，与网络管理员在传统交换机上为真实服务器设定策略的命令行命令

完全一致；策略设定后会自动在 VMware 内形成虚机端口组（Port Group），也不

影响 VMware 管理员原有使用习惯。 

 标准的硬件化虚机感知协议 

由于对 VMware 内已有的软交换机的改进仍然没有解决软交换机消性能低、

耗大量服务器资源的问题，而且为了使协议更具备开放性和扩展性，IEEE 推出

了两个虚机感知网络的标准协议：IEEE 802.1Qbh（Hardware-based VN-link）

和 802.1Qbg（VEPA）。其中当前成熟的商用产品是 IEEE 802.1Qbh，现已变更为

IEEE 802.1BR，而 802.1Qbg由于得不到主流的虚机系统厂商，特别是缺乏 VMware

的支持（802.1Qbh 是 VMware等厂商提交），因此还无法商用。 

无论是 IEEE 802.1Qbh 还是 802.1Qbg 都必须具备三个环节的支持：虚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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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比如 VMware），服务器网卡，接入交换机。目前只有 IEEE 802.1BR 在三个

环节上都有成熟的商用化产品，其实现原理如下图所示： 

 

左图是使用 Nexus 1000v的虚机感知网络，右图为 IEEE 802.1Qbh，即硬件

化 VN-link，它在网卡和交换机端口上分别为每个虚机虚拟化出虚拟网卡（vNIC）

和虚拟交换机端口（vEth），将针对每个虚机的网络策略写在 vEth 或 vNIC 上，

这些策略都将跟着虚机的迁移而自动跟随，而且由于 vEth和vNIC都是硬件完成，

因此虚机的 I/O 通信拥有极高的性能、并且不额外占用宿主物理服务器的主机资

源。 

总之，根据数据中心设计的预见性和架构通用性原则，网络架构必须考虑到

未来的主流趋势。虚拟机的应用和业务整合是数据中心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网

络设计必须考虑到对虚拟机的感知。 

而对虚机感知的网络技术的选型来看，应从产业链成熟性和已有市场地位来

判断技术的可能主流方向，保证网络架构能够无须进行大的结构改变而能适应未

来 5年网络升级和扩展。 

3.5 数据中心内部的逻辑隔离设计 

3.5.1 VLAN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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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层结构中，所有的服务器端口都应当可以被指定到相应 VLAN 内，各个

VLAN可贯穿至汇聚层。VLAN在汇聚层如何终结，则与 VLAN 与防火墙等智能服务

的关系相关： 

VLAN 与智能服务边界严格匹配：以防火墙举例而言就是 VLAN与防火墙安全

域完全一致，这样 VLAN的网关可直接设置在防火墙对应端口上，所有 VLAN都贯

穿汇聚层交换机而终结至智能服务设备。VLAN 间的通信必须经过防火墙，安全

控制严格，但安全域划分不灵活，因为可能存在一个安全域内包含多个 VLAN 的

需求，而同安全级别的 VLAN 之间的通信也都放在防火墙上显然会加重防火墙负

担。 

VLAN 终结至汇聚层交换机：VLAN 按安全域要求分组，然后每组 VLAN终结至

汇聚交换机的对应 VRF 上，不同 VRF 的外网端口再通过 VLAN Trunk 或物理端口

连接对应的智能服务。这种方式的优点是 VLAN 结构更加通用，智能服务边界可

在 VLAN 上、也可在一组 VLAN 上，VLAN 组内的路由直接在汇聚交换机上完成，

不经过智能服务设备，提高吞吐效率。但要求汇聚层设备支持 VRF和基于硬件的

VRF三层路由能力。这是本项目的推荐方案。 

VLAN 具体的划分方式仍可沿用合工大数据中心以前的划分模式。VLAN 终结

在汇聚交换机、VRF实现 VLAN间路由。 

3.5.2 VSAN 设计 

对于采用 FCoE连接接入交换机的方式，则 FCoE端口具有双重属性，以太网

的 VLAN 和存储网的 VSAN。由于 FCoE 帧是以太网帧，因此每一个 VSAN同时也必

须有 VLAN 属性，FCoE 交换机的 VSAN 唯一的对应一个 VLAN，即 VSAN/VLAN 一一

对应关系。每个 VSAN所对应的 VLAN 的使用有两种选择： 

VSAN 所对应 VLAN 也同时用于普通数据的传送：这种用法节约 VLAN 数量，

但由于 VSAN 和 VLAN 是一一对应的，如果多个需要传送普通用户数据的 VLAN 要

共用同一个 VSAN（这种比较普遍），则无法实现； 

VSAN 所对应的 VLAN 和普通数据 VLAN 分开规划：如果需要普通数据 VLAN 策

略规划不受 VSAN 规划制约，比如一个数据 VLAN 内的服务器分属不同 VSAN、或

多个数据 VLAN 的服务器要共用一个 VSAN，则应单独为 VSAN 设置 VLAN，该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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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于传送存储数据，不用于普通数据。在另外单独划分用于普通数据的 VLAN。

在连接服务器时，FCoE端口上需要启动 VLAN Trunking，同时中继用于普通数据

的 VLAN 和 VSAN 对应的用于存储的 VLAN。一般数据中心 VSAN 的规划数量远少于

VLAN数量，因此增加的 VLAN数量不明显，不会有太大管理上的负担。 

从规划灵活性、可扩展性、差错隔离能力等角度考虑，推荐采用后者实施

VSAN规划。 

3.5.3 虚机标记 

传统逻辑结构设计不会涉及虚机的编址，而本次着眼于下一代数据中心网络

的规划，网络首先要具备虚拟机感知。虚机标识业界存在两种方式： 

VN-Tag：是 IEEE 802.1Qbh中规定的帧标记，是不与现有任何帧标记和编址

方式冲突的独立标记方式； 

VLAN-ID：借用既有的 VLAN ID 对虚机发出的以太网帧进行标识，为不与网

络 VLAN 冲突，采用 QinQ方式。 

VN-Tag方式已成熟商用，从网卡、网络设备到 VMware 等虚拟化平台都全面

支持，而 VLAN-ID方式牵涉与 VLAN 规划重叠的复杂设计，而且尚未获得 VMware

等主流虚拟化平台系统厂商的支持，不具备实际部署的条件，但其作为一种可能

的 IEEE 标准草案，本次采购网络设备也会在未来通过软件升级而实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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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计算系统设计 

13.11 服务器技术演进 

在数据大集中的趋势下，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规模越来越庞大。随着服务器规

模的成倍增加，硬件成本也水涨船高，同时管理众多的服务器的维护成本也随着

增加。为了降低数据中心的硬件成本和管理难度，对大量的服务器进行整合成了

必然的趋势。通过整合，可以将多种业务集成在同一台服务器上，直接减少服务

器的数量，有效的降低服务器硬件成本和管理难度。 

服务器整合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难题：多种业务集成

在一台服务器上，安全如何保证？而且不同的业务对服务器资源也有不同的需求，

如何保证各个业务资源的正常运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虚拟化应运而生。虚拟

化指用多个物理实体创建一个逻辑实体，或者用一个物理实体创建多个逻辑实体。

实体可以是计算、存储、网络或应用资源。虚拟化的实质就是“隔离”—将不同

的业务隔离开来，彼此不能互访，从而保证业务的安全需求；将不同的业务的资

源隔离开来，从而保证业务对于服务器资源的要求。 

数据中心资源的整合和虚拟化正在不断发展，这需要高度可扩展的永续安全

数据中心网络基础。网络不但能让用户安全访问各种数据中心服务，还能根据需

要实现共享数据中心组件的部署、互联和汇聚，包括各种应用、服务器、设备和

存储。适当规划的数据中心网络不仅能保护应用和数据完整性，提高应用可用性

和性能，还能增强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业务重要程度和技术先进性的反应能

力。 

服务器虚拟化为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带来了众多优势，但同时它也向数据中

心提出了挑战。如果有统一的 I/O配置和足够的带宽，在每台物理服务器上支持

大量 VM，则资源池的管理会较为容易。资源池将能更快速地应对迅速变化的业

务情况和工作负载，新服务器资源的添加能在几分钟内完成，然后设置并投入使

用。而无需通过数小时甚或数天繁琐、耗时且易于出错的人工配置，来准备服务

器及其接口、固件和设置。通过平衡 CPU处理能力和经济高效的内存配置使虚拟

机密度提高时，就能够更轻松地实现服务器虚拟化的经济优势。最后，在统一了

网络接入层，并以相同方式对待虚拟机链路与物理服务器链路时，能够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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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地管理虚拟环境，并获得更出色的 QoS。 

4.1.1 服务器解耦 

所谓的服务器解耦是将服务器的唯一性属性，如 BIOS、UUID、固件、网卡

配置（MAC地址、VLAN、QoS）、HBA 配置（WWN、VSAN、带宽限制）等属性参数从

硬件抽象出来变成软件的配置参数，并集中存放，按需加载。 

服务器解耦实现了物理层面的虚拟化，使的每个物理服务器仅仅成为一个计

算、内存和连接通道的计算节点，管理者可以按需将服务器的属性定义加载到不

同的计算节点，实现资源在不同系统间的快速调配，大幅提升了资源复用的能力，

实现随业务的波动而快速调整资源。同时，服务器解耦后还可实现故障节点的快

速接管和修复，提升了业务稳定性。 

 

服务器解耦技术改变了传统冗余设计的习惯。传统设计中，每个业务均要按

业务峰值进行设计，以保障资源供给。而服务器解耦技术，实现了一份冗余资源，

按需提供给出现峰值的多个业务，而且在调整过程大幅减少人工干预工作量和调

整窗口，真正实现了云计算的核心理念- 按需分配资源。 

4.1.2 “无状态“计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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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的“无状态”计算技术就是

建立在服务器解耦这一基础概念上的。基于这个设计理念，用户可以采用“一次

布线”的方式来组建虚拟化的基础架构并灵活调用各种计算资源。这种架构使得

用户可以轻松的从传统的固定化、竖井式的服务器资源分配方式，转向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的云计算模式。 

思科不但将服务器虚拟化，同时将输入输出的连接如数据中心的交换和存储

阵列本身也虚拟化，将“无状态模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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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统一交换网络及刀片服务器设计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是下一代数据中心平台，在一个紧密结合的系统中整合了

计算、网络、存储接入与虚拟化功能，旨在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同时提高

业务灵活性。该系统包含一个低延时无丢包万兆以太网统一网络阵列，以及多台

企业级 x86 架构服务器。它是一个集成的、可扩展的多机箱平台，在统一的管

理域中管理所有资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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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统一交换网络 

当前，服务器环境和网络的服务器接入层是新一代数据中心建设关注的重中

之重。由于如今的服务器环境规模庞大，充斥着数百台甚至数千台的服务器，即

使是非常小的一个变更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多核计算与虚拟化技术正在快速改

变数据中心设计，显著加大对于更高带宽和更低延迟交换的需求。同时，在数据

中心内，机柜安装式刀片服务器的密度正在不断增加，并且每台服务器上通常运

行着多个虚拟环境，这无疑进一步加大对于数据中心架构的电力与冷却需求。虚

拟化可实现更高的利用率，伴随这一高利用率而来的是日益要求为每一台服务器

和刀片均配备万兆以太网、光纤通道、以及服务器集群网络连接。幸运的是，即

使是总体拥有成本（TCO）、能源效率和复杂性方面最微小的进步，均能够对数据

中心产生重大累积效应。 

统一交换网络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为客户构建数据中心网络提供更多的选择。

过去，企业在处理每一种流量类型时，需要使用诸如 LAN 和 SAN等技术，以及进

程间通信（IPC）机制，建立不同的物理网络。现在统一交换网络能够支持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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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一级进行 I/O 整合，通过服务器与接入层之间的同一链路传输 LAN、SAN和 IPC

流量，并使用相同的驱动程序软件、管理软件和数据中心最佳实践来支持 LAN

和 SAN。 

统一交换架构 Unified Fabric技术应运而生，简单的说就是基于以太网 DCB

技术、FCoE技术与 TRILL技术等最新的数据中心网络技术实现统一组网。 

统一交换架构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传统数据中心最大程度的资源整合，从而实

现面向服务的数据中心的最终目标。实现将存储交换网络（Fiber Channel SAN），

高性能计算网络，以及传统的数据局域网这三种网络统一在一个传输平台上，实

现三种资源的整合，便于实现跨平台的资源调度和虚拟化服务，提高投资的有效

性，同时还降低了管理成本。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借助于思科统一交换平台实现局

域网和存储网络的融合。 

 

双网融合减少物理连线并为刀片服务器散热提供更大空间 

思科统一交换架构基于万兆以太网，采用标准扩展支持更多流量类型并优化

管理。它支持以太网和以太网光纤通道(FCoE)，其管理特性使得以太网和 FCoE

等多种流量的管理能独立进行，支持带宽管理，且各流量级别间无干扰。 

另外，虚拟环境需要一致的 I/O 配置，为资源池中所有服务器的系统管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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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提供统一支持。它们还需要能够支持虚拟机（VM）在资源池中的各服务器间移

动，同时又能满足各虚拟机带宽和安全要求的 I/O配置。 

思科统一交换架构为虚拟环境提供了创建基于统一 I/O 连接的大型服务器

资源池的能力，通过编程，该资源池能够以与数据中心当前最佳实践相一致的方

式运行。在虚拟化软件使用基于光纤通道的共享存储的环境里，就无需再部署冗

余 HBA 卡、收发器、电缆和上游交换机端口，这些成本相当于一个小型服务器。

正如稍后所讨论的那样，Cisco VN-Link技术支持每个虚拟机和互联阵列间的虚

拟网络连接，简化了虚拟机及其网络的管理，包括轻松移动虚拟机，自动保持安

全性等网络特性。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以一个低延时无丢包的 10Gbps 统一交换架构为基础，能

够满足这一需要。Cisco UCS 5108 刀片机箱中的刀片服务器通过扩展卡访问阵

列，每刀片服务器吞吐率高达 40 Gbps。该统一阵列采用“一次布线”部署模式，

机箱只通过线缆连接到互联阵列一次，I/O 配置的改变只需通过管理系统进行，

而无需安装主机适配器以及对机架和交换机重布线。统一阵列不再需要在每个服

务器中部署冗余以太网和光纤通道适配器，也不必采用独立布线连接接入层交换

机，并为每种网络媒体使用不同交换机，因此大大简化了机架布线。所有流量都

路由到中央服务器互联，随后以太网和光纤通道流量可独立传输到本地非整合网

络。 

思科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列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为系统

提供了网络连接与管理能力。思科 UCS 6200 互联阵列提供线速、低延时、无丢

包万兆以太网和以太网光纤通道（FCoE）功能。 

思科 UCS 6200 互联阵列可为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和 UCS 5100系列刀片服

务器机箱提供管理和通信骨干。所有连接到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列的机箱和刀

片服务器，均成为单一高可用管理域的组成部分。此外，通过支持统一阵列，UCS 

6200系列还为其域内的所有刀片服务器提供了局域网（LAN）和存储域网络（SAN）

连接。 

 计算网络设备选型： 

基于统一交换架构的互联矩列：部署 2 台思科 UCS 6248UP 统一交换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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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连接刀片服务器及存储设备。UCS6248UP 具有 32 个固定统一端口（每个接

口均支持 1G/10/8G 模块），并配置冗余电源。 

高校教学业务的应用特点决定了目前的数据中心必须有很强的扩展能力，而

同时又不能增加系统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采用思科统一计算平台可以很好的解

决这个问题。当需要扩展时，只要将新的刀片机箱接入 6248UP，6248UP 上内置

的管理软件会自动的发现新的硬件，可以根据事先定义好的服务配置脚本对服务

器进行设置，如新服务器应该接入那个 VLAN，服务器上的 HBA 卡或应该接入那

个 VSAN 都可以在几分钟内设置完成。 

在最扩充到更大规模的系统时，比如 320台刀片服务器的规模，其管理难度

和复杂度都没有增加，下图显示了思科统一计算系统较大规模时的架构示意图，

可以看到，虽然服务器数量和刀片机箱数量大大增加，但是，从整体架构上看，

没有任何改变---所有服务器和刀片机箱都接入统一交换平台，所有管理都从统

一交换平台内置的管理软件实现，同时，完全融合已有的网络和存储环境： 

 

4.2.2 刀片服务器选型 

刀片服务器是一种 HAHD(High Availability High Density，高可用高密度)



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议方案 

46 

 

 

 

 

 

 

 

 

 

 

 

的模块化服务器平台，是专门为特殊应用行业和高密度计算机环境设计的，其主

要结构为一大型主体机箱，内部可插上许多“刀片”，其中每一块刀片实际上就

是一块系统母板，类似于一个个独立的服务器，它们可以通过本地硬盘启动自己

的操作系统。 

刀片服务器具有三大特点，首先是部署简单、易于维护，所有的线都连在机

柜上，布线只有原来的 1/10或者 1/20。 

其次是维护成本低，服务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刀片可以立即更换并马上启用，

而塔式和机架式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是节省占用空间成本和能源消耗成本，机架式服务器本身要带电源、光

驱、软驱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不但占用了宝贵的空间更增添了能源的消耗成本。

而一个机柜中的所有刀片都能共用一套基础设施，除了空间利用率更高之外，集

中供电效率也远比单机要高很多。 

在本设计方案中我们选择思科统一计算系统(UCS)。UCS 是一个理想的虚拟

化平台，因为它减少了 I/O、CPU和内存等的虚拟化“痛点”(painpoint)问题。 

刀片服务器及机箱配置： 

采用思科 5108刀片服务器机箱，该机箱可以安装 8台半宽两路刀片服务器，

由矩阵扩展器 2208XP通过光纤连至 6248UP，每个 2208XP有 8个 10G上行端口，

支持 80G 带宽，每刀片机箱安装 1个，共 80G带宽。刀片服务器选择思科 UCS B200

两路刀片服务器，共配置   台，每台配置 2 颗 E5649处理器，48GB 内存，最大

可扩展到 192GB。 

采用思科 UCS 具有如下优势： 

 单一管理入口：所有服务器的配置，更改，以及 VLAN和 VSAN的配置和

更改都在一个界面内完成，无需登陆多个管理模块或管理服务器。同时，

也是在同一个管理界面，可以监视所有服务器和统一交换平台的健康状

况。 

 便于扩展：添加新服务器时，只需简单地将服务器插入机箱，UCSM会自

己发现新设备，并根据策略自动或手动地将服务器的网卡，HBA或虚拟

网卡配置好，并联如相应的 VLAN和 V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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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故障隔离能力：所有的链接都是冗余的，整个系统不存在单点故障，

在保证系统的简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 

4.2.3 刀片服务器 SAN Boot 设计 

由于虚拟所有的虚拟机都存放于存储阵列，原来用于安装操作系统的刀片服

务器本地硬盘就变得意义不大，因此虚拟化平台的宿主机系统通过 SAN BOOT 安

装于存储更符合虚拟化技术的发展规律。思科 UCS刀片服务器完成支持 SAN BOOT

和 iSCSI 启动功能，刀片不必配置本地硬盘，我们仅需要从 EMC的存储上划分出

一部分空间关联给思科的刀片服务器，安装完操作系统后即可实现刀片服务器基

于存储阵列的启动。 

 

4.2.4 刀片服务器的统一管理 

集中、全面的管理，并与统一交换平台相结合，意味着不再需要人工配置和

集成各种独立组件，就能创建一个高效的虚拟池。思科统一计算系统能够简单、

自动地执行将一个新服务器部署到系统中的流程，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新服务器

的安装、配置并将其投入使用，而不必像传统配置方法那样耗费数小时乃至数天

的时间。这一功能不仅有助于提高 IT 人员的生产率，而且在需要更多资源时能

够快速扩展虚拟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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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UCSManager 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从端到端集成系

统组件，因此系统能作为单一逻辑实体进行管理。CiscoUCSManager 提供一个直

观 GUI、一个命令行界面(CLI)和一个强大的 API，因此它能单独使用，也能与其

他第三方工具集成使用。通过单一控制台，能够全方位管理服务器配置－系统身

份、固件版本、网卡(NIC)设置、HBA 设置和网络配置文件等，无需为个系统组

件配备单独的管理模块。CiscoUCSManager 内嵌在两个互联阵列中。 

CiscoUCSManager 全方位配置服务器以及它在系统中的连接。它能设置或配

置唯一用户 ID(UUID)、BIOS和固件版本；包括 MAC地址、VLAN 和服务质量（QoS）

设置在内的 NIC 配置；包括全球名称（WWN）、VSAN、带宽限制和固件版本在内的

HBA配置；以及包括 VLAN、VSAN、QoS 和以太通道设置在内的上行链路端口配置。 

虚拟化使应用部署与服务器购买分离开来。当将服务器配置到虚拟池中，数

据中心就成为了一个动态实体，能够高效利用资源，灵活调整分配给物理服务器

的虚拟机，以便达到效率和性能的最佳平衡。数据中心就像是一个精确调整的引

擎，添加服务器就像是为引擎加油：当虚拟池中的整体工作负载增加，就需要更

多服务器来保持所需服务水平。类似的，当工作负载需求降低，应该直接关闭部

分服务器，藉此根据实际工作负载需要，精确控制功耗和碳排放量。 

服务配置文件和服务配置文件模板是大幅简化在系统中添加新服务器这一

流程的机制，能在几分钟而非数小时甚或数天内将新服务器添加到资源池。同样，

这个机制也能用来重新配置服务器，以便服务器能用于另一不同的资源池中。 

Cisco UCS Manager 全方位配置服务器以及它在系统中的连接。它能设置或

配置唯一用户 ID (UUID)、BIOS 和固件版本；包括 MAC 地址、VLAN 和服务质量

（QoS）设置在内的 NIC 配置；包括全球名称（WWN）、VSAN、带宽限制和固件版

本在内的 HBA配置；以及包括 VLAN、VSAN、QoS和以太通道设置在内的上行链路

端口配置。 

服务配置文件全面定义服务器及其所有设置。可使用服务配置文件来配置新

服务器，或在需要时，用它来配置同一服务器的副本，以便全部软件都能从原始

服务器迁移到替代服务器，这些操作对于软件和其许可证机制完全透明（参见图

2）。服务配置文件是对服务器进行全面定义，而服务配置文件模板则是定义如何

创建服务配置文件。服务配置文件就像是课程示例，服务配置文件模板则定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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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即定义创建服务配置文件的策略。 

 

服务配置文件配置服务器和网络资源，能使服务器配置在物理服务器间移动 

通过激活服务配置文件模板，能够将多个服务器进行完全相同的配置，同时

又使它们能在采用唯一标识符的实例中拥有自己的身份（如 UUID、MAC 地址和

WWN）。应用服务配置文件模板的结果就是获得一个全面定义一个独特服务器的服

务配置文件。当一台新服务器被添加到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时，Cisco UCS Manager

能发现它并根据服务器的物理特征，自动应用相应的服务配置文件模板。借助这

一功能，能够快速、简便地向不同虚拟池添加服务器。例如，一个虚拟池可能包

括多个 64GB 主内存的服务器，这对于某类应用已经足够，而另一虚拟池中的服

务器则可能至少为 192 GB主内存，以实现最大虚拟机密度。 

4.2.5 Cisco VN-Link 技术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中的每台服务器都通过一条或多条物理链路连接到互联

阵列。Cisco VN-Link技术能在单一物理链路上配置多条虚拟链路。虚拟链路将

虚拟机中的一个虚拟 NIC (vNIC)连接到互联阵列中的一个虚拟接口。当使用

Cisco VIC虚拟接口卡时，从与虚拟机连接（通过直通交换或 Hypervisor-bypass）

的物理接口创建一条虚拟链路（参见下图）。这使得对于虚拟机的网络连接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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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像管理物理服务器的物理链路一样进行。虽然进出虚拟机的所有流量都通过

各自不同的虚拟链路传输，但 QoS、VLAN 和访问控制列表(ACL)等属性能从单一

管理点统一管理。 

虚拟链路在互联阵列内部的虚拟接口处终止。一个虚拟接口与一个物理接口

相关联，这种关联能根据需要改变。当一个虚拟机从一台服务器移动到另一台服

务器，该 VM 的虚拟链路所连的虚拟接口只要简单地与另一个物理端口建立关联

就可以了。现在，虚拟机的网络特性也能随它们一起在服务器间移动，不必再在

多个交换层间进行复杂的协调。 

在互联阵列中的虚拟接口与虚拟接口卡所支持的物理接口之间，思科统一计

算系统通过硬件部署了 Cisco VN-Link 技术。 

图. Cisco VN-Link技术支持每虚拟机链路，它们的管理和移动独立于物理

链路 

 

 使用虚拟接口和 Cisco VN-Link 技术进行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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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刀片服务器为部署虚机环境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复杂性和风险。在

大多数网络部署中，网络接入层被分为三个层次，很难控制网络连接并保证其安

全，增加了 VM 到 VM联网的延迟，难以进行高效管理： 

 接入层交换机通常属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范畴，由网络管理员管理，对

安全和 QoS进行高效控制。  

 刀片服务器中的交换机增加了一个新网络层，它们使用的处理器和特性

集常常与数据中心接入层交换机所用的处理器和特性集不同。  

 虚拟软件厂商部署的软件交换机占用 CPU 周期来模拟网络硬件，其代价

就是降低应用性能。这些软交换机常常超出了网络管理员的控制范围，经常由服

务器管理员配置。  

这些环境中的接入层划分导致的结果是，在同一刀片服务器中的虚拟机、同

一机箱中的虚拟机或不同机箱中的虚拟机之间通信时，采用不同交换设备来实现

VM到 VM 通信。很难在各层实现统一管理，尤其是在虚拟机在服务器间动态移动

时就更为困难。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将 VM到 VM通信所需的交换机精简为一个互联阵列，由此

简化、加速并保护了交换。这种方法为系统中的所有网络通信提供了单一控制和

管理点（参见下图）： 

 单一接入层交换机，即 Cisco UCS 6200系列互联阵列，支持虚拟机间的

所有网络流量传输，而无论虚拟机位于何处，为网络流量提供了单一控制和管理

点。  

 无需在刀片中部署交换机，而是使用 Cisco UCS 2200系列阵列扩展模块，

它逻辑上是互联阵列的一部分，将所有流量从刀片服务器传输到上游互联阵列。  

 无需使用软件交换机，虚拟机直接连接到物理 NIC，采用直通交换或采

用 Hypervisor-bypass 技术对其进一步加速。此技术由支持导向 I/O 的 Intel

虚拟化技术提供。  

图.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提供了单一控制和管理点，不再划分网络接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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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Cisco UCS M81KR 虚拟接口卡的 Cisco VN-Link 技术 

当服务器配置了 Cisco VIC虚拟接口卡时，思科统一计算系统能发挥最大功

效。这些卡采用灵活配置的 I/O，使 Cisco UCS Manager 能创建多达 256个以太

网 NIC 或光纤通道 HBA 的任意组合，其身份（MAC 地址和 WWN）可动态编程。这

个虚拟接口卡提供了足够的接口，保证每个虚拟机都能拥有一个或多个专用物理

接口，因此不再需要虚拟软件层面的交换。 

Cisco UCS Manager 与 VMware vCenter 软件共用，能够协调虚拟机及它们

直接与之通信的接口的创建和移动。Cisco UCS Manager 中的端口配置文件定义

了虚拟机所使用的 NIC配置，在创建 VM或将 VM移动到另一服务器时，灵活地引

导管理器配置虚拟机所需的接口。端口配置文件的名称与 VMware ESX 服务器中

的端口组名称相对应。当 VMware ESX 服务器希望创建一个新虚拟机或设置虚拟

机移动的目的地时，它将端口组名称告知虚拟接口卡。虚拟接口卡向 Cisco UCS 

Manager询问具有相同名称的端口配置文件，然后虚拟机就能使用预期的设备来

连接网络。 

4.2.6 思科 UCS 的性能优异 

4.2.6.1 UCS 系统中 6248UP的超高性能。 

UCS中的统一交换平台 6248UP是目前业界符合 DCE（Date Center Ethernet）

标准的交换设备。6248UP 是一款全万兆接口，线性速率，低延时，不丢包的交

换设备，且支持 FCoE 协议。此款高性能交换设备可以帮助用户实现以前只有采

用专有设备才能实现的性能，如大规模并行数据库和高性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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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希望实现大规模并行数据库，一般只能限制在 2个节点，如果不采

用专有设备如 infinband，超过 2节点就会导致性能下降，而不是提高。原因在

于并行数据库需要做到内存同步，虽然同步的数据量不是很大，但是，一台服务

器的内存改变需要同步到所有服务器上，一旦节点数上升，则同步开销就对大大

增加，而内存同步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交换设备的延时。普通万兆交换机的端口

延时在毫秒级，一些产品虽然采用万兆端口，但是延时会在 20 微秒左右，在大

型 TCP帧时甚至回到 300微秒。采用这样的设备，并行数据库的性能无法随节点

数的增加而提高，只会下降。即使用户试图采用多网卡绑定等方式，也无济于事，

这是由设备的物理参数决定的。 

6248UP的端口延时在 3.2微秒左右。相对于传统交换机有 10倍以上的提高！

只有在采用这种交换设备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利用并行数据库的架构优势，实现

性能随节点数增长而线性提高。 

下图为 Oracle RAC 的性能测试数据，可以看到，随节点数的增加，用户也

接近线性增加，而响应时间甚至在下降，这是采用传统交换设备无论如何做不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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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 UCS 系统虚拟化接口卡 VIC 的超高性能 

UCS 中的 M81KR 虚拟网卡是 Cisco 的独特产品。该虚拟网卡可以模拟出最多

128 个独立的设备，包括 NIC 和 HBA，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达到或非常接近

标称的万兆性能。此虚拟网卡配合 6248UP 交换阵列，可以实现快速的网络传输，

对于网络性能敏感性的应用中能大大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结合 VMware，可以

实现 Cisco 的 VN-Link技术，可以对任意虚拟机的流量做控制，并且，在虚拟机

迁徙时，所有的安全策略可以随之一起迁徙（此功能为 Cisco 独有）。 

下图为 M81KR 的性能分析图，显示出在绝大多数条件下，此虚拟网卡都能快

速达到或非常接近标称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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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3 权威评测机构发布的 UCS 评测记录 

(基于新一代 Westmere-EP 处理器) 

 

由上述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在多项性能测试中，UCS 的结果都达到了第一，

充分说明了 UCS 的性能。 

4.2.7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优点总结 

服务器虚拟化为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带来了众多优势，但同时它也向数据中

心提出了挑战。如果有统一的 I/O配置和足够的带宽，在每台物理服务器上支持

大量 VM，则资源池的管理会较为容易。资源池将能更快速地应对迅速变化的业

务情况和工作负载，新服务器资源的添加能在几分钟内完成，然后设置并投入使

用。而无需通过数小时甚或数天繁琐、耗时且易于出错的人工配置，来准备服务

器及其接口、固件和设置。通过平衡 CPU处理能力和经济高效的内存配置使虚拟

机密度提高时，就能够更轻松地实现服务器虚拟化的经济优势。最后，在统一了

网络接入层，并以相同方式对待虚拟机链路与物理服务器链路时，能够更高效、

更安全地管理虚拟环境，并获得更出色的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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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统一计算系统通过下一代数据中心平台解决了上述挑战。此平台将计算、

网络、存储访问和虚拟化统一到一个综合系统中，进行集中管理，并使用 VMware 

ESX服务器等虚拟化软件进行协协调。该系统在一个万兆以太网统一阵列中集成

了企业级服务器，提供了虚拟机和虚拟化软件所需的 I/O 带宽和功能。思科扩展

内存技术为高度虚拟化所需要的大内存提供了一种极为经济的配置方法。最后，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将网络访问层集成为一个能轻松管理的实体，在此实体中，能

像物理链路一样配置、管理和移动虚拟机链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继承了思科长

期以来的优秀创新传统，在架构、技术、合作关系和服务方面都进行了出色创新。 

思科 UCS 与传统刀片服务器对比： 

编号 项目 传统服务器 特点 思科 UCS 特点 

1 本地硬盘 本地硬盘 
启动速度慢、不可靠、

资源浪费 
SAN BOOT 

启动速度快、可靠、 

按需分配资源 

2 网络 I/O 千兆网卡 
网卡数量少、捆绑 I/O

性能低 

双万兆 

CAN卡 

可任意虚拟网卡和 

HBA卡数量、I/O有保证 

3 无状态计算能力 不具备 不具备 具备 物理服务器只负责计算 

4 备件更换响应 响应慢 

重装 Vmware 的 ESX 

系统、重新配置网络、

重新配置存储、重新登

录 ESX 配置相关的网络

环境和存储环境。 

快速响应 
直接更换物理备件，开机

即可。 

5 内存扩展能力 
内存扩展 

有限 
1CPU对应 12个插槽 

具备内存 

扩展技术 

由一个 CPU 管理 12 个内

存槽，提高到 48个。 

6 管理功能 
需要专门 

的 KVM 

操作、安装系统需要 

现场 
网络“KVM” 

所有的一切操作皆通过

网络完成 

7 扩展能力 
不具备全局 

扩展能力 

无统一管理设备， 

无法全局扩展 

利 用 思 科

6200管理扩

展 

一台 6200最多可管理 

40 个刀箱（合计 320 台

服务器） 

8 批量配置 不具备 不具备 具备 可利用模板批量配置 

9 相关布线 布线复杂 

两条电源线、两条（甚

至更多）网线、两条 

FC线缆。即使传统的 

刀片也需要更多的布

线。 

布线简单 
两个电源线、一根 

FCOE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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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虚拟化设计 

5.1 服务器虚拟化 

将服务器物理资源抽象成逻辑资源，让一台服务器变成几台甚至上百台相互

隔离的虚拟服务器，让 CPU、内存、磁盘、I/O 等硬件变成可以动态管理的“资

源池”。服务器虚拟化可以使上层业务应用仅仅根据自己所需的计算资源占用要

求来对 CPU、内存、I/O 和应用资源等实现自由调度，而无须考虑该应用所在的

物理关联和位置，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简化系统管理，实现服务器整合，让

IT系统对业务的变化更具适应力——这就是服务器的虚拟化。 

当前主流的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有 VMWare 的 VSphere，微软的 Hyper-V

和思杰公司(Citrix)的 XenServer、RedHat的 KVM等。 

主机虚拟化带来的优势： 

1、整合工作负载；提高利用率；降低运营、投资、空间、耗电和冷却等。 

2、在虚拟池中动态地移动工作负载，提高使服务器离线或增加新服务器的

灵活性。 

3、管理虚拟机与物理机之间的关系，优化性能，保证服务水平。 

4、使用现有资源池创建更多虚拟机，从而扩展当前应用或部署新应用。 

5、使用虚拟化软件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来解决本地和跨地区故障

问题。 

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服务器虚拟化的系统解决方案中除了应用、主机、

操作系统的角色外，网络将是一个更为至关重要的角色。网络将把各个自由联系

成为一个整体，网络将是实现自由虚拟化的桥梁。服务器虚拟化需要 DCB能够提

供以下能力： 

 资源的整合：业务应用运行所依赖的物理计算环境都需要网络实现连接，

然而在传统网络中，传输数据的数据网、互连 CPU 和内存的计算网、互

连存储的存储网都是孤立的，这就无法真正实现与物理无关的服务器资

源调度，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彻底的服务器虚拟化，三网一体化交换架

构是必须的条件。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4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59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59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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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的虚拟机意识：传统网络是不具备虚拟机意识的，即在网络上传递

的信息是无法区别它是来自于哪个虚拟机，也无法在网络上根据虚拟机

来提供相应的网络服务，当虚拟机迁移，也没有相应的网络跟踪手段保

证服务的全局一致性。不过这些都是 DCB正在解决的问题，一些 DCB 的

领导厂商，比如思科统一交换网络产品中提供了相应的虚拟机标识机制，

并且思科已经联合 VMware 等厂商将这些协议提交 IEEE实现标准化。 

 虚拟机迁移的网络环境：服务器虚拟化是依靠虚拟机的迁移技术实现与

物理资源无关的资源共享和复用的。虚拟机迁移需要一个二层环境，这

导致迁移范围被局限在传统的 VLAN 内。我们知道 Web2.0、云计算等概

念都需要无处不在的数据中心，那么如何实现二层网络的跨地域延展呢？

传统的 L2 MPLS技术太复杂，于是 IEEE和 IETF正在制定二层多路径（即

二层延展）的新标准，DCB 的领导厂商思科公司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协议

标准 Cisco Over the Top Virtualization(OTV)来解决跨城域或广域网

的二层延展性问题，从而为服务器虚拟化提供可扩展的网络支撑。 

5.2 虚拟架构的发展 

第一代的虚拟化产品通过一个 hypervisor 或者是主机的架构提供了服务器

的分区能力。第二代的虚拟化技术增加了虚拟化的管理、生产力的规划、物理服

务器到虚拟机的迁移已经其他的工具用于整合生产服务器。VMware 的 vSphere

代表了下一代的虚拟化技术，该虚拟架构重新定义了一个新的 IT 标杆，它将工

业标准服务器和存储虚拟化成了一个整体，聚合成一个动态的可集中管理的资源

池，可使任何应用或操作系统保持持续优化和高可用状态。它使得企业有能力去

转化、管理和优化他们的 IT系统架构。VMware的虚拟架构可以让用户的数据中

心被整合成一个单一的包括处理器、存储和网络连接的资源池。 

 虚拟架构的优势 

在一个虚拟架构中，用户可以把资源看成是专属于他们的，而管理员则可在

企业范围内管理和优化整个资源。VMware 的虚拟架构可以通过增加效率、灵活

性和响应能力来降低企业的 IT花费。管理一个虚拟架构可以让 IT部门更快的连

接和管理资源，以满足商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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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架构可以让 IT部门达成以下目标： 

35%-75% TCO 节省 

通过将整合多个物理服务器到一个物理服务器降低 40％软件硬件成本； 

整合比：生产环境 10-15 : 1 ，开发测试环境 15-20 : 1； 

每个服务器的平均利用率从 5％-15%提高到 60%-80%； 

降低 70-80%运营成本， 包括数据中心空间、机柜、网线，耗电量，冷气空

调和人力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 

部署时间从小时级到分钟级， 服务器重建和应用加载时间从 20-40 hrs 

=>15-30 min， 每年节省 10,000 人/小时（300台服务器）； 

以前硬件维护需要之前的数天/周的变更管理准备和 1 - 3 小时维护窗口，

现在可以进行零宕机硬件维护和升级。 

 提高服务水平 

帮助您的企业建立业务和 IT 资源之间的关系，使 IT 和业务优先级对应； 

将所有服务器作为大的资源统一进行管理，并按需自动进行动态资源调配； 

无中断的按需扩容。 

旧硬件和操作系统的投资保护 

不再担心旧系统的兼容性，维护和升级等一系列问题。 

5.3 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综述 

5.3.1 VMware 服务器整合解决方案 

 

随着企业的成长，IT 部门必须快速地提升运算能力——以不同操作环境的

新服务器形式而存在。因此而产生的服务器数量激增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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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管理和升级。 

IT 部门需要： 

 提升系统维护的效率 

 快速部署新的系统来满足商业运行的需要 

 找到减少相关资产，人力和运作成本的方法 

VMWARE 服务器整合为这些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 

虚拟构架提供前所未有的负载隔离，为所有系统运算和 I/O设计的微型资源

控制。虚拟构架完美地结合现有的管理软件并在共享存储（SAN）上改进投资回

报率。通过把物理系统整合到有 VMWARE 虚拟构架的数据中心上去，企业体验到： 

 更少的硬件和维护费用 

 空闲系统资源的整合 

 提升系统的运作效率 

 性价比高，持续的产品环境 

整合 IT基础服务器，运行 IT基础应用的服务器大多数是 Intel构架的服务

器，这一类的应用通常表现为文件和打印服务器，活动目录，网页服务器，防火

墙，NAT/DHCP 服务器等。虽然大多数服务器系统资源的利用率在 10％－15％，

但是构架，安全和兼容性方面的问题导致必须指定不同的物理平台来运行它们。

管理，安装补丁和添加安全策略将花去大量的时间。另外，服务器的衍生组件将

导致设备，动力和散热方面的成本上升。因为低服务器的利用率，低 CPU的合并

和中等 I/O的要求，IT基础服务器首选作为虚拟化和相关整合的候选者。 

虚拟化使得企业能实现： 

 达到甚至超过每个 CPU，4 个负载的整合比率 

 更便宜的硬件和运作成本 

 在服务器管理方面的重大改进，包含添加，移动，变更，预制和重置 

 基础应用将变得更强壮和灾难抵御能力 

整合重要应用服务器根据 5 个不同的企业使用服务器软件来大幅降低成本

的实例，VMWARE 出具了一份研究报告。 

使用服务器 TCO 模型来分类和计算成本，我们分析显示 VMWARE 服务器软件

帮助这些企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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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 28％－53％的硬件成本 

 减少 72％－79％的运作成本 

 减少 29％－64％的综合成本 

客户目标： 

 整合空闲服务器和存储资源，为新项目重新部署这些资源 

 提升运作效率 

 改进服务器的管理灵活性 

 通过零当机维护改善服务等级 

 标准化环境和改进安全 

 灾难状态下，减少恢复时间 

 更少冗余的情况下，确保高可用性 

 更有效的适应动态商业的需求 

 高级备份策略 

 在技术支持和培训方面降低成本 

VMWARE ESX 服务器部署在当前主流服务器（比如：IBM/HP/DELL/浪潮/曙光）

上都可良好的运行，VMware ESX 软件对当前的硬件厂商有着广泛的兼容性。部

署在物理服务器上的 VMWARE 虚拟中心通过管理虚拟的和实体的主机，让用户连

续的整合负载，进而优化硬件使用率和降低成本。 

虚拟构架把可用的硬件看成普通的资源池，因此，在资源规划分配阶段能确

保灵活性。在某一负载达到峰值的情况下，任务能轻松地重新分配。预制一个新

的负载无须部署一个新的服务器。 

有了 VMWARE 您能： 

 灵活而恰当的控制您当前的运算能力 

 由于更高的系统利用率，节省超过 35％的运作成本 

 使您的基础构架能实现按需动态预制，高可用性和灵活管理 

5.3.2 教育用户在数据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教育用户的 I/T环境也在不断进行演变。经过

多年的积累，在很多大中型企业的 IT 机房中逐渐形成了大量的服务器系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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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业的各种业务应用，其中有很多运行在 Linux，Windows 2003，Windows2008

系统平台上，属于一教育的核心业务应用，包括数据库系统和核心的应用程序。 

这些系统包括（经验统计）： 

 中小规模数据库系统 

 邮件服务器系统 (Exchange server, Dmin Server …) 

 各种通讯服务器 

 信息门户网站系统 

 协同办公系统 

 电子邮件 

 电子图书系统 

 图书管理系统 

 档案管理系统 

 综合教务管理系统 

 视频广播平台系统 

 交互式教学系统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 … 

这种 IT 模式决定了管理员必须要同时管理大量的服务器系统，有时会达到

几十台甚至上百台。学校的 IT 部门往往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管理压力和业

务连续性要求的压力。作为学校 IT 部门或业务部门的经理，您是否还面临一下

这些问题的困扰? 

A. 管理考虑 

a) 您是否在管理 30台以上的 Intel平台服务器?但有很大一部分的服务器

利用率其实很低。 

b) 学校的业务部门是否正在由于快速业务扩张，要求您运行数量庞大的服

务器? 

c) 为了满足业务部门的新业务需求，您是否一直在购买新服务器硬件?而

且部署缓慢? 

B. 故障/灾难恢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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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您能否始终保证达到您所制定的故障或者灾难恢复时间的目标? 

b) 由于成本原因，是否您处于不得已，而将某些重要应用排除在了灾难恢

复的范围之外? 

c) 对学校而言减少恢复所需时间是否非常重要? 

C. 可用性考虑 

a) 您能始终达到您所制定的应用可用性目标吗? 

b) 您是否因为缺少设备和电力资源从而不能实施群集或高可用方案? 

c) 当您从旧的服务器升级到新的服务器的时候，服务器需要停机维护的时

候，您的业务仍然能保持 24 小时在线吗? 

D. 软件开发、测试环境考虑 

a) 您想在单台系统上同时建立多个不同的开发测试环境? 

b) 您想在不同的操作系统环境下测试你的应用程序吗，还有不同版本的数

据库，中间件;客户端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浏览器…你现在是怎么解

决的? 

c) 您的应用开发人员及 QA 工程师是否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新的测试服务器

的安装上? 

d) 你能测试到所有期望的服务器平台上的选件,中间件,数据库及操作环

境吗? 

e) 从 QA 工程师到开发人员,从支持人员到 QA,从 QA 到生产服务器管理，软

件分发、部署是否消耗大量时间和资源? 

f) 您是否为开发人员所要求建立新的测试服务器及分发服务并且重建环

境所苦恼? 

g) 您是否有大量应用由于服务器资源缺少在上线前未进行过足够的测试? 

E. 服务器资源的共同管理、分配和使用的考虑 

a) 在大量零散服务器的系统中，管理员很难实现系统资源的共享。比如当

Web Server工作负载很重的时候，Mail Server却可能处在空闲的状态。

但管理员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对资源进行调整。 

b) 同时负责大量服务器的日常维护，比如 BIS/Firmware 的定期升级，驱

动程序的更新。特别是当所有这些服务器属于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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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不同的配置时，这一工作就变得更加艰巨，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

系统的不稳定和异常宕机。 

F. 高可用性解决方案的考虑 

a) 种类繁多的关键应用服务器需要高可用性解决方案，数据库系统、邮件

服务器系统、ERP系统等所采用的 HA方案各不相同，您需要花费大量的

经费购买 HA软件，并且会面对复杂的部署和维护任务。 

b) 服务器正常运行时，HA后备机全部处于闲置状态，不仅造成了硬件资源

的严重浪费，而且大多数的非关键应用由于没有使用 HA 集群，始终存

在单点故障，投资和回报不成正比。 

5.4 VMware vSphere 的主要功能 

5.4.1 vSphere Vmotion 

使用 VMotion 迁移运行中的虚拟机和执行无中断的 IT 环境维护。借助于

VMotion 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虚拟机不停机的从一台 PC 服务器迁移到另外一

台，从而避免“多个鸡蛋放到一个篮子”可能造成的顾虑，同时现在支持通过较

高延迟的网络链路进行虚拟机迁移。下面的图示描述了 vMotion功能实现： 

 

5.4.2 VMware D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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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Distributed Resurce Scheduler (DRS) 分布式资源调度解决方案，

正是针对上述"服务器资源的共同管理、分配和使用"这一 IT 经理希望达到而又

很难解决的问题的。VMware DRS 可以将一组硬件资源重新组织为逻辑的计算能

力资源池(resurce pl)，进而实现动态均衡分配这些计算资源。VMware DRS 可

根据业务需求和业务重要性预先定义相应的资源分配原则，并持续监控资源池的

使用率，智能地为相关虚拟机分配资源。当一个虚拟机遇到负载的增加时，DRS

通过为资源池中的物理服务器重新分配虚拟机的方式，为其分配更多的资源。 

VMware DRS 可以帮助 IT 部门实现： 

1) 根据业务目标，优化资源以保证最有价值的应用使用更多的资源。 

2) 应对业务的改变，自动并持续地优化硬件使用率。 

3) 为业务部门提供专门的架构，而同时可保证硬件级的集中管理和控制。 

4) 提高系统管理员的生产力，单一系统管理员可监控和有效管理所有的资

源。 

5) 自动硬件维护。当一个物理服务器需要维护时，DRS 自动将所有虚拟机

迁移到其他物理机上，可实现服务器维护"零"宕机。 

6) 增加和部署新的资源简单易行。当增加新的物理服务器到资源池时，DRS

可自动利用新增的计算能力，重新分布虚拟机。 

那么 VMware DRS 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DRS 自动和智能地在虚拟机之间平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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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 允许用户自行定义一些政策和规则，以决定虚拟机如何共享现有资源以

及这些资源如何在多个虚拟机之间优化使用。当一个应用所处的虚拟机遇到负载

的增加时，DRS 首先根据事先制订的资源分配规则，判断该应用的优先级，当确

定符合要求后，则分配增加的资源给该虚拟机。为虚拟机增加资源可以通过迁移

虚拟机到其他具有更多资源的服务器上，或者通过将其他虚拟机迁移至别的服务

器上"省"出更多的资源等两种方法来实现。DRS通过 VMware VMtin的功能，动

态迁移虚拟机到另一台物理服务器，该操作对于最终用户完全是透明的。VMware 

DRS 可以被配置为自动操作或手动操作。在自动操作方式下，DRS在确定了最可

能的虚拟机分布方案后，自动将虚拟机分配到最适合的物理机上;在手动操作方

式下，DRS可提供虚拟机最优部署方案的建议，由系统管理员决定是否进行相应

的改变。资源池是一种便于管理的分级的组织结构，允许管理员根据业务组织结

构的需要匹配可用的 IT资源。每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可以使用专用的 IT资源而

依然可以享用资源池的好处。 

5.4.3 vSphere Fault Tolerance（FT 容错） 

 

使用 VMware Fault Tolerance（容错技术）可以实现完整的业务连续性，

当有硬件发生故障之时，可以保障业务系统的连续运行，而不需要中断应用系统。

VMware Fault Tolerance（容错技术）提供了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业务连续性

保障，可以花费最小的代价得到最高的可靠性要求。 

5.4.4 VMware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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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高可用性(HA)解决方案有效的解决了目前其它高可用性解决方案面

临的问题。当运行 VMware ESX 的物理服务器宕机时，所有运行于该服务器的虚

拟机可以自动切换到其它的 VMware 服务器上，相对传统的双机容错方案，VMware 

HA 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因硬件故障造成的服务器宕机和服务中断时间。不同于其

它 HA 的热备机方式，所有的 VMware HA 服务器都在运行生产系统，充分利用现

有硬件资源。同时，对繁多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VMware 提供统一的 HA解决

方案，避免了针对不同操作系统或者应用，采用不同的 HA 方案带来的额外开销

和复杂性。 

通过 VMware HA，IT部门可以： 

1) 为没有容错功能的应用提供冗余保护 

2) 传统意义上 HA实现很复杂并且价格昂贵，多用于关键性的服务或应用，

而 VMware HA 为所有的应用程序提供了高性价比的 HA解决方案。 

3) 为整个 IT环境提供"第一条防线" 

不同于其它基于操作系统和应用的 HA实现方式，VMware HA 为 IT系统提供

了更统一、更易于管理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VMware 用最少的成本和最简单的

管理方式为所用的应用提供了最基本的冗余保护功能。 

VMware HA 如何工作? 

VMware HA 对资源池中的虚拟机进行持续的监控，在虚拟机中安装的代理程

序可以在各个虚拟机之间维持"心跳"，当 VMware发现虚拟机失去"心跳"的时候，

就会尝试在其它的 VMware 服务器上重新启动失效的虚拟机。VMware HA 会保证

任何时候当物理服务器发生宕机，资源池中都有足够的硬件资源，使失效的服务

器中的虚拟机在其它的服务器上顺利启动。VMware采用的 VMFS文件系统，通过

支持 SAN/iSCSI/NFS 等存储协议，可以允许不同的 VMware 服务器访问同一虚拟

机磁盘文件，这一特性使得 VMware HA 的实现非常的简单和方便。 

VMware HA 的关键特性： 

1) 自动侦测物理服务器失效 

VMware HA 会自动的监测物理服务器的运行状态，如果发现服务器出现故障，

VMware HA会在其它的服务器上重新启动故障机上虚拟系统，这个过程无需任何

人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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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预留 

VMware HA 永远会保证资源池里有足够的资源提供给虚拟机，当物理服务器

宕机后，这部分资源可以保证虚拟机能够顺利的重新启动。 

3) 虚拟机自动重新启动 

通过其它的物理服务器上重新启动虚拟机，VMware HA 可以保护任何应用程

序不会因为硬件时效而中断服务。 

4) 智能选择物理服务器 

当与 VMware DRS 共同使用时，VMware HA 可以根据资源的使用情况，为失

效物理服务器上的虚拟机选择能获得最佳运行效果的物理服务器。 

5.4.5 思科 UCS 平台与 VMware 结合的优势 

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时期，“以更少投入获得更大回报”是帮助企业增强竞争

优势的座右铭。而在经济困难时期，利用较少资源完成更多任务则能帮助机构继

续在市场中生存。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虚拟化的优势： 

 整合工作负载；提高利用率；降低运营、投资、空间、耗电和冷却等。 

 在虚拟池中动态地移动工作负载，提高使服务器离线或增加新服务器

的灵活性。 

 管理虚拟机与物理机之间的关系，优化性能，保证服务水平。 

 使用现有资源池创建更多虚拟机，从而扩展当前应用或部署新应用。 

 使用虚拟化软件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来解决本地和跨地区故

障问题。 

虚拟化使应用部署与服务器购买分离开来，但是这一优势和其他虚拟化优势

只有在应用程序运行在一个或多个统一的服务器资源池时，才能能够最好地发挥。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就旨在提供这样一个环境。专为虚拟化环境而优化的思科统一

计算系统是下一代数据中心平台，在一个紧密结合的系统中整合了计算、网络、

存储接入与虚拟化功能，旨在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同时提高业务灵活性。

该系统包含一个低延时无丢包万兆以太网统一阵列，以及多台企业级 x86架构服

务器。它是一个集成的可扩展多机箱平台，在统一的管理域中管理所有资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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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思科 UCS在虚拟化方面的优势介绍详见前文 4.2.5至 4.2.7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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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存储系统设计 

7.1 存储技术演进历程 

 

九十年代以前，存储产品大多作为服务器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形式的存储

被 称 为 SAS （ Serverattachedstorage 服 务 器 附 属 存 储 ） 或 DAS

（Directattachedstorage 直接附属存储）。 

由于服务器设备急剧增加，网络化存储的概念被提出并得到了迅速发展，DAS

在网络服务环境中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从架构上来分，今天的网络化存储系统主

要包括 SAN（Storageareanetwork 存储域网）和 NAS（Networkattachedstorage

网络附属存储）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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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AN架构 

6.1.1 SAN 的特点及适用情况 

所谓 SAN，是指在网络服务器群的后端，采用 FibreChannel 等存储专用协

议连接成高速专用网络，使网络服务器与多种存储设备直接连接。SAN的最大特

点就是可以实现网络服务器与存储设备之间的多对多连接，而且，这种连接是本

地的高速连接。SAN架构的优势在于，强大的扩展性、多种存储设备的集中和新

架构支撑下的新型数据应用方式。 

在 SAN 架构中最先引入的新技术，就是 LAN-Free 的数据备份。这种备份方

式与传统备份方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海量的备份数据不再拥挤在宝贵的网络带

宽上，而是通过 SAN中的高速连接进行数据传输。这一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备份

效率，同时节约了网络带宽资源，为数据库等应用进行在线备份提供了可能性。 

以此类推，其他不适合在传统以太网络中传输的数据应用方式，在 SAN架构

下都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甚至出现全新的工作方式。SAN架构之中，数据的

管理能够统一进行。 

6.1.2 SAN 与 iSCSI、NAS 

所谓 iSCSI，即通过 IP网络，将 SCSI块数据转换成网络封包的一种传输协

议，该协议被用于服务器(Initiator)、存储设备(Target)和协议传输网关设备。

它和 NAS 一样通过 IP 网络来传输数据，但在数据存取方式上则采用与传统 NAS

不同、却与 FC-SAN相同的块协议(BlockProtocal)。与 FiberChannel 一样，iSCSI

也属于 SAN大家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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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 的经济性是不容置疑的。Ethernet基础设施事实上已经在每个公司中

就位了，极大地减少了员工的培训。并不需要昂贵的 FibreChannel 专家。对于

低端和中等的 Windows与 Linux工作站，有一个免费的 iSCSI 初始器。这足以解

决 iSCSI 组件处理问题，而不需增加系统负担，即：影响应用软件效果。如果系

统正在运行一个 CPU-密集型应用软件，你可以通过使用一个 iSCSITOE适配器卸

载正在处理 iSCSI 组件的网络。就象一个用户所说的，“在现有的环境下，配置

一个 iSCSISAN 比升级原有的 FCSAN 要更经济。”但 iSCSI 性能比不上 FC，在关

键的应用方面，还是要选择 FC。 

NAS 就是经过专门优化的文件服务器系统加上大容量存储。其优点在于结构

简单，配置和使用非常方便，还有较低的成本。在数据共享方面，因为采用的是

传统 NFS 或者 CIFS 协议，所以不需要任何附加软件，即可以在几乎所有平台之

间，实现跨平台的数据共享。 

 

SAN 与 NAS 特点的比较 

项目 SAN NAS 

数据集中的实现 好 较好 

数据共享的实现 一般 好 

系统成本 较高 较低 

系统复杂程度 高 低 

系统性能 好 受网络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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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 复杂 简单 

系统使用 简单 简单 

系统灵活性 好 较好 

系统扩展性 好 一般 

应用限制 无 视频、测绘等大文件传输 

数据保护能力 好 较好 

6.1.3 存储架构的分析和选择 

几种存储方式的优点： 

DAS 费用低：适用于单独的服务器连接 

SAN 

高性能，高扩展性：光纤连接距离远；可连接多个磁盘阵列或

磁带库组成存储池，易于管理；通过备份软件，可以做到

Server-Free和 LAN-Free备份，减轻服务器和网络负担 

NAS 
安装过程简单；易于管理；利用现有的网络实现文件共享；高

扩展性 

涉及到网络存储有以下几种连接介质： 

以太网 

Ethernet 

带宽可以是 10Mbps,100Mbps 或 1Gbps，可以是双绞线或光纤

介质。通常的传输协议是 TCP/IP 

光纤通道 

FiberChannel 
带宽通常是 1Gbps，光纤介质。传输协议是 SCSI 

SCSI 

带宽是 40Mbps（UltraSCSI）,80Mbps（Ultra2SCSI）,160Mbps

（Ultra160SCSI）,320Mbps（Ultra320SCSI）。最大限制是

距离不能超过 25 米，适合直连方式存储。 

几种常用的网络存储传输协议如下： 

SCSI 

被称作“BlockI/O”,因人 SCSI命令指定存储存放在某一磁盘

块（Block）或磁带数据。最早是通过 SCSI 连接发送命令，现

在可以通过光纤、SSA和以太网（iS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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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 
被称作“FileI/O”,用于在 UNIX 环境下，实现文件级的数据

共享。通过 TCP/IP 网络传输。 

CIFS 同样是“FileI/O”,用在 Windows操作系统环境。 

SAN（存储区域网）通过高速光纤通道连接到关键任务服务器上，在保证高

性能访问存储设备的同时，实现多应用的数据集中存储和管理。另外在SAN网络

建成后，客户可以通过SAN网络高速、统一的进行备份，当系统发生故障时，数

据和系统能很快恢复。 

IPSAN则可以利用现有的IP网络，适合于对性能要求稍低的小型数据库、业

务和备份，也适合于低成本的远程复制或容灾，从而降低整体存储架构的总体拥

有成本。 

7.2 为什么采用集中存储 

由于存储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新的技术、产品不断涌现，而一

些旧的、过时的技术、产品也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如何保证存储系统在这种情

况下能够不断地完善、发展，保持系统的实用性和技术的先进性是在整个系统的

规划阶段必需考虑的问题。我们认为，针对教育用户存储应用的建设原则应该是： 

(1)利用先进的大容量存储设备，集中，智能管理所有重要应用的信息数据。 

(2)提供完善，便捷的备份恢复解决方案，保证数据的高可用性。 

(3)提高数据传输能力，方便数据共享。 

(4)保证系统强大的扩充升级能力，兼容更先进的存储技术。 

(5)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满足武汉教育业务5年的需求。 

 集中存储的优势 

集中化的存储管理思想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磁盘阵

列来说，只有一套管理系统，这样就可以极为方便地进行磁盘监控，性能调试。

增加或者重新配置磁盘也变得非常简单。最大化的合成集中设备，也使得存储系

统的宕机风险降至最低。同时，一套完善的备份方案就可以有效地进行数据备份

及恢复。数据传输能力将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当今计算技术的发展，主机

CPU主频，内存容量飞速提高，系统性能瓶颈主要集中在数据读写，传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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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性能，存储系统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大缓存，固化高处理能力CPU，配置

功能先进的存储软件。 

同时，系统的先进性，可扩充性，以及对于未来存储局域网的可兼容性都是

用户在整个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7.3 存储系统设计原则 

6.3.1 先进性原则 

在整个武汉市教育云数据中心的建设中，作为整个信息系统的存储中心，我

们首先应从其系统性能入手，通过客观的分析比较，确定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架构

的存储产品，就成为首要的任务。 

从业务工作的情况来看，数据中心平台中所提供的服务较多，要达到能同时

满足对各类信息的管理、统计和实时处理，则对于未来业务扩展以及系统升级的

难度和风险大大降低。 

系统业务的分布导致也就导致了数据的分布，能否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其不

但能够满足分布数据的存储，而且能够做到数据的统一管理，这也是影响着系统

未来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 

6.3.2  高可靠性原则 

作为云数据中心核心业务平台和存储系统，一旦出现数据丢失或差错，不仅

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也将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此外，作为整个数据中心的核心存储中心，因为部分硬件的故障宕机而导致

整个系统的瘫痪，同样是无法忍受的情况。因此我们在选型和配置时，应该充分

考虑到系统可靠性在今后系统运行时的重要地位。在考虑系统建设时：一方面应

选择系统运行可靠性高、技术成熟的机型；另一方面，在系统设计和配置中应发

挥系统的容错特性。 

对于信息系统存储系统，我们要求存储系统具有稳固的运行能力： 

 存储系统产品在结构上及硬件组成上完全是冗余设计（如阵列控制

器、后端冗余光纤环路、电源、风扇、链路控制器等），不存在单点

故障，确保整套系统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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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系统产品可采用不同的 RAID 保护级别，保证用户的不同需求。 

 所有硬件均可支持热插拔，保证系统应用的连续性。 

 系统数据高安全性，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完成数据的隔离或共享。 

 可通过增加应用软件来支持物理通路的冗余连接，以提高系统的安

全性。 

 在控制器层实现控制器在线冗余替换，保证系统 7*24在线运行。 

 控制器内的 Cache 实现实时系统镜像，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交易和存

储。 

 数据在进入主机通道控制器后，应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安全校验机

制，确保数据能够安全准确的输送到存储系统的磁盘中进行安全存

储。 

磁盘阵列提供完善的磁盘错误检测机制，提供全局磁盘故障检测，在磁盘真

正出现故障之前能够及时准确的将数据提前复制到热备磁盘中，确保了数据的底

层安全存储。 

6.3.3  高性能原则 

 系统采用最新一代存储系统产品，保证系统的高性能。 

 系统升级不必停机，可在线进行软硬件升级。 

 存储系统产品采用基于 Web Browser的图形管理界面，维护简单。 

6.3.4  扩充灵活性原则 

随着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增加，在未来这样的发展情况下，要求我们在确

定产品时，也要充分保证基于系统本身的扩展性和今后多种行之有效的开发途径。 

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首先是系统本身发展的需要。其次，用户在进行如此

大规模的系统投资时，最关心的是系统建成后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在系统建设

之初，应首先立足当前应用进行系统配置，以系统扩展性能保证未来发展。也只

有如此，才能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下适应目前迫切要求，做到投资省，见效快，力

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一套高效的存储系统。 

只有采用具有高可扩展性系统，才能保证用户的系统投资不至于因日益增长

的业务需求而在几年内便不得不面临更新和淘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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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开放性原则 

存储系统担负着所有接入 SAN网络的前端服务器的数据存储任务，在客户的

实际系统中一定共存着多厂家各种类型操作系统的服务器，对所有操作系统的兼

容也就成为存储系统的首要条件。 

存储系统必须严格按照 SNIA（存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存储系统体系架

构，确保系统的平台开放性原则。 

除了操作系统的支持外，厂家提供的相关管理软件也应遵循同样的原则，只

有这样的产品才是真正成熟的产品。 

6.3.6  高扩展性原则 

存储系统产品具有良好的平滑升级能力：  

 通过 SAN连接存储系统，保证系统的高性能。 

 通过增加扩展模块提高系统的存储容量。 

存储系统产品能够提供高可扩展性，支持在线扩容，保护用户投资 

7.4 统一存储系统设计 

9.3.1 存储产品选型 

统一存储系统设备是云数据中心建设的核心基础，其性能的优劣，质量的好

坏，对全局的影响关系重大。在存储系统平台的选型上应充分考虑系统应用的水

平和数据处理数据量的大小，综合总体系统设计的方针，予以慎重选择。 

在选择存储平台时，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一般来讲，

以下特性是必须要考虑的： 

 存储系统的 IO性能 

 系统未来的可扩展性 

 存储系统的高可用性 

 系统的安全性 

 存储系统对其他厂家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兼容性与标准 

 系统管理员的可维护性 

EMC 公司 VNX 系列存储系统在以上几个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并且和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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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件基础架构及其他软件产品有机结合，成为一个完善的软硬件存储系统解决

方案。在本期方案中，我们设计采用 EMC VNX5300存储系统。 

我们设计两台 EMC VNX5300 存储，配置两个存储控制器及一个 NAS 控制器，

10块 600G 15000 转 SAS 硬盘。 

VNX 系列  

 

VNX 系列是 EMC 最新推出的一种创新型联合存储平台，其性能较之现有产

品最多高三倍。VNX 系列将 Celerra 和 CLARiiON 统一为一个产品品牌，让客

户拥有这两种产品的所有价值。该系列适合要求简单、高效和高性能的中端市场

及企业存储环境。 

关键新特性包括： 

1、 借助 VNX 系列，客户便可着手处理文件或数据块，并可轻松升级到统一

存储。此外，它还提供通过 EMC Atmos/VE 访问对象的功能。 

2、 Unisphere 管理以及新软件包和套件，满足自动分层、保护、安全性和

法规遵从性要求。 

3、 6 Gb/s SAS 后端，采用最新驱动器技术 — 闪存、串行连接的 SCSI (SAS) 

和近线 (NL)-SAS。注意：不支持光纤通道驱动器和 SATA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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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NX 系列支持最新的 Intel Xeon 多核 CPU，提供高达三倍的性能。 

5、 VNX 操作环境采用内置式，提升了经验证的 FLARE 和 DART 高级功能与

可靠性。 

6、 包含虚拟池的全自动存储分层 (FAST VP) 功能为数据块提供子 LUN 分

层，并增加了对文件服务的支持。 

7、 支持以太网光纤通道 (FCoE) 连接。 

9.3.2 数据中心存储系统设计 

为实现云数据中心关键数据的集中存储和管理，在本次项目中部署 NAS 和

FCSAN/IPSAN，EMC VNX5300为 EMC公司的集中存储产品，该系统可同时支持 NAS、

IPSAN、FCSAN。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后期只需增加硬盘即可。我们设计的

VNX5300单台设备可支持 125块驱动器。 

思科统一计算和 EMC 存储更更紧密的结合，能够为客户提供计算+存储的完

美的解决方案。通过统一互联阵列，存储设备可以和刀片服务器直接连接起来。

这样不仅轻松实现了服务器和存储的整合，而且大大的降低了用户在数据中心的

建设成本、空间成本、管理成本和使用成本。 

云数据中心部署拓扑图如下： 

 

 

EMC 的软件能添加不同功能来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如下列出了一些增强的

软件特性： 

 使用闪存进行优化提高了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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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X 系列专门设计为利用闪存驱动器技术的最新创新成果，最大程度提高存

储系统的性能和效率，同时将每 GB 成本降至最低。即使只有数个闪存驱动器与

EMC FAST 套件（一款无与伦比的强大软件，可对各异构驱动器中的数据进行分

层，并将活动最频繁的数据放入缓存中）结合使用，客户也可以体验到 FLASH 1st 

策略带来的最佳优势。 

 

FLASH 1st 只能通过 EMC 获取，保证客户绝不会因成本和性能而发愁。活

动高度频繁的数据由高达2TB的闪存驱动器提供服务，该驱动器带有FAST Cache，

可以动态吸收系统工作负载中的意外“高峰”。随着数据过期并且活动随时间变

得不再频繁，FAST VP（针对虚拟池的全自动存储分层）会以 1 GB 为增量，将

数据从高性能层分到高容量驱动器层中，这样整体成本较低，而且不用考虑应用

程序类型或数据过期问题。而最令人称道的是，这一切都是基于客户定义的策略

自动发生的，通过智能地执行与任务资源调配前后关联的工作，大大节省了应用

程序和存储管理员的时间与费用。 

 通过自动化更高效地使用存储容量 

VNX 系列包含内置的功能，有助于确保冗余、非活动或预期数据不占用宝贵

的存储资源。数据块压缩功能（旨在处理相对不活动的 LUN，例如备份副本和静

态数据存储库）会自动压缩数据，使客户可以重新捕获容量，并将数据的占用空

间减少高达 50%。文件级重复数据消除/ 压缩功能通过对非活动文件进行有选择

地压缩和重复数据消除，从而可将所使用的磁盘空间减少高达 50%。因为这些功

能是作为后台任务运行的，所以可将系统性能开销降至最低。 

 EMC VNX FAST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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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VNX虚拟池自动分层（FAST VP），能大大的提高块和文件系统的性能和

效率。 

VNX FAST VP 能将动态的“热“数据放在高性能驱动器和静态的“冷”数据

放在更具成本效益的高容量驱动器。VNX FAS VP 能在 sub-LUN 层面基于 1GB 数

据块的多少来自动移动数据。这将导致较低的总成本和为客户获得更多性能。 

VNX FAST VP 的自动化分析和基于策略的移动数据节省了管理员的时间。VNX 

FAST VP通过 Unisphere 介面来管理，使用户可以轻松地配置。管理员能按自身

的需要来安排自动数据移动发生的频繁率。 

 

 轻松管理、监控和调整存储资产 

借助 EMC Unisphere，可以通过分布式存储环境的简单、集成的用户界面从

任何地方管理 VNX 系统。Unisphere 控制面板是一个可进行一览式管理和报告

的屏幕，管理员可利用其快速查看并了解整个环境中正在执行的操作以及可采取

的措施。Unisphere 的单点登录会自动发现环境中的所有 VNX、EMC CLARiiON®、

EMCCelerra® 和 EMC RecoverPoint SE 安装，以便进行无缝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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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虚拟环境的最佳存储 

VNX 系列是适合虚拟化应用程序环境的理想中端系统。无论客户环境是基于

VMware、Microsoft Hyper-V 还是基于 Xen，VNX 都可通过所有支持协议的完全

认证，确保在实施的所有阶段都能够成功地部署虚拟化基础架构。 

这样存储和服务器管理员就不会再盲目地执行操作。通过 VAAI（用于阵列

集成的 vStorage APIs）将 Unisphere 与 VMware vCenter ™ 紧密集成，管理

员可洞悉整个环境的情况（端到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其熟悉的管理界面查看

虚拟资源和物理资源，透明地对存储进行资源调配、集成复制、访问所有存储功

能并将其卸载到阵列上。 

 只要单击两下，便可通过 VMware vCenter 对存储进行资源调配。 

 针对 VMware 的 EMC VNX 插件利用最佳做法可确保存储与 VMware 之

间获得最佳利用率和恢复能力。 

 可加速硬件的 Fast 克隆能够在数秒内快速对新虚拟机进行资源调

配。 

 针对 NFS 数据存储区的按需 VMDK 压缩功能可将存储消耗量减少

高达 50%。 

 与 VMware 联合开发的 EMC Proven™ 解决方案和参考体系结构可加

快关键应用程序虚拟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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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最齐全的存储软件产品 

VNX 系列软件以两种综合性程序包的方式提供，可确保客户拥有保护和管理

其信息的所有必需功能。VNX Total Protection Pack 包括复制功能、时间点恢

复功能（例如快照和克隆与自动应用程序复制结合使用可确保恢复）以及与保护

策略法规遵从性相关的监控和警报。VNX Total Efficiency Pack 包含所有保护

功能以及“一次设置、永久使用”性能优化功能。所有 VNX 软件都可通过 

Unisphere 进行管理。 

 VNX 软件还可以通过以下模块化套件获得： 

 FAST Suite — 自动优化，可获得最高的系统性能，同时可将存储

成本降至最低。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Suite — 保持数据安全，免受更改、删

除和恶意活动的影响。 

 Local Protection Suite — 亲身体验安全数据保护功能并重新调

整用途。 

 Remote Protection Suite — 保护数据免受本地故障、停机和灾难

的影响。 

 Application Protection Suite — 自动执行应用程序复制并证明

符合法规遵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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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桌面云设计 

7.1 什么是桌面云 

随着“云计算”的升温，基于云的应用交付逐步成为 IT 发展的必然趋势。

桌面云是云计算的一种应用。其定义是：“可以通过瘦客户端或者其他任何与网

络相连的设备来访问跨平台的应用程序，以及整个客户桌面”。也就是说我们只

需要一个瘦客户端设备，或者其他任何可以连接网络的设备，通过专用程序或者

浏览器，就可以访问驻留在服务器端的个人桌面以及各种应用，并且用户体验和

我们使用传统的个人电脑是一模一样的。此时用户并不需要了解后台采用了什么

技术，采用了什么软硬件平台，用户也不需要为系统的安全和数据保护而分心，

用户可以安心使用桌面虚拟化所提供功能和服务，这就是云计算所提供的好处。 

桌面云更常见的叫法是“桌面虚拟化”，即 VDI（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虚拟桌面基础架构）。简单来说，桌面虚拟化是指支持企业级

实现桌面系统的远程动态访问与数据中心统一托管的技术。它将计算机的桌面进

行虚拟化，以达到桌面使用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可以通过任何设备，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访问在网络上的属于我们个人的桌面系统。 

 

虚拟桌面架构采用"集中计算，分布显示"的原则，通过虚拟化技术，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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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的运算合为一体，在企业数据中心内进行集中处理，而桌面用户采用瘦客

户端或专用小型终端机的方式，仅负责输入输出与界面显示，不参与任何计算和

应用。 

VDI 采用远程桌面技术，支持前端瘦客户机、后端桌面后移，集中计算，是

解决终端桌面信息安全、集中计算、集中管理、移动办公、远程办公的理想解决

方案，是企业私有云的一种体现。 

7.2 桌面虚拟化的需求与收益分析 

现有的 IT 系统是基于传统 PC 方式，需要在每台 PC 上安装业务所需的软件

程序及客户端，同时重要的数据也分散在各 PC 上，不能很方便的进行集中存储

及备份。 

此外客户端安全隐患增加，由于 PC 机的安全漏洞较多，因此业务数据在客

户端有泄露及丢失的危险，并且用户的业务工作环境也有受攻击和被破坏的危险。 

而业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被绑定在 PC 机上，出现软硬件故障的时候，业务人

员只能被动地等待 IT 维护人员来修复，因此维护响应能力的不足，直接导致了

响应能力的降低，带来工作效率低下。 

业务终端的维护成本也不断上升，IT 运维人员不仅要进行 PC 机进行维护，

还要对操作系统环境、应用的安装配置和更新进行桌面管理和维护，随着应用的

增多，维护工作呈上升增长趋势。 

随着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对业务系统的功能性，安全性，方便性的要求越

来越高，例如： 

工作场景快速切换：工作场所越来越分散带来了数据如何共享的问题，现有

的系统很难实现人到哪桌面跟着到哪的业务需求。 

业务连续性：随着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要求业务连续性能力增强，

能够快速恢复业务访问。 

工作场所搬迁及扩张：在工作人员来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投入最少

的 IT 资源，达到以往或超过以往的用户接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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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简化客户端环境，实施集中化部署、管理和运维，桌面虚拟化是有效解

决方案。 

许多企业发现，使用虚拟化来支持桌面工作负荷，同使用虚拟化来支持传统

的服务器工作负荷一样，带来了一系列显著的效益。实现的效益包括 IT 管理效

率的改进、价格效率的改进、功能能力的改进。下面列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瘦客户端的利用 

因为在桌面虚拟化环境的边缘很少发生计算执行过程，所以计算体系结构对

终端设备处理能力的依赖性降低。这为 IT 人员创造了一个大幅降低终端硬件成

本的机会。他们可以将现有 PC 作为 桌面虚拟化 终端设备重新加以利用，从而

延长现有 PC 的生命周期，或者使用瘦客户端设备代替老化的 PC，这种瘦客户

端设备的生命周期通常是标准 PC 的两倍。 

改进的数据安全性 

由于能够将数据从 IT 环境的边缘移到数据中心内，从本质上降低了 IT 部

门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数据访问集中化能够缓解数据泄漏和失窃的风险并简化合

规性工作程序。 

简化的数据备份 

因为集中化虚拟桌面完全驻留在数据中心内，所以更加容易确保完全遵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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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策略。而且，视平台的体系结构方式而定，使用合并的映像和增量存储文件可

以进一步简化重要数据的提取和收集，从而简化备份流程。一家关注备份问题的

法律公司解释说：“在一台普通的计算机上，可能会发生硬盘崩溃和数据丢失。

而使用集中化虚拟桌面，系统不断地在对数据进行备份。”  

简化的灾难恢复 

由于信息中心的 IT 人员能够轻松地将虚拟桌面还原到上次所知良好的状

态，虚拟机大大简化了灾难恢复工作。因此，IT 人员不再需要提供使用最新映

像保持更新的备用终端。  

部署时间 

尤其是，当在桌面虚拟化体系结构中使用瘦客户端时，由于不需要在终端设

备上安装任何内容，因此围绕部署的流程明显得到简化。按照一位医疗行业供应

商高管的说法：“虚拟桌面的效益从轻松地部署应用程序开始…如果 [以前] 在

一年时间内我需要对每台 PC 花费一个小时向该 PC 部署新的应用程序，而现在

我可能只需要花费 15 分钟对虚拟 PC 执行相同的部署。”  

简化的 PC 维护 

如果使用得当，与传统的 PC 相比，虚拟桌面的维护要容易得多。因为虚拟

机的独特特性，各项维护任务变得十分简单，包括修补应用程序、对用户进行供

给/解除供给、迁移到新的操作系统以及执行审核职责。一家法律公司对这方面

强调说：“对于我们来说，一个重大的好处就是集中化桌面支持。”  

访问灵活性 

当用户需要在家中、在办公桌以外的地方、或者其他远程工作者状况下工作

时，他们无法访问在公司中的 PC。而由于公司桌面环境是集中化的，所以能够

为这些用户提供对公司桌面环境的访问。一家欧洲大型银行 IT 部门的 桌面虚

拟化经理解释说：“我们有大约 2,500 到 3,000 个人准备搬到新的办公大楼，

不过我们还将有数量要多得多的员工不在那里工作…他们可以坐在任何自己喜

欢的位置，或者进到另一栋大楼里，而仍然能够访问同样的桌面。所以，这就是

所谓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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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虚拟化技术使得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管理手段更加灵活，

数据中心更加智能和强壮，桌面更加安全和灵活。为企业降低了总拥有成本，带

来了投资收益最大化。 

对于高校，桌面云除了作为先进的员工桌面管理解决方案之外，还可以有如

下有针对性的创新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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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思科虚拟桌面 VDI 解决方案（VXI） 

针对虚拟桌面的应用，思科提出了端到端的 VXI（Virtualization Experience 

Infrastructure）解决方案，详见下图。 

 

 思科 VXI 解决方案体系结构 

VXI 由 3 部分组成： 

 虚拟化的数据中心 

 虚拟化感知的网络 

 虚拟化的协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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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拟化的数据中心 

其中，虚拟化的数据中心架构包含了思科 UCS 统一计算系统、互联阵列与

交换机、虚拟化软件和存储系统等，支持 VBlock(Cisco/EMC/VMware)和

FlexPod(Cisco/NetApp/VMware)打包解决方案。虚拟数据中心参考架构如下图

所示， 

 

1）计算子系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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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co UCS B 系列刀片服务器 

• Cisco UCS 5100 系列刀片服务器机箱 

• Cisco UCS 2x00 系列 Fabric Extenders 

• Cisco UCS C 系列机架式服务器 

2）互联阵列与交换机子系统包括： 

• Nexus 5000 和 7000 交换机 

• Cisco UCS 6x00 互联阵列 

• Cisco UCS Manager 

3）虚拟化子系统包括： 

•服务器虚拟化操作系统 Hypervisor：Citrix XenServer、Microsoft Hyper-V

和 VMware vSphere； 

• 虚拟机感知的网络：包括 Cisco Nexus 1000v 分布式虚拟交换机、Cisco 

Virtual Security Gateway 虚拟防火墙和Cisco Virtual WAAS (vWAAS)虚拟化的

广域网加速系统； 

• 桌面虚拟化软件：Citrix (XenDesktop, XenApp) 和 VMware (View)； 

• 用户虚拟化：将最终用户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设置从操作系统镜像中抽取出

来。这些设置可以在用户登录时绑定到一个通用的、共享的 Windows操作系统的

实例。 

• 应用程序虚拟化：实现应用软件集中存放，打包和按需分发到用户桌面； 

• 桌面分层：桌面分层在运行时组装用户的数据、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从

而创建个性化的桌面； 

• 存储：用户的数据不再保存在 PC 端，而是在数据中心，支持 NAS、SAN

和本地存储，包括 EMC 和 NetApp 提供的集中的、共享式存储系统。 

2、虚拟感知的网络 

虚拟化感知的网络负责在桌面和最终用户之间传输 HVD（托管虚拟桌面）流

量。在桌面虚拟化中，网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最终用户是连接到虚拟化

的数据中心去获取应用程序和信息，而以前这些数据是存放在本地的笔记本电脑

上的。对延迟敏感的富媒体业务，如协作视频的效果会因为网络拥塞，时延，抖

动，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严重劣化。而且由于显示协议封装和隐藏了流量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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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影响了网络对实施细致服务质量控制机制的能力，因此保证高质量的最终用

户体验也更加困难。VXI 网络体系结构是基于思科最佳实践，在特定基础网络设

施上的实施部署，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其参考结构如下图所示， 

 

它包含了： 

• 数据中心边界：思科 ACE 负载均衡设备、WAAS 广域网加速设备、ASA 

5500 防火墙； 

• 园区网：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关键技术包括 PoE、终端设备类型识别和

交换机端口自动配置、QoS、802.1x 认证、定位及终端跟踪等； 

• 广域网：关键技术包括广域网加速、性能路由 PfR、动态多点 VPN 等 

• 远程分支机构网络：包括广域网加速 WAAS、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ISR

集成业务路由器等 

• 远程办公用户 (固定的和移动的用户) 

3、虚拟化的协作空间 

对瘦客户端，胖客户端和零客户端的广泛支持和一致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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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虚拟化数据流示意图如下： 

 

 

思科 VXI 参考架构 

思科 VXI 参考架构的一个主要技术特点就是针对虚拟桌面不断扩展部署的

特点，无论从网络架构，还是 UCS 计算平台，都可以实现非常简单的高度可扩

展性。 

单一 Fabric 的情况下，UCS 计算平台最大可以扩展至 40 个刀片系统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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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扩展网络构件和调整网络结构。详细如下图所示。 

 

可以支持 1500 个虚拟桌面的思科 UCS 计算基础架构 

 

可以支持 3000 个虚拟桌面的思科 UCS 计算基础架构 

思科 VXI解决方案的主要技术优势： 

优势一、端到端的经验证的虚拟桌面解决方案，保证用户最佳体验 

优势二、高密度虚拟桌面部署节约成本 20% 

优势三、以网络为核心的多媒体桌面交付 

优势四、基于虚拟网络安全设计保障客户信息安全 

优势五、高度灵活的可扩展体系结构，支持线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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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合肥工业大学桌面云的试点，我们根据思科 VXI解决方案提出如下

配置建议，可分为基本和扩展 2部分： 

1、方案基本组件 

计算平台：思科 UCS B 系列刀片服务器，包括 2 路和 4 路 CPU 服务器。思

科 UCS 无状态计算和配置文件功能，相比于传统 VDI 环境，大幅提高了管理员

创建和配置虚拟桌面的速度，同时帮助确保将计算资源根据需要动态分配到用户

工作负载。思科 UCS 管理器和思科 UCS 服务配置文件有助于将新服务器资源从

备用位置移入生产环境中，或者重新规划现有服务器资源的用途，只需几分钟即

可，而不会像配置传统服务器那样需要数小时、数天乃至于数周的时间。 

互连阵列及交换矩阵：思科 UCS6248XP 48端口互连阵列以及相关模块； 

管理程序：VMware vSphere或 Citrix XenServer，本次推荐前者； 

VDI 连接代理：Citrix XenDesktop 或 VMware View，本次推荐后者，详见

后文介绍。 

本次配置思科 VDI解决方案入门包，可支持基于托管虚拟机的桌面，桌面数

量从 300 到 700。包含： 

6-10台思科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每台包括 2个 Intel E5-26XX 系列 CPU，

96GB内存，每台服务器提供至少 40G 网络带宽，以及相关的互联阵列和软件。 

2、方案扩展组件（可选） 

 思科统一交换架构：思科 Nexus 7000、5000 系列交换机和 Nexus 2000

系列交换架构扩展模块。VDI性能瓶颈通常归咎于存储 I/O 每秒操作数(IOPS)性

能。思科统一交换架构提供了无损 10 Gb 超低延迟以太网交换架构，融合了 LAN

和多协议存储通信，帮助确保髙级别的存储阵列吞吐量以及主要和复制的用户桌

面、应用及数据的 IOPS。 

 存储：NetApp 或 EMC 

 虚拟机感知网络和安全：思科 Nexus 1000V系列交换机，思科 VN-Link

技术和思科虚拟防火墙 

 网络安全：思科 ASA 集成防火墙、入侵防御系统(IPS)和 VPN 功能，并

支持基于客户端和无客户端的用户 VPN 接入。 

 WAN 优化：思科 Wide Area Application Services (WAAS)和虚拟 W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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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AAS)。思科 WAAS 提供了全面的 WAN 优化解决方案，可以加速包括独立计算

结构（ICA)和远程桌面协议(RDP)在内的虚拟桌面显示协议以及交付到分支机构

和移动用户的应用，同时降低 IT成本并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思科 WAAS和 WAAS

移动版为基于 WAN链路的大量并行虚拟桌面用户提供支持。网络管理员可以使用

思科 WAAS 优化 VDI 通信消耗的带宽。思科 WAAS 可帮助确保分支机构基础设施

整合并减少桌面、应用以及多格式多媒体交付的带宽需求，同时保持用户工作效

率并扩大分支机构用户数。思科 WAAS 可优化打印服务。思科的 VDI解决方案支

持多种打印策略，包括集中的远程网络打印服务器、独立分支机构打印服务器以

及使用 USB连接的打印机。 

 服务器负载均衡：思科应用控制引擎(ACE)，思科 ACE将 CPU密集型 SSL

加密从服务器转移到网络中的专用硬件，使托管桌面的密度增加高达 50%，并提

高了支持的远程用户并行会话数。 

 SAN： 思科 MDS 9500系列多层导向器 



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议方案 

98 

 

7.4 VMware 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 

以 VMware View 解决方案为例，该 VDI 方案架构中包括如下软件组件： 

vSphere For Desktop  

vCenter Server 

View Manager 

View Composer 

Local Mode 

vShield Endpoint 

ThinApp 

 

1、vSphere For 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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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phere for Desktop 是 View 后台组件。vSphere 提供强大的服务器虚拟

化功能，作为虚拟桌面后端的支持，vSphere 提供了： 

可扩展性 

每个管理单元可以支持 1000 个虚拟机，可以适合大型虚拟桌面的部署。通

过用 vMotion 更加快速和高效，可缩短虚拟机的迁移时间。可以根据需要和优

先级压缩和增加桌面，通过动态资源分配有利用服务器资源动态调配。 

高性能 

vSphere 高性能，可以为虚拟桌面提供快速、稳定的平台，并通过其监控系

统平台，掌握物理服务器、虚拟机的性能情况。 

最佳密度 

增大了桌面虚拟机密度 – 16-20 个虚拟机/核，大大提高了每台服务器虚拟

机的支持数量。 

高可用和业务连接性 

vSphere 针对桌面工作负载进行优化，例：由于内存交换减少导致性能提高。 

灾难快速恢复 

Data Recovery以及 Storage VMotion 技术能充分保证虚拟桌面平台的安全。 

2、VMware vCenter Server for Desktops 

此版本是 VMware Sphere 的集中管理中心，可控制和查看虚拟基础架构

中的集群、主机、虚拟机、存储、网络连接和其他关键元素。 

3、VMware View Manager 虚拟桌面交付中心 

VMware View Manager 是企业级虚拟桌面管理器，是 VMware View 的关

键组件。IT 管理员使用 VMware View Manager 作为中心控制点，支持最终用

户安全灵活地访问其虚拟桌面和应用程序，并利用与 VMware vSphere 之间的

紧密集成，帮助客户以安全托管服务形式交付桌面。VMware View Manager 具

有极强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它使用基于 Web 的直观管理界面创建和更新桌面

映像、管理用户数据、实施全球策略等，从而同时代理和监控数以万计的虚拟桌

面。View Manager 包括下列组件： 

 VMware View Connection Server — 管理对虚拟桌面的安全访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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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Center™ Server 配合提供高级管理功能 

 VMware View Agent — 提供会话管理和单点登录功能 

 VMware View Client —  支持  PC 和瘦客户端上的最终用户通过 

VMware View Connection Server 连接到虚拟桌面使用。 

 View Client with Local Mode，即使网络发生中断也可以访问虚拟桌面，

不会影响 IT 策略的实施。 

 VMware View Administrator — 允许管理员进行配置设置、管理虚拟桌

面和设置桌面的权限以及分配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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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安全设计 

8.1 云数据中心的整体安全防护 

随着云计算模式的部署，各类教学应用对数据中心的安全、稳定运行的依赖

程度愈高，其安全性更加凸显重要，因此云数据中心需要整体的防护措施。 

私有云的安全性与传统数据中心的安全性在概念、原则和模式上有许多共同

之处，后者的安全是前者实现的基础。私有云建立在虚拟化之上，因此虚拟化的

安全性问题需要着重考虑。 

思科提出了以下的数据中心安全防护架构和层次化的防御模型，安全防护架

构覆盖了： 

 数据中心的内部安全 

 数据中心的边界安全 

 对数据中心的访问安全 

 数据中心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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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化防御模型如下图所示，尤其考虑了对虚拟机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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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思科 Nexus 1000V 虚拟交换机 

思科 Nexus 1000V 是一款智能软件交换机，适用于 VMware ESX 和微软

Hyper-V 环境。Nexus 1000V 虚拟交换机还提供基于标准的 OpenStack Quantum 

插件和 REST API，可支持基于开源软件的多租户云基础设施。 

思科 Nexus 1000V 在 VMware ESX 管理程序中运行，支持思科 VN-Link服务

器虚拟化技术，提供：  

 基于策略的虚拟机(VM)连接  

 移动 VM 安全保护和网络策略，以及  

 对服务器虚拟化和联网团队运行无干扰的操作模式。 

在数据中心部 署服务器虚拟化时，虚拟服务器的管理方式一般与物理服务

器不同。服务器虚拟化作为特殊部署对待，从而延长了部署所需时间，增加了服

务器、网络、存储和安全 管理员之间需要进行的协调工作。而采用思科 Nexus 

1000V，用户就能拥有一个从 VM到接入层、汇聚层和核心层交换机的统一网络特

性集和调配流程。您的虚拟服务器能与物理服务器使用相同的网络配置、安全策 

略、工具和运行模式。虚拟化管理员能充分利用预先定义的、跟随 VM 移动的网

络策略，重点进行虚拟机管理。这一全面的功能集能帮助您更快地部署服务器虚

拟化 并从中受益。 

思科 Nexus 1000V 是与 VMware 密切合作的结晶，它与 VMware 虚拟基础设

施完全集成，其中包括 VMware Virtual Center、VMware ESX 和 ESXi。您能使

用思科 Nexus 1000V 来管理您的 VM 连接，确信能保持服务器虚拟化基础设施的

完整性。  

产品架构 

思科 Nexus 1000V 交换机有两个主要组件，即在管理程序内部运行的虚拟

以太网模块(VEM)和管理 VEM的外部虚拟控制引擎模块(VSM)(参见下图)。 

http://www.cisco.com/web/CN/products/products_netsol/dat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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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思科 Nexus 1000V架构 

虚拟以太网模块 

思科 Nexus 1000V 虚拟以太网模块是 VMware ESX 或 ESXi 内核的一部分，

能够取代 VMware 虚拟交换机的功能。VEM充分利用了思科和 VMware共同开发的

VMware 分布式虚拟交换机(DVS) API，为虚拟机提供高级网络功能。这一集成确

保思科 Nexus 1000V 完全了解所有服务器虚拟化活动，如 VMware VMotion 和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DRS)。VEM 从虚拟控制引擎模块获取配置信

息，执行以下高级交换功能：  

 服务质量(QoS)  

 安全：专用 VLAN、访问控制列表、思科 TrustSec 架构  

 监控：NetFlow、SPAN、ERSPAN  

思科 Nexus 1000V 交换机采用思科 NX-OS 软件，其设计旨在取代配备

VMware ESX的基本交换机。思科 Nexus 1000V 提供了一个与 VMware ESX内核紧

密耦合的、丰富的 VM管理特性集。思科 Nexus 1000V适用于 1-Gbps和 10-Gbps

架构，并且需与现有网络基础设施集成。  

如果丢失了与虚拟控制引擎模块的连接，VEM具有不间断转发功能，能根据

最近了解的配置来继续交换流量。简言之，VEM为服务器虚拟化环境提供了高级

交换功能和数据中心可靠性。  

虚拟控制引擎模块  

http://www.cisco.com/web/CN/products/products_netsol/dat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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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Nexus 1000V 虚拟控制引擎模块将多个 VEM 作为单一逻辑模块化交换

机管理。用户不必再部署物理线卡模块，虚拟控制引擎模块支持服务器软件内部

运行的 VEM。 配置可通过虚拟控制引擎模块进行并自动传播到 VEM。管理员无需

每次在一台主机上的管理程序内部配置软交换机，而是能够在所有由虚拟控制引

擎模块管理的 VEM上定义配置并立即使用。  

思科 VN-Link 的核心是一个称为端口简况的思科 NX-OS 特性。端口简况是

一系列网络属性，如 VLAN 分配、服务质量(QoS)参数、访问控制列表(ACL)配置

和其他过去应用于特定网络接口的网络特 性。与需要分别配置各端口的传统网

络调配不同，端口简况能够在一组端口上同时部署。  

通过思科 NX-OS的功能，思科 Nexus 1000V提供以下优势：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按类别配置端口，使解决方案能扩展至大量端口。包括

局域网和存储局域网在内的所有数据中心网络区域都能运行通用软件。  

高可用性：同步冗余控制引擎支持基于状态的快速故障切换。 

可管理性：通过思科命令行界面（CLI）、SNMP和 XML API 接入思科 Nexus 

1000V。 

与思科 Nexus 系列的其他产品一样，思科 Nexus 1000V 也能通过全面的思

科数据中心网络管理器工具进行管理。此外，思科 VFrame Data Center 还能控

制思科 Nexus 1000V，以便虚拟数据中心进行全面协调。  

虚拟控制引擎模块也能与 VMware Virtual Center 集成，以便虚拟化管理员

能充分受益于思科 Nexus 1000V中的网络配置。 

特性和优势 

思科 Nexus 1000V 通过包括基于策略的 VM连接、VM 安全和网络属性的移动

性以及对运行无干扰的操作模式等思科 VN-Link 技术，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通用

的物理和虚拟基础设施管理模式。  

基于策略的 VM 连接：为了使 VM 的创建和调配更轻松，思科 Nexus 1000V

包括了端口简况特性，能从网络角度支持服务器虚拟化的动态特性（参见下图）。

端口简况允许为不同类型或级别的 VM 定义 VM 网络策略，然后通过 VMware 

Virtual Center GUI 应用它们，以透明地调配网络资源。端口简况是一个为网

络配置大量 VM 的可扩展机制。  

http://www.cisco.com/web/CN/products/products_netsol/datacenter/
http://www.cisco.com/web/CN/products/products_netsol/datacenter/
http://www.cisco.com/web/CN/products/products_netsol/dat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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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于策略的 VM连接 

VM安全和网络属性的移动性：端口简况中定义的网络和安全策略在 VM的生

命周期中始终跟随 VM移动，无论它从一个服务 器迁移到另一服务器（参见下图）、

挂起、睡眠还是重启，均是如此。除迁移策略外，思科 Nexus 1000V 虚拟控制

引擎模块还能移动 VM的网络状态，如端口计数器等。进行思科 NetFlow或ERSPAN

等流量监控活动的 VM 能继续这些活动，不受 VMotion 操作的影响。当更新端口

简况时，思科 Nexus 1000V 自动向所有使用此端口简况的端口提供实时更新信

息。借助通过 VMotion 迁移网络和安全策略的能力，能够更加轻松地实现法规遵

从性，这是因为 其安全策略定义方式与物理服务器相同，由思科 Nexus 1000V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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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网络和安全属性的移动性 

无干扰型操作模式：由于与 VMware Virtual Center 紧密集成，思科 Nexus 

1000V 允许虚拟化管理员继续使用 VMware 工具来调配 VM。同时，网络管理员能

使用思科 CLI、SNMP、XML API 以及 ERSPAN 和 NetFlow 等工具，就像调配和操

作物理网络一样，来调配和操作 VM网络。虽然两个团队使用常用工具独立工作， 

但思科 Nexus 1000V 能在服务器虚拟化环境中实施一致的配置和策略。这种集

成降低了拥有成本，并支持服务器、网络、安全和存储团队之间的各种机构边界。  

在VMware Virtual Center内部，VM的配置和以前一样。现在，无需在 Virtual 

Center 中定义网络配置，思科 Nexus 1000V 控制引擎上定义的端口简况即可在

Virtual Center 中作为端口组显示。虚拟化管理员能充分利用预先配置的端口

组，重点进行 VM 管理，而网络管理员则能使用端口简况来配置大量端口。这两

个团队携手，便能更高效地部署服务器虚拟化，降低运营开支。  

 

8.3 虚拟机的安全保护 

服务器虚拟化环境下，虚拟机的安全保护已不能按传统方式设计，因此，我

们推荐针对虚拟化环境的安全保护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随着虚拟化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对虚拟化技术的不断深入应用，在虚拟化环境

下，企业将会遇到新的安全问题。如下图所示：传统的安全防护，如防火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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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去防护单台物理机上的多台虚拟机之前互相传播病毒或者互相攻击。 

 

企业在应用虚拟技术时，会在以下五个方面提供遇到新的安全问题，这是传

统的安全软件或者硬件没有办法解决的。 

 未激活的虚拟机  

 资源冲突  

 虚拟系统扩展  

 虚拟系统间的通讯  

 vMotion 虚拟机迁移  

利用 Nexus1000v 集成的 vPath 功能，可以通过对虚拟机流量的牵引，实现

与虚拟化服务的绑定，从而方便地实现与虚拟防火墙，虚拟的应用加速等的集成。

思科 vPath 通过预定义的策略来引导或“束缚”跨 VSG 和 ASA1000V 的流量，

以每个租户为基础简化操作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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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G（虚拟安全网关）是基于 Nexus 1000V 的虚拟防火墙，可以实现对虚拟

机的安全防护，而且支持 vMotion，安全策略可以随虚拟机的漂移而转移，现以

VSG的工作过程描述 vPath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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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Path检测到属于一个未知的，也就是新建流的报文； 

2、报文被发往支持 vPath的设备，如 VSG。VSG对报文根据安全策略进行评

估，决定是允许还是丢弃 

3、流策略（允许还是丢弃）被发回到 Nexus1000V上的 vPath，决策实现缓

存 

4、ACL被卸载到 Nexus 1000V上，安全策略的处理被从 VSG 转移到 VEM 上，

vPath对属于该流的后续报文不加干预，直接允许或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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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exus 1000V 和 VSG 的部署，我们可以实现对虚拟机层面的访问控制，

过滤外部设备对虚拟机的访问流量以及虚拟机之间的互访流量，保障虚拟机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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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思科还推出了 ASA 1000V 云防火墙，可与 Nexus 1000V软件交换机实

现无缝集成。作为思科虚拟安全网关（VSG）的有效补充，ASA 1000V 可扩展防

火墙功能，为物理、虚拟和云基础设施提供一致的安全保护。  

ASA 1000V 采用思科主流、成熟的自适应安全设备 (ASA) 技术，在边缘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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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度安全的多重租赁虚拟和云基础架构进行优化，这有助于实现物理基础架构、

虚拟基础架构和云基础架构之间的一致性，为各种规模的网络提供了一流的防火

墙功能，全面的实时威胁防御功能，始终在线且高度安全的有效远程接入能力，

以及全面的网络安全性。思科 ASA 1000V 防火墙为思科虚拟安全网关（VSG）基

于区域的安全能力提供了有效保护，并提供了多租户边缘安全性、缺省网关功能、

以及网络攻击防御能力。其优势如下 ：  

 专为虚拟化/云环境优化的主流 ASA技术。ASA防火墙专为多用户虚拟和

云环境而构建。与同类解决方案不同，它超越了仅在虚拟机中提供时兴的物理

ASA的做法，具备出色的灵活性，并能够更高效地使用资源。 

 单一 ASA 1000V 例程能够在多个 ESX 主机间采用不同的安全策略来保护

多个工作负载，从而可降低异构环境中的部署复杂性，并提高可扩展性。 

 通过使用业经验证的防火墙，可保护用户层面和实现高度安全的分隔，

能够在物理、虚拟和公有云/私有云环境间确保一致的端到端安全性。 

 支持多个虚拟机管理程序，借此提供无与伦比的部署灵活性，同时不必

局限于任何一家供应商。 

 构建于行业领先的思科 Nexus 1000V 系列交换机基础之上，有效补充了

思科虚拟安全网关（VSG），为虚拟化和云基础设施带来了端到端安全性。 

ASA 1000V 与 VSG的分工如下图所示，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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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虚拟网络管理中心（VNMC）提供基于策略的动态多租户管理能力，它是

实现对 Cisco ASA 1000V防火墙和思科虚拟安全网关的集中管理软件 。 

8.4 虚拟机防病毒 

趋势科技 DeepSecurity 利用创新的技术，结合 Vmware 的 VMsafe API，直

接把安全防护组件 DSVA，安装在 ESX Server 上。DSVA可以在底层提供，直接从

虚拟层对上层的所有虚拟机统一的提供安全防护。 

 

如上图所示，通过 DSVA 的防护，单台物理机上的所有虚拟服务器之间的互

相攻击和病毒传播就可以直接被 DSVA 阻断，彻底解决了企业在应用虚拟技术时，

服务器所遇到的新的安全问题。 

所以，DeepSecurity 可以在 Vmware 提供的虚拟环境下，提供给服务器群新

的安全防护架构。 

如下图所示，管理员只需要在 ESX 主机上安全 DeepSecurity 的 DSVA 组件，

就可以提供对这台 ESX主机上所有的虚拟主机的安全防护，而不需要在每一台虚

拟主机上安全 Agent。同时，DSM会对 DSVA进行统一的监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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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云计算管理平台的设计 

9.1 虚拟化数据中心的自动化管理 

融合的基础架构是实施自动化的基础，传统基础架构难以实现自动化，因为： 

 资源结构竖井化 

- 需要整合化 

- 需要虚拟化 

 资源调度复杂性 

- 需要统一化 

- 需要精简化 

而思科的融合基础架构，如 VBlcok/FlexPod，则非常容易实现自动化的管

理，因为其具有以下特点： 

 统一的虚拟平台 

- 最通用和稳定的虚拟化平台 

 统一计算和统一交换 

- 高度整合化 

- 高度虚拟化 

- 高度精简化 

 统一的存储 

- 整合精简的存储访问 

- 虚拟化存储 

- 精简优化的存储迁移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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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一、融合的基础设施为前提，建成虚拟化的数据中心，再加上自动化的

管理，就实现了 IaaS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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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思科 CIAC 云管理平台解决方案 

Cisco Intelligent Automation for Cloud（CIAC）是面向大型异构化数据中心的

云管理工具，它采用基于策略的控制来设置虚拟和实体资源，从而针对云计算实

现高度安全、按需满足的自动化 IT 运营。该软件解决方案包括自助服务门户、

业务流程引擎以及高级云管理功能，可提升 IT 灵活性、响应能力和速度。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192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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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设置和自动化 

不管是针对测试和开发，还是生产工作，都能通过自助服务和自动化来实现

有效的云管理。在直观的门户界面中，用户可以从标准选项菜单 中购买所需产

品。IT 可在数分钟之内实现应用和基础设施请求的按需设置，而不用再耗费漫

长的数周时间。无论是从最初的请求还是到最后的终止，管理员都能予以控制并

跟踪其中的每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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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Intelligent Automation for Cloud (IAC) 提供的功能不止上述所

列，并且其云管理可以根据贵企业的战略发展蓝图调整规模。借助 Cisco IAC 实

现一系列实施，无论是从测试和开发到生产工作，还是从初期试点到全企业范围

内的大规模计划，以及私有云、公共云或混合云部署。 

 易于使用的门户和服务目录可简化 IT 资源请求，并将自助服务扩展到

全体用户 

 面板可通知用户所分配资源的状态和限制，并通过生命周期管理控制能

耗 

 管理员对探查力和可视性拥有更强的控制力度，而且可以实时更改 

 内置网络服务管理功能，对复杂的网络环境的设置化繁为简 

 用于配置服务和工作流程的预建自动化包和工具有助于加快部署，降低

总拥有成本 

统一云管理和协调 

这项强大的解决方案可以为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UCS)、其他思科产品、非思

科产品以及合作伙伴技术解决方案取长补短。因此，该软件尽管是针对思科架构

进行的优化，但仍可与由不同供应商提供的企业现有系统、服务管理工具、操作

流程及基础架构相集成。 

通过与思科合作进行云部署，高校将借由统一云管理平台享受到以下好处： 

可扩展 

利用资源共享池和虚拟数据中心管理大规模云部署（例如多重 UCS 集群），

充分利用可用容量并发挥最佳性能。 

开放 

多重云加速套件可管理混合式云环境，并支持 OpenStack、Amazon EC2、

VMware vCloud Director 以及多个虚拟机管理程序。 

灵活 

该解决方案具有很强的可配置能力，能针对企业的特殊要求对产品进行标准

化扩展，而无需对每次升级进行自定义和重组。 

思科客户得到的最终成果是一个云运营模式，它可以实现更快的速度、更强

的响应能力、更出色的用户满意度和更高的运营效率。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1636/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web/CN/products/products_netsol/u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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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Cisco Intelligent Automation for Cloud 快速入门版，在思科统一计算系

统 (UCS) 上快速实施并运行私有云，只需短短几周便可提供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部署之后，IT 机构能就能同时为虚拟和实体资源提供自助服务自动化，同时将

端到端的配置时间从几天锐减到几分钟。 

入门版着眼于通过自助服务门户完成简单的基础架构部署，并实现针对虚拟

和实体服务器的自动化、协作和生命周期管理。它所带来的便利能让用户提前实

现云计算，并提高灵活性。 

结合思科 UCS实施，可以达成以下目标： 

 实现 IT 基础架构服务的标准化和自动化 

 精心安排虚拟机和实体服务器的配置 

 对计算资源从最初购买到最后终止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结合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建设进程的实际情况，我们建议项目建设初期，云

管理平台采用 ICM，今后随着云计算规模的扩大，结构愈加复杂，功能要求更加

丰富的情况下，再过渡到 CIAC解决方案。 

9.3 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 ICM 

9.3.1 ICM 介绍 

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IaaS Cloud Management，简称 ICM）是思

科为中国用户定制的一款虚拟云计算数据中心运营与管理产品。ICM的定位是为

企业建设中、小型私有云提供一个自动化管理，流程化的 IaaS 云服务投放工具。

ICM针对企业私有云的基础设施，从虚拟机的自动开通部署和管理入手，面向业

务、面向资源、面向客户，整合计算、存储与网络资源的 IT 基础设施能力，提

供基于租户标准化的按需使用和按需结算的云服务租用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设

计了符合企业云数据中心运营与管理需要的产品与系统。 

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三层结构，底层组件式接口适配器使其能够集

成多种云数据中心设备厂商基础管理系统与工具，其设计体现了当今开放的设备、

应用与服务管理平台系统的技术，同时提供了一种灵活可扩展的框架。除已经具

备集成 VMware vCenter，ICM 的扩展性结构可以方便地集成 Microsoft Hyper-V，

Citrix XEN 等虚拟化平台，这种与多厂商并存与集成能力，使企业云数据中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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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系统能够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配套体系，为企业提供完整的云数据中心管理能

力。 

 

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包括面向用户的多个功能模块，如资源中心，

产品中心、产品申请，业务开通、租期管理、自助监控、维护中心、系统管理等

等。 

其业务模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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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是以管理 Cisco vBlock 、VCE 数据中心系统中

虚拟机的开通与管理，通过 API 方式与 Cisco UCS Manager 以及 VMware vCenter 

虚拟化平台紧密集成，面向业务流程的企业云管理方案。租户标准化的理念，把

虚拟机作为服务产品进行定义与发布，按需（时间与资源用量）订购与使用；有

限状态机和邮件相结合的流程驱动形式，实现虚拟机全生命周期，从产品定义，

业务申请、开通和配置部署，简化虚拟机服务的运营和管理操作；这种设计大大

降低用户新业务需求的交付时间周期，通过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获取

服务的时间周期从原来的 2～3 天缩短到不超过 10分钟。 

ICM 与 UCS Manager API 接口集成，支持 UCS 硬件 VN_link 功能，提供 UCS 

Manager 中定义的 PortProfile 及其网络策略在虚拟机产品定义，虚拟机产品订购

及开通部署过程中根据 Qos 带宽速率自动挑选满足的分布式端口组，为硬件

VN_link 功能面向用户应用提供了方法。 

在管理虚拟资源的同时，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同时能够管理数据中

心的物理资源，使得物理服务器也能够作为云服务进行申请，自动开通和交付。

使得企业数据中心同步具备提供虚拟云服务和物理服务器的混合能力，满足一定

阶段内，企业数据中心从物理服务器向虚拟服务器发展的需要。 

ICM 与 UCS Manager 深度集成，充分发挥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UCS 的无状态计

算能力，把物理刀片服务器也作为云服务进行发布，申请，开通和交付，与虚拟

机服务具有相同的管理流程和方式，虚拟服务器和物理服务器并举，使得数据中

心提供全面多种能力的服务。 

ICM 基于 web service 和 http+xml 规范化开放接口技术，与 vCenter、UCS 

manager 等设备管理系统与虚拟化平台紧密集成。 

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为企业私有云基础设施提供了有力的管理工

具，并发展和提升了底层的设备厂商管理系统在业务和流程层面的作用，相互集

成与配合，流程化，规范化企业云基础设施的管理与维护。总之，云基础设施管

理平台解决方案为管理企业私有云数据中心提供了具有领先技术水平的解决方

案。 

9.3.2 ICM 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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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包括以下模块：  

资源中心－－集中统一管理系统所有资源，包括物理资源，虚拟资源和客户

资源。物理资源包括刀架，刀片服务器，机架服务器和 Service Profile。虚拟资源

包括计算资源，网络资源和存储资源，并统计和呈现当前的资源使用状态与详细

信息；客户资源包括客户组和客户。提供资源数据的同步、分配、操作和统计管

理。 

产品管理——提供三类主流的数据中心基础服务器：虚拟服务器产品，物理

服务器产品，并具备扩展 VDI 虚拟桌面产品的能力。每类产品都提供完整的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从产品定义，维护，发布到退服。每类产品根据各自的技术特征

和租用标准化的理念，类比传统的计算机营销模式，把用户对云服务的各种需求

归纳形成不同的产品目录，发布到系统门户供用户挑选和自助申请。为用户提供

按需（资源）使用的选择。 

申请单管理——提供云数据中心服务开通，配置与部署的流程化管理，并监

视流程进度与驱动。服务开通流程对数据中心服务投放流程高度总结和抽象，分

为典型的 6 个阶段：提交，审批，配置，开通，交付与回收。在每个阶段，基于

有限状态机与邮件相结合的方式与操作人员或用户进行友好和及时的交互。 

服务账单——服务账单是对用户服务申请的资源使用量和时间进行记录和

统计，基于用户服务资源使用量进行账单记录，用户可以查询，也可以导出服务

账单。 

监控中心——提供服务租期监视和服务远程操作维护能力。在服务开通之后，

对服务的有效使用时间进行周期监视，基于系统配置的租期提醒门限，对于超过

提醒门限的服务，发送邮件通知用户；对于过期的服务提供资源回收能力。 

系统提供远程操作和控制用户服务器的能力，在监控中心，用户可以进行配

置查询，管理操作，运行状态监视以及远程终端访问。 

维护中心——提供服务维护单和常见问题功能。用户在使用数据中心云服务

的过程中，遇到故障或技术问题，可以通过门户创建和填写故障或技术支持维护

单，通过系统的维护单管理能力，系统管理员可以对用户的服务单进行处理，帮

助用户解决使用中的问题。常见问题是系统对用户维护单的整理与归档，为所有

系统用户提供学习或自助问题解决经验库，让所有用户共享使用经验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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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提供系统参数调整，用户管理，日志管理等系统自身运行维护

能力。 

统计功能——在系统门户首页统计呈现当前用户的关键业务和信息。 

集成接口－－提供 REST web service API 接口，方便与外部相关业务与管理

系统进行集成和数据交换。 

9.3.3 ICM 的主要功能及应用 

主要功能/应用 产品模块 管理优势 

虚拟资源管理 资源中心 集中统一管理系统所有虚拟资源，包括计算

资源，网络资源和存储资源，并统计和呈现

当前的资源使用状态与用量信息。 

物理资源管理 资源中心 集中呈现 UCS 硬件服务器资源关系和状态，

同时建立与 vCenter 中虚拟机的关系，关联

呈现物理机与虚拟机的承载关系；统计和呈

现当前物理资源使用状态与用量信息。 

客户资源管理 资源中心 管理和呈现系统客户资源，客户资源包括客

户组和客户，支持客户组与客户的创建，修

改，删除，统计，并支持与 LDAP 服务器用

户信息进行同步和导入，支持中间文件格式

的用户信息导入。 

VNLink网络策略 资源中心 在数据中心服务器支持 Cisco VNlink in 

Hardware 时，提供 VNlink 策略同步与应用

部署。 

服务等级管理 产品管理 提供面向用户和面向底层系统与设备的服

务等级关系映射与参数定义。 

物理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 支持 Cisco UCS 硬件刀片服务器作为云服务

产品进行定义，发布。 

虚拟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 提供虚拟产品的全生命期维护管理操作；提

供通过克隆方式创建新的虚拟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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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目录管理 产品管理 提供产品灵活分组，便于授权与查询。 

申请新服务 产品中心 用户门户提供网上商城方式的虚拟产品查

询，挑选和订购，并建立产品订单。 

申请单业务流程 产品中心 虚拟机开通流程分为 6 个用户操作点与阶

段：提交，配置，审核，开通，激活与回收。

在每个阶段，基于有限状态机驱动流程状态

迁移。 

邮件主动通知 产品中心 有限状态机驱动与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通知

相应的操作人员或用户执行操作。 

服务开通部署 产品中心 一次点击按钮，完整开通和部署服虚拟服务

器和物理服务器。 

资源回收 产品中心 在服务租期结束后，提供服务清除和资源回

收操作。提供三种类型的回收操作。 

服务账单 产品中心 提供服务资源用量统计记录单，支持导出成

文件格式。 

租期监视 监控中心 周期性监视虚拟机的租用状态与邮件主动

提醒。 

远程操作控制 监控中心 服务器的远程上电，下电，重启操作。 

虚拟机备份 监控中心 对于虚拟服务器，提供 OVF 格式的备份功

能。 

UCS服务器KVM终端

访问 

监控中心 集成 UCS KVM 工具实现用户远程登录和访

问虚拟机系统进行管理。 

VMware MKS 集成支

持 

监控中心 集成 VMware MKS 插件，为用户提供基于浏

览器的虚拟机远程访问与控制。 

维护单管理 维护中心 支持故障单和技术支持两类服务单，并通过

系统简单流程驱动服务单解决。 

常见问题 维护中心 对用户服务单进行整理与归档，便于系统所

有的终端用户都可以共享使用经验与知识。 

用户管理 系统管理 系统用户创建，信息修改，密码修改，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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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分配，用户自服务注册等 

日志管理 系统管理 提供访问日志，操作日志，开通日志和采集

日志。 

系统参数 系统管理 系统即时配置即时生效的系统运行参数配

置。 

License 控制 系统管理 License 控制与服务，支持通过门户界面安装

和更新 license。 

集成接口 对外接口 REST web Service 接口，提供与第三方系统

的应用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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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 资源申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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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过程 

 

资源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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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监控 

 

9.3.4 ICM 的部署方式 

ICM 可以是独立的物理服务器方式进行部署，为防止故障与中断可以启用双

机策略。云基础设施管理平台解决方案提供灵活的安装能力，完全采用跨平台的

Java 编程语言和工具进行设计与开发，使其能够安装在多种操作系统之上，如

Windows，Linux。 

同时 ICM 也支持以虚拟机的形式进行发布，部署在虚拟化环境。即用户获

取 OVF 标准镜像文件将其导入，系统开机加电启动服务，即可完成。此方法使

部署更加轻松便捷，系统的移动性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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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站式私有云建设方案 VBLOCK 介绍 

VCE 是 VMware、Cisco 和 EMC 之间的战略联盟。其主要目标为： 

 加快到虚拟化数据中心和私有云的转变。 

 提供私有云之旅的蓝图、参考体系结构、功能、解决方案、服务及支持。 

 向市场提供有关 IT 未来和向私有云发展的思想指导。 

VCE 借助业界三大领导者的合力，向用户提供针对虚拟化数据中心和私有云

的联合解决方案。这样就将一流的技术与集成的解决方案模型完美搭配在一起，

以加快数据中心部署、减少风险和成本并更好地精简操作。 

VCE 联盟由单独的公司构成，其中每家公司都旨在成为数据中心的一个或两

个重要技术领域的佼佼者。其他公司可能采取某种整体式的市场路线，将一组低

劣或大众化的技术组装在一起，并认为只有他们提供的集成服务才具有吸引力或

优势。我们则致力于将我们的技术价值产品化，并通过制定开放标准、非专有技

术、联合体系和联合开发来达到此目的。 

围绕 VCE 和私有云的核心优势包括： 

效率 

效率的特征是避免不必要的投资、实现较低总体拥有成本，以及最大程度减

少在管理和维护 IT 基础架构方面所花的资源时间与投资。用业务术语来说，效

率可同时节省资金开销和运营开销。 

控制 

随着企业变得日益依赖 IT 服务，有效的应用程序交付可能将决定是增长还

是衰退、成功还是失败。因此，企业依赖 IT 来完全控制应用程序交付的服务质

量不得有任何差池。 

选择 

新的选择模型（内部、外部、联合）— 全面的应用程序和工具选择。这意

味着用户可以支持其现有应用程序，并对将来的应用程序充满信心，同时仍然能

够灵活地选择在内部或外部云中进行部署。 

Vblock 是思科、EMC 及 VMware 联合发布的一个体系架构，是上述 3 家领导

厂商的产品技术联合创新，Vblock 体系架构经过了联合开发验证，是从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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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到非常大型的企业用户都适用的数据中心虚拟化的解决方案，能够给用户

带来应用成本的显著降低。 

 

VBLOCK 解决方案的组件分别来自这三家公司，包括的组件如下： 

1、计算和网络硬件，Vblock采用了思科 UCS作为承载平台 

2、虚拟化软件，它采用了 VMware的虚拟化软件 

3、存储和管理方面，使用了 EMC 的存储系统和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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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LOCK 解决方案实现了预工程（Pre-Engineered）、预集成（Pre-Integrated）

和预验证（Validated），具有以下优势： 

1、完整的系统集成 

2、优化的解决方案 

3、无缝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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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LOCK 采取的是打包的解决方案销售模式，根据不同的应用规模，VBLOCK

分为 2个档次，Vblock 300和 700，其定位和组成不同，具体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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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组成： 

 

软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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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容灾设计 

今天，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离开信息技术人类生活将陷入困境，因此人类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赖以生存的

信息技术是否安全可靠。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信息技术本身在发展，信息系统它

不能给我们带来绝对的安全可靠，人们必须考虑各种容灾解决方案。 

影响信息系统崩溃的灾难形式可能很多，包括自然原因导致的灾难如地震、

洪水、火灾、飓风、恐怖活动等和人为操作导致的系统崩溃或数据无法恢复。而

进入 90 年代以来，一个现代企业或机构如果没有高可用性的计算机系统，几乎

无法参与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系统保护措施必须能够确保在各种自然的或人为

的灾难发生造成基本处理设施毁坏的情况下能迅速恢复系统的处理功能。因此保

持业务的持续性已成为不同机构、机关以及企业建设自己信息系统必须考虑的重

要目标之一。 

在本方案中我们针对合工大云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设计数据备份解决方案及

数据中心容灾远期规划。 

11.1 虚机备份方案设计 

云数据中心是承载整个合肥工业大学教学系统的核心部分，而系统中的数据，

更是核心中的核心，数据的安全性关系到整个系统能否正常的运行，最终关系到

能否提供正常的服务，所以做好数据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对数据的保护，有多种方法，包括备份和数据容灾。目前用得最多、最有效

的手段是数据备份。而备份的方法也很多，有手工备份、自动备份等。不同的备

份方法，其效果不同，主要表现在性能、自动化程度、对现有系统应用的影响程

度、管理、可扩展性等方面。 

随着系统数据量的不断增大，数据维护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备份对业务系

统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其自动化程度低，出错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所

以现有的备份手段已经不能保证快速、有效的保护数据，并且直接影响到业务系

统的正常运行。 

11.5.1 虚机备份软件 

用基于磁盘的备份和恢复解决方案 VMware Data Recovery，实现快速、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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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和全面的虚拟机数据保护。VMware Data Recovery 是您的第一道 数据保护防

线。它与 VMware vCenter Server 完全集成，可支持集中和高效的备份作业管

理，同时还包括重复数据消除功能，可以节省备份所占用的磁盘存储空间。 

 快速的虚拟机备份和恢复 

许多备份产品将数据写到磁带，这对于长期归档非常理想，但是要恢复数据

通常却非常困难，会耗费很长的时间。 VMware Data Recovery 支持快速备份到

磁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支持快速和完全的恢复，从而能够预防虚拟环境中的

数据丢失。 

 基于磁盘的备份和恢复，可实现快速的虚拟机恢复 

 易于部署，因为 VMware Data Recovery 是一个运行于 VMware ESX 和 

ESXi 主机上的虚拟机 

 根据需要恢复单个文件或整个映像 

 简单的备份作业配置和管理 

VMware Data Recovery 提供集中的管理界面，支持直接通过 VMware 

vCenter Server 备份和恢复您的虚拟机。 

 整个清单中的虚拟机都通过 VMware vCenter Server 自动进行识别 

 使用由向导驱动的直观工作流来创建、配置和计划备份作业  

 为每个虚拟机显示多个恢复点，以便轻松选择要恢复的特定时间点副本 

 自动监视由 VMware HA、 VMware vMotion 和 VMware DRS 移动的虚拟

机，以便计划的备份可不间断地持续运行 

http://www.vmware.com/cn/solutions/datacenter/business-continuity/dataprotection/dataprotection.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center-server/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sphere/esxi-and-esx/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sphere/esxi-and-esx/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center-server/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center-server/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center-server/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sphere/high-availability/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sphere/vmotion/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sphere/drs/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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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高效的存储备份解决方案 

VMware Data Recovery 使用内置重复数据消除技术来节省大量磁盘空间。 

该技术可在备份数据流传输到磁盘时消除重复的存储块。 

 保留虚拟机的多个时间点副本，但是仅使用一小部分存储空间 

 重复数据消除操作在将虚拟机备份存储到磁盘时进行，以高效地利用备

份时段和可用资源 

 

11.5.2 虚机备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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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云数据中心建设中，我们可采用 VMware Data Recovery 2.0 软件实现

对虚拟机的快速备份及恢复解决方案。VMware Data Recovery 2.0 为 VMware 

vSphere 5.0企业版自带免费软件。 

 

VMware Data Recovery作为 VM部署于 ESXi，与 VMware vCenter 集成，实现

虚拟机的快速备份及恢复。虚机备份架构如上图所示，虚拟机的备份可在

VNX5300存储划分适当空间作虚机备份。 

11.2 数据中心容灾远期规划 

11.2.1 容灾工程的系统分析 

 容灾工程的系统分析包括：业务系统的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容灾系统

对业务系统的影响分析（Business Impact Analysis）和容灾系统的投入和产出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业务系统的风险分析 

建立容灾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在灾难造成对业务数据破坏后，业务数据的

可恢复性，所以，首先要分析本地区影响业务数据安全性的灾难有哪些种类。灾

难可以分为自然灾难，社会灾难和人为灾难。 

      自然灾难包括火灾、水灾、地震等突发自然灾害造成的业务系统的灾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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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有一定的统计概率，而且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是有一

定区域的，对自然灾害的风险分析相对比较容易。在实施容灾工程时，特别要注

意容灾备份中心的选择，建立在自然灾害较少的地方，在美国，一些州通过立法，

规定容灾备份中心可选择的地区。 

      社会灾难包括区域性电力系统故障，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战争引起定点破

坏等灾难，国内外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必须引起足够的忧患意识。美国“911”

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没有采取任何容灾措施的企业由于核心业务数据

的破坏而最终破产，而一些采用了容灾措施的企业得以生存，有的建立了备用业

务系统的企业的业务能够很快恢复。 

      人为灾难包括 IT 系统管理人员的误操作、来自网络的恶意攻击、计算机病毒

发作造成的数据灾难。近几年，人为灾难更为突出，特别是计算机病毒造成的数

据损失触目惊心。最近，迅速泛滥的“冲击波”（Worm Blaster）病毒，致使全球

上百万台计算机中毒，部分网络服务器瘫痪，迄今已给全球商业界造成了几十亿

美元的直接损失，尽管有关公司发布了软件补丁，但余波未静，“冲击波”变种仍

然伺机而动。研究结果表明，下一代电脑病毒传播的速度将更快。一种名为 Flash

的病毒将在极短时间内感染所有的网络，而另一种名为 Warhol 的病毒将在 15 分

钟之内传遍全球。采用后发制人策略的防计算机病毒系统难以保证数据的安全，

有必要建立数据的备份机制。 

容灾系统对业务系统的影响分析 

数据复制操作的发起来自业务系统，不论来自系统的计算层、网络层，还是

存储层，肯定会影响到业务系统的性能，对于那些要求高性能的业务系统或者已

经是高负荷运行的业务系统，必须分析建立容灾系统对业务系统性能的影响。不

同容灾技术对业务系统的影响不同， 比如，一个采用同步数据复制技术的容灾

解决方案，如果容灾备份中心与业务中心距离超过 100 公里以上，需要考虑数据

传输的时延对业务系统 IO 性能造成的影响，距离越远，业务系统 IO 性能下降的

速度越快。 

容灾系统备份系统运行平稳后，需要对备份数据（数据库）的可用性进行检

查，一些容灾解决方案采用的是主/备工作方式，正常情况下，备份中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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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够打开使用的，只有在业务系统工作中断，或者切断容灾进程的情况下，

才能够对备份数据（数据库）的可用性进行检查，这样做，势必对业务系统正常

运行产生影响。 

      容灾系统包括传输数据的网络，由于网络传输拥堵或者中断等原因，数据复

制同样会造成业务系统性能的下降甚至业务运行的中断，当等待传输的数据溢出

数据复制发起端的缓冲区时，有可能造成数据的丢失，或者数据传输次序的混乱，

破坏备份数据库的一致性，使得数据库不可恢复。 

      容灾系统的投入和产出分析（CBA） 

众所周知，TCO 和 ROI 是衡量容灾系统投入和回报的主要指标，CBA 强调的

是投资产出的分析，从业务系统发展的角度考虑容灾系统投资的合理性。 

      首先，要考虑准备建设的容灾系统与正在运行的业务系统的延续性，保护前

期投资，为了建立新容灾系统而对原有业务系统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情况，应该尽

量避免。其次，要考虑业务系统扩展对容灾系统的影响，特别是存储容量增加的

影响和通信线路负荷的影响，由于单业务容灾系统使用概率很低，CBA 的结果倾

向于选择专业的数据容灾中心服务方式。 

11.2.2 容灾技术分类 

在讨论容灾技术分类前，先了解一些有关容灾的技术术语。 

 同步复制与异步复制 

同步复制是指向业务系统存储数据和向备份系统存储数据同时进行，只有在

两地数据存储操作完成后，才能够进行下一个数据存储操作，因此，同步复制的

IO 操作时间以最长的 IO 用时为衡量尺度。异步复制是指对业务系统的数据存储

操作独立进行，对备份系统的数据存储操作按照排队方式进行，业务系统的 IO

操作不受异地备份系统的 IO 操作影响。为了保证数据传输排队的次序，异步复

制需要一些特殊技术的支持。 

 源数据与目标数据 

业务系统的数据是源数据，备份中心的数据是目标数据。在双工模式下，A

业务系统可以存储 B 业务系统的目标数据，反之亦然。在多向复制模式下，源数

据可以有多个目标数据作为备份。在集中模式下，容灾备份中心可以存储多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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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系统复制来的目标数据。 

 冷容灾中心与热容灾中心 

冷容灾中心的目标数据只能在数据恢复时使用。热容灾中心的目标数据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离线使用。对于数据库来说，热容灾中心的数据库时刻处于打开状

态。 

应用于容灾工程的技术统称为容灾技术。对于各单位不同的 IT 业务系统，应

该选择不同的容灾技术。每种容灾技术都有自身的技术特点和某些应用局限性。

通过对容灾技术的分类，可以帮助用户在容灾工程设计中选择最适用的容灾解决

方案。 

11.3 基于存储的数据容灾建议 

综合考虑武汉教育应用业务和技术因素，推荐在数据容灾方面几种复制解决

方案可供武汉教育后期建设参考： 

 同步复制解决方案 —— MirrorView/S 

 异步复制解决方案 —— MirrorView/A 

 持续数据保护方案 —— RecoverPoint（CDP+CRR） 

采用 EMC MirrorView 异步模式数据复制技术有以下优点： 

 远距离复制---跨广域网进行复制，主备中心可以相距几十公里甚至

更远； 

 可定制的重启点（RPO从半小时至数小时） 

 基于磁盘的副本加快了重启速度---始终都有一个可重启的数据

“一致性”拷贝 

 不需要服务器资源---独立于服务器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文件系统，

有效的带宽利用率； 

 最好的系统可扩展能力---对应用、操作系统、数据库透明，使扩展

很方便，包括容量的扩展、应用的扩展； 

 操作简单---采用基于 Web 的 Navisphere 管理软件进行设置和管

理。 

 同步复制解决方案 —— MirrorView/S 的工作原理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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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View/S 同步流程： 

 在源端收到由服务器发过来的写 I/O操作 

 I/O 同步写到源及目标端 

 目标端返回确认写操作给源端 

 返回 I/O写完成给服务器  

 没有收到源及目标端的写完成确认前, 不会有写 I/O 确认返回给服务器。 

异步复制解决方案 —— MirrorView/A 的工作原理及流程： 

MirrorView/A 同步流程： 

  当完成初次的完全复制后: 

 在源端收到来自服务器的写 I/O 操作 

 返回 I/O确认给服务器 

 更新目标端前,目标端自动创建“Gold Copy”, 来防止传输过程

中出现故障造成目标端数据被破坏 

 在源端创建 Delta Set, 保护传输过程中源数据产生变化 

 变化量复制到目标端后, gold copy 被自动删除, 源端的 Delta 

Set 会自动清空以接受下一个周期的操作 

EMC 的持续数据保护（CDP）技术进行基于每一个时间点的数据备份，以恢复

至任意一时间点. 若数据库出现逻辑错误或误删除，可通过 CDP软件实现基于任

意时间点或每一个 IO 的实时恢复，EMC Recoverpont 软件可实现核心生产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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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和容灾磁盘阵列的数据实时同步；备份的数据即时可用、备份的数据可即时

恢复，通过 CDP 技术进行备份消除了备份时间窗口，同时提高了效率。 

EMC RecoverPoint 工作流程 

RecoverPoint 设备的两个 FC接口连接到两台光纤存储交换机。在磁盘阵列

上规划出几个功能卷： Repository 卷（k-vol）、历史卷（J-vol）。Repository

卷作为系统卷，存放配置信息；历史卷（J-vol）用来存放历史快照信息。EMC 

RecoverPoint 整个数据复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解、标记、传输、分发。

如下图所示： 

 

1) 分解：应用主机对本地存储写操作时，I/O命令一分为二，一份写到

RPA，一份写到本地存储。I/O 分解利用 CISCO MDS9216 SAN 交换机 SANTap

服务，SANTap 服务将 I/O拷贝一份写到 RP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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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记：这个过程由 RPA完成，RPA对 I/O命令封装、加上标签，目的

是维护数据写顺序。 

3) 传输：RPA在对 I/O命令加标签后，接着就进行传输过程。这个过程

完全由 RPA 来完成，与应用服务器无关。数据经过打包、封装后，传输到异

地 RPA 的历史卷（Journal vol），形成不同时间点的历史记录。因为所有的

复制工作都是在 RPA 上完成的，因此这是一种带外（out band）复制方案。 

4) 分发：历史卷和目标卷合并的过程。在分发阶段，不同时期的历史

卷和目标卷合并，生成特定时间的复制卷。由于传输和分发分为两个独立阶

段，暂停分发、分发等操作不会影响传输。在暂停分发阶段，我们可以对复

制卷进行读写操作。 

11.4 VMware SRM 业务连续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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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成百上千的全球数据中心遭遇重大的服务中断。这些商业运行将受到用

户错误，病毒，硬件故障和自然灾害等问题的影响。当前商业连续性处于企业

IT策略的最前沿，并且从管理层到 CEO的所有人都非常重视它。 

成功的商业连续性策略元素包含： 

 应用程序可用计划 

 包含监控和平台冗余的预防措施 

 数据保护 

 灾难恢复策略 

 有效的人员计划 

使用虚拟构架，IT管理员能改进商业连续性的所有方面，例如： 

 由于主备服务器之间的硬件独立性，使得灾难恢复更快而花费不多 

 排除计划内的硬件当机，并明显的减少计划内的软件当机 

 管理所有虚拟机和监控宿主机的单点控制技术 

 为了实现捕捉和恢复，完全的把主机压缩到文件里去 

 简化和可重复的自动程序 

基于虚拟机的集群冗余简化 

为了实现高可用性，企业使用中间软件例如微软和 Veritas 的集群软件，把

两台服务器绑定在一个热备环境。即使运行在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有集群感知能

力，万一主服务器遭遇硬件或软件错误，这样的安排仍然会导致非应用程序当机。

冗余能消除单点失败。 

随着 IT对企业运作而言变得更加重要，高水平的服务普遍成为企业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应用则被要求高度可用。然而，为了实现如上所述的高可用性集群，

就像很多服务器运行应用一样，企业需要预备和管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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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虚拟化，IT 管理员能在运行重要应用的实体机和同等配置的虚拟机上

创建集群。在待机状态下，虚拟机并不消耗计算机资源，并且能以非常高的比例

整合到一个或几个实体平台上去。结果，企业无须在硬件数量或管理和安装补丁

上投入双倍的人力和物力，从而实现高可用性。冗余的方式将由 2N变为 N+1。 

实体到虚拟的集群和实体到实体的集群一样都支持同样的集群软件。同时，

节省的成本能为更多的负载实现高可用性并签署更多的高水平服务协议。 

无须原硬件的数据恢复 

大多数企业 IT 部门使用常用的备份软件，例如 Tivoli Storage Manager, 

Legato Networker, 或者 Veritas NetBackup 来创建数据和应用程序备份。既然

备份策略能抵御用户错误和某些情况下的软硬件故障，比较长的恢复时间和多恢

复点是能被接受的。 

然而，为了获得备份所带来的好处，企业必须确保数据确实能被恢复。 

业余备份，专业恢复？ 

为了测试数据恢复，IT 管理员需要为每个已备份的主机提供一台测试的失

败转移服务器，安装操作系统，安装备份代理，尝试在测试失败转移服务器上调

整 Windows 注册表和其他系统配置。如果系统调整成功，备份服务器和备份代理

才能被用来测试数据恢复。 

预制新的服务器和调整 Windows 注册表是一个漫长的手工过程并且有时并

不可能。这样，在不同的失败转移服务器实现数据恢复是存在疑问的。 

这些问题将被虚拟失败转移硬件给解决了。此外，操作系统安装，备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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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装和 Windows 注册表的调整只需做一次。此后，一个完整的已配置的 VM 模

板将被存储在 VM模板库内。Vmware 软件能确保企业： 

 为灾难后的测试和恢复，消除硬件资源方面的障碍 

 避免系统和备份代理的安装，用虚拟机模板来缩短恢复周期 

 用标准的虚拟化硬件，使得灾难恢复更加可靠和可重复 

失败转移服务器的整合和自动化 

对于关联在存储域网（SAN）上重要应用的部署，企业灾难恢复策略通常包

含一个灾难恢复的热站，这个站点有在主备之间的完全同步的数据复制。这种策

略提供很少的恢复点对象（PRO）。然而，出于恢复时间对象（RTO）的考虑，恢

复时间非常依赖于除了数据恢复之外的恢复实体服务器，操作系统，系统参数和

应用程序的能力。 

为了维持较少的恢复时间对象（RTO），硬件和系统的同一配置需要被维护在

失败转移站点上。这样的配置无论在初始资本投入阶段还是在项目运作，升级，

维护和支持阶段费用都是很昂贵的。 

这种方案的两个明显缺点在于预制了太多的新服务器以及通常没有可能为

数据恢复去调整 Windows 注册表和对不同的失败转移服务器的其他系统参数进

行配置 

 部署在整个企业内的虚拟构架能确保企业： 

 避免在失败转移站点上停滞不前 

 在主备站点上，从服务器整合角度来减少投入成本 

 使恢复过程自动化，并实现存储管理软件的集成 

 改进恢复过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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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提供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可自动执行并简

化灾难恢复计划的管理和执行工作，帮助您摆脱传统灾难恢复中的诸多不便。由

于 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省去了复杂的手动恢复步骤，能够对恢复计

划执行无中断测试，并且可以自动执行恢复过程，因此能够在整个数据中心高效

地进行灾难恢复。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还有助于进行数据中心的计

划内故障切换，例如数据中心迁移。 

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与  VMware Infrastructure、 VMware 

VirtualCenter 及其他主要存储供应商提供的存储备份软件紧密集成，让灾难恢

复变得快捷、可靠、经济，而且便于管理。这样，灾难恢复便不存在任何风险和

后顾之忧，还可将所有重要的系统和应用程序纳入保护之列。 

SRM 可以使灾难恢复变得快捷、可靠又便于管理，让企业达到其恢复目标。

SRM可以让用户集中管理恢复计划，还可以自动执行恢复过程。它将传统灾难恢

复中使用的复杂的纸质操作手册，转换成虚拟基础架构管理软件中的集成元素，

并显著改善恢复计划的测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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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双活数据中心 

在这种工作模式下，用户所有的业务系统同时在两个数据中心运行，同时为

用户提供服务，当某个数据中心的应用系统出现问题时，有另一个数据中心的应

用来持续的提供服务。 

双活数据中心最大的特点是：一、充分利用资源，避免了一个数据中心常年

处于闲置状态而造成浪费。通过资源整合，双活数据中心的服务能力是双倍的。

二、双活数据中心如果断了一个数据中心，另外一个数据中心还在运行，对用户

来说是不可感知的。 

11.5.1 方案介绍 

 

1、双活数据中心路径优化 

路径优化技术：如何引导用户去最适合的数据中心访问应用。 

DNS 重定向（GSLB），通过智能 DNS 技术，在多个数据中心之间实现负载分

担，要求应用采用域名方式进行访问，可以实现数据中心双活 

健康路由注入（RHI），这是一种路由机制，它允许两个数据中心使用同一个

IP地址。这意味着同一个 IP地址（主机路径）被发布为不同的 metric。上游路

由器可以同时看到两条路径，并将 metric 更好的路径插入到其路由表中。适用

于通过 IP访问的应用，实现应用的灾备。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b%ab%bb%ee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b%ab%bb%ee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a%fd%be%dd%d6%d0%d0%c4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b%ab%bb%ee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b%ab%bb%ee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b%ab%bb%ee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b%ab%bb%ee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a%fd%be%dd%d6%d0%d0%c4
http://www.qikan.com.cn/SearchResult.aspx?type=0&startpos=1&sort=1&keywords=%ca%fd%be%dd%d6%d0%d0%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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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Locator/ID Separation Protocol)，提出将标识 Locator的 IP（RLOC）

和标识目的节点 ID 的 IP（EID）进行区分和叠加封装，在公网传输时只根据

Locator IP 转发，只有到达站点边缘时才会剥离外层 IP，使用内层标识 EID 的

IP 进行转发。可以让网络识别应用在不同数据中心的之间的流动，适用于虚拟

化应用。 

2、双活数据中心应用网络 

应用网络技术：将同一个网络扩展到多个数据中心，并且实现服务器和应用

的虚拟化 

数据中心互联技术：传统上采用三层互连，通常用于链路备份以及存储复制。

随着高可用远程集群技术以及虚拟机迁移技术在数据中心容灾以及计算资源调

配方面的广泛应用，在数据中心间需要大二层网络连接，主要技术采用

OTV(Overlay Virtualization Transport)实现多个数据中心的大二层互联。 

服务器负载均衡技术：对访问数据中心内服务器的负载进行均衡或者说分担。

在多数据中心的建设中，需具备与广域负载分配系统的联动能力，以及支持与服

务器虚拟化的整合：即如何感知应用服务器的位置、CPU、内存利用率，可以与

OTV技术和虚拟化技术结合，实现应用在多个数据中心之间的漂移。 

虚拟化技术，有利于整合数据中心服务器（虚拟机），以提高计算资源利用

率以及改善负载流动性，对业务连续性有重要意义。 

3、双活数据中心数据同步 

存储复制：提供应用对于本地存储的有效访问，并解决数据中心之间进行远

程数据同步的问题： 

同步数据复制技术： 

• 在两个数据中心实时写入存储 

• 距离受到严格限制 

• 基于主机的镜像 (i.e.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或是基于磁盘的

镜像 (i.e. IBM PPRC, EMC SRDF/S, HDS TrueCopy, HP DRM) 

• 需要大带宽，低延时的网络 

异步数据复制技术： 

• 在两个数据中心进行周期性的数据镜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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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没有距离限制 

• IBM PPRC-XD (non synchronous), IBM XRC, EMC SRDF/A, HDS TrueCopy, 

HP/Compaq DRM 可以实现 

• 由于网络因素，带来了数据丢失的风险 

 

11.5.2 双活数据中心配置描述 

方案配置： 

• NEXUS 7000 系列交换机 

• 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器 

• 应用负载均衡器 

• MDS光纤通道交换机 

1、NEXUS 7000 交换机：数据中心虚拟化互联技术 OTV 

通过 FabricPath 等技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大规模的虚拟化数据中心网络。

由于供电制冷的限制，容灾备份等要求，我们可以设计构建物理上分离但逻辑上

一体的跨数据中心的网络，基于这个网络来建立分布式虚拟化的数据中心。通过

这个网络，计算能力可以在不同的数据中心之间自由流动。我们只有把一个数据

中心的网络通过技术延伸到远端的数据中心，才能实现这样的业务需求。

OTV(Overlay Transport Virtualization)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通过 OTV 技术

可以实现穿越IP骨干的数据中心网络的打通。OTV技术借用了一部分 EoMPLSoGRE

的数据帧封装，但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控制平面。通过 ISIS 来建立邻接关系，并

交换数据中心之间的 MAC 地址表。OTV 技术对于 IP 骨干网的要求只是 IP 可达，

不需要 MPLS的支持，大大简化了网络的维护。同时由于采用了控制平面和转发

平面的分离，有效阻止了二层广播泛滥到 IP骨干上，同时也不需要把生成树跨

在数据中心间的骨干网上，大大提高了整个网络的稳定性。通过 OTV技术，我们

可以通过 IP网络实现多个数据中心的网络的整合和虚拟化，实现计算资源在不

同数据中心间的自由流动，也为双活数据中心的实现提供了网络保证。 

2、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器：跨数据中心基于域名的多活技术 

对于基于域名进行访问的应用，例如典型的 B/S架构的服务。可以通过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器实现设立在多个地点或独立拓扑中的数据中心之间的负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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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其目标是将客户端引导至最适合或最好的数据中心。 

传统的基于 BIND的 DNS系统存在一些缺点： 

 BIND 无法决定其提供地址的设备的“可用性” 

 BIND 只有一种简单的均衡方法 -  循环（Round Robin） 

为了帮助确保数据中心可用性，需要配置专业的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设备，

实现数据中心间的全局负载均衡和智能故障切换，以帮助确保业务连续性、全面

的域名系统（DNS）和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支持，并抵御基于 DNS 的分布

式拒绝服务攻击。 

智能 DNS多站点选择器主要功能和机制： 

 智能 DNS多站点选择器具有丰富和智能的就近性探测策略：  

 智能 DNS多站点选择器使用就近策略 Source-list方式 ，可以

实现全局负载均衡，为客户端提供就近性访问能力。  

 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器使用 DRP 协议与相应路由器探针交互实

现为客户提供就近的 DNS解析 

 智能 DNS多站点选择器 keepalive 机制 kal-ap 检测 VIP的负载和

在线信息（Load and VIP online status） 

 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器实现多中心的自动切换和负载均衡策略，多

台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器实现统一的管理集群。  

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器利用其功能来根据网络中特定设备的运行状况来做

出智能的 DNS决策。由于能够实现网络设备运行状况监控，并根据从网络中这些

设备中收集的信息来决定提供哪些资源记录，智能 DNS 多站点选择器为现有的

DNS基础设施增加了很多智能特性。智能 DNS多站点选择器并不是现有 DNS域名

服务器的一种替代产品，相反，智能 DNS多站点选择器与 DNS控制方法一同提供

高可用性，可提高现有域名服务器的价值。 

基于域名的应用容灾技术与基于 IP 地址的应用容灾技术相结合，可以实现

完整的跨数据中心应用容灾解决方案。 

3、应用负载均衡器：跨数据中心计算能力调度 DWS 

 

以数据中心内部署的服务器负载均衡设备为中心，通过网络设备对跨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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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感知，将多个数据中心内部署的虚拟计算平台联动起来，可以实现跨数据中

心的计算能力调度。 

 负载均衡设备可以与支持数据中心虚拟化互联技术 OTV的网络设备联动，

可以识别出哪些虚拟服务器位于本地数据中心，哪些虚拟服务器位于异

地数据中心； 

 负载均衡设备可以与虚拟计算管理平台联动，感知数据中心内的计算能

力，例如： 

 vmware 的服务器管理员可以在增加一台虚拟服务器后，直接在

vCenter 上管理负载均衡设备，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服务器群

serverfarm中； 

 负载均衡设备可以直接读取 vCenter中的虚拟服务器状态信息，

包括 CPU信息、内存信息等； 

 在负载均衡设备感知到本地数据中心计算能力不足，性能指标超出阀值

时，可以自动把流量导向其他数据中心内健康的虚拟服务器，从而实现

跨数据中心的计算能力调度。 

4、MDS 光纤通道交换机：SAN 扩展存储技术 

同城容灾备份解决方案  

建立同城灾备中心的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在同城范围，即 30至 100公里

以内可以使用裸光纤来实现两个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连。为了充分利用带宽，还可

以采用 CWDM或 DWDM波分复用方案来提高站点之间的带宽和可用性。有了高带宽

在两个数据中心之间的 SAN相连接，使数据的同步复制成为了可能，可以实施高

速数据复制和恢复的业务连续性策略。 

思科的全系列 MDS光纤通道交换机都可以支持光通道技术在同城之间的 SAN

的扩展互联，用以支持快速的数据复制。 

远程容灾备份解决方案 

当需要更长距离的备份时，更多的连接线路会是 IP 网络，本地数据中心和

远程数据中心SAN 可以使用FCIP 技术进行互联。在这种 FCIP远程连接环境下，

因为数据传输的时延比同城以裸光纤连接的时延要大，所以同步复制的方案较难

实施，因此绝大部分企业采取了异步数据复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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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思科 MDS 9222i 或 9216i光纤通道交换机，自身带有的支持 FCIP技术

的 GE端口，可以轻松的实现多站点之间的 SAN的扩展互联。 

11.5.3 思科双活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的优势 

 可以从双活数据中心扩展到多数据中心的多活架构 

 为多个数据中心提供网络、应用、数据多个层面双活的整合方案 

 对虚拟化环境的支持，应用流量可以跟随虚拟机在多个数据中心之间流

动 

 整合广域网负载均衡和应用负载均衡，为数据中心提供完整的高可用支

持 

对于合工大云数据中心而言，基于云计算和虚拟化的双活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可以实现校本部与宣城校区之间的灾备和资源互相调度。 

第十二章 方案优势总结 

从技术基础架构看，合工大云数据中心将采用云计算技术，从而改变现在数

据中心一个业务一堆独立铁盒的建设模式。在基础层面的网络资源、存储资源、

计算资源等完全实现虚拟化，与业务层没有直接绑定关系，而是根据各项教学应

用进行动态资源的调配；基础资源池也可以在不影响上层应用的情况下，实现灵

活的动态扩充或削减。 

从数据中心的组成看，这种云计算数据中心将主要包括统一交换网络、统一

计算平台、统一存储、云计算系统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同时还包括虚拟环境安全

防护及优化、自动化管理等配套组件。云计算数据中心是在以太网和 IP 技术的

基础上，实现数据中心基础网络架构的统一，以及安全策略的统一部署和数据中

心资源的统一管理，以简化传统数据中心的基础架构、优化数据中心的应用性能，

为教育用户提供即可靠安全，又高效敏捷的的基于统一交换架构的新一代数据中

心。 

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要坚持统一规划、科学合理，投资保护等几个原则，

充分利用当今先进的、成熟的 IT技术。在方案的设计中，我们融合了 IT最前沿

的技术，如统一交换的网络、应用交付网络专为虚拟化设计的计算平台、满足教

育各项应用的统一存储、最先进的云计算操作系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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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选型上，我们的方案选择业界一流公司的产品和专业化的服务，结合

贵校的实际业务需要进行科学地设计。 

8.1 先进的私有云架构 

思科、EMC携手 VMware结成虚拟计算环境(Virtual Computing Environment)

联盟，这是三大 IT 业界领袖企业的首次共同协作。该联盟的成立，旨在通过普

适数据中心虚拟化和向私有云架构的转型，不断提高 IT 基础架构的灵活性，降

低 IT、能源和空间成本，从而让客户能够快速地提高业务敏捷性。 

思科、EMC 和 VMware 一直开展着密切的合作，三方有着共同的愿景，即企

业 IT基础架构的未来是私有云计算。私有云是一种虚拟的 IT基础架构，专为一

个机构安全地控制和独立的运行。它可以由该机构或第三方管理，它可以在该机

构所在地点之内或者之外，或者兼而有之。私有云既提供了当前数据中心的可控

性和安全性，又提供了业务创新所要求的敏捷性，而且大幅降低成本。 

“虚拟计算环境联盟”为各种规模的组织机构提供了数据中心转型的加速

之路，从而帮助他们极大地提高数据中心效率，同时大幅降低资本开支和运营费

用。这样，组织机构就不用再为究竟是选择最好的技术，还是选择端到端的供应

商可靠性而劳神。 

合工大云计算数据中心设计在以 VCE 组合的架构之上扩展了数据中心的架

构，其内容包括：“虚拟化平台”、“统一计算平台”、“数据中心网络平台”、“统

一存储平台”、“虚拟机安全”、“统一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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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方案技术优势 

1、高性能的数据中心网络 

从网络的组网技术看，以 IP 技术为基础的组网技术具有强大的扩展性，而

以 FC 技术为基础的数据存储网络具有很高的性能。因此，在传统数据中心网络

设计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网络：传统的数据局域网和使用光纤存储交换机的存储交

换网络。这两种网络相互独立，投资及管理成本较高（两套组网设备、两套布线、

服务器需要以太网卡及 HBA 卡；两套网络需要单独维护管理）。然而，统一交换

网络平台可将这两种网络实现在统一的传输平台上，即使用一种交换技术同时实

现传统数据网络功能和远程存储。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实现资源的整合，降低系统

复杂程度，从而便于实现跨平台的资源调度和虚拟化服务，提高投资的有效性，

同时还降低了管理及维护成本。 

当前在以太网上融合传统局域网和存储网络唯一成熟技术标准是 Fiber 

Channel Over Ethernet 技术（FCoE），它已在标准上给出了如何把存储网(SAN)

的数据帧封装在以太网帧内进行转发的相关技术协议。由于该项技术的简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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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经济性，目前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包括存储厂商、网络设备厂商、主机

厂商、网卡厂商的生态链。 

在本期方案设计中，我们采用了思科 UCS6248UP统一交换网络设备。 

2、最完美的私有云基础架构--VCE 

在数据中心计算、虚拟化、统一存储方面，我们设计采用了最好的 VCE组合

架构构建学校的云计算平台。 

在对服务器进行虚拟化设计时，通常强调服务器的 CPU 及内存性能，往往忽

视了网络的性能。大量的实践证明，虚拟化系统在万兆网络平台上具有非常优秀

的表现。 

V：--VMware，是虚拟化市场的主导者，全世界在超过 90%的虚拟机是运行

在 VMware 的虚拟化平台。 

C：--Cisco，除了前面提到的数据中心网络外，思科的 UCS统一计算系统是

专门针对虚拟化系统进行设计的，以下是有关 UCS的优势总结： 

思科的 UCS 统一计算系统是专为虚拟化进行设计的。融合了万兆以太网、

FCoE、VN-link、VN-tag、SAN boot、VIC、无状态计算等特性于一身。 

 

 

（1）10G FCoE 

思科半宽刀片服务器 B200，最大支持 2路 CPU及高达 192G的内存容量。配

置的 M81KR FCoE CNA（网络聚合卡）具有 2个 10GE端口。当服务器配置了 M81KR

虚拟接口卡时，统一计算系统能发挥最大功效。这些卡采用灵活配置的 I/O，可

以创建多达 128 个以太网 NIC或光纤通道 HBA的任意组合，其身份（MAC地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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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N）可动态编程。这个虚拟接口卡提供了足够的接口，保证每个虚拟机都能拥

有一个或多个专用物理接口，因此不再需要虚拟软件层面的交换。 

（2）VN-link 技术 

在传统的服务器虚拟化设计中，虚拟软件厂商部署的软件交换机（如 VMware

的 vSwitch）是通过占用 CPU 周期来模拟网络硬件，其代价就是降低应用性能。

而更为严重的是是，在同一服务器中的虚拟机、不同服务器的虚拟机之间通信时，

采用不同软件交换机来实现 VM到 VM 通信，很难实现统一管理，尤其是虚拟机在

服务器间动态移动时就更为困难。 

而 Cisco VN-Link技术能在单一物理链路上配置多条虚拟链路。虚拟链路将

虚拟机中的一个虚拟 NIC (vNIC)连接到交换平台中的一个虚拟接口。一个虚拟

接口与一个物理接口相关联，这种关联能根据需要改变。当一个虚拟机从一台服

务器移动到另一台服务器，该虚拟机的虚拟链路所连的虚拟接口只要简单地与另

一个物理端口建立关联就可以了。现在，虚拟机的网络特性也能随它们一起在服

务器间移动，不必再在多个交换层间进行复杂的协调。 

（3）VN-tag 技术 

在服务器上部署 VMWare ESX 之后，会模拟出一整套硬件资源，包括 CPU、

硬盘、显卡，以及网卡，虚拟机运行在物理服务器的内存中，通过这个模拟网卡

对外交换数据，实际上这个网卡并不存在，我们将其定义为一个虚拟网络接口

VIF（Virtual Interface）。目前的 vswitch 至多只是一个简单的二层交换机，

没有 QoS、没有二层安全策略、没有流量镜像。同一台物理服务器上不同虚机的

流量在离开服务器网卡后仍然混杂在一起，对于上联交换机来说，多个虚拟机的

流量仍然共存在一个端口上。 

VN-tag是由 Cisco和 VMWare共同提出的一项标准，其核心思想是在标准以

太网帧中增加一段专用的标记—VN-Tag，用以区分不同的 VIF，从而识别特定虚

拟机的流量。思科的 UCS 服务器支持 VN-tag，当 M81KR 卡安装之后，会对上层

操作系统虚拟出多个虚拟通道，每个通道对应一个 VIF，在 VMWare EXS 软件中

可以将虚拟机绕过 vswitch，直接连接到这些通道上，而在 UCS管理界面上则能

够看到对应的虚拟机，使网管人员能够直接对这些端口进行操作。 

（4）无状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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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 Manager 将刀片服务器的各种标识（如 MAC、WWN 等参数）抽象化出来，

通过创建 Service Profile 模板与硬件关联；另外，通过在 UCS管理界面中定义

SAN boot属性，刀片服务器不需要配置本地硬盘，ESX及 VM 全部安装到存储中，

这样真正实现了刀片服务器的无状态计算特性，刀片服务器只负责计算。 

（5）单一系统，统一管理 

UCS Manager 实现对刀片服务器、统一交换网络的管理。Cisco UCS Manager

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从端到端集成系统组件，并提供一个直

观 GUI、一个命令行界面(CLI)和一个强大的 API，可以与 vCenter、存储等集成。 

通过单一控制台（对于整个 UCS 来说，只有一个管理入口），能够全方位管

理服务器配置－系统身份、固件版本、网卡(NIC)设置、HBA 设置和网络配置文

件（VLAN、QoS 和以太通道设置在内的上行链路端口配置等）等，无需为个系统

组件配备单独的管理模块。Cisco UCS Manager 内嵌在 6248UP 互联阵列中。

UCS6248 可以实现多达 320个刀片服务器的管理。 

E:--EMC，在方案中，我们设计采用 EMC 最新一代的统一存储器，以下为

VNX5300的产品技术优势： 

（1）简单、高效、功能强大 

VNX 5300 整合了原有的数据块存储、文件服务器和直连应用程序存储，可

以动态增加、共享和经济高效地管理多协议文件系统以及多协议数据块存储访

问,VNX5300 可在一个存储内同时支持 FC-SAN、iSCSI、NAS 连接协议。VNX 5300

新一代存储平台由带 6-Gb/s SAS 驱动器后端的 Intel Quad Core Xeon 5600

提供支持，与以前生产的存储相比，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本期方案设计中，VNX5300 配置了 8个 8Gb FC端口，4个 10Gb FCoE 端口，

以及 4个 1G NAS 接口，FCoE与 NAS 直接与 UCS6248UP连接，这样为刀片服务器

的数据网络连接提供了高性能的带宽。 

（2）与 VMware 的高度集成 

EMC 是 VMware 的投资公司，在产品集成方面是业界集成度最高的。EMC 与 

VMware vSphere 有超过 70 个集成点，这使 VNX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性能和易用

性。 

用于 VMware vCenter 的 Virtual Storage Integrator 插件使 VMware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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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能够调配、监控和管理存储资源。可自动发现在虚拟化软件管理的所有虚拟

机，提供端到端的虚拟到物理的映射信息。另外，EMC 为 VMware vSphere 的 

vStorage API for Array Integration (VAAI) 提供了全面支持，使 VNX 能够

执行以前由 ESX 服务器执行的与存储相关的任务，显著改善使用量极高的虚拟

机的性能并降低它们对环境其余部分的影响。 

利用 VNX 的数据缩减技术，如虚拟资源调配、文件重复数据消除和压缩以

及数据块压缩，最大限度地提高虚拟环境下存储空间的使用效率。 

（3）VNX 高可靠性 

VNX 5300 设计为可在关键业务环境中提供“5 个 9”的可用性。VNX 可用

性和冗余功能包括： 

每个 SP（存储控制器）高达 16GB 高速缓存；写缓存镜像保护，采用掉电保

护技术，意外断电时能够将将缓存中的数据写入硬盘,保证长时间停电情况下缓

存数据永不丢失； 

备用电池能够在出现电源故障时按顺序执行关机，缓存会转储到存储区磁盘， 

以确保数据得到保护； 

RAID 保护级别 0、1、1/0、3、5 和 6，所有这些级别都可以同时并存于同

一阵列中，以适应不同的保护要求； 

冗余数据路径、电源、驱动器连接和存储处理器，所有这些都具备无中断现

场更换能力。 

另外，针对数据中心的数据保护我们提供了备份方案，又针对远期规划，设

计了数据容灾系统。 

8.3 我们的愿景 

在整个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设计中，我们结合了当今最先进的 IT 技术，所选

择的设备都是业界最顶级厂商的产品。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和 EMC 存储、VMware

虚拟化软件、应用交付等等方面更紧密的结合，能够为合肥工业大学提供完美的

云计算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完美的云计算解决方案，降低用户在数据中心的建设

成本、空间成本、管理成本和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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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附录 

13.1 思科 UCS 产品介绍 

13.1.1 思科刀片服务器机箱介绍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是下一代数据中心平台，在一个紧密结合的系统中整合

了计算、网络、存储接入与虚拟化功能，旨在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同时提

高业务灵活性。该系统包含一个低延时无丢包万兆以太网统一网络阵列，以及多

台企业级 x86架构服务器。它是一个集成的可扩展多机箱平台，在统一的管理域

中管理所有资源。（图 1）。 

图 1.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是一个紧密结合的高可用性架构 



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议方案 

165 

 

 

 产品概述 

Cisco UCS 5100 系列刀片服务器机箱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重要构建模块，

为当今和未来的数据中心提供了灵活、可扩展的刀片服务器机箱，同时能够帮助

降低 TCO。 

Cisco UCS 5108 刀片服务器机箱（图 2）是思科推出的第一款刀片服务器机

箱，高度为 6机架单元(6RU)，能安装在业界标准的 19英寸机架中。一个机箱能

安装八个半宽 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支持半宽和全宽刀片机箱。 

Cisco UCS 5108 刀片服务器机箱支持 4 个前端访问的单相热插拔电源。这

些电源的效率高达 92%，能配置为非冗余、N+1 冗余和 N+N 冗余配置。机箱的后

端包括 8 个热插拔风扇、4 个电源接口（每个电源一个接口），和 2 个用于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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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UCS 2208XP 阵列扩展模块的 I/O 托架。一个无源中间面板为每服务器插

槽提供高达 20 Gbps 的 I/O带宽，两个插槽共 40 Gbps的 I/O带宽。该机箱能支

持未来的 40Gb 以太网标准。 

图 2. Cisco UCS 5108 刀片服务器机箱和刀片服务器的前视图和后视图 

 

 特性和优势 

Cisco UCS 5108 使刀片系统的使用和部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采用

统一阵列、集成和内嵌的管理和阵列扩展模块技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减少了机

箱的物理组件，消除了分立管理现象，且其能效远高于传统刀片服务器机箱。借

助这种简洁性，不再需要专门的机箱管理和刀片交换机，减少了布线，使思科统

一计算系统最多能扩展到 40个机箱且不会提高复杂度。Cisco UCS 5108机箱是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所提供的简化数据中心和加快 IT 响应速度等优势的关键组件。 

表 1总结了 Cisco UCS 5108 的特性和优势。 

 

表 1. 特性与优势 

特性 优势 

由 Cisco UCS Manager 管

理 

 从机箱中去除管理模块，实现机箱的无状态化运行，从

而降低 TCO  

 为所有系统机箱提供高度可用的单一管理域，从而减轻

管理负担  

统一阵列 通过减少所需的网卡（NIC）、主机总线适配器（HBA）、交换

机和线缆数量，降低了 TCO  

支持 1 或 2 个 Cisco UCS 

2100系列阵列扩展模块 

 无需在机箱中部署交换机，也不必对这些交换机进行复

杂的配置和管理，使系统能在不提高复杂度和增加成本

的情况下扩展  

 能使用两个阵列扩展器实现冗余性或带宽汇聚  

 根据应用需要扩展带宽；刀片的性能配置范围从 1.25 

Gbps到 10 Gbps以上  

自动发现 无需配置；与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中的所有组件一样，Cisco 

UCS Manager 能够自动识别和配置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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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中间面板   提供投资保护  

 每个刀片服务器插槽将来最多支持 2个 40Gb以太网  

 提供 8个刀片，1.2 Tb可用以太网吞吐率，能满足未来

的 I/O要求  

 提供可重配置机箱来支持各种机型，提供多种功能  

冗余热插拔电源和风扇  在多种配置中提供高可用性  

 提高可维护性  

 在维护期间提供不间断服务  

热插拔刀片服务器和阵

列扩展模块  

在维护和服务器部署期间提供不间断服务  

全面监控  对每个机箱进行广泛的环境监控  

 能使用用户阈值功能来优化机箱的环境管理  

高效前后空气流通 有助于降低功耗和提高组件可靠性  

免工具安装  机箱的安装无需专门工具  

 提供安装导轨，以便轻松安装和维护  

混合刀片配置 支持 8个半宽或 4个全宽刀片服务器，或它们的任意组合，

以实现最高灵活性  

 规格 

Cisco UCS 5100 系列设计用于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环境，，它要求配备 Cisco 

UCS Manager、UCS 6200系列互联阵列、UCS B系列刀片，以及 UCS 2200系列阵

列扩展模块，从而在这一集成的环境中发挥出色作用。 

表 2 总结了 Cisco UCS 5100 系列产品的规格。表 3 总结了法规标准遵从情

况。 

表 2. 产品规格 

项目 规格 

高度 10.5英寸(26.7厘米)；6RU  

宽度 17.5英寸(44.5厘米)；能安装在标准 19英寸方孔机架中  

长度 32英寸(81.2厘米)  

刀片服务器插槽 8个 

阵列扩展模块插

槽 

2个 

互联阵列 每个 Cisco UCS 2200系列阵列扩展模块有 8个万兆以太网外部端口

和 32个万兆以太网内部端口（支持以太网光纤通道[FCoE]）  

电源 4个 2500W、208V (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为 220V)单相、热插拔、冗余

电源，50到 60 Hz，采用 IEC-320 C20接口  

风扇 8个热插拔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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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由 Cisco UCS Manager 通过 Cisco UCS 6200系列互联阵列进行管理

（当机箱配置了两个阵列扩展模块时支持冗余管理操作）  

背板 1.2 Tb总吞吐率；为 8个刀片提供 10BASE-KR连接 

温度：工作状态 50到 95°F（10到 35°C）（海拔高度每升高 300米，最大环境温度

降低 1°C）  

温度：非工作状态 -40到 149°F（-40到 65°C），最高海拔高度为 40,000英尺  

湿度：工作状态 5到 93%，非冷凝  

湿度：非工作

状态 

>5到 93%，非冷凝  

海拔高度：工

作状态 

0 到 10,000 英尺（3,000 米）；每升高 300 米，最大环境温度降低

1°C  

海拔高度：非

工作状态 

40,000英尺（12,000 米） 

 

表 3. 法规标准遵从情况：安全和电磁兼容性(EMC)标准 

规格 说明 

法规遵从 产品应根据 2004/108/EC和 2006/108/EC指令的规定符合 CE标示 

安全  UL 60950-1  

 CAN/CSA-C22.2 No. 60950-1  

 EN 60950-1  

 IEC 60950-1  

 AS/NZS 60950-1  

 GB4943  

EMC:电磁辐

射 

 47CFR Part 15 (CFR 47) Class A  

 AS/NZS CISPR22 Class A  

 CISPR2 2 Class A  

 EN55022 Class A  

 ICES003 Class A  

 VCCI Class A  

 EN61000-3-2  

 EN61000-3-3  

 KN22 Class A  

 CNS13438 Class A  

EMC:抗干扰

性 

 EN50082-1  

 EN61000-6-1  

 EN55024  

 CISPR24  

 EN300386  

 KN 61000-4 系列  

13.1.2 思科刀片服务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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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概述 

Cisco UCS 刀片服务器是统一计算系统的重要构建模块，为当今和未来的数

据中心提供了灵活、可扩展的计算能力，同时能够帮助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 

Cisco UCS B200 刀片服务器构建于工业标准服务器技术基础之上，提供有

以下特性： 

 多达两个英特尔至强系列5600多核处理器  

 两个可选前置热插拔SAS硬盘  

 支持多达1个双端口扩展卡连接，可提供高达20Gbps的冗余I/O吞吐率  

 工业标准DDR3内存  

 通过集成服务处理器实现远程管理，并可执行在Cisco UCS Manager软件

中制定的策略  

 通过每台服务器前面板上的控制台端口使用本机键盘、显示器和鼠标（KVM）  

 通过远程KVM、安全外壳（SSH）协议、虚拟介质（vMedia）以及IPMI协议

实现带外管理  

Cisco UCS B200是一款半宽刀片服务器，拥有12个DIMM插槽，可支持高达192 

GB的内存，同时还可支持一个扩展卡。 

图2. Cisco UCS B200刀片服务器 

 

表1比较了Cisco UCS B系列刀片服务器的特性。 

表 1. Cisco UCS B200特性 

型号 最大内存

容量 

内存大小与速

度 

尺

寸

与

外

型 

每机箱可

放置的最

大服务器

数量 

每系统可

放置的最

大服务器

数量 

扩

展

卡 

吞吐率 

Cisco 

UCS 

B200 

12个 DIMM；

高达192 GB 

2、4、8 和 16 

GB DDR3；1066 

Mhz和1333 Mhz 

半

宽 

8 320 1 高 达 20 

Gbps 的冗

余 I/O 吞

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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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与优势 

Cisco UCS B200刀片服务器设计用于提升性能、能效和灵活性，以全面满足

虚拟化和非虚拟化应用的要求。该系列刀片服务器构建于英特尔至强系列5600

处理器之上，能够根据应用需求调整处理器性能，并可根据使用率智能调节能耗。 

每一台Cisco UCS B200刀片服务器均通过融合网络适配器（CNAs）来使用统

一阵列。这一设计减少了适配器、线缆和接入层交换机的数量，同时仍可支持传

统局域网（LAN）和存储域网络（SAN）连接。这一思科创新技术可降低资本支出

与运营开支，包括管理开销与功耗和冷却成本。 

Cisco UCS Manager采用了思科独创的服务配置文件（Service Profile）技

术。这一技术用于配置Cisco UCS B200刀片服务器及其I/O属性（如需了解更多

信息，请参阅《Cisco UCS Manager概览》）。服务配置文件中包含了配置服务器

和部署应用所需的基础设施策略，包括用于功耗与冷却、安全、身份、硬件状况、

以及以太网和存储网络的策略等。通过使用服务配置文件，可以减少手动配置步

骤，降低人为错误几率，同时缩短服务器和网络部署时间。此外，服务配置文件

还能够在整个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中改进策略一致性和连贯性。 

Cisco UCS B200在简单性、性能和密度之间实现了出色平衡，能够有效满足

生产级虚拟化和其他主流数据中心工作负载的需求。 

表2总结了Cisco UCS B200的特性与优势。 

表 2. 特性与优势 

特性 优势 

统一阵列  通过减少所需的网络接口卡（NIC）、主机总线适配器（HBA）、交换机

和线缆数量，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TCO）  

服务配置文件支

持  

 包含了部署应用和配置服务器所需的所有基础设施策略  

 可帮助减少手动配置步骤和降低人为错误几率，改进服务器策略

一致性与连贯性  

 支持在几分钟内完成服务器和支持基础设施的配置，而不再需要

几天的时间，从而让 IT能够将工作重点从维护转移到战略计划

方面。  

自动发现  无需配置；与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中的所有组件一样，Cisco UCS Manager

能够自动识别和配置刀片服务器。  

扩展卡  为虚拟化环境提供灵活的、高性能的、与工业标准兼容且能保持网络策

略的连贯性  

热插拔 SAS 驱动  每个刀片服务器采用多达两个前置热插拔驱动器用于本地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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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提供了冗余选件，维护简单  

 支持采用 10,000-RPM驱动器来实现性价比，或者采用

15,000-RPM驱动器来获得高性能  

嵌入式 RAID 0和

1支持  

提供了数据保护，而无需额外成本  

英特尔至强系列

5600多核处理器  

 支持根据应用需求调整处理器性能，并根据使用率智能调节能耗  

 Cisco UCS B200提供了高达 192 GB的 DDR3内存：比基于上一代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双插槽半宽刀片服务器高出 50%  

英特尔智能节能

技术  

通过自动将处理器和内存置于最低可用功率状态，降低能源成本，同时

仍可提供所需的性能  

英特尔下一代虚

拟化技术  

可带来一流的虚拟化性能、出色的扩展性和增强的灵活性，并简化服务

器管理工作  

全面监控   针对每台刀片服务器，提供了全面的环境监控  

 支持使用用户设定的阈值来优化刀片服务器的环境管理  

规格 

Cisco UCS B200刀片服务器设计用于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环境，它要求具备

Cisco UCS Manager、UCS 6200系列阵列互联、UCS 5100系列刀片服务器机箱、

以及UCS 2100系列阵列扩展器，以在这一集成的环境中发挥出色作用。 

表3总结了Cisco UCS B200产品的规格。表4总结了法规标准遵从情况。 

表 3. 产品规格 

项目 规格 

处理器 1或 2枚英特尔至强系列 5600处理器 

内存  每台 Cisco UCS B200具备多达 12 个 DIMM插槽  

 支持 DDR3 registered DIMM  

扩展卡插槽  每台 Cisco UCS B200服务器 1个  

扩展卡类型  Cisco UCS 82598KR-万兆以太网适配器  

 Cisco UCS M71KR-Q QLogic融合网络适配器  

 Cisco UCS M71KR-E Emulex融合网络适配器  

 Cisco UCS M81KR 虚拟接口卡  

硬盘 每台刀片服务器支持多达 2个前置热插拔 2.5英寸 SAS驱动器 

硬盘选件  73 GB SAS；15,000 rpm  

 146 GB SAS；10,000 rpm  

管理 由 Cisco UCS Manager 通过 Cisco UCS 6200系列阵列互联进行管理 

温度：工作状态 50到 95°F（10到 35°C） 

温度：非工作状态 -40到 149°F（-40到 65°C） 

湿度：工作状态 5到 93%，非冷凝 

湿度：非工作状态 5到 93%，非冷凝 

海拔高度：工作状 0到 10,000英尺（0到 3,000米）；每升高 300米，最大环境温度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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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低 1°C 

海拔高度：非工作状

态 

40,000英尺（12,000m） 

表 4. 法规标准遵从情况：安全和 EMC 

规格 说明 

法规遵从 产品应根据 2004/108/EC和 2006/108/EC指令的规定符合 CE标示 

安全  UL 60950-1  

 CAN/CSA-C22.2 No. 60950-1  

 EN 60950-1  

 IEC 60950-1  

 AS/NZS 60950-1  

 GB4943  

EMC：发射  47CFR Part 15 (CFR 47) Class A  

 AS/NZS CISPR22 Class A  

 CISPR2 2 Class A  

 EN55022 Class A  

 ICES003 Class A  

 VCCI Class A  

 EN61000-3-2  

 EN61000-3-3  

 KN22 Class A  

 CNS13438 Class A  

EMC：抗扰性  EN50082-1  

 EN61000-6-1  

 EN55024  

 CISPR24  

 EN300386  

 KN 61000-4系列  

13.1.3 统一交换 6248UP 介绍 

 产品概述 

Cisco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列是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为系

统提供了网络连接与管理能力（图 2）。Cisco UCS 6200系列提供线速、低延时、

无丢包万兆以太网和以太网光纤通道（FcoE）功能。 

Cisco UCS 6200系列可为 Cisco UCS B 系列刀片服务器和 UCS 5100系列刀

片服务器机箱提供管理和通信骨干。所有连接到 Cisco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列

的机箱和刀片服务器，均成为单一高可用管理域的组成部分。此外，通过支持统

一阵列，Cisco UCS 6200系列还为其域内的所有刀片服务器提供了局域网（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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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储域网络（SAN）连接。 

从联网角度来看，Cisco UCS 6200 系列使用了一种直通架构，无论数据包

大小和支持何种服务，均能够在所有端口上稳定地提供低延时、线速万兆以太网

连接。该产品系列具备思科低延时、无丢包万兆以太网统一网络阵列能力，可显

著提高以太网的可靠性、效率和可扩展性。该互联阵列通过无丢包以太网阵列，

支持从刀片服务器到互联阵列之间传输的多种流量类别。此外，专为 FCoE 优化

的服务器设计还可显著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在该设计中，网络接口卡（NIC）、

主机总线适配器（HBA）、线缆和交换机完美整合在一起。 

图 2. Cisco UCS 6200系列互联阵列 

 

 采用 FCoE 的统一阵列：I/O 整合 

Cisco UCS 6200系列用于在单一统一阵列上整合局域网和存储域网络流量，

从而节省与多个网络、不同类型适配卡、交换基础设施和机柜内布线相关的资本

支出与运营开支。互联模块中的光纤通道扩展模块能够支持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和

现有光纤通道 SAN 之间建立直接连接。它能够将 FCoE 连接到传统光纤通道，保

护现有存储系统投资，同时显著简化机柜中布线工作。 

 Cisco UCS Manager 

Cisco 6200 系列在一个高度可用的配置中托管并运行 Cisco UCS Manager，

支持互联阵列全面管理所有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组件。与 Cisco UCS 5100 系列刀

片机箱的连接通过各刀片机箱中的 Cisco UCS 2200 系列阵列扩展模块提供。

Cisco 6200系列互联模块通过一个专用的 10/100/1000-Mbps 以太网管理端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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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带外管理，同时还支持带内管理。Cisco UCS Manager 通常部署主/被动模式

配置的互联阵列的集群中，并通过双 10/100/1000以太网集群端口相连接。 

 专为虚拟化而优化 

针对虚拟化环境，Cisco 6200 系列支持思科 VN-Link 架构。该架构使互联

模块能够提供基于策略的虚拟机连接、虚拟机网络属性迁徙、以及支持物理和虚

拟环境的一致运行模式。 

 Cisco UCS 6248UP 互联阵列 

Cisco UCS 6200系列互联阵列在表 1中进行了比较，并在图 3中详细显示。 

表 1. Cisco UCS 6120XP 与 Cisco UCS 6248UP互联阵列比较 

项目  Cisco UCS 6120XP Cisco UCS 6248UP 

说明  20端口互联阵列  32端口互联阵列，

可扩展到 48个。  

外型  1机柜单元（RU）  1RU 

固定万兆以太网和 FCoE SFP+

端口的数量  

20，只有前 8个口支持 1G

模块 

32，每端口均可支

持 1G/10G/8G模块 

吞吐率  520 Gbps 960Gbps  

扩展插槽  1 1 

风扇模块  1+1 1+1 

图 3. Cisco UCS 6248UP 32端口互联阵列 

 

 用于 Cisco UCS 6200系列互联阵列的扩展模块选件 

Cisco UCS 6200系列能够支持一系列扩展模块选件（图 4），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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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太网以及通道模块，通过 SFP+接口提供 16个统一连接端口（万兆、千

兆以太网端口、1/2/4、8 Gbps 本机光纤通道连接端口  

 特性与优势 

表 2总结了 Cisco UCS 6200系列的特性与优势。 

表 2. 特性与优势 

特性 优势 

由 Cisco UCS 

Manager 管理 

支持所有组件连接至互联阵列，通过单一的可用管理域进行全面管

理 

统一阵列  通过减少所需的 NIC、HBA、交换机和线缆数量，降低 TCO  

 可将光纤通道数据包透明地整合到以太网  

阵列扩展模块架

构 

 可扩展至 40 个机箱，通过消除刀片机箱专用的管理模块和刀片

交换机以及所需线缆的数量，不会增加管理复杂性  

 提供最小延迟，以优化应用性能  

性能 提供到机箱的高速低延时连接 

无丢包阵列 为通过单一链路同时传输局域网和存储域网络流量，提供了稳定可

靠的基础 

优先流量控制（

PFC） 

 通过单一网络链路简化多个流量的管理  

 支持不同级别的服务，在同一阵列上支持无丢包和传统以太网  

系统级带宽管理 支持在整个系统中实现始终如一的 QoS服务。 

思科VN-Link技术  支持在虚拟与物理环境之间实现一致的运行模式  

 为虚拟化和非虚拟化环境提供相同级别的网络可见性  

 改进虚拟环境中的诊断和故障排除能力  

 在从一个主机向另一个主机迁移虚拟机时，简化网络和安全策

略的  

端口后置  帮助缩短线缆长度，保持出色效率  

冗余热插拔风扇

和电源 

 支持在多种配置中实现高可用性  

 提高可维护性  

 在维护过程中无需中断服务  

从前到后冷却  支持有效的数据中心热冷风道设计  

SFP+端口  广泛的互联解决方案，包括用于短距离传输的铜缆 Twinax和用

于长距离传输的光纤  

 每端口功耗比传统解决方案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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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端口的授权

选项 

 支持 Pay as you go付费模式，使客户能够随着各系统网络需

求的增长添加更多容量  

 产品规格 

表 3总结了 Cisco UCS 6200系列的规格。 

表 3. 线缆规格 

接口（介质） 线缆 距离 功 率

（每端） 

收发器延

迟（链路） 

标准 

SFP+铜缆（CU） Twinax 1、3和 5米 约 0.1 瓦

（W） 

约 0.1微秒 SFF 8431 

SFP+超短距离（

USR） 

MM OM2 

MM OM3 

10米  

100米 

1瓦 约 0微秒 无 

SFP+短距离（SR）和多

模光纤（MMF） 

MM OM2 

MM OM3 

82米  

300米 

1瓦 约 0微秒 IEEE 

802.3ae 

SFP+长距离（LR） SMF SMF上长

达 10千米 

1瓦 约 0微秒 IEEE 

802.3ae 

 性能 

 Cisco UCS 6248UP：第 2层硬件转发达到 714.24 Mbps  

 MAC地址表条目： 32,000  

 低延时直通模式提供了可预测的一致流量延迟，而与数据包大小、流量模

式或支持的特性无关。  

 第 2层 

 第 2层互联端口和 VLAN绑定  

 IEEE 802.1Q VLAN 封装  

 每个互联阵列支持多达 1024 个 VLAN和虚拟 SAN（VSAN）  

 PVRST+协议  

 IGMP1、2、3版本侦听  

 Cisco EtherChannel 技术  

 LACP协议：IEEE 802.3ad  

 基于第 2、3、4层信息的高级 EtherChannel散列表  

 所有端口上的巨型帧（高达 9216 字节）  

 暂停帧（IEEE 802.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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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oS 

 第 2层 IEEE 802.1p（CoS）  

 每端口 8个硬件队列  

 每端口 QoS配置  

 CoS信任  

 每端口虚拟输出排队  

 基于 CoS 的出口排队  

 出口严格优先级排队  

 基于端口的出口安排：加权轮询（WRR）  

 高可用性 

 热插拔现场可更换电源、风扇模块和扩展模块  

 电源 1+1 冗余  

 风扇模块 N+1冗余  

 管理 

 使用冗余 10/100/1000-Mbps 管理或控制台端口进行互联管理  

 通过 Cisco UCS Manager 提供全面管理。请参阅 Cisco UCS Manager 产品

简介，了解关于管理界面的详细信息。  

 低延时、无丢包万兆以太网统一网络阵列 

 PFC（根据优先级提供暂停帧支持）  

 数据中心桥接交换（DCBX）协议  

 IEEE 802.1Qaz：带宽管理  

 IEEE 802.1Qau：拥塞管理（后向拥塞通知 [BCN]）（未来提供）  

 Layer 2 多通路（未来通知）  

 工业标准 

 IEEE 802.1p：CoS优先级划分  

 IEEE 802.1Q：VLAN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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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 802.1s：多 VLAN例程生成树协议  

 IEEE 802.1w：快速重新配置生成树协议  

 IEEE 802.3：以太网  

 IEEE 802.3ad：LACP  

 IEEE 802.3ae：万兆以太网  

 SFP+支持  

 RMON  

13.1.4 思科 UCS 管理器介绍 

 产品概述 

Cisco UCS Manager 创建了一个统一的管理域，这可视为思科统一计算系统

的中枢系统。Cisco UCS Manager 是嵌入式设备管理软件，通过一个直观的图形

用户界面（GUI）、命令行界面（CLI）或 XML API，作为单一逻辑实体对系统进

行端到端管理。 

Cisco UCS Manager 的关键特性在于，它使用服务配置文件来配置思科统一

计算系统资源。服务配置文件概念可提高 IT 工作效率和业务灵活性。现在，基

础设施可以在几分钟内配置完成，而不必再花费数天时间，从而使 IT 人员的关

注重点能够从维护转向战略计划工作。 

Cisco UCS Manager 使用服务配置文件来配置服务器及其 I/O连接。服务配

置文件由服务器、网络和存储管理员创建，并存储在 Cisco UCS 6200 系列互联

阵列中。在当今的数据中心，服务器很难部署和改变使用目的，因为这通常要花

费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来实施。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服务器、网络和存储团队

需要仔细的人工协调，来确保其所有设备都能实现互操作。服务配置文件允许将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中的服务器视作“裸计算能力”，在应用工作负载中进行分配

和重新分配，从而能够更加动态、高效地使用当今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处理能力。 

服务配置文件由服务器及服务器所需的相关局域网和存储域网络（SAN）连

接组成。当为一台服务器部署了一个服务配置文件之后，Cisco UCS Manager 便

可自动配置该服务器、适配器、扩展模块和互联阵列，以匹配该服务配置文件中

所规定的配置。设备配置的自动化可减少配置服务器、网络接口卡（NIC）、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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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适配器（HBAs）和局域网与 SAN 交换机等所需的人工步骤。人工步骤的减少

可进一步降低人为错误的机率，改进一致性，缩短服务器部署时间。 

服务配置文件可使虚拟化环境和非虚拟化环境同时受益。工作负载可能需要

在服务器之间进行转移，以变更指定给一项工作负载的硬件资源或者使服务器离

线进行维护或升级。服务配置文件可用于提高非虚拟化服务器的灵活性。它们还

可与虚拟化集群一起使用，轻松增添新资源，来补充现有虚拟机的灵活性。同时，

服务配置文件还可用于支持思科服务器的 VN-Link 功能，以运行支持 VN-Link

的虚拟机管理程序。 

Cisco UCS Manager 安装在一对 Cisco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列之上，使用

主/被动集群配置来实现高可用性。该管理器不仅要参与服务器配置工作，还要

参与设备发现、资产管理、配置、诊断、监控、故障检测、审核及统计数据收集

工作。它能够将系统的配置信息导出至配置管理数据库（CMDB），推进基于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库（ITIL）概念的流程。Cisco UCS Manager 的 XML API 还可促进

与第三方配置工具之间的协调，以便在使用 Cisco UCS Manager 配置的服务器上

部署虚拟机和安装操作系统与应用软件。 

 特性与优势 

Cisco UCS Manager 可在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中实施基于策略的服务器与网络

资源管理。网络、存储和服务器管理员全部参与制定其域内专业技术领域的策略。

这些策略在服务配置文件中得以使用，允许 Cisco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列的上 

Cisco UCS Manager 全面配置服务器、适配器和互联阵列扩展模块，以及适当的

隔离、QoS 服务和上行链路连接。 

Cisco UCS Manager 拥有一个 GUI 和一个 CLI，供服务器、网络和存储管理

员使用。Cisco UCS Manager 还提供有一系列 API，用于与现有的数据中心系统

管理工具相集成。这些 API 包括智能平台管理接口（IPMI）、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和全功能 XML接口等。XML 接口允许高级系统管理工具从外部对整个系

统进行监控或配置。图 1显示了三个 Cisco UCS Manager 管理选项卡。 

图 1. Cisco UCS Manager 在数据中心集成和保存角色指定 



合肥工业大学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议方案 

180 

 

 

 

表 1总结了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管理器的主要特性。 

表 1. 特性与优势 

特性 优势 

基于角色的

访 问 控 制

（RBAC）  

RBAC可简化跨越服务器、网络和存储管理员团队的操作任务，同时保存

各组内拥有的专业化知识。这一方法使行业领域的专业人士能够继续保持其

正常的程序，但可以在一个统一设备管理器中捕获所有配置数据，而不是保

存在当今数据中心内的单个独立设备管理器中。  

嵌入式设备

管理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的每个组件都配有嵌入式固件，使其能够参与 Cisco 

UCS Manager的运行。Cisco UCS 6200系列互联阵列在固件中嵌入了 Cisco 

UCS Manager。  

高可用性  Cisco UCS Manager 设计用于支持要求高可用性的企业级数据中心。

Cisco UCS Manager 的主要功能在一对 Cisco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列上进

行了冗余设置，因此单一阵列互联的丢失不会影响 Cisco UCS Manager的接

入和使用。  

可扩展性  一个 Cisco UCS Manager 例程可管理两个 Cisco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

列、40 个 Cisco UCS 5100 系列机箱、80 个 Cisco UCS 2100 系列阵列扩展

模块、以及 320个 Cisco UCS B系列服务器。  

服务配置文

件  

服务配置文件允许将思科统一计算系统中的服务器视作裸计算能力，在

应用工作负载中进行分配和重新分配，从而能够更加动态、高效地使用当今

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处理能力。采用服务配置文件进行服务器部署只需要几

分钟的时间，而不会像许多现有的数据中心一样，部署服务器需要花费几天

甚至几周时间。  

思科 VN-Link 思科统一计算系统可执行思科 VN-Link 技术，该技术由思科和 VMware

在拉斯维加斯的 VMworld 2008 大会上推出。在 Cisco Nexus™ 1000V 系列交

换机中，支持 VN-Link 的 Cisco UCS Manager，能够在 VMware VMotion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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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过程中实现基于策略的虚拟机连接、网络迁徙和安全属性，并可实现无中

断操作模式，支持网络管理员执行网络任务，同时服务器管理员执行服务器

任务。  

自动发现与

配置  

Cisco UCS Manager 可自动发现系统中增加、移动或删除的设备，将其添加

到资产列表中，并根据情况应用服务配置文件实施配置。  

统一阵列  Cisco UCS Manager 为运行内部统一阵列奠定了坚实基础。内部统一阵列由

Cisco UCS 6200 系列互联阵列、Cisco UCS 2100 系列阵列扩展模块、以及

当前 Cisco UCS B系列服务器中使用的网络适配器所创建。在该基础之上，

企业可在内部阵列上使用以太网光纤通道（FCoE），同时保持与核心局域网

和 SAN的连接 。  

GUI和 CLI Cisco UCS Manager 可通过基于 Java的 GUI或 全功能的 CLI进行全面控制

，GUI可从 Cisco UCS 6200系列互联阵列自动下载 。  

基于 XML 的

API 

全功能的 XML API 允许通过外部管理工具对思科统一计算系统进行全面控

制。该特性为电信运营商、独立软件供应商（ISV）、以及对定制思科统一

计算系统感兴趣的用户提供了众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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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VMware 虚拟化平台产品介绍 

13.2.1 VMware vSphere 5 产品介绍 

1）概述 

将云计算的强大功能引入数据中心 

将您的 IT 基础架构转变成私有云（根据需要与外部云建立联邦的内部云集

合），从而将 IT 基础架构作为可轻松访问的服务来交付。VMware vSphere 凭

借业界最高的效益和最宽泛的选择性，提供了对所有 IT 资源的超强控制力。 

降低成本并最大限度提高 IT 效益 

大幅减少资金开支和运营开支，同时最大限度减少与宕机、中断和故障相关

的任何潜在收入损失。实践证明，VMware vSphere 可对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资

源进行全面虚拟化，从而将单位应用程序的资金开支和运营开支减少 50% 以上。 

 组织可以实现 15:1 以上的整合率，同时通过管理自动化和跨内部及外部

云计算基础架构为关键业务应用程序动态分配资源，从而提高效益。使用 VMware 

的总体拥有成本计算器计算您节省的成本。 

通过服务级别自动化加强 IT 控制力 

自动强制执行服务级别协议，以确保关键业务应用程序的可用性、安全性和

可扩展性。VMware vSphere 对应用程序所有者屏蔽服务器、存储和网络基础架

构的复杂性，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实现业务价值。这样就造就了一个自动化、受

控和可恢复的 IT 环境，该环境可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为您的 IT 部门提供选择性 

按需交付业务服务，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恰当的行业标准硬件、应用程序体系

结构、操作系统、内部或外部基础架构，以适应您的业务需要。使用 VMware 

vSphere，您的 IT 环境将具有前瞻性，可随时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您可以保

留灵活的选择，无需依赖特定的硬件、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或提供商，因此可以

对在内部或外部云中部署现在和将来的应用程序充满信心。 

找到适合您需要的版本 

  VMware vSphere Standard 提供基本的应用程序整合，以大幅削减硬件

成本，同时提高应用程序部署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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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 最大限度减少宕机，从而保护数据，并实现

资源管理的自动化。  

 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 Plus 提供了 VMware vSphere 的优势，并

将您的 IT 基础架构转变成灵活、可靠的下一代 IT 服务。 

功能介绍 

VMware vSphere 是业界首款云操作系统，它将数据中心转变成极为简化的

云计算基础架构，让新一代灵活可靠的 IT 服务成为现实。 

利用 VMware 业界领先的虚拟化技术和经验，VMware vSphere 5 以最高效

方式提供了超强的控制力，同时完全保留客户的选择自由。 

主要功能 

VMware vSphere 包含许多组件，可以将行业标准硬件转变成大型机式的共

享可恢复环境，具有针对所有应用程序的内置服务级别控制。VMware vSphere 的

组件划分为以下类别： 

基础架构服务 – 这些组件可全面虚拟化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资源，聚

合这些资源，并基于业务优先级将资源准确地按需分配给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服务 – 无论是何种应用程序类型或操作系统，这些组件都将为运

行于云操作系统平台上的所有应用程序提供内置的服务级别控制。 

VMware vCenter Server 为虚拟化管理（这是管理基础架构和应用程序服务

所必需的）提供了一个中心控制点，能够深入监测虚拟基础架构的每个方面，实

现日常操作任务的自动化，并具有管理大型数据中心环境的可扩展性。 

http://www.vmware.com/cn/technology/clou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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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架构服务：虚拟化和聚合硬件资源 

vCompute：vCompute 服务高效地虚拟化服务器资源并将其聚合到逻辑池中，

这些逻辑池可准确地分配给应用程序。 

VMware VMware ESXi 提供强健的、经过生产验证的高性能虚拟化层，该虚

拟化层对服务器硬件资源进行抽象，并能够让多个虚拟机共享这些资源。VMware 

ESXi 独特的内存管理和高级调度功能可以实现最高的整合率和最佳的应用程序

性能，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优于物理服务器。  

每秒可执行 8,900 个数据库事务，足以运行 VISA 每年事务流量的 5 倍。  

借助优化后的 VMware ESX 性能，每个物理服务器可承载的 Exchange 邮箱

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支持每秒高达 16 Gb 的 Web 流量，相当于 Ebay 每天流量的 3 倍。 

VMware DRS 跨多个集群聚合计算资源，并基于业务优先级将资源动态分配

给虚拟机，从而通过自动化降低管理复杂性。VMware DRS 附带的 VMware DPM 持

续地优化 DRS 集群中的电源消耗，从而自动管理 DRS 集群中的能效。 

vStorage：vStorage 服务通过抽象化处理使后端存储系统的复杂性不复存

在，并支持在虚拟环境中最高效地利用存储。 

VMware vStorage VMFS 是一个高性能的集群文件系统，可以通过抽象化处

理使存储硬件的复杂性对于应用程序不复存在。VMFS 支持高效共享，并可以控

http://corporate.visa.com/av/pdf/Visa_Corporate_Overview.pdf
http://www.vmware.com/company/news/releases/specweb2005.html
http://www.vmware.com/cn/products/vi/vc/drs.html#c6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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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多台虚拟化服务器对存储进行并行访问。  

VMware vStorage 精简部署 允许将购买存储产品的时间推迟到真正需要更

多存储的时候，从而最多可以将存储开支削减达 50%。 

vNetwork：vNetwork 服务支持在虚拟环境中实现最佳网络管理和维护。 

VMware vNetwork 分布式交换机可以简化并增强 VMware vSphere 环境中虚

拟机网络的部署、管理和控制。 

应用程序服务：内置的应用程序服务级别控制 

可以通过统一的方式对运行于 VMware 虚拟机中的任何应用程序轻松启用

应用程序服务，从而为 IT 部门提供简单的应用程序服务级别内置控制。 

可用性：  

计划内宕机 

通过使用 VMware VMotion，在进行计划内服务器维护以至跨服务器的虚拟

机实时迁移时，将不再需要为这些活动安排应用程序宕机，从而不会对用户造成

中断或导致服务丢失。  

VMware Storage VMotion 支持实时迁移虚拟机磁盘，因此不再需要为计划

内存储维护或在存储迁移期间安排应用程序宕机，从而不会对用户造成中断或导

致服务丢失。 

计划外宕机 

VMware HA 提供经济高效的自动化重启，当发生硬件或操作系统故障时，几

分钟内即可实现所有应用程序的重启。  

VMware Fault Tolerance 提供持续可用性，使所有应用程序都不会发生任

何数据丢失或宕机。  

VMware Data Recovery 为虚拟机提供简单、经济高效、无代理的备份和恢

复。 

安全性：  

VMware vShield Zones 对共享环境中的应用程序级别执行企业安全策略，

同时仍然维持用户及敏感数据的信任和网络分段，从而简化应用程序安全管理。  

VMware VMsafe 支持使用与虚拟化层协同工作的安全产品，为虚拟机提供更

高级别的安全性，甚至优于物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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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性：  

VMware DRS 对服务器资源进行动态的负载平衡，以根据业务优先级向正确

的应用程序提供正确的资源，从而让应用程序可以根据需要而缩减或增长。  

热添加功能视需要向虚拟机添加 CPU 和内存，而且不会造成中断或宕机。  

热插拔功能支持添加或删除虚拟机的虚拟存储和网络设备，而且不会造成中

断或宕机。  

虚拟磁盘热扩展支持向正在运行的虚拟机添加虚拟存储，而且不会造成中断

或宕机。 

虚拟应用程序：确保应用程序在云之间无缝移动 

VMware vSphere 包括对虚拟应用程序的支持。虚拟应用程序是包含一个或

多个虚拟机的逻辑实体，它使用行业标准的开放虚拟化格式来指定和封装多层应

用程序的所有组件，以及与该应用程序相关的操作策略和服务级别。正如 UPC 条

形码包含关于某个产品的所有信息一样，虚拟应用程序为应用程序所有者提供了

一种标准方法，用以描述云操作系统能够自动解释和执行的应用程序操作策略。

虚拟应用程序确保新的和现有的应用程序能够在基于 VMware vSphere 的内部

云之间移动或移动到外部云，同时仍然保持其服务级别。 

13.2.2 VMware Virtual Center（VC）介绍 

对虚拟基础架构每个级别的集中控制和深入可见性 

无论您拥有十几个虚拟机，还是几千个虚拟机，VMware vCenter Server 都

是管理 VMware vSphere 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借助 VMware vCenter Server，

可从单个控制台统一管理数据中心的所有主机和虚拟机，该控制台聚合了集群、

主机和虚拟机的性能监控功能。VMware vCenter Server 使管理员能够从一个位

置深入了解虚拟基础架构的集群、主机、虚拟机、存储、客户操作系统和其他关

键组件等所有信息。 

借助 VMware vCenter Server，虚拟化环境变得更易于管理，一个管理员就

能管理 100 个以上的工作负载，在管理物理基础架构方面的工作效率比通常情

况提高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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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管理 VMware vSphere 

动态数据中心环境要求使用主动管理，利用标准化和自动化来最有效地利用 

VMware vSphere 的灵活性。利用简化和标准化的工作流将业务要求连接到 IT 

流程，帮助消除代价高昂的错误和降低对手动任务的依赖。 

VMware vCenter Server 可让管理员使用标准化模板迅速部署虚拟机和主机，

并利用自动修正确保与 vSphere 主机配置以及主机和虚拟机补丁程序级别的遵

从性。VMware vCenter Server 还可让管理员控制关键功能，例如 VMware 

VMotion、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高可用性和容错。 

强大的编制引擎使管理员能够创建和轻松实施最佳实践工作流。借助主动管

理，VMware vCenter Server 允许您通过动态配置新服务、分配资源和自动化高

可用性服务来满足业务要求和提高服务级别。 

功能特性： 

VMware vCenter Server 平台是业界功能最强大的虚拟化管理解决方案。借

助其高级功能，可以对虚拟环境进行最精确的了解、主动管理和扩展。vCenter 

Server 是一个基础，您可以轻松地对其进行扩展以实现与物理环境的端到端集

成，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私有云基础架构。  

下面的列表重点列出了 VMware vCenter Server 的新增功能和关键功能特

性： 

集中控制并深入了解虚拟基础架构 

 改进的用户界面更便于导航。vCenter Home 主页中新增了一个控制面板

和导航栏，可从中访问 vSphere Client 的各个不同部分。 

 清单搜索功能可使整个 vCenter 清单（包括 vCenter 内任意位置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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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机、主机、数据存储区和网络）唾手可得。 

 新增硬件监控功能（借助 CIM SMASH 实现）可在关键组件（例如风扇、

系统板和电源）出现硬件故障时发出警报，并提供一个显示物理服务器

和虚拟服务器健康状况的综合视图。 

 新增的存储映射和报告功能可提供存储利用率、连接和配置情况。借助

可自定义的拓扑视图，可以了解存储基础架构情况，诊断和排解存储问

题。 

 改进的警报和通知功能支持新的实体、衡量指标和事件，例如特定于数

据存储区和虚拟机的警报。这些警报可触发新的自动化工作流，以便修

正和提前发现问题。   

 改进的性能图可监控虚拟机、资源池和服务器的利用率及可用性，并提

供可实时查看或按指定时间间隔查看、更加详细的统计数据和图表。 

主动管理 VMware vSphere 

 新的主机配置文件对 ESX 主机配置的管理和配置方式进行了标准化和

简化。这些配置文件可捕获已知、经过验证的配置（包括网络、存储和

安全性设置）的蓝本，并将其应用于多个主机，以此方式简化设置。主

机配置文件策略还可以监控遵从性。  

 提高了能效。由于完全支持 VMware 分布式电源管理，因此可提高能效。

分布式电源管理功能会持续监控 VMware DRS 集群中的利用率，并在集

群需要较少的资源时将主机置于待机模式以减少耗电量。  

 新增的 vCenter Orchestrator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业务流程引擎，借助

此引擎，您可以使用即时可用的工作流自动处理 800 多项任务，也可以

使用简单的拖放界面组建工作流程，因而简化了管理。  

 改进了补丁程序管理。借助 vCenter Update Manager 中的遵从性控制

面板、基准组和共享的补丁程序存储库，可改进补丁程序管理；vCenter 

Update Manager 会自动对 vSphere 主机和虚拟机进行扫描和补丁程序

应用。 

 新增的 vCenter Server Heartbeat（单独出售）扩展了 vCenter Server 

的可用性，可将局域网或广域网上的管理服务器和数据库故障切换到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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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务器。vCenter Server Heartbeat 可深度感知所有 vCenter Server 

组件，并且易于配置和部署。  

 集成的物理机到虚拟机 (P2V) 转换功能可管理多项同时进行的转换，转

换对象可以是物理机、非 VMware 虚拟机格式，也可以是备份到正在运

行的虚拟机中的物理机映像。 

 导向型整合（现在已成为 vCenter Server 中的一个模块）可以引导您

逐步完成整合过程，包括自动搜索多达 500 台服务器、进行性能分析、

转换以及以智能方式放在适当的主机上。 

可扩展的管理平台 

 改进大规模管理。由于 vCenter Server 从一开始就是为处理最大规模

的 IT 环境而设计的，因此使用它可以改进大规模管理。一个 vCenter 

Server 实例可以管理多达 300 台主机和 3000 个虚拟机，并且在链接

模式下，您可以跨 10 个 vCenter Server 实例管理多达 1,000 台主机

和 10,000 个虚拟机。VMware HA 和 DRS 集群可支持多达 32 台主机。 

 链接模式提供了一个可扩展到多个 vCenter Server 实例的体系结构，

在此模式下可以了解这些实例的情况，角色、权限和许可证则可以在整

个基础架构内进行复制。因此您可以同时登录所有 vCenter Server，并

查看和搜索其清单。  

 与系统管理产品集成 web 服务 API 可以保护您的投资，允许您自由选

择如何管理您的环境。  

优化分布式资源 

 资源管理 （针对虚拟机）。将处理器和内存资源分配给运行在相同物理

服务器上的多个虚拟机。为 CPU、内存、磁盘和网络带宽确定最小、最

大和按比例的资源共享。在虚拟机运行的同时修改分配。使应用程序能

够动态获得更多资源以适应峰值性能需要。  

 动态资源分配。   VMware DRS 跨资源池不间断地监控利用率，并根

据反映业务需要和不断变化的优先事务的预定义规则，在多个虚拟机之

间智能分配可用资源。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内置负载平衡能力的自我管理、

高度优化且高效的 IT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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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效资源优化。VMware 分布式电源管理（尚处实验阶段）可不间断地

监控 VMware DRS 集群中的资源需求和电力消耗。当集群所需的资源减

少时，它会整合工作负载并将主机置于待机模式，从而减少电力消耗。

当工作负载的资源需求增加时，DPM 会让关闭的主机恢复为在线状态，

以确保达到服务级别要求。 

高可用性 

 使用 VMware HA 自动重启虚拟机。提供易于使用、经济高效的故障切

换解决方案。 

安全性 

 精确的访问控制。  通过可配置、分层的组定义和精确控制的权限确

保环境安全。  

 与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集成。基于现有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机制实现访问控制。  

 自定义角色和权限。  使用用户定义的角色增强安全性和灵活性。拥

有适当权限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用户可以创建自定义角色，如

夜班操作员或备份管理员。通过为用户指派这些自定义角色，限制对由

虚拟机、资源池和服务器组成的整个资源库的访问。  

 审核跟踪。  保留对重大配置更改以及发起这些更改的管理员的记录。

导出报告以进行事件跟踪。  

 会话管理。  发现并根据需要终止 VMware vCenter Server 用户会

话。 

 补丁程序管理。使用 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对在线的 VMware 

ESX 主机以及选定的 Microsoft 和 Linux 虚拟机进行自动扫描和补

丁程序应用，从而强制遵从补丁程序标准。通过对离线虚拟机进行安全

的补丁程序应用来减少环境中的安全风险，并通过在进行补丁程序应用

和回滚前自动创建快照来减少停机。VMware vCenter Update Manager 通

过与 VMware DRS 集成，无需停机即可对 VMware ESX 主机进行补丁程

序应用。 

13.2.3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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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几分钟内将物理机转换为虚拟机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可以在多种硬件上运行，并支持最常用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版本。通过这一功能强大的企业级迁移工具，您可

以： 

 

 

快速而可靠地将本地和远程物理机转换为虚拟机，而不会造成任何中断或停

机。  

通过集中式管理控制台和直观的转换向导同时完成多个转换。  

将其他虚拟机格式（如 Microsoft Virtual PC 和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或物理机的备份映像（如 Symantec Backup Exec System Recovery 或 

Norton Ghost 12）转换为 VMware 虚拟机。  

将虚拟机的 VMware Consolidated Backup (VCB) 映像恢复到运行中的虚拟

机。  

作为灾难恢复计划的一部分，将物理机克隆并备份为虚拟机。 

从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的两个可用版本之间进行选择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入门版 是一款适用于单一转换的易用产品，

可供任何人免费下载。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企业版是一款功能强大的企业级产品，用于管

理和自动实现大规模转换。 

功能 

VMware vCenter Converter 使用户可以快速、简单、轻松地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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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Windows 的物理机和第三方映像格式转换为 VMware 虚拟机。它还可

以在两个 VMware 平台之间转换虚拟机。 

性能和可扩展性 

 多个同时进行的转换可实现大规模虚拟化  

 在迁移数据前对源计算机上的来宾操作系统执行暂停和拍摄快照操作可

确保转换的可靠性  

 热克隆可实现无中断转换 - 没有源服务器停机或重新启动  

 基于扇区的复制可加快克隆和转换速度  

 除了热克隆外还支持冷克隆;（需要服务器停机和重新启动的转换） 

管理 

 集中式管理控制台允许用户对同时进行的多个远程及本地转换进行排队

和监视  

 易于使用的向导可将转换步骤减到最少  

 对本地和远程克隆的支持可在远程位置（如分公司）实现转换 

互操作性：对源物理机和映像格式的广泛支持 

 运行 64 位 Windows XP/2003、WinNT SP4+、Windows 2000、Windows XP 

和 Windows 2003 的源物理机  

 源第三方映像：Microsoft Virtual Server、Microsoft Virtual PC、

Symantec Backup Exec System Recovery（以前称为 Live State Recovery）、

Norton Ghost 10、Norton Save&Restore  

 源/目标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VMware GSX Server、VMware Player、

VMware Server、VMware ESX（由 VMware VirtualCenter 2.x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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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EMC VNX 存储产品介绍 

EMC宣布推出 EMC VNX Family：针对虚拟应用程序进行优化的下一代统一存

储。使用 VNX 系列运行虚拟化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或 Oracle 速度要快

三倍，使用 VNXe 系列，不到 10 分钟就可对 1 TB VMware 数据存储区进行资

源调配。 

 产品概述 

EMC 于 1 月 18 日公开发布 EMC VNX Family 统一存储平台和软件，将 

Celerra 和 CLARiiON 合并为一个品牌。VNX Family 包括： 

4) VNX 系列：一种统一平台，其聚合并扩展 CLARiiON 和 Celerra 功能，

且性能较之现有平台最多要高三倍。 

5) 软件套件：适用于 VNX 系列和 VNXe 系列的打包软件，便于销售且价格

极具吸引力。 

VNX Family 对  EMC 的  Operation Mojo 计划起到推动作用，

即使  NetApp 宣布推出新产品，也会让您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该系列

还提供了在低价细分市场与  HP、 Dell 和  IBM 一决高下的新机会。 

VNX Family 中的这两个系列采用一个产品家族的品牌，都具备通用功能，包

括通过 EMC Unisphere 轻松实施管理、联合存储协议和复制、高可用性以及与 

VMware 和 Hyper-V 紧密集成。 

 VNX 系列 

VNX 系列是 EMC 最新推出的一种创新型联合存储平台，其性能较之现有产品

最多高三倍。VNX 系列将 Celerra 和 CLARiiON 统一为一个产品品牌，让客户

拥有这两种产品的所有价值。该系列适合要求简单、高效和高性能的中端市场及

企业存储环境。 

关键新特性包括… 

6) 借助 VNX 系列，客户便可着手处理文件或数据块，并可轻松升级到统一

存储。此外，它还提供通过 EMC Atmos/VE 访问对象的功能。 

7) Unisphere 管理以及新软件包和套件，满足自动分层、保护、安全性和

法规遵从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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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Gb/s SAS 后端，采用最新驱动器技术 — 闪存、串行连接的 SCSI (SAS) 

和近线 (NL)-SAS。注意：不支持光纤通道驱动器和 SATA 驱动器。 

9) VNX 系列支持最新的 Intel Xeon 多核 CPU，提供高达三倍的性能。 

10) VNX 操作环境采用内置式，提升了经验证的 FLARE 和 DART 高级功能与

可靠性。 

11) 包含虚拟池的全自动存储分层 (FAST VP) 功能为数据块提供子 LUN 分

层，并增加了对文件服务的支持。 

12) 针对以太网聚合网络的以太网光纤通道 (FCoE) 连接。 

VNX 系列硬件包括用于数据块访问的存储处理器，以及用于文件访问的 

X-Blade 和控制站。下表列出了每个 VNX 系列的硬件功能： 

VNX 系列硬件功能 

功能 VNX5100 VNX5300 VNX5500 VNX5700 VNX7500 

最大驱动器数 75 125 250 500 1,000 

驱动器类型 闪存、 SAS 

和 NL-SAS 

闪存、SAS 和 

NL-SAS 

闪存、SAS 和 

NL-SAS 

闪存、SAS 和 

NL-SAS 

闪存、SAS 和  

NL-SAS 

文件：X-Blade 无 1 或 2 1、2 或 3 2、3 或 4 2 到 8 

文件：协议 
不适用 

NFS、CIFS、  

MPFS 和 pNFS 

NFS、CIFS、  

MPFS 和 pNFS 

NFS、CIFS、  

MPFS 和 pNFS 

NFS、CIFS、  

MPFS 和 pNFS 

数据块：存储处

理器数 
2 2 2 2 2 

数据块：协议 

光纤通道 
光纤通道、iSCSI 

和 FCoE 

光纤通道、

iSCSI 和 

FCoE 

光纤通道、

iSCSI 和 

FCoE 

光纤通道、

iSCSI 和  

FCoE 

注意：在本表中： 

pNFS = 并行网络文件系统 

CIFS = 通用 Internet 文件系统 

MPFS = 多路径文件系统 

 使用 VNX Family 的解决方案  

使用 VNX 系列的解决方案具体情况包括： 

13) 使用 VMware vSphere 虚拟化 Microsoft 应

用程序：虚拟化基于 Exchange、SharePoint 或 SQL Server 的应用程序的 VNX 

系列客户可以获得自动分层、缩短的备份时间窗口和持续远程复制带来的好处。 

运行虚拟化 Microsoft 

SQL 速度要快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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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VMware 环境中实施 Oracle 应用程序：虚

拟化 Oracle 应用程序的 VNX 系列客户可以获得自动分层、

缩短的备份时间窗口和持续远程复制带来的好处。 

15) 使用 VMware View 实施虚拟桌面：部署虚拟

桌面的 VNX 系列客户可以使用自动分层功能，获得使用

闪存优化的存储系统带来的性能和成本优势。 

使用 VNXe 系列的解决方案具体情况包括： 

16) 使用 VMware vSphere Essentials 虚拟

化 Microsoft 应用程序：部署基于 Exchange、

SharePoint 或 SQL Server 的应用程序的  

VNXe 系列客户可以快速对应用程序存储进行 

资源调配并增加保护。 

17) 使用 Hyper-V 虚拟化 Microsoft 应用程序： 

部署基于 Exchange、SharePoint 或 SQL Server 的应用程序的 VNXe 系列客户

可以快速对应用程序存储进行资源调配并增加保护。 

18) 主存储整合和保护：使用基于服务器的存

储的 VNXe 系列客户可以简化管理、提高利用率并解决备份和保护不足的问题。 

 特色和价值 

VNX Family 在对中端市场最重要的领域中具有重大优势。这些客户要求系统

简单、高效、价格合理，且功能强大。VNX Family 可满足如下这些要求： 

简单  

19) 可通过简单的集中式 GUI 轻松进行管理。 

20) 通过集成 VMware 与 Hyper-V 针对虚拟应

用程序进行优化。 

21) 通过设置向导和以应用程序为中心的资源调配功能轻松进行部署。 

高效 

22) 单个平台即可提供文件、数据块和对象数

据服务。 

单击不到 10 次便可对数百

个 Exchange 邮箱进行资

源调配。 

 

开箱即可使用，效率提高 20%； 

部署后效率提高 50%。 

运行虚拟化 Oracle 工作

负载速度要快三倍。 

在八分钟内启动高达 500 个

虚拟桌面。 

不到 10 分钟就可对 1 TB 

VMware 数据存储区进行资源调

配。 

可节省高达 50% 的购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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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效的数据服务包括数据块和文件压缩、文件重复数据消除和虚拟

资源调配。 

24) FAST VP 使用针对池的“一次设置、永久使用”功能优化闪存、SAS 

和 NL-SAS 驱动器上的数据。 

价格合理 

25) 购置成本低，实际配置起价不到 1 万美元。 

26) 尺寸大小为 2U 和 3U，适合小型企业、分支机构或放在办公桌下面。 

功能强大 

27) 利用闪存驱动器作为可扩展缓存并放在存储池中，使用闪存进行优

化获得高性能。 

28) 包含最新 Intel 多核 CPU 的新一代体系结构。 

VNXe 系列可让您与较低端存储市场中的新供应商展开

竞争。下表简要介绍了具有一定优势的主要功能。 

 

 

运行虚拟化 SQL Server 

或 Oracle 的速度要快三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