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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华为OceanStor Dorado系列全闪存存储系统（以下简称OceanStor Dorado）是华为
面向企业、金融、数据中心等关键存储应用业务打造的新一代智能全闪存标杆产品，
该系列产品具有如下特点：

● 独有的SmartMatrix可靠架构，业务永远在线

– 业务0中断：业界唯一在控制器单点、双点、多点（高端8坏7，跨控制框）故
障后，业务依然连续运行的存储产品。

– 故障0感知：控制器故障后能够秒级切换，业务无中断，主机链路无感知。

– 资源全均衡：端到端Active-Active，资源共享均衡。

● 芯片引领，性能永快一步

– 五“芯”保障：传-算-存-管-智，5颗芯片奠定业界 高性能。

– 智能加速芯片+智能缓存算法：让存储有“智慧”，深度学习业务I/O规律，
智能化提升数据处理能力。

– 全新智能硬盘框：智能分担存储系统算力，性能和容量双重线性扩展，业界
唯一。

● 端云智能，永智高效

– 智能贯穿业务全生命周期：从资源发放到故障定位全方位智能，使得性能容
量趋势提前60天预判、系统提前14天发现故障盘、93%问题发现即给出方
案。

– 云上云下协同：云上通用智能+边缘个性化智能，设备内置智能芯片增量训
练，深度学习业务特征，提升个性化体验。

OceanStor Dorado能够满足数据库、虚拟桌面 （VDI）、虚拟服务器架构 （VSI）、
文件共享服务等企业级应用的关键需求，助力金融、制造、运营商等行业向全闪存时
代平滑演进，构建虚拟化、云化和智能化IT，有效支撑向工业4.0的转型迈进。

● 金融、运营商、制造、政府等行业的OLTP业务，随着业务量增大，特别是在月
末、月初等特殊时段，IT系统响应慢，业务卡顿，客户抱怨大。采用OceanStor
Dorado，通过全闪存系统的高吞吐和极低时延保证，实现了IT系统能够承受更大
的业务压力，同时满足响应更快，不卡顿，提升客户满意度。

● 金融、运营商、制造、政府等行业的OLAP业务，随着业务量的增长，批处理普遍
存在处理时间窗口不足的问题。以海关为例，每天晚上需要对前一天的报关、通
关、贸易监管数据等进行数据整合，如果不能在早上8：00以前完成，就会导致货
物不能按时通关，大批货物滞留。采用OceanStor Dorado，能够提供更快的处理
能力，批处理的处理时常大幅缩短，满足海量数据在时间窗内完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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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产品定位、硬件架构、软件架构、特性方面详细介绍了OceanStor Dorado的关
键技术，以及为客户带来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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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本章描述OceanStor Dorado及独特的客户价值。本系列产品型号包括：OceanStor
Dorado 6800 V6，OceanStor Dorado 18500 V6，OceanStor Dorado 18800 V6。

2.1 客户价值

2.1 客户价值
过去的几年，数据量的快速增加和数据价值的应用挖掘，催生了IT的技术革新，尤其
是存储设备的革新。

● 主存介质从HDD向SSD的切换；

● 主存协议从SAS向NVMe的切换；

● 对存储系统访问端到端的时延也由10ms向1ms甚至更低时延演进和切换；

● 对数据存储要求逐步从传统的高可靠和高性能向智能化的高可靠和高性能模式切
换。

一系列的需求发展和关联技术的变革对客户IT基础设施的设计和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构建一个现代化的IT基础设计，选择一个合适的存储系统是 为关键的环节。
存储系统稳定高性能、叠加各种高可靠性配置后性能依然稳定是构建一个智能IT、规
模扩展能力的IT的基础。高效存储是IT系统构建的成本关键因素，存储数据的高效流
动、智能运维、不中断升级、长期供应保障则是IT系统长期演进和发展的基础。

OceanStor Dorado秉承“数据+智能”理念重定义存储架构，通过软硬件的核心科技
能力，实现原生全闪存存储和智慧存储，提供稳定高性能和极致可靠服务，满足现代
化智能IT系统对存储系统的诉求。

● 基于核心科技，实现高效高性能的存储应用：

– 提供端到端低时延、大吞吐量的稳定高性能能力。

– 前端、集群交换和后端互联接口，提供NVMe、32Gb FC、100Gb RDMA的
高速协议支持和硬件卸载能力，提供低时延高带宽的通信能力。

– 系统核心处理器，采用多核和多处理器的单板布局能力，结合软件的均衡分
发、免锁设计的高效集群扩展能力，实现千核系统的设计交付和高效运行。

– FlashLink®技术实现盘和控制器的深度配合，利用多流、RAID2.0+的满分条
新写、多级可控GC控制、读写优先级控制等技术体系有效控制盘内写放大，
充分激发盘的高性能和长生命周期运行的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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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智能进行workload的学习分析，实现长周期的间隔顺序识别和数据关联
逻辑识别，大幅度提升缓存的数据预取能力，实现高达2100万IOPS（SPC-1
测试模型）的高吞吐量和0.05ms的极致低时延的性能能力。

● 基于SmartMatrix的创新架构，实现高可靠稳定存储服务能力：

– 采用全新一代的硬件平台和极致稳定的SmartMatrix全互联架构，从数据可靠
性和业务连续性两个维度强化保障存储服务能力持续在线。

– 在数据可靠性上，提供了数据端到端的数据冗余保护和有效性校验和修复技
术。从非持久化的Cache镜像多副本和跨控制框的数据保护能力，持久化的
RAID保护能力的基本数据存取完整性的保护，到数据快照副本跨时间域的多
副本保护能力、再到远程复制、双活等特性的跨设备空间域数据保护能力，
多级可选冗余保护按需配置；同时在预防硬件的可修复突发性故障模型（bit
翻转等），在数据存取的端到端过程中都对数据的完整性进行校验检查和修
复，有效解决设备不可控间歇性亚健康状态下的数据安全和数据错误的影响
扩散。

– 在业务连续性，通过高精度的设备健康状态监控和亚健康识别能力，快速识
别故障点并通过冗余接管技术进行故障隔离和故障自愈修复，修复成功则继
续接入到系统中提供服务，修复失败在通过设备告警提示人工介入进行故障
部件更换。基于系统强大的数据可靠性和业务连续性的保障技术，实现存储
控制器8坏7故障容错业务无中断，软件升级业务不中断主机无感知。

● 基于智能架构能力，实现智慧的存储服务和服务于智能系统的存储，让存储越用
越好用：

随着存储系统的高可靠、性能更高容量更大的演进，单存储系统将承载更多的业
务系统，而不同业务系统的性能模型不同、容量诉求不同、数据保护的级别和成
本接受度不同，不仅仅是对存储系统高可靠、高性能和大容量的能力的挑战，更
是对客户的IT整体规划、设备和资源配置精细化管理更高的要求。OceanStor
Dorado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多业务不同Workload诉求和共享存储资源的混合应用
模型的容量和性能之间的平衡，以及不同时间点平衡诉求差异化的特征，提供智
能的系统默认配置管理模式和客户自定义的配置管理模式，支持按业务逻辑的跨
设备单页面的配置能力，实际使用过程中客户可以按需选择。同时提供报表管理
功能帮助客户对设备的健康状态、性能、容量的实时状态和演进状态，以供客户
进行业务规划调整和后续规划参考。在系统自适应模式下会采用系统的 优配置
进行配置管理，后续会引入对系统Workload持续学习和基于学习结果的性能配置
自适应调整、满足应用业务周期性或突发的业务波峰的稳定性能的支撑；对亚健
康或者磨损部件工作参数调整优化设备长时间运行后生命周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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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架构

OceanStor Dorado采用全互联架构，前端接口模块、控制器模块、后端接口模块、电
源模块、BBU模块、风扇模块、硬盘单元等所有FRU不存在任何单点故障，支持2个或
者2个以上FRU冗余。各种FRU均支持在线热插拔，支持在线可更换。

OceanStor Dorado采用RDMA高速网络互联，通过该网络实现全局缓存的低时延共享
访问；后端采用智能硬盘框（硬盘框内有CPU和内存，有运算能力，能够对对硬盘重
构等进行卸载）技术，实现硬盘重构等特性下移到智能硬盘框，达到对控制器的压力
卸载。

3.1 硬件介绍

3.2 SmartMatrix高速全互联均衡架构

3.3 端到端NVMe

3.1 硬件介绍

3.1.1 控制框

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产品包括型号：OceanStor Dorado 6800 V6，OceanStor
Dorado 18500 V6，OceanStor Dorado 18800 V6；高端系列采用盘控分离形态，单
框 大可支持28张接口模块，所有槽位均支持共享接口模块；单个控制框支持4控坏3
控（如果扩展到两个控制框，则可以支持8控坏7控）时业务不中断；关键部件模块化
设计，支持在线可更换；所有FRU冗余设计，电源双平面设计，同一个电源平面内电
源1+1冗余备份。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为客户提供SAN和NAS的统一存储服务，端到端的低
时延SAN（FC-NVMe、FC、iSCSI、NVMe over RoCE）和NAS（NFS、CIFS、NDMP)
等前端协议服务能力，提供丰富的业务接口模块，其中：

● 前端：

前端接口模块包括4端口8G/16G/32G FC/FC-NVMe接口模块，4端口25Gb NVMe
over RoCE接口模块，4端口10GE/25GE ETH接口模块，2端口40GE/100GE ETH
接口模块。

● 集群互联：

Scale-Out接口模块包括2端口100Gb RDMA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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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端：

后端接口模块包括4端口12Gb SAS接口模块（接入SAS硬盘框的接口模块）,2端口
100Gb RDMA接口模块（接入智能SAS，智能NVMe硬盘框的接口模块）。

● 智能加速：

支持智能加速卡，实现智能读缓存加速。

● SCM加速：

支持SCM盘的加速卡，实现SmartCache的性能加速。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支持3种类型硬盘框分别如下：

● SAS硬盘框

● 智能SAS硬盘框

● 智能NVMe硬盘框

集群互联采用RDMA实现控制器间互联，支持直连和交换互联两种模式。直连模式通
过Scale-Out接口模块实现2个控制框免交换机直连，交换互联模式通过Scale-out接口
模块链接到交换机实现双交换平面 大32控互联。每控制框有2个管理模块，每个管理
模块都配置了3个GE口（维护/管理网口），1个USB口，1个串口。OceanStor Dorado
高端系列控制框前视图和后视图如图3-1和图3-2所示。

图 3-1 控制框前视图

说明

● 每个控制器包含七个风扇模块。

● 四个控制器的布局从上往下依次为控制器A、控制器C、控制器B和控制器D。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3 硬件架构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



图 3-2 控制框后视图

说明

● 可插拔I/O接口模块，支持8G/16G/32G FC/FC-NVMe、25/10Gb NVMe over RoCE、
10/25/40/100 GE ETH。

● 可插拔加速卡，支持智能加速卡，SCM加速卡。

● 接口板推荐按AB/CD平面对称配置。

● 电源，支持交流和直流。

● 管理模块，支持1个串口，1个维护网口，2个管理网口。

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如上后视图中接口模块槽位分A、B、C、D四个象限，代
表着非共享接口模块的归属控制器，例如当非共享接口模块插在A象限，那么这张卡归
属A控制器。

说明

● 前端接口模块：8G/16G/32G FC/FC-NVMe是共享接口模块，10/25/40/100 GE ETH（支持
iSCSI和 NVMe over RoCE）是非共享接口模块。

● Scale-Out接口模块：100Gb RDMA 扩展接口模块是共享接口模块。

● 后端接口模块：100Gb RDMA、12Gb SAS是共享接口模块。

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4个控制器互为备份，负载均衡，4个控制器间通过100Gb
RDMA实现互联能力，如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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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高端 4 控逻辑架构示意图

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控制框支持4个控制器或2个控制器2种配置方式，每个控
制器 大支持4个处理器，每个控制框内 大支持16个处理器，如图3-4所示。

图 3-4 OceanStor Dorado 18800 V6 的控制器外观图

接口模块密度提升

为了提升系统空间利用率，提升系统I/O端口数量，控制框接口模块高密设计，引入小
型化连接器，将接口模块厚度由Dorado上一代的25mm减少到18.5mm，实现4U空间
28张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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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接口模块密度对比

连接器 接口模块 接口模块密度

OceanStor Dorado 连接器宽度6mm 厚度18.5mm 4U 28张接口模块
（7张接口模
块/U）

OceanStor Dorado
V3

连接器宽度
14.5mm

厚度25mm 6U 24接口模块（4
张接口模块/U）

规格提升 宽度下降59% 厚度下降26% 密度提升75%

 

整柜

华为高端存储系统由于其设备组件多，组网复杂，为了降低现场交付安装的复杂性，
以及因为安装过程中引起的各类可靠性问题，支持通过整柜交付（华为机柜的尺寸
为：1200mm（D）*600mm（W）*2000mm（H）），可以减少现场设备难度，提升
可服务性和可靠性；同时也支持安装在客户的第三方标准机柜（1070mm及以上深度
机柜）。

整柜交付的高可靠性：

● 更好的供电管理

● 更好的抗震、防腐蚀能力

● 更高的硬盘可靠性

● 更可靠的线缆连接系统

● 更好的在途运输质量控制

● 更低的人因差错可能

整柜交付的可维护性：

● 更简单的现场部署

● 更简单的后期维护能力

● 无中断的在线扩容能力

3.1.2 硬盘框

OceanStor Dorado提供了三种硬盘框：

表 3-2 硬盘框类型

硬盘框类型 硬盘类型 端口 盘位数

SAS硬盘框 双端口SAS
盘

4x12Gbps SAS
宽端口

25

智能SAS硬盘框 双端口SAS
盘

4x100Gb
RDM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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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框类型 硬盘类型 端口 盘位数

智能NVMe硬盘框 双端口
NVMe盘

4x100Gb
RDMA

36

 

3.1.2.1 SAS 硬盘框

SAS硬盘框，采用SAS3.0协议，每个框支持25块SAS硬盘。控制框通过板载SAS接口或
者SAS接口模块与SAS硬盘框连接。

图 3-5 2U25 盘位 SAS 硬盘框前视图

图 3-6 2U25 盘位 SAS 硬盘框后视图

3.1.2.2 智能 SAS/NVMe 硬盘框

智能SAS硬盘框和智能NVMe硬盘框，硬盘框级联模块内有 CPU和DDR内存，是一个
独立的计算机系统，具备计算能力，能够对控制框内控制器的计算任务进行卸载。比
如硬盘故障时的重构计算，就可以大量计算能力卸载到智能SAS/NVMe硬盘框上，从
而大大降低重构对控制器性能的影响。

常规PCIe RC系统只有256个PCIe总线地址，系统内部设备、接口模块和NVMe都需要
占用PCIe的总线地址导致单系统支持的NVMe硬盘数往往不能超过128个。华为的智能
NVMe硬盘框，通过板载处理器采用独立PCIe地址域模式，有效隔离了控制框和硬盘
框的PCIe地址域，NVMe硬盘插在智能NVMe硬盘框内，占用的就是智能NVMe硬盘框
系统的PCIe设备数，不占用控制框内系统的PCIe设备数 。智能NVMe硬盘框再通过
RDMA端口与控制框连接，就实现了支持大规格的NVMe盘数的能力。

控制框通过板载的100Gb RDMA端口或者100Gb RDMA后端接口模块与智能SAS硬盘
框和智能NVMe硬盘框连接，提供高带宽低时延的传输通道。智能SAS硬盘框，采用
2U 25盘位形态，如图3-7和图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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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2U 25 盘位智能 SAS 硬盘框前视图

图 3-8 2U 25 盘位智能 SAS 硬盘框后视图

智能NVMe硬盘框，采用2U 36盘形态，如图3-9和图3-10所示。

图 3-9 2U 36 盘位智能 NVMe 硬盘框前视图

图 3-10 2U 36 盘位智能 NVMe 硬盘框后视图

硬盘框高密设计

OceanStor Dorado通过业界领先的整机散热能力，支撑业界空间密度 高的设计。传
统竖直背板存在开窗小，风阻大，双面连接器相互干涉，硬盘数量有限，且传统2.5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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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厚度达到14.8mm尺寸，在标准19英寸机柜设备内，传统企业存储2U的空间内很
难突破25盘位。传统竖直背板设计如图3-11、图3-12和图3-13所示。

图 3-11 传统竖直背板设计

图 3-12 传统竖直背板设计正面开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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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传统竖直背板设计空气流向图

通过创新的水平背板正交连接结构，如图3-14和图3-15所示，硬盘连接器和控制器连
接器正交连接，无干涉，提升硬盘连接器密度，再配合NVMe盘（PALM盘），更薄的
厚度（14.8mm->9.5mm），使得2U空间内可以容纳下36盘位，盘密度提升44%。另
外通过水平背板，开窗面积增加50%，散热能力25%，如图3-16和图3-17所示，保证
了硬盘的散热能力。

图 3-14 水平背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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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水平背板正交结构（侧视图）

图 3-16 水平背板正面图

图 3-17 水平背板空气流向图

3.1.3 HSSD 硬盘单元
OceanStor Dorado的硬盘单元，支持自主研发的SSD（HSSD），通过存储软件和
HSSD盘的深度配合，可以发挥OceanStor Dorado的极致性能。SSD主要由控制单元和
存储单元组成，控制单元包括SSD控制器、主机接口、DRAM等，存储单元主要是
NAND FLASH颗粒。

NAND FLASH内部存储读写的基本单元为Block和Page。

● Block：能够执行擦除操作的 小单元，通常由多个Page组成；

● Page：能够执行编程和读操作的 小单元，通常大小为16KB。

对NAND FLASH读写数据的操作主要涉及擦除（Erase）、编程（Program）和读
（Read），其中编程和读的基本操作单位是Page，擦除的基本操作单位是Block。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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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一个Page之前，必须要擦除这个Page所在的整个Block。因此在写入某个Page
时，需要把Block中其他有效的数据拷贝到新的存储空间，从而把原先的整个Block擦
除，这一过程称为垃圾回收（Garbage Collection，简称GC）。每一次对Block的编程
写入和擦除称为一次P/E（Program/Erase）。不同于机械硬盘HDD，SSD盘中对每个
Block的擦写次数是有限制的。如果某些Block的擦写次数太多，将会导致该Block不可
用。针对SSD的这些特点，HSSD盘采用了多项关键技术来保证SSD的可靠性和性能。

盘内磨损均衡

磨损均衡是指SSD控制器通过对NAND Flash中Block的P/E次数进行监控，通过一定的
软件算法使所有Block的P/E次数比较平均，防止单个Block因过度擦写而导致失效，延
长NAND FLASH整体的使用寿命。

华为HSSD采用的磨损均衡分为动态磨损均衡和静态磨损均衡。动态磨损均衡是指在主
机数据写入的时候，优先挑选磨损较小的Block使用，这样保证P/E消耗平均分布；静
态磨损均衡是指盘片定期在整个盘片的范围内寻找P/E消耗较少的Block并回收其上的
有效数据，从而使得保存冷数据的Block也参与到磨损均衡的循环中。HSSD通过这2种
方案的结合来保证全盘磨损均衡。

坏块管理

NAND FLASH芯片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会逐渐出现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存储单元，此类
Block将被标志为坏块。HSSD根据大量的实验数据和应用场景确定了坏块的判断标
准，该标准会根据NAND FLASH的擦写次数，错误类型，发生的频率等因素来判断
Block是否为坏块。如果出现坏块，则通过NAND FLASH间XOR冗余校验数据来计算出
坏块上的数据，并将数据恢复到新的可用Block上。在一个SSD生命周期内，盘片会出
现坏块，HSSD在盘片内部预留了空间用作坏块替换，确保在生命周期内可能出现的坏
块可以及时被替换，保障SSD上的数据安全可靠。

数据冗余保护

由于SSD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数据位翻转和跳变，HSSD采用冗余校验对用户数据
进行多维度的保护。数据在SSD的DRAM中使用了ECC和CRC校验来防止数据跳变和篡
改；数据在NAND FLASH中使用了LDPC和CRC校验来保护Page上的数据；而在不同的
NAND FLASH之间则采用了XOR冗余进行保护以防止颗粒失效导致的数据丢失。

图 3-18 多维度数据冗余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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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PC即低密度奇偶校验码（Low Density Parity Check Code），是通过校验矩阵定义
的一类线性码，主要用于数据校验和纠错，广泛应用于无线通信、卫星数字传输等领
域。在数据写入NAND FLASH的Page时，计算出数据的LDPC校验信息一起写入到
Page中；在从Page中读取数据的时候通过LDPC进行校验和纠错。

HSSD盘片还通过闪存颗粒间内置XOR异或引擎对用户数据进行冗余保护，当Flash颗
粒出现物理故障（页失效、块失效、DIE失效甚至颗粒失效）时，采用校验数据块对故
障块上的用户数据进行恢复，确保用户数据不丢失。

后台巡检

NAND FLASH上的数据会由于存放时间过长，读干扰、写干扰、随机失效等原因导致
数据发生错误。HSSD会周期性的读取NAND FLASH上的数据，识别数据跳变情况，对
于出现高比特位跳变的数据及时读取并写入到新的Page。通过这一后台巡检过程可以
提前识别出现的风险并进行处理，能有效防止这些错误导致的数据丢失，提高数据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

支持 SAS 和 NVMe 协议

华为自主研发的HSSD支持SAS或NVMe（Non-Volatile Memory Express）两种接口。
NVMe协议相对传统的SAS协议更为简洁高效：从软件栈来看，去掉了SCSI层，协议交
互次数减少；从硬件传输路径来看，无需SAS控制器、SAS Expander，直接与CPU通
过PCIe总线连接，实现更低的时延，如图3-19所示。同时NVMe可以支持更大的并发
和队列深度（64K个队列，每队列深度可达64K），充分发掘SSD的性能。NVMe接口
的SSD通过多年在闪存技术方面的积累，能够支持双端口，热插拔能力，有效的提升了
系统的性能、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图 3-19 NVMe 盘片与 SAS 盘片传输路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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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Me SSD写请求数据间通信次数相比SAS SSD从4次减少到2次。如图3-20所示：

● SAS：在SCSI（SAS后端）协议会通过4次协议交互的步骤才能完成一次写操作；

● NVMe：在NVMe协议只需要2次协议交互就能完成一次写操作。

图 3-20 NVMe 协议与 SAS 协议交互流程对比

SAS SSD 硬盘单元

SAS SSD硬盘单元，包含2个部件：硬盘拉手条和2.5寸SSD硬盘盘体，如图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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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SAS SSD 物理示意图

NVMe SSD 硬盘单元

NVMe SSD采用自定义的物理形态，其拉手条与盘融为一体，尺寸规格与2.5寸SSD差
异较大，整体规格：79.8mm*9.5mm*160.2mm，如图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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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NVMe SSD 物理示意图

3.1.4 SCM 硬盘单元
1. Storage Class Memory 介质介绍

当前主流的存储介质主要有SRAM、DRAM、SCM、Flash Memory、HDD，延迟依次
从低到高，成本则从高到低。存储级存储器SCM介于传统DRAM和NAND Flash之间，
相较普通的NAND拥有更快的速度、更低的延迟，较DRAM则容量更大，成本相对较
低。SCM介质的使用将为大数据应用程序和复杂工作负载性提供变革和突破性存储解
决方案。目前业界主流的Storage Class Memory 介质主要有三种类型：XL-NAND，
Intel PCM 3D Xpoint，Z-NAND.。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3 硬件架构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



XL-FLASH技术采用3D SLC堆栈，并把SLC结构进行了大量修改，其Plane设置远小于普
通3D NAND，从而能达到 低读时延低至4us，写时延75us。XL-Flash介质的整体时
延要远低于普通3D NAND，尤其是在读延迟上更是低于10倍以上。

2．SCM的形态与规格。

SCM有两种形态：

第一种SCM盘，外观形态与普通SSD盘一致，可用于OceanStor Dorado 硬盘槽位。.

根据接口大小和尺寸分为普通2.5寸盘和PALM盘，对应的型号规格参考产品的规格清
单。

 

第二种是SCM插卡，可用于高端系列控制器接口模块插槽中。

3.1.5 功耗与散热

OceanStor Dorado通过如下节能设计来满足节能环保要求：

● 高能效比的处理器

● 采用业界 高转换效率的供电模块

● 通过比例微积分风扇调速算法，提高系统散热效率

● 巧妙的错峰上电设计，降低大功率供电需求

通过高能效设计，节省供电和散热开销；通过业界领先的散热技术和自定义的高密
NVMe盘，实现SSD密度增加超过44%（在2U硬盘框内，NVMe盘数增加到36盘
位），减少空间占用。

高能效处理器

ARM与X86平台的差异主要由架构差异引入，而这些架构差异主要集中在芯片内部的
设计中，包括指令集、流水线、核分布、缓存、内存、I/O控制等各方面。X86使用复
杂指令集（CISC)，以增加处理器本身复杂度作为代价，去换取更高的性能；X86指令
集从MMX，发展到了SSE，AVX。而ARM使用精简指令集（RISC），大幅简化架构，
仅保留所需要的指令，可以让整个处理器更为简化，拥有小体积、高效能的特性；
ARM支持64位操作，指令32位，寄存器64位，寻址能力64位，并且软硬件的深度配合
提升了性能，同时多处理器架构能够支持产品性能扩展，能效比具有极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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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采用高集成化的SOC芯片，通过缓存一致性总线， 高可实现4路处理器的对称多
处理（SMP）能力，且每个处理器具备丰富的I/O接口、存储控制器以及存储加速引
擎：

● 丰富I/O接口：支持 大16xSAS3.0接口、 大40xPCIe4.0、 大2x100GE

● 存储加速引擎：RAID引擎、SEC引擎、ZIP压缩引擎

通过集成以上接口和引擎，减少了外围芯片，从而简化系统设计，降低系统功
耗。

高效电源

OceanStor Dorado采用80 PLUS白金、钛金电源，在50%带载时的供电转换效率可达
94%以上，功率因数可达98%以上，降低供电损耗。钛金电源的转换效率比白金提高2
个点，可以达到96%以上，而且轻载时的转换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对比普通PSU
电源的转换效率提升将近10个点， 大程度降低产品全负载范围内的供电损耗。PSU
电源满足80PLUS认证规范，可提供认证证书。

80 PLUS效率要求：

80 PLUS 电源认证类型 电源转换效率（230V输入 ）

负载比（%） 10% 20% 50% 100%

80 PLUS 铜 --- 81% 85% 81%

80 PLUS 银 --- 85% 89% 85%

80 PLUS 黄金 --- 88% 92% 88%

80 PLUS 白金 --- 90% 94% 91%

80 PLUS 钛金 90% 94% 96% 91%

 

高压直流供电

OceanStor Dorado通过支持高压直流HVDC供电、或交直流混合供电，取代交流供
电，提高供电系统可靠性，减少UPS占地面积，降低机房建设及维护成本。高压直流
供电方案减少机房供电转换层级，提高系统供电效率15％～25％，每年可为大型数据
中心节省电费上百万。解决低压直流（12V/48VDC）给大功率设备供电时的大电流、
电缆粗、布线困难等问题。

PID 节能调速技术

OceanStor Dorado通过支持 PID（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比例积微分算
法）节能调速算法解决了传统阶梯调速的诸多问题：调速周期长、风扇功耗高、震荡
幅度大、噪声高等问题，实现风扇快速响应、快速降温、超低功耗、超低静音的效
果。

● 经验证，使用PID节能调速算法可以提升产品能效4％～9％，避免出现风扇反复震
荡。

● 通过PID调速，风扇响应速度可以提升22％～53％，明显降低产品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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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上电

通过错峰上电，消除产品上电瞬间的供电脉冲，避免多台设备同时上电对机房供电造
成风险。

重删压缩

重删压缩是常用的数据缩减技术，它通过逐个比较数据内部细节，删除重复数据，只
保留其中一份，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对物理存储空间的需求，降低产品能耗。

节能认证

产品满足中国环保部的节能认证标准、CQC的节能认证标准、RoHS环保认证标准。

3.2 SmartMatrix 高速全互联均衡架构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采用全互联均衡架构，如图3-23所示，该架构采用了
高速无源背板，支持同时安装4个控制器以及28个接口模块。全互联均衡架构下主机通
过任意前端端口接入后，主机I/O将均衡分发到控制框内各控制器进行处理。这种设计
允可以避免控制器之间的转发，实现Active-Active细粒度均衡访问、高效低时延地进
行控制器协同作业，即使在某一个控制器模块意外故障情况下，业务能够灵活无缝接
管，处理更加及时和平稳，提升了系统可用性，硬件资源利用更加经济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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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全互联均衡架构（直连组网）

全互联均衡架构允许1个或多个控制框组成集群系统，如图3-24所示，包括以下三层：

● 前端接入层，主机通过共享接口模块接入访问存储系统，实现控制器控制器故障
业务不归零，升级主机无感知、主机I/O Active-Active均衡分发。

● 控制器互联层，控制框内控制器之间互联，以及控制框Scale-out扩展互联。

● 后端连接层，控制框通过共享卡与硬盘框组成共享网络，实现控制器8坏7场景下
硬盘框数据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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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8 控互联（内双活）

图 3-25 32 控互联

3.2.1 全共享的前端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支持前端接口模块（front-end interconnect I/O
module，简称FIM）有两种：共享接口模块和非共享接口模块。每个共享接口模块通
过4条PCIE 总线分别连接到4个控制器，主机能够通过连接共享接口模块的任一端口同
时访问4个控制器。

对于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支持多种前端形态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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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组网下， FC接口模块为共享接口模块，支持控制器故障无链路告警主机无感
知，FC/FC-NVMe单链路升级。

● IP SAN组网下，不支持共享接口模块，控制器故障会有链路告警，支持iSCSI/
NVMe over RoCE单链路升级。

● NAS组网下（NFS/CIFS），不支持共享接口模块，控制器故障会有链路告警，支
持NAS单链路升级。

前端共享接口模块能够对主机I/O进行智能识别处理，并按特定规则分发，使得主机
I/O无需控制器预处理就直接发送给 佳处理控制器，避免主机I/O在控制器之间转
发。由于共享接口模块的每个端口在内部均有独立通道分别与4个控制器互连，因此在
主机与存储系统间只有一条链路时，下发的主机I/O仍能直接发送至 佳处理控制器。
在控制器故障的情况下，业务也不受影响。

前端FC共享接口模块的实现原理如图3-26所示：每个共享接口模块有4个物理端口，
每个端口有1个WWN，主机与每个端口可建立1个外部会话连接，同时每个端口与内
部控制器分别建立4条连接：从主机视角看，主机与存储系统只有一条链路。从控制器
视角看，每个控制器都与主机建立了一条链路。共享接口模块通过内部完成协议转换
与连接处理，将主机I/O在共享接口模块内部按照智能分发算法分发到四条链路上。

图 3-26 FC 前端共享接口模块原理

全共享的前端设计可以使系统组网更简单。在使用非共享接口模块的情况下，若主机
需要与每个控制器建立物理链路，四控的系统需要 少4条链路。在使用共享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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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只需要1条连线（出于冗余路径考虑，配置2条或多条），主机便可与每个控
制器建立物理链路。

使用前端共享接口模块可以在控制器故障时，避免主机与前端端口的连接中断，实现
主机对对控制器故障不感知，达到高可用目的：当控制器故障时，共享接口模块端口
芯片会在检测到端口与控制器之间的PCIe链路断开后，将主机的请求重新分发到其他
控制器，实现了控制器故障秒级切换，并使主机不会感知到控制器发生故障。相比使
用非共享接口模块下的控制器故障需要主机多路径进行的链路切换所消耗的10~30
秒，共享接口模块的切换只需要1秒，切换时间更短，可靠性更高。

如图3-27所示，若控制器1故障，共享接口模块智能算法根据控制器故障情况，将控制
器1上的业务快速切换到其他控制器、把I/O分发到新的控制器处理。整个过程快速完
成，共享接口模块与主机的FC链路无闪断，主机对控制器的故障无感知。

图 3-27 控制器故障情况下主机业务切换

3.2.2 全互联的控制器

控制框内全互联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的控制框可包含4个控制器，每个控制器是一个独立
可热插拔服务处理单元，可提供3对RDMA高速链路，通过连接到无源背板与其他控制
器实现全交叉互连，与其他3个控制器全交叉连接，如图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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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控制框内控制器互联

得益于控制器全互连，控制器之间的数据能够在不经过第三方中转的情况下实现一次
RDMA直达，从而实现均衡、快速、高效的访问效果。由于控制器位于同一个控制框
内，不需要外部线缆和交换机，部署更简单，不易出错。此外，无源背板只使用了无
源线路，可靠性极高。

控制框间全互联

华为OceanStor Dorado全系列支持scale-out功能，可以按需扩展到32控应用，支持采
用直连组网方式（ 大8控）和双交换组网方式（ 大32控）。每个控制框提供4张
Scale-out接口模块进行组网，如下图。Scale-out接口模块与本控制框的4个控制器直
接连接，同时收发来自属于其它互联控制框的4个控制器的数据。直连组网节省了2台
交换机，并且减少了一半的线缆连接，能够有效降低系统组网成本及管理复杂度。

图 3-29 8 控 Scale-Out 直连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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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 32 控 Scale-out 交换组网图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通过2端口的100GB RDMA共享接口模块进行扩展，
大可支持扩展到32控。8控可以采用直连组网或交换组网，超过8控则必须使用100G

DCB交换机。

不支持直连组网在线修改为交换组网模式。

3.2.3 全共享的硬盘框
OceanStor Dorado存储系统支持三种硬盘框：SAS硬盘框、智能SAS硬盘框、智能
NVMe硬盘框，并通过12Gb SAS级联模块或者100Gb RDMA接口模块连接硬盘框：
12Gb SAS级联模块连接SAS硬盘框，100Gb RDMA接口模块连接智能SAS硬盘框或智
能NVMe硬盘框。全系列采用双端口硬盘，实现硬盘的1+1的Active-Active的共享互联
能力。

● 连接智能硬盘框时

– 控制框内4控全互联：每个RDMA接口模块接口模块内部通过4条PCIE3.0*4连
接到框内四个控制器，四个控制器可以同时访问硬盘框内的硬盘单元。

– 控制框间8控全互联：智能硬盘框包含两组上行接口，能够同时与两个控制框
建立链路，实现了8个控制器能够同时访问相同的硬盘框的功能。

图 3-31 硬盘框 8 控全互联

● 连接SAS硬盘框时，由于SAS级联模块内置了SAS扩展器，该扩展器提供8个12Gb
SAS通路（每个端口提供4*12Gbps速率），其中4个通路通过背板走线连接到4个
控制器，另外4个对外提供线缆与SAS硬盘框连接，实现了硬盘框与四控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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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SAS硬盘框只有一组上行接口，所以只能连接到一个控制框，也就只能同时被
一个控制框内的四个控制器访问。

3.2.4 低时延 RDMA 设计
华为OceanStor Dorado全闪存存储系统的控制器之间均采用RDMA组网连接， 控制器
之间的数据可以直接RDMA一跳到达到对端节点内存，无需再次搬移或中转。控制框
与智能NVMe硬盘框、智能SAS硬盘框之间也采用RDMA组网连接。图3-32以华为
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为例进行说明。

图 3-32 8 控 RDMA 互联

数据经过RDMA链路进行远程DMA数据搬移，搬移工作由接口模块完成，无需两侧
CPU参与，大大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降低了访问时延。

通常，数据的传输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1. 把控制消息发送到对端，对端准备好接受的内存资源等，通知发送端准备好了；

2. 发送端再把数据发送到接收端。

RDMA的通讯过程，通过接收端预先准备好内存资源等方式，控制消息和数据一起发
送到接收端，减少了一次交互过程，实现了通讯的低时延。

使用基于RoCE的RDMA技术，相比PCIE/SAS链路，具备更高可靠和更低通信时延。下
图图3-33是基于PCIE的DMA链路和RoCE链路的IO交互过程对比。数据传递包含三个
阶段：启动控制命令，传递传输到对端，以及对端接收数据进行验证并回响应消息。
在PCIe通信模型下为双边通信模型，即数据从控制器A发送到控制器B以后，控制器A
的CPU还需要通过控制流通知控制器B数据已送达（触发控制器B的中断），控制器B调
用中断处理过程，对消息进行校验并回响应消息。对于RoCE链路OceanStor Dorado采
用单边通信模型，即当数据发送成功后，控制器A无需通知控制器B数据已经送达，控
制器B会轮询并处理达到的数据，并回响应。因此RoCE相比PCIE就减少了通知数据已
经到达的过程，减少了交互次数，时延更低，带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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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PCIe 和 RoCE 交互过程对比

可靠通信模型（带对端确认机制） 操作步骤数 RoundTrip总时延(us)

基于PCIe通信模型 6 ~50

基于RDMA通信模型 3 ~30

 

RDMA全互联设计在连接距离、扩展灵活性、共享访问上还产生额外收益，下表是
PCIE、RoCE以及SAS通道比较。

表 3-3 PCIe/SAS/RDMA(RoCE)可靠通信模型下性能对比

不同组网协议对照 PCIe
(PCIe3.0x4端口)

SAS
(12G SAS3.0x4端
口)

RoCE
(100Gb RDMA
端口)

性能 性能：带
宽(GB/s)

3.2 4 10

性能：
RoundTri
p时延
(us)

~50 ~60 ~30

扩展性 连接距离
(铜缆)

约0.5米 3~5米 5~7米

大支持
的NVMe
盘数(块)

占用总线ID与接口
卡共用，一般 大
支持盘数<100

不支持 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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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网协议对照 PCIe
(PCIe3.0x4端口)

SAS
(12G SAS3.0x4端
口)

RoCE
(100Gb RDMA
端口)

热插拔 需先按按钮再插
拔，暴力插拔有宕
机风险

支持 支持

盘框支持
共享访问
的控制器
数量

2控 4控 4控

 

3.3 端到端 NVMe
NVMe是一种抽象协议层，提供可靠的NVMe命令和数据传输。为了支持数据中心的网
络存储，通过NVMe over Fabric可以实现NVMe标准在多种网络上的扩展，达到降低
存储网络协议栈处理开销并提供高并发低延时的目的，适应SSD介质驱动的存储架构演
进。NVMe over Fabric支持把NVMe命令和数据映射到多个Fabric传输链路，主要包括
FC、InfiniBand、RoCE v2、iWARP和TCP。

OceanStor Dorado支持端到端的NVMe，包括：

● 存储与主机网络支持FC-NVMe（NVMe over FC），NVMe over RoCE v2，后续
将扩展到NVMe over TCP/IP。

● 更高的接口速率，支持32Gbps FC-NVMe和25Gb NVMe over RoCE、100Gb
NVMe over RoCE。

● iSCSI连接TCP/IP协议栈卸载技术，减少CPU消耗以及降低网络协议栈时延。

● 为多核定制设计的NVMe多队列轮询，免锁处理多并发I/O，处理器算力发挥更彻
底。

● 针对NVMe SSD访问而设计，对下盘请求提高读优先级调度，减少在写SSD盘的时
候，对主机读请求的访问阻塞时长，使得更快响应。

● 采用端到端NVMe设计的系统 低访问时延降低至100us以内，相比上一代降幅达
50%。

3.3.1 NVMe over Fabric 端到端部署

如图3-34，华为存储系统支持从主机、前端网络到存储系统，包括存储系统后端的磁
盘框和SSD，全数据路径支持NVMe协议。

主机OS：支持NVMe协议的操作系统，SUSE，RetHat等主流操作系统。

主机网卡：FC-HBA卡，RoCE卡，安装NVMe网卡驱动。

SAN Fabric：FC Switch ，DCB ETH Switch，对NVMe协议透明。

存储阵列：Dorado V6系列，FC-NVMe接口卡，NVME over RoCE接口卡；

硬盘框：智能NVMe硬盘框，NVMe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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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NVMe over Fabrics

对于FC-NVMe应用，基于现有数据中心FC SAN的组网和交换机配置等基础设施，在主
机FC HBA卡上安装NVMe驱动就可以支持NVMe协议，保护已有投资的同时向NVMe
演进。

对于NVMe over RoCE应用，需要基于RoCE网卡和DCB以太网交换机构建，适用于新
建数据中心，实现数据中心的服务器集群、前端LAN网络和存储SAN网络的融合和统
一，降低TCO。

RoCE网卡和DCB交换机支持基于业务流的拥塞反压控制，组成了无丢包增强以太网，
是RDMA和NVME运行的网络基础。

3.3.2 FC/iSCSI/NVMe oF 协议对比
如下图3-35所示，NVMe作为新一代的块存储协议命令集，从后端直连存储向全数据
路径的网络连接存储的演进。

图 3-35 SCSI 和 NVMe 协议栈对比

1、NVMe作为SCSI协议一种替代，定义了一套新的块存储协议命令集，使用PCIe作为
传输通道，极大的提升了时延和带宽。

2、FC和iSCSI解决了SCSI协议的扩展和拉远问题，同样NVMe over Fabric解决了
NVMe的扩展和拉远问题：

1）PCIe NVMe受限PCIe总线地址数， 大支持255个节点，通常只能支持到100个左
右的SSD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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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CIe NVMe只能通过直连方式连接控制器，距离有限。

3、NVMe Over RoCE，基于DCB的无损以太网基础设施，利用RDMA的低时延和低
CPU占用率，构建端到端NVMe，并实现数据中心LAN网络和SAN网络融合。DCB是数
据中心以太网标准，支持基于业务流的拥塞控制和反压，实现以太网的无损不丢包。

4、NVMe Over FC，基于现有FC基础设施，快速构建端到端的NV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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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架构

本章节描述OceanStor Dorado通过对称Active-Active架构实现系统的负载均衡，以及
配合FlashLink®技术，针对SSD的特点，进行深度优化，充分发挥全闪存存储系统性
能。OceanStor Dorado全系列都采统一软件架构，支持互联互通。

4.1 SAN/NAS一体化统一存储架构

4.2 FlashLink®

4.3 丰富增值特性

4.1 SAN/NAS 一体化统一存储架构
OceanStor Dorado采用SAN/NAS一体化设计，不需要单独的NAS网关设备，一套软硬
件同时支持SAN和NAS，支持NFS、CIFS文件访问协议和FC、iSCSI、NOF等块访问协
议。SAN和NAS均支持多控的Scale-out技术，主机可以从任意1个控制器上的前端主机
端口访问任意1个LUN或文件系统。

图 4-1 OceanStor Dorado 软件架构图

OceanStor Dorado的系统架构自下而上包括以下子系统：

● 存储池(Storage Pool)：提供全局统一的存储池服务，采用ROW(Redirect on
write)技术进行空间分配，为LUN和文件系统写入的数据提供存储空间，对写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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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全局的重删和压缩功能，对元数据和数据进行识别并分流写入SSD，提
供RAID2.0+全局快速重构功能和全局的后台垃圾回收功能。

● 空间管理层(Space Management)：基于Thin Provision按需分配机制，分别为
LUN和文件系统提供空间分配和回收管理服务。

● 全局Cache(Global Cache)：提供全局统一的Cache服务，为LUN和文件系统提供
读写缓存和元数据缓存。

● 数据服务层(Data Service Layer)：提供统一的数据复制、复制管理、配置管理和
复制网络管理服务，为LUN和文件系统提供远程复制、双活等容灾能力。

● 协议层(Protocal Layer)：分别为LUN和文件系统提供协议服务，提供协议的解析
处理、I/O收发、错误处理。

OceanStor Dorado的架构上，文件系统和LUN都是直接从存储池直接分配空间并提供
服务的，属于SAN/NAS平行架构，即文件系统和LUN都直接与底层的存储池交互。

相比传统在LUN基础上创建文件系统和在文件系统上创建LUN的架构，这样的软件架
构为LUN和文件系统都能提供 短的I/O路径，让两者的存储效率更高，同时两者之间
的空间管理保持独立，互不影响，增强了可靠性。

4.1.1 Active-Active 的 SAN 逻辑架构
在ALUA（Asymmetric Logic Unit Access）架构中，LUN有归属控制器，客户在创建
LUN的时候，需要对LUN的归属进行规划，以尽可能的实现系统中每个控制器的负载
均衡。但是由于不同LUN的业务压力各不相同，同一个LUN不同时段的压力也不相
同，在实际情况下ALUA架构难以实现系统的负载均衡。OceanStor Dorado软件采用
Symmetric Active-Active架构。通过均衡算法，实现每个控制器接收到的主机读写请
求是均衡的；通过全局缓存技术实现LUN无归属，每个控制器收到的读写请求，就在
本控制器处理（而不像AULA存储需要转发到LUN归属控制器处理），实现了控制器压
力均衡；通过RAID2.0+技术，数据均匀的分布到存储池内的所有硬盘上，实现盘的压
力均衡；

4.1.1.1 全局负载均衡

OceanStor Dorado每个主机读写请求，应该被存储系统的哪个控制器处理，是通过对
读写请求的LBA进行HASH计算来确定的。华为主机多路径（UltraPath）、前端共享接
口模块、以及控制器，协商了相同的HASH计算方法和参数，实现读写请求的智慧分
发。多路径软件和前端共享接口模块，会尽力把主机的读写请求分发到这个读写请求
终被处理的控制器，避免了在控制器内部的转发。在没有使用华为多路径及前端共

享接口模块的情况下，控制器收到主机请求后，首先会根据主机请求LBA的HASH计算
结果，把请求转发到 终处理的控制器，也保证每个控制器处理的主机读写请求是均
衡的。

华为主机多路径把主机I/O请求发送到 优的控制框上的共享接口模块，共享接口模块
再把I/O请求发送到 优的控制器处理。单控制框的场景下，不需要依赖多路径能力，
共享接口模块也能实现I/O请求的 优分发，有效避免了框内控制器间再转发。多控制
框的场景下，推荐使用华为多路径软件，可以有效避免跨框之间的前端IO转发。

4.1.2 Active-Active 的 NAS 逻辑架构
在传统NAS文件系统架构中，业界一般采用Active-Passive架构，文件系统归属某1个
控制器，在创建文件系统的时候，需要对文件系统的归属进行规划，采用多个文件系
统运行在不同的控制器上，实现系统中每个控制器的负载均衡。这样的NAS架构，如
果只有1个文件系统只能发挥1个控制器的硬件性能，无法把多控制器的硬件资源都利
用起来获得更高的性能，因此无法支持单一命名空间(SingleNameSpace)。如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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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多个文件系统，由于不同文件系统的业务压力各不相同，也很难以实现系统的负
载均衡。

OceanStor Dorado的NAS采用分布式文件系统架构，文件系统没有归属控制器，通过
均衡算法将文件系统的目录和文件均衡写入每个控制器，实现每个控制器接收到的主
机读写请求是均衡的，使得1个文件系统也能将整个存储集群的资源充分利用，客户可
以根据自己的业务规划灵活的使用单一命名空间的文件系统或者多个文件系统。

4.1.2.1 Active-Active 文件系统

OceanStor Dorado的NAS分布式文件系统架构兼具海量小文件和大文件并存的文件共
享场景，采用基于目录的分布式打散策略，以目录为粒度将数据均衡打散写入到各个
控制器，达到负载均衡的目的。目录与目录下的子文件归属相同的控制器进行I/O处
理，避免跨控制器转发，以提升目录遍历查询、属性遍历查询、批量属性设置等场景
的性能。针对大文件，当大文件写入OceanStor Dorado的存储池时，通过RAID2.0+的
全局数据块打散技术，可以将大文件的数据块打散到存储池的所有硬盘上，提升大文
件的写入带宽。

图 4-2 NAS 均衡策略

OceanStor Dorado NAS支持两种目录均衡打散策略：

Local Allocation：主机写入的目录优先从所挂载IP的控制器直接写入和读取，以获得
佳性能和时延。系统后台根据各个控制器管理的数据容量、文件数量和负载，动态

调整远端分配比例，即当某个控制器的负载、管理的数据容量或者管理的文件数量高
于其他控制器一定阈值后，系统会自动将远端控制器分配比例调高，以让每个控制器
的负载和管理容量达到均衡。此模式为OceanStor Dorado的默认分配模式，在存储的
每个控制器的每个IP被主机均衡挂载时能获得 佳性能，适合EDA仿真、HPC、软件编
译、并行计算等对性能和时延要求较高的场景，推荐与OceanStor Dorado的内置DNS
服务功能配合使用，内置DNS服务将自动为主机挂载进均衡的分配。

Balance Allocation：主机写入的目录直接进行按控制器负载均衡的打散写入，以在一
开始就获得 佳的负载均衡能力，系统后台仍然会根据各控制器的管理容量等信息进
行均衡调整。此模式适合主机挂载存储的IP地址不均匀、压力不均匀，应用与对时延
不高的文件共享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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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大目录性能均衡

当系统存在热点目录，即某个目录和目录下的子文件访问十分频繁，OceanStor
Dorado支持将热点目录负载到多个CPU的多个核心上去并行处理，提高处理效率，避
免热点效应。

4.1.2.2 NAS 协议

4.1.2.2.1 NFS 协议

图 4-4 NFS 应用组网图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4 软件架构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7



NFS (Network File System)网络文件系统，是在linux/ unix环境里面普遍使用的网络
文件共享协议。

NFS的应用场景主要有：

● 面向UNIX/LINUX/AIX/SOLARIS等类UNIX操作系统的网络文件共享。

● Vmware/XEN/虚拟机应用场景

● SAP HANA/Oracle数据库应用场景

OceanStor Dorado支持NFS协议版本包括 NFS V3、NFS V4.1(详细参考产品规格清
单)，支持本地用户环境（无域环境）以及LDAP/NIS域控管理网络环境，LDAP支持导
入证书提供LDAPS的安全域传输。在多租户环境下，支持每个租户单独配置LDAP/NIS
服务。

4.1.2.2.2 CIFS 协议

图 4-5 CIFS 应用组网图

SMB（Server Message Block）也称为CIFS（ 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 ，公共
互联网文件系统），是在Windows环境里面普遍使用的网络文件共享协议。

SMB的应用场景主要有：

● 面向Windows操作系统的网络文件共享。

● Hyper-v虚拟机应用场景

OceanStor Dorado支持SMB2.0/SMB3.0协议，支持本地用户环境（无域环境）以
及AD域控管理网络环境，能基于AD域的Kerberos和NTLM认证鉴权，支持单一
域、父子域、信任域等AD域网络环境。在多租户环境下，支持每个租户配置独立
的AD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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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3 跨协议访问

OceanStor Dorado支持NFS/SMB 跨协议访问，能为一个文件系统既配置NFS共享服
务又配置SMB共享服务，系统通过Multiprotocal Lock manager进行分布式锁管理，
保证NFS/SMB能互斥的访问相同的文件，不会造成文件损坏或数据不一致。

跨协议访问场景下的安全模式，OceanStor Dorado当前仅支持2种：

● NT模式：仅允许在window端通过SMB设置文件的属性和ACL权限，系统会自动根
据配置好的用户映射关系，将SMB用户的文件权限映射到NFS端，从而NFS端使用
对应的Linux用户来访问该文件时可以成功鉴权。在NFS端该模式会禁止用户设置
文件的Mode和ACL权限。

● UNIX模式：仅允许在Linux/UNIX端通过NFS设置文件的权限，系统会自动根据配
置好的用户映射关系，将Linux用户的文件权限映射到SMB端，从而SMB端使用对
应的用户来访问该文件时可以成功鉴权。在SMB端该模式会禁止用户设置文件的
ACL权限。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4 软件架构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9



4.1.2.2.4 NDMP 协议

NDMP（Network Data Management Protocol）网络数据管理协议，是一种基于企
业级数据管理的开放协议。 初是由Network Appliance 和 Legato Systems公司联合
开发设计的，当前存储网络行业协会（SNIA）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负责制定此协议
标准。

NDMP协议定义了一种基于网络的控制机制，该机制的作用在于控制数据的备份和恢
复过程，以及控制数据在存储系统和磁带库之间的传输。NDMP可以让存储系统直接
向其所连接的磁带库或者位于网络上的备份服务器发送需要备份的数据，这个过程不
需要任何备份客户端的参与，也不会占用大量网络资源和服务器资源。

NDMP的组网架构包括3类设备：NDMP客户端、NDMP服务器、带库；采用数控分离
的架构实现数据从存储到存储的直接传输，实现server free的高效数据备份，要求备份
数据源端和目标端设备均支持NDMP协议。OceanStor Dorado支持基于NDMP的NAS
备份功能，支持2Way（图4-6）和3Way（图4-7）的备份组网拓扑功能。NDMP客户
端为安装有备份软件的备份服务器，提供备份作业的配置管理和备份任务控制操作；
NDMP服务器为OceanStor Dorado存储设备，提供备份源端文件系统的NDMP协议读
写能力、快照和快照差异比获取能力，提供带库的驱动访问能力；带宽为提供FC/
iSCSC驱动访问接口的第三方带库或VTL设备，提供备份数据的存储和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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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2 way 组网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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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3way 组网拓扑

4.1.2.3 内置 DNS 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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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AS环境中，主机可通过域名访问存储阵列上的服务。当同一域名下有多个IP地址
时，可通过DNS实现不同IP间的负载均衡。外置的DNS服务器无法感知阵列上各IP所在
节点的CPU利用率、所在端口的带宽利用率等负载情况，通常只能提供简单的round-
robin策略，无法真实的反应各IP的负载情况，均衡效果不理想。

使用传统外置DNS服务器主要有以下问题：

● 只能提供round-robin均衡策略，无法感知阵列上各IP所在节点的CPU利用率、所
在端口的带宽利用率等负载情况，均衡效果不理想。

● 依赖外置DNS服务器稳定性，阵列不能提供高可靠的域名解析服务。

OceanStor Dorado提供一种新的内置DNS负载均衡技术，可以感知阵列上各IP的负载
情况，获得更好的负载均衡效果，从而提升存储业务性能和可靠性。

OceanStor Dorado DNS负载均衡特性支持的策略有轮循方式、按节点CPU利用率、按
节点连接数、按节点带宽利用率、按节点综合负载，其选择参考如表所示。

名称 说明 优点 缺点

加权轮询 当客户端通过域
名访问时，根据
性能数据计算权
重，同一域名下
需负载的各IP以
相等的概率选中
处理客户端业
务。

NAS各业务本身差
异不大时，均衡效
果 佳。

● 仅在各IP间均衡，无法感
知所在节点的实时负载情
况。

● 任何DNS域名请求（如客
户端的ping、nslookup请
求或showmount命令
等），超时或认证失败的
业务连接都会影响负载均
衡。

CPU利用率 当客户端通过域
名访问时，根据
各节点CPU使用
率性能数据计算
权重，以权值作
为概率选择节点
处理客户端业
务。

依赖的数据为CPU
使用率，能够以权
值概率来选择性能
数据中CPU使用率
低的节点处理客

户端业务，同时也
能应对并发场景。

CPU使用率需要各节点承担
业务才会显著变化，先挂载
的客户端必须跑业务，后续
才能有效的按CPU利用率进
行负载均衡，具有一定的时
延性。

带宽利用率 当客户端通过域
名访问时，根据
各节点总带宽利
用率性能数据计
算权重，以权值
作为概率选择节
点处理客户端业
务。

依赖的数据为节点
总带宽使用率，能
够以权值概率来选
择性能数据中端口
总带宽使用率 低
的节点处理客户端
业务，同时也能应
对并发场景。

● 均衡粒度较粗，只能在各
节点间负载均衡，不能细
分到各物理端口上。

● 带宽利用率需要各节点承
担业务才会显著变化，先
挂载的客户端必须跑业
务，后续才能有效的按端
口带来利用率进行负载均
衡，具有一定的时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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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优点 缺点

NAS连接数 当客户端通过域
名访问时，根据
各节点NAS连接
数性能数据计算
权重，以权值作
为概率选择节点
处理客户端业
务。

依赖的数据为节点
NAS连接数，能够
以权值概率来选择
性能数据中连接数
少的节点处理客

户端业务，同时也
能应对并发场景。

● 性能数据中的连接数是各
节点的非实时性能数据，
会影响客户端的负载均
衡。

● 如果已挂载的NFS业务没
有报文交互时，节点会清
除连接信息，但节点的挂
载点还存在，新的客户端
根据连接数可能还会挂载
到该节点，影响负载均
衡。

综合负载 当客户端通过域
名访问时，根据
性能数据的节点
综合负载选择节
点处理客户端业
务。根据CPU利
用率、带宽利用
率和NAS连接数
计算节点负载，
负载越低则被选
中的概率越高。

● 综合负载能考虑
到节点的CPU使
用率和吞吐量，
选择负载 低的
节点来承担客户
端业务。

● 综合负载不会一
直选择负载 低
的节点承担业
务，而是让负载
低的节点尽可能
多的承担业务，
逐步达到系统的
负载均衡。

综合负载统计需要节点承担
业务才会显著变化，先挂载
的客户端必须进行业务，后
续才能有效的按综合负载进
行负载均衡，具有一定的时
延性。

 

4.1.2.4 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特性是对设备的操作进行日志记录，提供日志审计功能实现设备访问安全管
理和业务规律和趋势的分析判断。OceanStor Dorado审计日志（如图4-8所示）支持
管理操作审计日志和NAS业务操作审计日志。

图 4-8 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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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访问的审计是针对NAS服务业务对NAS客户端的访问操作进行日志记录，采用独
立的审计日志文件系统记录日志。该功能按租户为单位支持使能配置，租户间相互独
立，支持保证模式和非保证模式，支持配置具体的审计操作对象（具体的配置对象参
考特性指南说明）。租户的审计日志功能一旦开启，则对应审计的操作需要先记录操
作日志，再执行操作任务。在保证模式下如果操作日志记录失败则操作不执行，可能
会造成业务中断；非保证模式下操作将继续执行，但记录的操作日志信息将不完整，
系统默认为保证模式，客户可以在线修改。审计日志文件系统采用evt格式存放日志，
该文件系统支持实时共享给审计日志服务器进行审计访问。

配置管理的审计是针对设备管理员对设备的配置管理操作进行的日志记录，仅记录配
置修改类操作（查询类不记录），该日志文件采用系统内部文件存储，不支持提供在
线访问功能，该功能默认使能（不能关闭），支持实时导出查询（导出格式可以选CSV
和TXT格式），支持CSV格式转存日志备份服务器。

4.1.3 全局缓存

OceanStor Dorado中，所有控制器节点的缓存一起构成全局缓存。每个LUN的数据，
都是均匀的分布到所有节点的缓存中，被所有的控制器处理，实现了LUN无归属。图
4-9为高端系列的读写流程示意图，图中存储系统包括两个控制框，一共八个控制器。

图 4-9 读写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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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路径软件把主机读写请求分发到前端接口模块。如果是华为多路径
（UltraPath），多路径会根据与存储系统协商的均衡算法，判断本次读写请求会被存
储系统的哪个控制器处理，会优选对应该控制器的链路。

2、前端接口模块接收到读写请求后，把读写请求发送到处理该请求的控制器。

3、对写请求，全局缓存把数据存放到本节点后，并镜像到镜像节点，可以配置为保存
一份或者两份镜像副本（两副本以上配置能力是高端可配置特性，需要License授
权）。如果是读请求，检查在缓存中是否命中，如果命中，则转到步骤4；如果不命
中，则转到步骤5。

4、向主机返回写成功或者读到的数据。

5、对读请求缓存不命中场景，从存储池中读数据后返回到缓存，再返回主机读成功或
者读到的数据。

4.1.4 RAID 2.0+
存储的数据， 终都会存储到SSD盘上，如果有些盘片上存放的数据不均匀，就可能导
致某些压力大的SSD盘成为系统的瓶颈。OceanStor Dorado通过RAID 2.0+技术，通过
细粒度的划分，实现所有LUN的数据均衡的分布在每个SSD盘上，实现盘的负载均衡。
RAID 2.0+ 的机制：

● 多个SSD组成一个存储池（Storage Pool）；

● 每个SSD盘被切分成固定大小的Chunk（简称CK，通常大小为4MB）进行逻辑空
间管理；

● 来自不同SSD盘的CK按照客户配置RAID冗余级别组成Chunk组（CKG）。

● CKG再被划分为更细粒度的Grain，通常为8K，为Voulume使用的 小粒度

图 4-10 RAID2.0+映射图

4.2 FlashLink®

FlashLink®技术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针对闪存介质的优化技术，实现了存储控制器和
SSD之间的协同和联动， 大限度的发挥闪存的性能。FlashLink®针对闪存介质特点设
计的关键技术主要有：智能众核技术、大块顺序写技术、多流分区技术、智能盘框卸
载、端到端I/O优先级、智能技术以及端到端NVMe，保障了OceanStor Dorado稳定低
时延和高I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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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智能众核技术
为了满足系统高吞吐量，低时延的诉求，以及越来越多的增值特性，包括数据重删压
缩等，系统需要强大的运算能力。OceanStor Dorado采用高性能CPU，每个控制器内
多4颗 CPU，多达192核；在同一个控制器内实现了业界 多的CPU个数和CPU 核

数，提供了强劲的运算能力。通过智能众核技术，充分发挥了CPU的强劲的运算能
力，实现了性能随着CPU数量线性增加。智能众核技术，由CPU分组技术、业务分组
技术、核间免锁技术组成。

CPU 分组

在多CPU的架构中（NUMA架构），每个CPU有本地内存（该CPU内存控制器上连接
的内存），也可以访问远端内存（连接在其他CPU内存控制器上的内存），访问本地
内存比访问远端内存时延更低，开销更小，对内存的访问效率会直接影响到存储系统
的性能。OceanStor Dorado采用CPU分组技术，控制器内每颗CPU加上本地的内存，
形成一个CPU分组。每个CPU分组接收到的主机读写请求，就尽量在本CPU分组内完成
端到端的读写流程处理，避免访问远端内存，以及跨CPU传输的开销。通过CPU分组
技术，每个CPU分组处理不同的主机读写请求，实现了存储系统性能随CPU数量增加
而线性增长。下图为OceanStor Dorado 18800 V6控制器示意图，每个控制器包含4颗
CPU，分成4个CPU分组，独立的处理不同的主机读写请求，避免跨CPU传递数据及访
问远端内存。

图 4-11 CPU 分组技术

服务分组

通过CPU分组后，不同的读写请求被分发到了不同的CPU处理，避免了CPU间的相互影
响。但是，每个CPU内部，还会运行所有的业务流程（服务），不同业务流程之间，
也会产生对CPU核的竞争，会造成冲突，影响性能扩展和稳定。OceanStor Dorado通
过把服务进行分组，分为前端接口服务分组，全局缓存服务分组、后端接口服务分
组、存储池服务分组等服务分组，为每个服务分组分配一些CPU 核，使得不同的服务
分组在不同的CPU核上运行（举例，一颗CPU有48个核，那么前端接口服务、全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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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服务、后端接口服务、存储池服务各使用12个核）。每个服务分组核的数量根据业
务负载做自适应调整；通过服务分组，不同的服务隔离在不同核上运行，避免了不同
服务分组对CPU的争抢和冲突。

核间免锁

在服务分组内部，每个核在处理业务逻辑时，使用独立的数据组织结构，避免同一个
服务分组内部的CPU核访问同一个数据结构的冲突，实现CPU核间的免锁。下图为核
间免锁设计示意图，如下图所示举例，CPU核24-35对应Storage Pool服务分组，在这
些CPU核上，只运行Storage Pool的业务逻辑；同时，在Storage Pool服务分组内，服
务再分解到不同的CPU 核上，这些核使用独立的数据组织，避免核间的锁冲突。

图 4-12 核间免锁技术

通过CPU分组、服务分组、核间免锁三级众核扩展技术，实现了性能随控制器节点
数、控制内CPU数、CPU内核数的性能线性增长。

4.2.2 大块顺序写
SSD盘相对磁盘，SSD盘片上的Flash颗粒具有擦写次数的限制。在传统的RAID覆盖写
（Write In Place）的方式下，如果某块盘上的数据成为了热点，那么对这些数据的不
断改写，就会导致对应的Flash颗粒的擦写次数很快的耗尽。OceanStor Dorado通过对
所有的写（包括新写数据和对老数据的改写等）都采用ROW（Redirect On Write）大
块顺序写的方式，每次写通过分配新的Flash颗粒来写，实现每个Flash 颗粒擦写次数
均衡。同时，避免了传统RAID写流程所需的数据读和校验修改写而产生RAID写惩罚，
有效降低了写入过程阵列控制器的CPU开销与对SSD盘的读写压力。相比传统的RAID
覆盖写的方式，ROW大块顺序写方式使得各种RAID级别都能实现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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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ROW 大块顺序写

上图以RAID6（4+2）为例，对已有数据进行改写，改写写入的数据为1、2、3、4。采
用传统的覆盖写方式，对每个数据所在的CKG均需要进行修改写。以CKG2为例，写入
新数据3时，需要读取校验列P、Q和原始数据d，通过冗余算法计算出新的校验位
P’、Q’，再把P’、Q’和数据3写入CKG2中。而采用ROW满分条写设计，写入数
据1、2、3、4时，直接使用数据1、2、3、4计算出P、Q作为一个新的RAID分条写入
硬盘，再修改LBA的指针指向新的CKG，整个过程无需额外的预读。

对于传统RAID，以RAID 6为例，D0数据发生变化，需要先读D0、P和Q；再写新的
nD0、nP和nQ，因此其读放大是3，写放大也是3。通常对于传统RAID（xD+yP）的随
机小I/O写其读写放大为y+1。

图 4-14 传统 RAID6 的写放大

下表为各种传统RAID级别的写放大数据。

表 4-1 传统 RAID 的写放大

传统RAID类型 随机小I/O写产
生的写放大

随机小I/O写产生的
读放大

顺序写I/O写放
大

RAID5(7D+1P) 2 2 1.14（8/7）

RAID6(14D+2P) 3 3 1.14（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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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RAID类型 随机小I/O写产
生的写放大

随机小I/O写产生的
读放大

顺序写I/O写放
大

RAID-TP（传统RAID不
支持）

- - -

 

OceanStor Dorado在典型场景，RAID 6 采用 22D+2P（P、Q校验列），RAID-TP为
21D+3P（P、Q、R校验列），下图展示了采用ROW满分条写在典型场景下的写放大
比较。

表 4-2 ROW 大块顺序写放大率

随机小I/O写产生
的写放大

随机小I/O写产生
的读放大

顺序写I/O写放
大

RAID 6（22D+2P） 1.09（24/22） 0 1.09

RAID-TP （21D+3P） 1.14（24/21） 0 1.14

 

4.2.3 多流分区技术
SSD内部使用NAND Flash来作为存储介质，其逻辑结构如下图所示。每个SSD盘由多
个NAND Flash颗粒组成，每个NAND Flash颗粒包含多个Block，每个Block包含多个
Page(4KB或8KB)。由于NAND的特性，Flash颗粒中的Block需要先擦除再写。擦除的
单位是Block，在擦除前需要把该Block中的有效数据搬移走，对有效数据的搬移就产
生了盘内写放大。

通过多流写技术，对存储系统内的数据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数据存放到SSD盘上不同
的Block中，相同类型的数据同时为有效数据或者同时为垃圾数据的概率较大，减少了
擦除Block时搬移的数据量，减少了盘内写放大，提升了SSD盘的性能和寿命。

图 4-15 SSD 盘内部逻辑结构

在SSD的垃圾回收过程中，对于每次擦除的Block，SSD硬盘期望该Block中所有数据都
是无效数据，这样就可以直接擦除整个Block，而不用搬移有效数据，可以减少系统的
写放大。而存储系统中不同数据具备不同的冷热程度。比如：系统的元数据更新频
繁，属于热数据，成为垃圾的概率更高；而用户数据一般修改的频率要低，属于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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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为垃圾的概率要低。多流写技术通过SSD驱动和控制器软件配合，冷热数据存放
在不同的Block中，从而增加Block中数据同时无效的概率，达到减少垃圾回收（GC）
过程中搬移有效数据的数据量，提升SSD的性能及可靠性。下面两个图为采用多流技术
减少盘位写放大的原理示意图，图4-16为未采用多流技术示意图，冷热数据混在同一
个Block上，造成垃圾回收时搬移的数据量大。图4-17为采用多流技术后，冷数据和热
数据存在不同的Block上，减少垃圾搬移量。

图 4-16 冷热数据未分流垃圾搬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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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冷热数据分流的回收搬移量

OceanStor Dorado实现了三类冷热数据分流：元数据、新写的数据、垃圾回收搬移的
有效数据。元数据 热，新写的数据中，如果长时间没有改写的，那么就会被垃圾回
收搬移，这些被搬移的数据就是改动概率 小， 冷的数据。通过三类分流，减少了
SSD盘写放大，极大提升GC回收效率，减少对SSD颗粒的擦写次数，延长SSD盘的寿
命。

4.2.4 端到端 I/O 优先级
OceanStor Dorado为保证稳定时延，控制器对各类I/O进行了优先级标识。根据这些
标识，系统在CPU调度、资源调度、排队等方面进行控制，实现端到端的优先级保
障。如SSD在接收I/O时，会检查I/O的优先级标识，并优先处理高优先级I/O，实现
SSD盘对高优先级I/O的快速响应。OceanStor Dorado把I/O分为5类：

● 数据读写I/O
● 高级特性I/O
● 重构I/O
● 缓存刷盘写I/O
● 垃圾回收I/O

为这5类I/O分别赋予从高到低的优先级（如下图所示）。通过对这些I/O的优先级控
制，从整体上获得 均衡的内外部I/O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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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端到端 I/O 优先级

图中左侧为没有优先级控制的情况，各种类型的I/O会争抢资源。图中右侧是加入I/O
优先级控制后，系统内部的资源按照I/O类型的优先级进行分配。

在盘内部，不仅实现了分I/O优先级，还实现了高优先级的读请求能够中断正在执行的
写操作和擦除操作。主机对存储系统进行读写，对写操作，写到全局缓存就向主机返
回成功；而对于读操作，对于不能在缓存命中的情况下，则需要到SSD盘进行读数据。
这时候读盘时延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主机的读时延。OceanStor Dorado采用 新一代
SSD盘，通过读优先技术，消除读时延波动。SSD盘内部的闪存介质（颗粒）有三种操
作：读、写、擦除，一般擦除时延在5~15ms，写时延在2~4ms，而读操作通常在几十
到一百us。当闪存颗粒正在进行写或擦除操作时，读就必须等待相关操作完成后才能
进行，这会导致读时延抖动很大。

图 4-19 SSD 盘读优先策略

如上图所示，正在擦除时，如果识别到有高优先级的读请求，则取消当前操作优先处
理读。通过此关键技术手段消除了盘上读的大时延。

4.2.5 智能盘框

OceanStor Dorado的智能硬盘框，硬盘框内有CPU和内存资源，能够对控制器进行卸
载（比如盘故障重构），减轻控制器的负载。盘重构卸载，能实现在盘故障场景下，
智能硬盘框的任务卸载可以大幅度减轻阵列控制器的压力。下图是普通硬盘框的重构
过程，以RAID 6（21+2）为例。数据盘D1故障，控制器就需要把数据盘D2-D21，以
及P列读到控制器，再重新计算出D1。总共需要从盘上读21个数据块。再加上重构计
算，对控制器CPU开销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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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普通硬盘框的重构数据过程

智能硬盘框的重构读数据的命令分发到智能硬盘框中，智能硬盘框在本地读数据，并
用这些数据计算校验数据后，只需要将校验数据传输到控制器，图中控制器与智能硬
盘框框之间只需要传输4个校验数据，节省5.25倍的网络带宽。

图 4-21 智能框的重构 EC 21+2 的数据过程

通过智能硬盘框的重构卸载，故障场景下，重构场景下对阵列性能影响从传统硬盘框
的20%减少到小于10%。

4.2.6 智能技术
基于智能芯片提供的强大的运算能力，构建了智能学习框架。通过对业务负载、设备
健康状态等持续学习，系统越用越智能。基于智能学习强化的智能读缓存，能够对业
务模型预测更准确，实现更高的读命中率，保障复杂业务模型下系统高性能；基于智
能学习强化的智能服务质量控制（QoS），能够对系统内各种不同负载进行识别、分
类，保障关键业务，抑制非关键业务，保证业务平稳运行；基于智能学习强化的数据
缩减，能够对数据模式进行识别，合理统筹在线重删与后重删，以及针对不同数据模
式采用不同的缩减算法 ，实现缩减比和性能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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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Stor Dorado提供了基于智能学习的智能读缓存，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从空间、
时间、语义3个维度实现对业务流的识别和预取，提升读Cache命中率。

● 从空间维度看，有顺序流（依次访问相邻的LBA），简单间隔流（两次访问之间有
规律的间隔），复杂区间流（两次访问之间间隔没有明显规律）；

● 从时间维度看，有热点数据（短时间内集中访问一块区域）；

● 从语义维度看，有语义模式（访问的数据有业务的逻辑的关联，但是没有简单的
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关系）。

其中对复杂区间流、语义模式流，必须要依赖智能芯片算力才能实现。

图 4-22 业务流模式

表 4-3 各种业务流模式对应的识别方法

模式 计算资源 识别模型 业务流识别
准确率

顺序流 CPU 统计学习 100%

热点 CPU 统计学习 (MQ) 100%

间隔流 CPU 统计学习 100%

复杂区间流 智能芯片 机器学习（贝叶斯网络、EM、
LZ77…）

98%

语义模式 智能芯片 深度学习(CNN和RNN） 95%

 

4.3 丰富增值特性
OceanStor Dorado提供了用于系统效率提升的Smart软件系列、用于数据保护的
Hyper系列以及云灾备的Cloud系列软件，实现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 效率提升系列（Smart系列）：智能精简配置（SmartThin）、重删
（SmartDedupe）、压缩（SmartCompression）、服务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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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QoS）、异构虚拟化（SmartVirtualization）、智能数据迁移
（SmartMigration）、数据销毁（SmartErease）、智能配额（SmartQuota）、
智能缓存（SmartCache）、智能分级存储（SmartTier），主要为用户提供存储
效率提升方面的功能，降低用户的TCO。

● 数据保护系列（Hyper系列）：快照（HyperSnap）、持续数据保护
（HyperCDP）、克隆（HyperClone）、远程复制（HyperReplication）、阵列双
活（HyperMetro）、两地三中心（3DC）、内双活（Hyper-Metro inner），主
要为用户提供数据容灾备份相关的功能。

● 云灾备系列（Cloud系列）：云复制（CloudReplication）、云备份
（CloudBackup），主要为用户快速构建云上灾备中心，降低用户的O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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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值特性：Smart 系列

OceanStor Dorado提供了丰富的Smart系列软件。包括提升提升空间使用效率的软件
特性，智能精简配置（SmartThin）、数据缩减（SmartDedupe &
SmartCompression）；提升性能提供不同业务的服务质量的软件特性，服务质量控制
软件（SmartQoS）、智能缓存（SmartCache）、智能分级存储（SmartTier）、多租
户（SmartMulti-tenant，当前仅限NAS，SAN部分参考路标）、智能配额
（SmartQuota，仅限NAS）；对系统进行生命周期管理和数据安全的软件特性，异构
虚拟化（SmartVirtualization，仅限SAN）、智能数据迁移（SmartMigration，仅限
SAN），数据加密和销毁（SmartEncrypt&SmartErease，加密特性仅限海外）；对存
储解决方案的扩展应用的软件特性，内置容器（SmartContainer）。

5.1 数据缩减（SmartDedupe&SmartCompression）

5.2 服务质量控制（SmartQoS）

5.3 异构虚拟化（SmartVirtualization）

5.4 智能数据迁移（SmartMigration）

5.5 智能精简配置（SmartThin）

5.6 数据加密和销毁（SmartEncrypt&SmartErase）

5.7 配额(SmartQuota)

5.8 智能缓存（SmartCache）

5.9 智能分级存储（SmartTier）

5.10 多租户（SmartMulti-tenant）

5.11 内置容器（SmartContainer）

5.1 数据缩减（SmartDedupe&SmartCompression）
OceanStor Dorado的SmartDedupe&SmartCompression特性系统根据用户数据特征
自适应进行重删压缩。本章主要介绍重删压缩的实现原理。

自适应重删压缩可以 大化提升系统的缩减比。其系统处理的流程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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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自适应重删压缩处理流程

1. 用户写入数据时，重删自适应预判模块根据数据的在线重删能力，识别出适合在
线重删的数据块（比如 VAAI FullCopy下发的数据），则直接进行在线重删处理，
在线重删只支持定长重删（数据块的粒度为grain大小，8k/16k/32k），未被重删
的数据将压缩后存到存储池中。

2. 如果不能进行在线重删的数据块，则计算数据的相似指纹（SFP），并把SFP插入
后重删机会表。然后将用户数据压缩处理后再写到存储池中，并返回成功。

3. 当系统压力较小时，后重删任务将从机会表中找出有相识度的的数据块，从盘上
读取这些SFP对应的数据进行相似重删处理，成功处理完后更新指纹表。

5.1.1 相似重删
本章主要介绍相似重删技术原理。

相似重删：主要依赖相似指纹识别数据的相识度，对相识度较高的设备进行重删编码
的原理来来实现。对一组数据，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相似的数据，通过华为数学
家开发的算法，对这些相似数据能够计算得到一个相同的SFP。

举例：下面的几个句子就可计算出相同的SFP：

Nick likes red apple。

Jack likes green apple。

Tom likes big apple。

相似重删对数据块（数据块粒度为grain的大小，8k/16k/32k）计算相似指纹，对同一
个数据块，会配置不同的参数，计算多个相似指纹。多个相似指纹，就好比对一个
人，可以画一个正面像，也可以画一个侧面像。多个相似指纹进程相似度的识别，进
行分梯度的相似排序，系统根据相似度对相似数据一起进行相似梯度迭代重删，重删
后再进行压缩，比定长重删有更高的数据缩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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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重删的步骤

步骤1 对原始数据计算相似指纹SFP，找出SFP相同的数据。例如图5-2所示。

图 5-2 找出 SFP 相同数据

步骤2 把相似的数据放到一起，选择一个参考块，其他数据则选择出差异部分，参考块和差
异部分的数据也会进行压缩处理。例如图5-3所示。

图 5-3 选择参考块与记录差异

步骤3 多个相似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排布，保留参考块的全部内容，其他数据则只记录差异部
分及差异的位置。例如图5-4所示为进行相识重删后的结果。

图 5-4 排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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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对步骤3得到的数据写入存储池。

----结束

5.1.2 压缩
数据压缩主要包括两个过程，首先是采用压缩算法对输入的数据块进行压缩，形成一
个个的小数据块，然后再把这些压缩后的数据块拼接在一起（数据压紧，Data
Compaction）下盘。

5.1.2.1 压缩处理

本章主要介绍压缩处理的实现原理。

压缩预处理

OceanStor Dorado在数据压缩前，采用华为自主研发的压缩预处理算法，根据数据格
式等方法识别出待压缩数据中较难压缩的部分（使用通用压缩算法压缩效果差的部
分），并对压缩数据进行重排，从而获得达到更高的压缩率。

通过预处理，待压缩的数据会分成两部分：

● 较难压缩的部分，将使用专用压缩算法进行压缩。

● 待压缩数据的其他部分，使用通用压缩算法进行压缩。

专用压缩

根据压缩预处理的结果，对于较难压缩的部分，OceanStor Dorado采用华为自主研发
且拥有专利的专用压缩算法进行压缩。

专用压缩算法采用特殊的编码规则，在不增加元数据的同时，对通用压缩算法难以压
缩的数据进行压缩。专有压缩算法拥有高性能的特性，不影响在线读写。压缩预处理
及专用压缩的效果原理如图5-5所示。

图 5-5 压缩预处理及专用压缩

通用压缩

OceanStor Dorado提供多级通用压缩算法。为了达到压缩率和性能的平衡，采用前后
台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两种通用数据压缩算法：在线压缩算法、后台压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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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写入Pool的数据使用会先通过在线压缩算法进行压缩后写入，后重删环节经过
深度重删后的数据采用后台压缩算法进行二次压缩，进一步提升缩减率。

● 在线压缩

OceanStor Dorado提供的在线压缩技术，采用华为自主研发的压缩算法。该算法
采用了LZ匹配+Huffman熵编码算法。保证算法实现在相同性能情况下，提供了比
LZ4算法的高20%左右压缩率。

● 后台压缩

OceanStor Dorado提供的结合相似重删的后台压缩技术，采用华为自主研发的深
度压缩算法。深度压缩算法使用了更强的匹配规则，支持数据库的定向压缩、数
据块合并压缩能力，提供了更高的压缩率。

5.1.2.2 数据压紧（Data Compaction）
本章主要介绍数据压紧的实现原理。

OceanStor Dorado压缩后的用户数据按照字节级对齐，进行数据压紧，减少浪费物理
空间，相对于1kB（相对业界主流对齐粒度）粒度对齐，提供更高缩减率。

如图5-6所示，通过字节级对齐，减少物理空间的浪费，相对于1kB粒度对齐节省了
2kB物理空间，从而提升压缩率。

图 5-6 压缩后数据字节级对齐原理

5.2 服务质量控制（SmartQoS）
SmartQoS可以通过动态地分配存储系统的资源来满足某些应用程序的特定性能目标。
SmartQoS特性允许用户根据应用程序数据的一系列特征（IOPS、占用带宽、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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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对特定应用程序设置特定的上限/下限目标。存储系统根据设定的目标，准确限制
应用程序的性能，避免非关键应用程序抢占过多存储系统资源，影响关键应用程序的
性能。

SmartQoS采用基于被控对象的I/O优先级调度技术和I/O流量控制技术（上限流控、下
限保障）两种方式来保证数据业务的服务质量，其可支持的被控对象及配置项如下
表：

表 5-1 SmartQoS 策略及被控对象

特性 被控对象 配置项

上限流控（含突发流控） SAN：LUN、快照、LUN
组、HOST、
NAS：FS

IOPS、带宽

下限保障 SAN：LUN、快照、LUN
组

NAS：FS

IOPS、带宽、 大时延

 

5.2.1 功能特性
质量控制服务，包括上限流控和下限保障。上限控制主要用于多业务部署的情况下防
止部分业务的流量过大照成其它业务无法正常运行的场景，即防止扰邻；下限保障则
更多用于多业务部署情况下对关键业务的保障作用个，尤其是延时敏感的业务进行资
源保障，确保该业务的访问响应能力。

5.2.1.1 上限流控

SmartQoS的I/O流量控制技术需要用户配置SmartQoS策略，并往策略中添加被控对
象，被控对象包括SAN资源对象（LUN/快照、LUN组、主机/主机组）和NAS资源对象
（FS）。通过限制策略中对象的的总体IOPS、带宽，来达到限制系统中某些应用的性
能，避免这些应用由于突发流量过大，影响系统中其它业务的正常性能。

SmartQoS流控管理通过对控制对象中I/O队列管理、令牌分发和出队控制三部分实
现。

当用户为某个SmartQoS策略设置性能上限目标，系统就会根据性能上限目标分配一定
数量的令牌，通过控制令牌的发放来实现流控。在存储系统中，如果用户要限制的流
量类型是IOPS，那么一个I/O会根据转换关系转换成标准I/O（大小为8KB的I/O），并
消耗对应数目的令牌；如果设定的性能目标是带宽，那么一个字节对应一个令牌。

基于I/O队列管理通过令牌机制实现存储资源的分配，某个对象的I/O队列所拥有的令
牌数越多，系统分配给这个LUN或快照的I/O资源也越多。实现原理如图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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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上限流控

1. 应用服务器I/O下发到相应的被控对象的I/O队列中。

2. 存储用户可根据被控对象的业务流量配置不同的流量控制策略，通过将某些对象
加入配置上限目标的流量控制策略，保证其不占有系统过多资源，影响其它业务
的服务。

3. 处理出队的请求时，仅当请求拿到令牌时才能出队进入系统处理。

突发流控管理

作为上限流控的一种特别增强，针对部分时延非常敏感的业务，允许其短时间突破上
限流控目标。SmartQoS提供了突发流控管理能力，支持对被控对象配置突发能力，指
定其突发期的IOPS、带宽、突发时长。

其工作原理为积攒下前期未消耗的性能，当业务压力突然增大的情况下，可消耗此前
积攒下的性能，短时间获得突破上限目标的性能。长时间来看，其平均流量应低于上
限目标的。

图 5-8 上限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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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对象在过去时间段内流量未达到上限值，则可在未来时间段内系统整体没有过
载的情况下该对象的业务流量短暂的超过QoS配置上限，满足业务峰值诉求达到
突发值。突发的 大时长和比例可配置。

2. 突发流量控制是通过积攒突发时长来实现的，当对象在某一秒内性能低于上限性
能目标一定阈值时，则积攒一秒的突发时长，当业务压力突然增长时，性能可突
破上限值达到突发流量，突发时长为此前积攒的突发时长， 长不超过配置值。

3. 消耗完积攒时长或达到配置的 长突发时长，则流量被控制到上限值。

5.2.1.2 下限保障

下限保障功能专用于保障系统关键业务。下限保障工作原理是针对系统内所有业务对
象（支持LUN、快照、LUN组、文件系统）进行流量控制，以释放足够资源给未达成
下限目标的对象，尽可能达成对象的下障保障目标。由于其工作原理是尽力保障的过
程，需要达到较好效果，仅适宜应用于少量关键业务。针对所有业务配置下限保障
终会导致所有业务均无法保证。

当系统中存在被控对象未达成下限目标时，针对系统所有对象进行负载评级，针对中
低负载对象依据负载情况给定较宽松的流量条件，高负载对象则依据其当前流量按下
限保障缺口进行流量抑制，直至其释放出足够资源使系统中所有对象达成下限目标。
下限达成但性能未远超下限的对象，仅需要防止其突发流量即可。下限未达成对象不
作限制，充许其抢占抑制高负载对象释放资源。

图 5-9 LUN 下限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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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延保障则是针对配有时延目标的对象的请求提升优先级，在系统内部作缓存。此
外，时延保障未达成情况下，会将时延目标转化为流量控制，依照流量下限保障的方
法进行保障。

5.2.2 策略管理

5.2.2.1 分层管理

SmartQoS流量控制策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普通策略和分层策略。分别如下：

● 普通策略：策略中的对象仅能为对象的策略叫普通策略，主要用于管理单一应用
的流量控制策略。如：VDI应用中存在短暂的启动风暴，在启动风暴的时间段配置
普通策略，避免影响其他在线业务。

● 分层策略：可以添加普通策略作为其对象的策略叫分层策略，主要用于管理多种
应用混合的流量控制策略。如：VMware虚拟机场景，客户配置了虚拟机业务之
后，然后又对虚拟机的某一个vmdk做上限控制。这需要用户使用分层策略对虚拟
机设置分层策略，对虚拟机内的vmdk设置普通策略。

说明

● 流控控制的对象，包括：LUN或快照，LUN组，主机，文件系统；一个普通策略中只能包含
这几类对象中的一种。

● 分层策略可以包含多个普通策略，每个普通策略可以包含不同类的对象；

● 每一个LUN或快照只能加入一条流量调控策略。

● 每一个LUN组只能加入一条流量调控策略。

● 每一个主机只能加入一条流量调控策略。

● 每一个文件系统只能加入一条流量调控策略。

两者关系如下面两图以LUN关联资源讲解所示：

图 5-10 每个策略可添加 1-512 个 LUN 或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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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每个策略仅可添加单个 LUN 组

策略具体规格参考产品的规格清单。

5.2.2.2 策略分配

SmartQoS策略用户配置的上限目标值为共享型，即添加到策略中的所有对象共享此策
略的流控目标。所以SmartQoS模块会定期采集流量控制策略中所有对象的性能数据及
需求数据，然后通过分配算法，将流量控制策略总体的控制目标分配给策略中具体的
对象。

目前采用的分配算法为经过优化后的max-min权重分配算法，主要思路是通过识别策
略的上限目标值、下限目标值、对象的需求数据，决策对象的实际目标值。该算法优
先满足对象的需求量，所谓需求量是指配置对象接收到的请求数，包含成功数和拒绝
数。剩余的上限目标值将会均分至各对象，并对连续多个周期的分配结果进行滤波平
滑处理，使得 终结果相对稳定。

配置对象重叠处理:

一个LUN或快照可以单独加入一条流量控制策略，也可以通过一个LUN组被加入一条
流量控制策略，当一个LUN或快照被加入多条流量控制策略中时，该LUN或快照的上
限分配值将会取多个上限分配值中的较小值。

5.2.2.3 推荐配置

上限配置

● 针对多租户场景，可针对不同租户配置不同的分层策略，确保单租户占用的资源
不超过限定值。针对单租户下各不同业务，可配置普通策略，限定其不同业务的
性能上限及下限。

● 针对混合负载业务场景，可以针对非关键业务尤其是业务压力波动大的业务设置
上限能力，针对关键且时延敏感的业务设置下限。

● 针对对于业务不均匀又对延迟敏感的工作负载，建议配置突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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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配置

针对系统中的少量关键业务，可配置下限策略，设置业务的 小IOPS、 小带宽、
大响应时延。由于下限策略的工作原理是在系统资源紧张时抑制大部分非关键业务来
保障少数关键业务，当由于系统资源紧张导致下限策略无法保障时，系统会发送告
警，用户可依据告警提示信息调整下限策略。所以应尽量确保配置下限策略的业务总
性能不要占用超系统性能的50%，所有业务均配置下限策略与不配置没有区别。

5.3 异构虚拟化（SmartVirtualization）
OceanStor Dorado提供异构虚拟化特性SmartVirtualization，可以支持异构存储LUN
的接管，配合SmartMigration可以实现异构存储的数据在线迁移，帮助客户完成新老
设备的更新换代和数据搬迁。

异构虚拟化工作原理

如下图所示，通过把异构阵列映射到本端阵列，把异构阵列的存储空间通过eDevLUN
（External Device LUN）的方式管理和利用起来。eDevLUN包括元数据卷（Meta
Volume）和数据卷（Data Volume）。元数据卷用于对eDevLUN的数据存储位置进行
管理，只占用本端很小的存储空间。数据卷是对外部LUN数据的逻辑抽象，其所需的
物理空间由异构存储系统提供，不占用本端存储系统空间。本端存储系统上创建的
eDevLUN与异构存储系统上的外部LUN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应用服务器可以通过对
eDevLUN的读写操作实现对外部LUN的数据访问。

图 5-12 异构虚拟化技术示意图

异构阵列在线接管

SmartVirtualization通过LUN伪装技术，将OceanStor Dorado的eDevLUN的WWN等
关键信息设置成与异构存储系统上的LUN信息一致。eDevLUN接入主机后，多路径软
件会把eDevLUN与异构存储上已有的LUN识别为同一个LUN，但是，增加了访问的路
径。然后将异构存储到主机链路移除，主机多路径就会进行链路切换，把链路切换到
eDevLUN的路径，从而实现在线接管。在线接管过程如图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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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在线接管过程

对华为的存储系统都可以进行在线接管，对第三方设备的在线接管需要查询在线接管
兼容性列表（兼容性列表请参见：华为存储兼容性查询）。

异构数据在线迁移

对于数据中心中有些设备过保或者性能容量等不能再满足业务需求时，客户需要对存
储更新换代。采用SmartVirtulization技术和SmartMigration技术，可以实现将客户原
有数据在线迁移到OceanStor Dorado上，从而在不中断主机业务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
平滑迁移，助力数据中心向闪存时代轻松演进。

5.4 智能数据迁移（SmartMigration）
OceanStor Dorado通过LUN迁移（SmartMigration）提供了智能化的数据迁移手段。
可以在不中断原有业务的情况下实现将源LUN上的数据完整地迁移到目标LUN上。
LUN迁移不仅支持存储系统内部的数据迁移，还支持华为存储系统和与其兼容的异构
存储系统之间的数据迁移。

SmartMigration特性通过把源LUN的数据完整的复制到目标LUN，在复制过程中采用
源LUN和目标LUN双写、差异日志记录等技术，复制完成后采用LUN信息交换由目标
LUN接管源LUN业务，实现数据的在线迁移。

SmartMigration的实现过程分为数据同步和LUN信息交换两个阶段。

数据同步

1. 迁移前，客户需要配置迁移的源LUN和目标LUN。
2. 迁移开始时，数据由源LUN后台复制到目标LUN。
3. 主机此时可以继续访问源LUN。主机写入源LUN数据时，将该请求记录日志。日

志中只记录地址信息，不记录数据内容。

4. 写入的数据同时向源LUN和目标LUN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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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源LUN和目标LUN的写处理结果都返回。如果都写成功，清除日志；否
则保留日志，进入异常断开状态，后续启动同步时重新复制该日志地址对应
的数据块。

– 返回主机写请求处理结果，以写源LUN的处理结果为准。

5. 在数据完全复制到目标LUN之前，保持上述双写和日志机制，直到数据复制完
成。

LUN 信息交换

数据复制完成后，源LUN和目标LUN进行信息交换。交换过程中，LUN ID、WWN等
信息保持不变，交换源LUN和目标LUN的数据卷ID，使得源LUN ID和目标卷ID形成新
的映射关系。在交换完成后，主机仍然通过源LUN ID识别到源LUN，但实际访问到的
物理空间已修改为目标LUN对应的数据卷。

SmartMigration可以满足以下场景的需求：

● 结合SmartVirtualization 特性实现存储系统升级换代。现有老旧设备上数据迁移
到华为新阵列上，提升业务的性能和数据的可靠性；老旧设备可以是华为设备，
也可以是其他存储厂商的设备。

● 由于容量、性能、可靠性调整等原因所需要的数据迁移。比如，把一个LUN从一
个存储池迁移到另一个存储池。

迁移目标 LUN 支持增值配置

跨设备的数据迁移，数据迁移持续时间和具体的数据量强相关，从几小时到几周甚至
几个月不等。支持目标LUN配置跨阵列的远程复制和双活特性，可以实现迁移期间灾
备数据能够跨数据中心的迁移，确保迁移完成后能够尽快完成数据保护，提升客户的
解决方案可靠性。

备注：由于数据迁移期间，目标LUN的数据为非完整数据，因此迁移完成前和灾备数
据同步完成前，都不支持灾备侧接管业务。

5.5 智能精简配置（SmartThin）
智能精简配置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来管理存储设备。智能精简配置不会预先分配所
有的空间，而是将大于物理存储空间的容量形态呈现给用户，使用户看到的存储空间
远远大于系统实际分配的空间。用户对这部分空间的使用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如果
用户的存储空间不足，可通过扩充存储资源池的方式来进行系统扩容，整个扩容过程
无需业务系统停机，对用户完全透明。

下图以LUN为例展示了SmartThin提供的空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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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thin LUN 与传统 LUN 对比

5.6 数据加密和销毁（SmartEncrypt&SmartErase）
硬盘不再按源场景使用时，盘上数据就不再需要了；如果不进行任何处理，可能出现
非授权用户利用残留数据恢复原始数据，存在信息泄露风险。为避免出现信息泄露问
题，需要对盘数据进行有效擦除，确保数据安全。

OceanStor Dorado数据加密和销毁功能基于盘级实现，不针对具体的服务业务类型，
SAN和NAS的应用都适用。支持采用加密盘和非加密盘两种方式实现数据安全，加密
盘支持数据加密和销毁，普通盘只支持数据销毁。加密盘支持ADS加密技术。数据销
毁支持DoD相关标准执行。

擦除硬盘数据时，存储系统按数据擦除安全标准向硬盘发送一次或者多次SANITIZE命
令（SCSI和NVMe协议定义），硬盘接收到该命令后返回接收成功信息，同时后台执
行数据擦除任务，随后存储系统会周期性查询硬盘擦除进度，直到擦除任务结束，所
有数据将被擦除，包括OP空间的数据，并且确保这些数据不可恢复。

数据擦除支持以下几种安全标准：

● DoD 5220.22-M (E）
DoD 5220.22-M标准提出了一种对可写存储介质进行数据擦除的软件方法，三次
覆盖写：

a. 使用一个1字节的字符进行所有地址覆盖写

b. 使用该字符的反码进行所有地址覆盖写

c. 使用一个随机数进行覆盖写

● DoD 5220.22-M (ECE）
该标准为DoD 5220.22-M (E)的增加版，通过两次DoD 5220.22-M (E)和一次随
机数实现：

a. 使用DoD 5220.22-M (E)标准覆盖写三次

b. 使用随机数覆盖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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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DoD 5220.22-M (E)标准覆盖写三次

● VSITR
VSITR数据清理方法 初由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局定义，并按以下方式实施：

a. 写入零字节（0x00）
b. 写入高字节（0xFF）
c. 写入零字节（0x00）
d. 写入高字节（0xFF）
e. 写入零字节（0x00）
f. 写高字节（0xFF）
g. 写入伪随机字节

● 自定义

自定义覆盖写擦除方式系统按照用户指定数据模式（取值为r或0x开头的1字节的
16进制数，用‘，’隔开， 多输入三个参数）并使用该数据按照用户指定次数
对硬盘进行所有地址覆盖写，用户可以设置对硬盘的覆盖写次数， 大15次，
小1次，默认1次。

5.7 配额(SmartQuota)
SmartQuota，即文件系统配额技术，下文称配额。配额的主要作用是方便系统管理员
管控资源使用者（包括目录、用户、用户组）的存储资源，以限制指定使用者可使用
的磁盘空间，从而避免出现某些用户过度占用资源的问题。

在SmartQuota特性中，DTree（目录配额树）是一个重要的概念。DTree是文件系统内
的特殊目录，可以被创建在文件系统的任意一级，DTree管理其目录下所有的子目录和
文件的配额（包括递归的普通子目录和文件，DTree目录下不能再创建DTree）。DTree
只能通过管理终端（命令行或GUI管理界面）来创建、删除和修改，而不能通过客户端
主机来修改。另外，作为配置配额时的载体，目录配额、用户配额、以及组配额都只
能在DTree上配置。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也是DTree，因此也能设置相关配额。

总结一下DTree与普通目录存在的差别：

（1） DTree只能由管理员通过命令行或GUI管理界面创建、删除、重命名等操作，
DTree可以创建在文件系统的任意一级。

（2） DTree可以通过协议进行共享，共享时不允许被改名和删除。

（3） 不允许跨DTree进行NFS协议下的移动文件或SMB协议下的剪切文件操作，即不
允许在两个不同DTree目录之间进行文件的MV操作（NFS协议）或剪切操作（SMB协
议）。因为一个文件或目录同时只能属于同一个DTree。

（4） 不允许跨DTree的硬链接，即不允许在两个不同的DTree之间进行硬链接操作。

SmartQuota支持如下配额类型：

● 容量软配额（space soft quota）：用于空间容量告警的配置值，当配额对象已用
空间超过所设置的容量软配额时，向系统告警提示空间资源紧张，提醒用户删除
不用的文件或扩大配额，此时用户仍然可以继续写入数据。

● 容量硬配额（space hard quota）：配额对象上用于限制 大可用容量的配置
值。当配额对象已用空间到达所设置的硬配额时，向用户返回空间不足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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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软配额（file soft quota）：配额对象上用于文件数告警的配置值，当配额对
象已用文件数超过所设置的文件软配额时，向系统告警提示文件资源紧张，提醒
用户删除不用的文件或扩大配额，此时用户可以继续创建文件或目录。

● 文件硬配额（file hard quota）：配额对象上用于限制 大可用文件数的配置值。
与容量硬配额一样，当配额对象的已用文件数到达所设置的硬配额时，向用户返
回空间不足的错误。

SmartQuota支持如下设置配额的对象：

● DTree配额：限制DTree下的所有的文件和目录的总体配额，包括容量和文件数
量。

● 用户配额：限制某个用户创建的文件和目录的总体配额，包括容量和文件数量。

● 用户组配额：限制某个用户组创建的文件和目录的总体配额，包括容量和文件数
量。

5.8 智能缓存（SmartCache）
SmartCache是采用SCM作为介质提供读缓存的特性。存储系统通过识别热点数据，将
访问频繁的热点数据存入SmartCache中，以便下次读访问可以在SmartCache中命
中，从而提升整个系统的性能。

5.8.1 SmartCache 基本原理
SmartCache对热点数据性能的提升是以LUN或文件系统为单位的，对一个LUN或文件
系统开启SmartCache功能后，DRAM Cache会下发热点数据给SmartCache，
SmartCache将数据保存到SCM后在内存中建立数据与SCM之间的映射关系。

当新的读I/O请求到来时，存储系统会优先在DRAM Cache或SmartCache的SCM中尝
试命中读取，如果命中则直接返回主机请求，不命中则到存储池中读取数据返回主
机。

SmartCache中缓存的数据量达到容量淘汰线时，会按照会按照LRU（Least Recent
Used ）算法选取淘汰掉非热点数据，新热点数据写入与相对冷数据淘汰处理循环执
行，以此保证SmartCache中数据热点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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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SmartCache 基本原理

当数据规模大且业务模型的热点不明显（SmartCache的容量占比不足业务热点周期的
数据量），可以通过配置元数据缓存的策略保证元数据的访问性能（相比SmartTier可
以降低SCM盘的配置比例），进而实现业务访问延时要求稳定在500us的延时敏感场景
下。

5.8.2 SmartCache 应用场景
SmartCache适合于具有热点访问区域、随机读I/O密集型业务，如OLTP、VDI应用。

不推荐场景：

1. 顺序I/O、大I/O型业务场景不推荐使用SmartCache，大I/O读场景下，数据可能存
放在SCM中不同的多个位置，会多次访问SCM，增加SCM的访问并发。。

2. 以写为主，读占比非常小的业务不推荐使用Smart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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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智能分级存储（SmartTier）
SmartTier是为了满足客户简化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提升高速介质利用率，降低客户成
本并提高存储系统性能而推出的分级特性。它利用动态数据迁移，实现冷热数据在不
同介质上进行存储迁移，从而有效平衡性能。

SCM是比SSD性能更优盘，当SCM和SSD共池配置时，SCM作为性能层存储空间，SSD
作为容量层存储空间。配置SmartTier后，主机新写入数据优先存入性能层，以提高主
机实时访问存储的性能，系统通过后台任务智能调度将访问频率更低的相对冷数据迁
移到容量层中。

SmartTier有以下技术特点：

● 访问加速：

元数据加速：元数据保存在性能层（SCM）中，保证大容量场景高性能访问。

用户数据加速：用户数据默认保存在性能层（SCM）中，当性能层达到一定水位
之后，后台就会启动把性能层的冷数据迁移到容量层中，保证性能层可以保存更
多的热数据，提高用户的访问速度。

● 成本优势：

采用SCM和SSD分级存储，相对于全SCM，既能保障性能又能节省客户购置成
本。

5.10 多租户（SmartMulti-tenant）
随着单阵列的业务能力提升，单设备上会承载越来越多的客户业务系统，多业务混合
应用上客户就期望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隔离。OceanStor Dorado的多租户特性就承载
着业务隔离的目标，提供NAS业务的配置隔离。

多租户特性主要解决租户之间逻辑资源的隔离问题，包括业务隔离、网络隔离。用户
不能跨越租户进行数据访问，以此来达到安全隔离的效果。

● 业务隔离：每个租户都有自己的存储服务、用户访问鉴权，用户能通过租户的LIF
来访问所属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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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隔离：租户的网络由VLAN和LIF隔离，以防止非法主机访问租户的存储资
源。

业务隔离

多租户特性以租户为单位进行业务隔离，支持NAS业务的租户隔离。租户之间的FS和
NAS用户管理相互隔离，独立配置和管理。NAS租户的资源对象包括：FS/Dtree、NAS
共享协议配置、NAS用户鉴权（本地用户和域用户配置）、租户级特性配置（比如：
审计日志）。

说明

租户隔离只涉及SAN和NAS的服务资源的隔离，不涉及存储池的隔离。SAN的隔离功能后续版本
提供，详细参考产品路标定义。存储池隔离采用多Pool技术实现，即客户可以在设备上规划配置
多个pool的方式来实现空间隔离。

网络隔离

租户的网络资源采用LIF（Logical Interface）逻辑端口进行管理，实现端口虚拟化的
管理和隔离，实现资源的灵活安全应用。

5.11 内置容器（SmartContainer）
内置容器特性，基于设备现有的硬件资源，划分一部分空闲资源出来运行容器业务，
实现一体化的业务解决方案。SmartContainer采用华为iSula容器框架，集成K8S的容
器管理服务，提供安全容器功能来加载运行容器应用，支持容器CPU、内存、网络、
端口等资源配置能力，提供容器功能使能、镜像文件导入和容器运行策略配置功能。

容器基本原理

OceanStor Dorado的容器特性是采用华为欧拉OS的iSula容器架构，集成K8S容器管理
服务的实现。该功能需要License授权后才能激活使用，激活后的系统逻辑框图如图1
SmartContainer基本原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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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SmartContainer 基本原理

如图5-16所示，容器特性激活后，存储资源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给存储用，如图中
的1存储区；一部分给容器用，如图中的2区。存储区可以对外对容器提供SAN/NAS的
访问服务，容器系统可以通过SAN/NAS访问协议存储空间。

存储容器特性采用安全容器部署3，安全容器具备轻量的内核适配，具备内核安全隔离
的作用，以确保存储和容器业务之间的安全隔离。对容器业务依赖的OS服务文件，可
以随容器镜像文件套件一起打包导入容器应用中，实现按需定制。

容器的管理系统采用K8S，借助kubernetes的强大管理能力，实现容器APP的生命周期
管理，包括容器的部署、迁移、运行健康状态的监控和跨节点的HA倒换接管、跨多节
点的部署均衡等。系统默认内置K8S的服务端（一主多备模型）和各容器的K8S的客户
端，在系统内部形成完整的容器运维管理生态。如果容器的业务部署需要和客户的生
产系统进行联动发放，设备的K8S服务端可以关闭，将容器的K8S客户端直接对接到客
户外置的统一K8S服务端进行统一调度管理，实现容器应用按需 优化部署运行。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5 增值特性：Smart 系列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6



容器使用流程

由于容器特性的使能会导致系统资源的重新划分，为了资源 大化使用，该特性的使
用流程和其它特性有些区别。该特性使用方法和普通特性有些差异：

第一步：软件版本需要支持该特性，导入特性License

第二步：激活容器特性。如果激活的时存储已经对外提供了服务，系统会给出基于当
前运行的业务压力情况评估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资源给容器运行。如果有则在存储业务
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滚动重启方式释放出容器需要的资源。

第三步：导入经过存储签名认证的容器镜像文件，并完成容器的业务配置，启动对应
的容器服务即可。

说明

容器的License按资源的可用范围进行了分档定义，详细的分档及各档对应的资源详细信息情况
参考产品规格清单。

容器使用场景

由于存储本身的硬件资源有限，而且容器划分出来的资源会导致存储原来的业务规格
和性能能力受损，因此存储上部署容器运行，容器镜像文件需要经过存储的认证并发
放签名后方能使用。推荐偏数据访问型或近数据计算类的容器服务系统使用存储容器
进行部署运行，比如：存储访问协议扩展，HTTP\FT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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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值特性：Hyper 系列

为满足客户本地保护以及远程容灾的需求，OceanStor Dorado提供丰富的Hyper系列
软件。通过HperSnap及HyperCDP，实现本地逻辑错误的恢复；通过HyperClone，实
现了本地完整数据副本，父对象的数据完整性不影响克隆对象的数据完整性能力，保
证了故障域的隔离。通过HyperReplication及3DC特性，实现了远程容灾保护；而
HyperMetro既保障了业务连续性，又提供了容灾能力。

6.1 快照（HyperSnap）

6.2 持续数据保护（HyperCDP）

6.3 克隆（HyperClone）

6.4 远程复制（HyperReplication）

6.5 双活（HyperMetro）

6.6 两地三中心（3DC）

6.7 内双活（Hyper-Metro Inner）

6.1 快照（HyperSnap）
OceanStor Dorado的快照特性叫HyperSnap。由于SAN和NAS的业务场景有些区别，
快照功能特性上也有些区分；SAN的快照是可读可写，在主机视图是一个独立的LUN
对象需要单独添加映射。NAS快照则是只读快照，部署在FS的快照目录下，通过文件
系统的共享挂载直接可以访问。

6.1.1 SAN 快照（HyperSnap for SAN）
本章主要介绍SAN的HyperSnap技术原理以及关键功能。

6.1.1.1 快照基本原理

OceanStor Dorado的SAN的快照是可读可写的快照，主机访问需要单独将快照添加到
主机的映射中。本章主要介绍HyperSnap的关键技术—TP（Tim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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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技术

多时间点TP（Time Point）技术OceanStor Dorado实现数据保护类特性的基础技术，
所有的本地数据和远程数据保护都使用到该技术能力获取数据副本和实现一致性保
护。

LUN TP即为LUN的数据增加时间点属性。表现为：当为LUN创建快照时，源LUN的时
间点属性标识字段数字递增，快照LUN的时间点属性仍为创建该快照时源LUN的时间
点属性。

下面以图6-1为例进行说明。假设源LUN的当前时间点为T0，此时用户对源LUN创建快
照。

图 6-1 快照原理

如上图：由于时间点T0创建了快照，导致源LUN的时间点属性由T0变更为TP1。快照
的时间点属性为创建的时间点T0。因此对源LUN进行读取时，将读到下一个时间点T1
的数据，而对快照进行读取时 ，读到的是T0时刻的数据ABCDEF。

快照读写

当主机进行读写时，读写I/O使用 新时间点读写源LUN数据，使用更新前的时间点读
写快照与源LUN的共享数据，如图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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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快照读写

● 读源LUN：

当源LUN新建快照后，源LUN的 新时间点由T0变更为T1。读取源LUN时，将读
取源LUN [T0, T1]时间点范围内的数据，此时根据映射表中的映射表项按时间点
从新到老读取数据。整个过程无新增的性能开销。

● 读快照：

快照的 新时间点为T0。读取快照的 新时间点数据时，如果快照的映射表项非
空，直接返回该时间点数据。否则，触发时间点重定向，将读取源LUN时间点T0
的数据。

● 写源LUN：

源LUN新写数据，数据携带源LUN的 新时间点T1写入系统。将新写数据的逻辑
地址以及时间点T1做为Key，Key对应的值为新数据存放在SSD存储池中的地址。

● 写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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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新写数据，携带快照的 新时间点T0写入系统。将新写数据的逻辑地址以及
时间点T0做为Key，Key对应的值为新数据存放在SSD存储池中的地址。

由于的读写源LUN或者读写快照的过程中，I/O均携带了对应的时间点信息，可以快速
的定位到元数据信息，因此对性能开销较小。

6.1.1.2 级联快照

如果需要对可写快照再进行保护，可以使用级联快照。本章主要介绍级联快照。

级联快照是指对快照再创建快照。OceanStor Dorado的HyperSnap支持 多8层级联
快照。

级联快照可以跨级回滚，跨级回滚是指相同源LUN的快照之间可以进行回滚，且没有
层级约束。如图6-3所示, Snapshot1为源LUN在9点时刻的快照，
Snapshot1.Snapshot0为Snapshot1在10:00创建的快照。系统支持将源LUN直接回滚
至Snapshot1.Snapshot0，也支持源LUN回滚至Snapshot1。同时，还支持Snapshot1
回滚至Snapshot1.Snapshot0。

图 6-3 级联快照和跨级回滚原理图

6.1.1.3 快照一致性组

HyperSnap支持快照一致性组功能。本章主要介绍级联快照一致性组。

对有数据依赖关系的多个LUN，通过创建快照一致性组的方式对快照中的多个LUN同
时创建快照能保证多个LUN之间数据的一致性。比如Oracle数据库应用中，数据文
件、配置文件、日志文件通常会分布在不同的LUN中，在创建快照时，必然要对这些
文件所在的LUN在同一时间创建快照，才能实现在数据恢复时应用数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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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快照一致性组原理

1. 创建LUN保护组，向LUN保护组添加LUN。

说明

用户可以向LUN保护组中 多添加4096个LUN。

2. 对保护组创建快照一致性组（快照一致性组里快照的时间点是一致的）。

6.1.2 NAS 快照 (HyperSnap for NAS)
NAS的快照基础技术基本原理也是基于TP技术，配合NAS业务对象的管理模型实现
Thin空间和性能无损快照能力。NAS快照为只读快照，可写快照能力由克隆特性提
供。

OceanStor Dorado的文件系统快照是基于本产品的ROW型（Redirect On Write，写
时重定向）文件系统来实现的。所谓ROW型文件系统，是指向文件系统新写入或者修
改写入数据时，新数据不会覆盖掉原来的旧数据，而是在存储介质上新分配空间来写
入数据，此种方式保证了数据的高可靠性和文件系统的高扩展性。基于ROW技术的文
件系统快照，可实现快速创建（秒级），并且除非原始文件被删除或者更改，快照数
据并不占用额外的磁盘空间。

为文件系统创建快照时，仅只需要拷贝文件系统的根节点并保存，就形成了一个文件
系统的快照。整个过程中不需要拷贝任何用户数据，因此整个过程耗时极少，通常在
一两秒内完成。并且在数据被修改之前，快照的文件集与源文件系统共同使用文件系
统空间，无需单独为快照分配特定的空间。

刚创建的快照不包含任何实际数据，只包含了指向源文件系统数据的入口指针，当用
户访问快照数据时，实际上访问的是源文件系统中的数据。只有当源文件系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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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后，快照才会引入其独有的数据，这部分数据由于受快照保护，故而不能直
接删除，只有等快照被删除后，这部分空间才能够被释放。

随着源文件系统不断被更新，原有的数据块会逐步的变成快照的占用空间，但是新写
入的数据，不会计入快照占用空间中，因为快照所映像的只是生成快照时刻的源文件
系统映像。当用户需要恢复出快照点时刻的数据时，可通过快照数据的回滚快速实
现，通过回滚，文件系统可将数据恢复到快照点时刻，从而避免了快照点后因为人为
的错误或者病毒的入侵等引起的源文件系统损坏造成的数据丢失。

需要说明的是，快照的回滚是不可逆的，回滚只能将数据恢复到某一特定的时间点，
但该时间点之后的数据包括快照将会丢失。如果仅仅是特定的几个文件被损坏、误修
改、误删除，则无需进行整个文件系统的回滚，可以直接从特定时间的快照中将这些
文件手动拷贝到源文件系统中即可。另外，由于快照回滚会导致文件系统数据或快照
丢失，如果用户正在访问这部分丢失的数据，有业务中断的风险，用户需要谨慎使
用。

6.2 持续数据保护（HyperCDP）
HyperCDP特性是一种高密快照特性，本章主要介绍HyperCDP的原理。

误操作、病毒入侵等都可能导致数据破坏，持续数据保护就是持续对数据创建间隔周
期非常短的快照，帮助客户能够把数据恢复到期望的时刻。

OceanStor Dorado的HyperCDP特性可实现LUN的持续保护。HyperCDP基于无损快照
技术（TP、ROW技术），每个HyperCDP对应源LUN的一个时间点，其原理如图6-5所
示。

图 6-5 HyperCDP 快照原理

定时策略

HyperCDP特性内置定时计划功能，支持间隔固定周期、每天、每周、每月4种定时策
略，通过组合多种定时策略满足用户远疏近密的备份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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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HyperCDP 定时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描述

固定周期 ● 按秒设置，默认10秒执行一次定时HyperCDP计划。

● 按分钟设置，默认1分钟执行一次计划。

● 按小时设置，默认每个1个小时执行一次计划。

说明
SAN：单LUN支持保留60000个HyperCDP的快照，系统 大支持2000K个
HyperCDP的快照。

NAS：单文件系统支持保留4096个HyperCDP的快照，系统 大支持128K个
HyperCDP的快照。

每天执行 设置每天定时执行HyperCDP，以存储设备所在时区显示，取值范围为
00:00到23:59。
说明
保留个数为1到256。

每周执行 设置每周定时执行HyperCDP，以存储设备所在时区显示，取值范围为
周一到周日的00:00到23:59。
说明
保留个数为1到256。

每月执行 设置每月定时执行HyperCDP，以存储设备所在时区显示，取值范围为1
到31日的00:00到23:59。
说明
保留个数为1到256。

 

数据保护密集、持久

单LUN可支持创建6万个HyperCDP， 短定时间隔支持3秒。单FS的可支持创建4096
个HyperCDP对象， 短定时时间间隔为15s。CDP的保存策略客户可以通过定时策略
文件来配置。

一致性组（仅 SAN）
数据库应用中，数据文件、配置文件、日志文件通常会分布在不同的LUN中，通过
HyperCDP一致性组功能，可保证一致性组中的数据时间点一致，即业务恢复时应用数
据的一致性。

6.3 克隆（HyperClone）
OceanStor Dorado支持HyperClone功能，通过创建源LUN/FS和目标LUN/FS的
HyperClone关系，可以为目标LUN/FS同步源LUN/FS完整的数据拷贝。目标LUN/FS可
以是已经存的LUN/FS，也可以在创建HyperClone关系时自动创建。创建HyperClone
关系时，需要源LUN/FS和目标LUN/FS的容量相等。目标LUN/FS可以是空的，也可以
是已有数据的LUN/FS。如果目标LUN/FS已有数据，则旧数据将被删除。克隆LUN/FS
和源LUN/FS的数据访问视图保持独立，即对任何一方的修改不影响另外一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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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SAN 克隆（HyperClone for SAN）
LUN克隆创建完成后，克隆LUN和源LUN复用同一份数据。数据的读写模型同快照
LUN和源LUN的。对克隆LUN用户可以通过分裂操作启动数据后台拷贝。数据同步状
态不影响目标LUN读写状态，无需等待后台拷贝完成，目标LUN可以立即读写。LUN
克隆数据同步支持增量同步和反向增量同步。可以通过LUN的保护组创建HyperClone
一致性组，为一组源LUN的数据提供一致性保护和完整备份。

6.3.1.1 正向数据同步

数据同步开始时，系统将对源LUN生成一个即时的快照，将源LUN该时刻的快照数据
全量同步到目标LUN，并对后续的写操作都记录到差异日志中。后续用户再执行数据
同步时，通过对比目标LUN和源LUN的差异数据增量同步到目标LUN，目标LUN两次
同步间修改的数据将被覆盖。用户可以在数据同步操作前通过对HyperClone关系中的
目标LUN创建快照的方式，保留对目标LUN数据的修改。

图 6-6 正向同步

6.3.1.2 反向数据同步

当源LUN损坏时，可以通过把目标LUN数据反向同步到源LUN实现对源LUN的保护。
反向同步支持全量同步和增量同步两种。反向数据同步启动时系统对目标LUN生成快
照，将目标LUN该时刻的快照数据全量同步到源LUN；对于增量同步，通过对比目标
LUN和源LUN的差异数据，进行增量数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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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反向同步

6.3.1.3 Clone LUN 即时可用

HyperClone数据同步状态分为同步中、同步暂停、未同步和正常四个状态。不同的状
态对源LUN和目标LUN的读写I/O处理不同。

1. 未同步及正常状态时的读写原理：

对源LUN或目标LUN的读写，直接读写源LUN或目标LUN。

图 6-8 未同步及正常状态时的读写原理

2. 同步中或者同步暂停状态的读写原理如下：

对源LUN的读写，直接读写源LUN。

对目标LUN的读操作，如果读数据在目标LUN命中（数据已同步）则直接读取；
如果读数据在目标LUN未命中（数据尚未同步），则到源LUN的快照中读取。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6 增值特性：Hyper 系列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6



对目标LUN的写操作，如果数据已经同步，则进行覆盖写；未同步数据进行新
写，待数据同步到目标LUN时，如果发现该地址主机已经写入数据则放弃同步。
这样保证了目标LUN在同步未完成时也可以读写。

图 6-9 同步中或者同步暂停状态的读写原理

6.3.1.4 HyperClone 一致性组

HyperClone支持对LUN保护组创建HyperClone一致性组。用户创建LUN保护组后，可
以通过自动模式或者手动模式为LUN保护组中的成员选择目标LUN，并 终将多个
HyperClone 关系对添加到HyperClone一致性组中。HyperClone一致性组可以进行数
据同步、反向同步等操作，在进行这些操作时，一致性组的成员LUN数据始终保持在
一个一致性点上，从而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HyperClone一致性组 多支持4096个成员。

6.3.1.5 级联 HyperClone

当HyperClone的目标LUN完成数据同步后，系统支持对HyperClone的目标LUN再次创
建HyperClone。如图6-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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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级联 Clone

HyperClone特性无级联深度限制。

6.3.2 NAS 克隆（HyperClone for NAS）
NAS克隆功能，包括文件系统级克隆和文件级克隆，OceanStor Dorado当前仅支持文
件系统级克隆，暂不支持文件级克隆。文件系统级克隆指用户可以通过制定的源FS或
FS快照来创建克隆文件系统，创建出的克隆文件系统的数据和创建时刻父文件系统的
数据保持一致，且支持立即可读写。克隆功能和快照、CDP功能的组合使用，灵活实
现本地数据保护和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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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用户快照创建克隆

2. 基于CDP的快照创建克隆

3. 基于源FS直接创建克隆

4. 克隆FS创建快照/CDP
5. 级联克隆（ 大8级，该功能依赖克隆分裂，分裂后才能支持。当前版本不支持）

FS 克隆的读写原理

克隆FS是一个独立的FS，和父FS共享已有数据和pool池。克隆时从父FS继承其子对象
及其子对象的属性配置；不继承父对象的用户管理配置：父文件系统的增值配置、协
议共享配置。因此克隆FS读写之前需要配置协议共享并在客户端指定克隆FS挂载后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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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FS的对象依赖:

源FS在TPX0时刻创建克隆FS，该时刻的文件系统的数据在克隆FS上以时间点TPZ0对
应；同时源FS时间点增加到TPXX，克隆FS的时间点增加到TPZZ。所有的数据都存放在
pool中(ABC)。

源FS的访问:

● 写：新写和修改数据以TPXX时间点写入pool保存(A1/B1)；

● 读：请求以TPXX时间点到pool命中（A1/B1），没有则取和TPXX 近时间点的数
据，即读的数据视图为(A1/B1/C)。

克隆FS的访问：

● 写：新写和修改数据以TPZZ时间点写入到pool保存(A2/C1)；

● 读：请求以TPZZ时间点到pool命中，如果不命中则取TPZZ到TPZ0之间靠TPZZ
近时间点的数据(A2/C1)，如果没有则表示克隆FS没有修改过这部分数据，系统会
取TPZ0对应的源FS在TPX0及其之前时间点数据(B)。即都的数据视图为(A2/B/C)

6.4 远程复制（HyperReplication）

6.4.1 SAN 远程复制（HyperReplication for SAN）
华为公司HyperReplication是基于OceanStor Dorado的远程复制特性，可以在
OceanStor Dorado之间实现同步或异步的数据复制，支撑用户构建同城或异地的容灾
解决方案。

HyperReplication包含以下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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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远程复制，主从端的LUN数据实时同步，灾难发生时无数据丢失，代价是生
产业务的性能受到主从端间数据传输时延影响。

● 异步远程复制，主从端的LUN数据周期性同步，生产业务的性能不受主从端间数
据传输时延影响，代价是灾难发生时可能会有一定数据丢失。

HyperReplication对同步远程复制、异步远程复制提供基于存储阵列的一致性组功能，
保证跨多个LUN部署的应用在容灾复制时的崩溃一致性（Crash Consistency）。一致
性组功能会在复制时保证跨多个LUN的主机写I/O的依赖关系，从而保证灾备端的LUN
间的数据一致性。

HyperReplication提供基于FC网络和IP网络的复制。主从端存储系统间可以经FC链路
传输数据，也可以经IP链路传输数据。

6.4.1.1 同步远程复制（HyperReplication/S）
HyperReplication同步远程复制提供对LUN的近距离数据容灾功能。它适用于需要在同
城范围内的进行容灾，要求RPO=0的场景。

HyperReplication同步远程复制对于每个主机的写I/O，都会同时写到复制Pair对的主
LUN和从LUN，直到主LUN和从LUN都返回处理结果后，才会返回主机处理结果。因
此，同步远程复制可以实现RPO为0。

图 6-11 同步复制技术原理示意图

图中序号说明：

1. 生产存储收到主机写请求。HyperReplication将该请求记录请求日志。日志中只记
录地址信息，不记录数据内容。

2. 将该请求写入主LUN和从LUN。通常情况下LUN是回写状态，数据会写入Cache后
返回执行结果。

3. HyperReplication等待主LUN和从LUN的写处理结果都返回，如果写从LUN超时或
失败时远程复制关系断开。如果都写成功，清除日志；否则保留日志，写入盘上
DCL中（Data Change Log 数据变更日志），进入异常断开状态，后续启动同步
时重新复制该日志地址对应的数据块。

4. 返回主机写请求处理结果，以写主LUN的处理结果为准。

6.4.1.2 异步远程复制（HyperReplication/A）
OceanStor Dorado的异步远程复制采用了创新的多时间片缓存技术（专利号：PCT/
CN2013/080203），其实现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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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主站点的主LUN和远端复制站点的从LUN建立异步远程复制关系以后，默认情
况下会启动一个初始同步，将主LUN数据全量拷贝到从LUN；

2. 初始同步完成后，从LUN数据状态变为完整（即从LUN为主LUN的过去某个时刻
的一致性拷贝），然后开始按照下面的流程进行I/O处理：

图 6-12 异步复制技术原理示意图

图中序号说明：

1. 异步远程复制同步任务启动时，在主LUN和从LUN分别生成快照并更新时间点
（主端快照时间点为X，更新LUN 新时间点为X+1，从端快照时间点为Y，更新
LUN 新时间点为Y+1）；

2. 主机新写入的数据存在主LUN 缓存中，使用时间点X+1；
3. 响应主机写完成；

4. 将时间点X的数据基于DCL（Data Change Log）增量差异记录直接复制到从
LUN，写入从LUN的时间点Y+1中；

5. 主从LUN各自将收到的数据下盘，同步完成后从LUN 新时间点Y+1的数据即为主
LUN时间点X的完整数据；

6.4.1.3 技术特点
● 支持负载均衡

同一个LUN的远程复制每次启动拷贝时，会在所有控制器上并行执行数据拷贝任
务，将拷贝产生的负载压力根据数据布局分担在不同控制器上，从而获得更大的
拷贝带宽，并降低对主机前端业务的影响。

● 支持数据压缩

异步远程复制的FC链路和IP链路都支持数据压缩，采用改进型的快速LZ4算法，链
路压缩功能支持打开关闭，在客户带宽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极大的降低异步复制
对带宽的要求，按照实际测试数据，带宽为100Mbps的OLTP场景，压缩以后，带
宽可以节省50%。

● 快速响应主机请求

配置异步远程复制时，主机对主LUN的写请求在主站点完成后即可响应主机写完
成，不必等待数据写到从LUN。并且，数据由主LUN到从LUN同步过程是在后台
进行的，不会影响主机对主LUN的正常访问。由于异步远程复制主LUN上的数据
更新不是立即同步到从LUN的，所以数据遗失量取决于用户设置的同步周期，用
户可以根据应用场景设置不同的同步周期（范围是3秒钟-1440分钟，默认30秒
钟）。

● 支持分裂、主从切换和故障快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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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复制拥有分裂、同步、主从切换和断开后恢复的功能，支持在不同故障场景
下的容灾测试和业务切换。

● 支持一致性组

支持一致性组，用于数据库场景下，多个LUN，如日志LUN和数据LUN构建在一
个一致性组中，保证一个一致性组在周期同步以及故障场景下数据保持在一个一
致性时间点上，便于应用层的快速恢复。

● 支持FAN-IN/OUT
远程复制技术支持高达64：1的阵列级的扇入/扇出能力，可以支持64台存储设备
到一台存储设备的数据集中容灾，实现了容灾资源共享，极大地减少了容灾设备
的部署和投资。

● 支持的复制链路

远程复制支持FC和IP两种类型的复制链路。对同步复制场景复制链路推荐使用FC
（立即数模式）或RDMA网络。

● 高中低端互通

支持OceanStor Dorado高中低端互通。

● 快照数据的跨阵列同步

支持主LUN的用户快照依次同步到从LUN生产对应的时间点快照。该功能推荐使
用在对主机数据一致性要求的业务场景，确保快照时间的数据和主机业务逻辑的
事务一致性。

● 跨代产品型号互通

支持从Dorado 6.1.2及其以后的6.x.x版本和Dorado V3系列版本，OceanStor V3
系列版本和OceanStor V5系列版本的互通。

6.4.2 NAS 远程复制 (HyperReplication for NAS)
NAS远程复制，特指异步远程复制特性，实现RPO不要求为零的业务场景。对PRO要
求为零的场景需要采用NAS双活特性，根据客户的业务连续性的切换策略需要选择同
步模式还是双活模式。

NAS异步远程复制基本原理和SAN异步复制相识，都是采用基于ROW快照的周期性的
方式进行数据复制。区别在业务对象的逻辑差异上。I/O逻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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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序号说明：

0、异步复制对象配置成功后，系统后台启动复制同步任务，将FS的快照时间点推进一
次。

1、主机数据写入主FS

2、主FS返回访问客户端访问结果

3~4：主FS将新写入的数据记录差异日志（DCL），并通过私有快照的方式保留修改前
的数据

4~6：异步复制后台任务，根据差异日志（DCL）的记录，将任务周期的数据复制到从
FS。

主机写入的数据在后台周期性地复制到从FS。复制周期由用户设定，每个周期内数据
的变化会记录增量信息，增量信息记录数据变化的地址，不会记录数据内容。每个周
期开始时，文件系统异步远程复制创建主FS（主文件系统）的快照，根据上一周期复
制完成到本周期开始这段时间内的增量信息，读取快照的数据复制到从FS，增量复制
完成后，从FS的内容与主FS的快照内容相同，从FS形成数据一致性点。每次周期复制
过程中，当增量数据没有传输完成时，从FS还不能构成完整的文件系统，因此每次周
期复制完成时，从FS形成数据一致性点后，会创建从FS的快照，如果下一次周期复制
过程中断（生产端发生故障、链路发生故障等原因），当用户需要使用从FS时，文件
系统异步远程复制可以将从FS回滚到上个周期完成时的快照点，获得一致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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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Replication文件系统异步远程复制主要功能和特点

分裂和增量重同步

当用户希望暂停复制时，可以对远程复制进行分裂。分裂将停止从主FS到从FS的数据
复制。对于文件系统异步远程复制，如果当前正处于复制过程中，分裂将立即停止该
过程；如果用户设定了周期性复制，分裂后后续周期也不会再启动复制。分裂后主机
写入的数据会记录增量信息。分裂后可以再次重同步，在重同步时，已经复制过的数
据不会再复制，会根据增量信息只复制主从之间有差异的数据。

分裂常用于计划性的设备维护的场景，比如存储阵列升级、复制链路变更。在这类维
护场景下，通常降低各类并发处理的任务会使系统更加可靠，等到维护结束后，再重
启或继续任务。

故障断开和自动恢复

当因为某种故障（比如链路断开）而导致远程复制无法再继续从主FS到从FS的数据复
制时，远程复制会进入异常断开状态。在异常断开状态下，主机写入的数据会记录增
量信息。当故障排除后，远程复制会自动恢复，进行增量重同步，不需要人为干预。

自动恢复是可配置的。用户也可以配置为手动恢复。

从 FS 可读写和增量 failback
正常复制状态下，从FS不可读写，但可以只读访问从FS上的任意快照上的数据。

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可以将从FS设置为可读写：

1. 远程复制处于分裂、或异常断开状态。

2. 从FS数据状态为完整。对于异步远程复制，初始同步完成后，从端数据状态为完
整。

设置从FS可读写时，如果从FS处于复制过程未完成的阶段，数据不一致，远程复制会
将从FS回滚到上一次复制完成时的快照点。

设置为可读写后，主机对从FS写入数据时，远程复制会记录增量信息，后续用于增量
重同步。恢复复制时，可以选择由主到从复制，也可以选择由从到主复制（需做主从
切换，然后再启动同步）。复制启动前，远程复制会先将目标端回滚到一个快照点
上，该快照点与源端的过去的某个快照点数据相同，然后根据源端的从该快照点到当
前的增量信息进行增量重同步。

设置从FS可读写常用于灾备场景。主端灾难发生后failover时，可以对从FS设置可读
写，用从端主机访问从FS数据接管业务。主端恢复后failback时，按照前述的机制，可
以将从端接管期间新产生的数据增量复制到主端。

主从切换

FS异步复制支持在分裂和异常断开状态下将主FS与从FS的角色互换，原来的主FS成为
从FS，原来的从FS成为主FS。主、从角色决定了数据复制方向，数据会由主FS向从FS
同步。

6.5 双活（HyperMetro）
本章主要介绍HyperMetro技术的功能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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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Metro是OceanStor Dorado实现的阵列级的Active-Active双活技术。双活两端存
储系统的业务对象数据实时同步，且都能供主机读写访问，实现了双活。

部署双活的两套存储系统可以放在同一个机房、同一个城市或者相距300km以内的两
地，支持FC或者IP部署。仲裁服务器推荐部署在第三方站点。

当任何一端存储系统整体故障的情况下主机将切换访问路径到正常的一端继续业务访
问。当存储系统间复制链路故障时只有一端继续提供主机读写访问，双活的仲裁机制
可以决定由哪端提供服务。

6.5.1 SAN 双活（HyperMetro for SAN）

6.5.1.1 读写流程

本章主要介绍双活的读写原理及关键技术。

双活读原理

存储系统的LUN空间上接收到I/O请求后，对于读I/O请求，直接读本地缓存空间，将
数据返回应用程序。

双活写原理

对于写I/O请求，首先会进行并行访问互斥，获取写权限后，将I/O请求数据同时写本
地双活成员LUN缓存以及对端的双活成员LUN缓存，双端写成功后返回应用程序写完
成。

详细的HyperMetro写I/O流程如图图6-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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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SAN 双活写流程

1. 主机下发写I/O请求。

2. 数据中心存储系统A收到主机下发的写I/O请求。

3. 申请写权限和记录写日志：通过本地乐观锁先申请双活Pair对应I/O地址范围的写
权限。获得写权限后，双活Pair将该请求记录写日志，日志中只记录地址信息，不
记录具体的写数据内容。该日志采用具有掉电保护能力的内存空间记录以获得良
好的性能。

4. 执行双写：将该请求拷贝两份并行分别写入本地LUN和远端LUN的缓存。在远端
LUN收到写请求时同样也需要先申请双活Pair对应I/O地址范围的本地写权限，只
有在获得写权限后才能将数据写入本地缓存。

5. 双写结果处理：等待两端LUN的写处理结果都返回。

6. 响应主机：双活Pair返回写I/O操作完成。

乐观锁机制

在双活容灾场景下，两个站点都能同时进行读写业务，如果应用在同一个时间点对
LUN同一个位置进行读写，存储层需要保证在该场景下两个站点的数据是一致的。

传统的分布式锁：需要实现一个跨站点的分布式锁服务，当某个站点接受到写请求
时，需要先向锁服务器申请锁，如果锁服务在对端站点则需要先进行跨站点锁申请，
申请完毕后再进行两个站点的双写操作。

考虑到配合上层应用集群，并发对相同地址下发写请求的场景很少，OceanStor
Dorado双活通过优化后的乐观锁机制，先预判没有锁冲突，直接发起对端阵列的写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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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数据达到后再本地加锁。而当主机对同一存储地址的数据并发访问时，也可将
并发访问请求转为串行排队处理，保证两个站点数据一致性。相比分布式锁方式，不
需要跨站点的锁服务器，降低架构复杂度，同时在不出现冲突情况下直接进行双写操
作，避免向锁服务器（甚至是对端站点的锁服务器）进行交互，提高了性能。

跨站点坏块修复

硬盘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因为掉电等异常情况出现坏块，如果是可修复错误但是本端已
经无法修复时，HyperMetro将自动从远端阵列获取数据，修复本地数据盘的坏块，进
一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6.5.1.2 支持一致性组

本章介绍HyperMetro支持一致性组功能。

HyperMetro支持以双活Pair或双活一致性组为单位提供服务和进行状态管理。

一致性组是多个双活pair的集合，可以确保单个存储系统内，主机在跨多个LUN进行写
操作时数据的一致性。一致性组进行分裂、同步等操作时，一致性组的所有双活pair保
持步调一致。当遇到链路故障时，一致性组的所有成员对会一起进入异常断开状态。
当故障排除后，所有成员同时进行数据的同步，从而保证从站点灾备阵列数据的可用
性。

6.5.2 NAS 双活（HyperMetro for NAS）

双活 I/O 原理

OceanStor Dorado NAS双活采用跨站点的分布式Cache，实现单文件系统Active-
Active的业务访问能力。NAS双活的I/O访问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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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NAS 双活 I/O 流程

双活写:

前端主机写流程：

1. 客户端写文件系统

2. 写本地Cache，同时镜像到本地Cache和远端Cache

3. 所有写Cache副本成功完成，返回主机写I/O成功

后台刷盘流程：

4. 本地Cache控制发起Cache刷盘；本地Cache数据写入本地Pool，远端Cache写入
远端Pool。

双活读：

1. 客户端读文件系统

2. 本地Cache读，如果命中则返回；不命中则下盘读数据返回

双活文件系统，双活模式配置下单文件系统支持两个数据中心以不同的IP地址进行挂
载共享访问。同步模式下单文件系统仅支持主数据中心挂载访问。从I/O流程上我们可
以知道通过分布式Cache的多副本和双边同时刷盘的策略保证的数据跨站点的实时同步
和一致性逻辑。数据中心对同一个文件系统共享访问的均衡策略如图6-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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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NAS 双活文件系统负载均衡

如图6-15所示，NAS双活采用就近缓存的策略和一致性控制策略，实现跨站点的负载
均衡。

双活配置过程：

1. 创建FS：阵列-A上创建文件系统FS-A; 阵列-B上创建文件系统FS-B
2. 创建双活：FS-A和FS-B建双活；

3. 添加共享和客户端挂载：A站点挂载给ClientA客户访问；B站点挂载给ClientB客户
访问

Cache均衡：站点优先，站点内均衡

1. ClientA：通过A站点IP_A接入，该客户创建目录/A, /C，/A/B, /C/C均衡分布在A阵
列；

2. ClientB：通过B站点IP_B接入，该客户创建目录/B, /C/A, 均衡分布在B阵列；

3. ClientA如果要访问ClientB阵列创建的目录，则基于一致性诉求会先在B阵列做
Cache命中处理，不命中后从Pool读写。

双活配置模型

FS的双活配置对象包括：文件系统双活域、双活租户、双活FS，并基于双活FS添加共
享提供给客户访问，实现双活FS的AA访问能力。NAS双活的对象关系如图6-16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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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NAS 双活文件系统对象配置模型

文件系统双活域：本地阵列和远端阵列、链路网络、仲裁服务器。阵列之间支持FC互
联和RoCE网络互联（受限网络的时延过大，不推荐使用普通TCP/IP配置）；阵列和仲
裁服务器之间采用普通IP网络互通。仲裁服务器尽在双活模式下需要，在同步复制模
式下不需要。

租户双活Pair：阵列间的两个租户之间创建双活，则该租户内的所有的配置将按双活的
业务逻辑要求进行跨阵列的配置实时同步和配置工作状态的控制管理。租户内的配置
资源包括：本地用户配置、域用户配置、共享服务网络配置（LIF配置）、协议策略配
置。在双活模式下这些配置系统会自动同步，在同步复制模式下客户可选择网络是否
同步。

FS双活Pair：文件系统双活配置，双活租户内的文件系统推荐都配置双活特性，实现
FS的访问权限和数据实时的跨阵列双写同步。支持单FS可以同时在本地和远端阵列上
实现AA访问。

故障切换：当出现单阵列故障或阵列间链路故障情况下，NAS双活以双活域为单位发
起双活仲裁获取仲裁结果。仲裁获胜方继续提供服务，仲裁失败的方阵列会将业务倒
换到获胜方接管；待故障恢复后，系统会启动故障期间的数据同步和业务恢复。

6.5.3 双活技术特征

6.5.3.1 免网关双活

本章主要介绍OceanStor Dorado实现的双活为免网关双活及其特点。

HyperMetro双活架构无需额外部署虚拟化网关设备，直接使用两套存储系统组成跨站
点集群系统。免网关方案架构精简、与其他增值特性良好兼容，对客户的价值如下：

● 减少网关故障点，提高方案可靠性。

● I/O响应速度更快，无需经过存储网关转发，减少网关转发I/O时延。

● HyperMetro可以与OceanStor Dorado的其它Smart系列和Hyper系列特性组合，
可为客户提供多种数据保护和灾备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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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降低双活组网复杂度，便于维护。

6.5.3.2 支持并行访问

本章主要介绍OceanStor Dorado双活两端可以同时提供业务。

HyperMetro基于两套存储系统实现Active-Active双活，两套存储系统的双活业务对象
数据实时同步，且两套存储系统能够同时处理应用服务器的I/O读写请求，面向应用服
务器提供无差异的Active-Active并行访问能力。当任何一台存储阵列故障时，业务自
动无缝切换到对端存储访问，业务访问不中断。

如图6-17所示，相较于Active-Passive方案，Active-Active双活方案可充分利用计算资
源，有效减少阵列间通信，缩短I/O路径，从而获得更高的访问性能和更快的故障切换
速度。

图 6-17 Active-Passive 双活与 Active-Active 双活对比

6.5.3.3 高可靠用仲裁

本章主要描述了HyperMetro的仲裁模式。

当提供双活LUN的两套阵列之间的链路故障时，阵列已经无法实时镜像同步，此时只
能由其中一套阵列继续提供服务。为了保证数据一致性，HyperMetro通过仲裁机制决
定由哪套存储继续提供服务。

HyperMetro支持按双活Pair或双活一致性组为单位进行仲裁。当多个双活Pair提供的
业务相互依赖时，用户需要把这些双活Pair配置为一个双活一致性组。仲裁完成后，一
个双活一致性组只会在其中一套存储系统中继续提供服务。

两种仲裁模式

HyperMetro提供了两种仲裁模式：

● 静态优先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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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在无第三方仲裁服务器的场景。用户可以按双活Pair或一致性组为单位，
设置其中一端阵列为优先站点，另一端为非优先站点，不需要额外部署仲裁服务
器。该模式下，阵列间心跳中断时，优先站点仲裁胜利。

● 仲裁服务器模式

当存储阵列间心跳中断时，两端存储系统向仲裁服务器发起仲裁请求，由仲裁服
务器综合判断哪端获胜。仲裁获胜的一方继续提供服务，另一方停止服务。仲裁
服务器模式下把有优先获得仲裁的站点配置为优先站点。优先站点具有仲裁获胜
的优先权，心跳中断但其它正常时，优先站点将获得仲裁胜利。

仲裁模式自动切换

在仲裁服务器故障或与两端存储系统到仲裁服务器的链路全部故障，两端阵列间心跳
正常的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切换到静态优先级模式进行仲裁。

6.5.3.4 高扩展性

本章主要介绍HyperMetro特性的高可扩展性。

HyperMetro特性通过与OceanStor Dorado的其它Smart系列和Hyper系列特性组合，
可形成多种数据保护和灾备解决方案。

● 在线扩展双活

HyperMetro双活配套使用华为多路径，华为多路径支持LUN聚合功能，可以屏蔽
存储层物理差异。一期先实施单数据中心，如需二期扩展双活数据中心，涉及从
单存储系统扩展为双活存储系统，新增双活存储系统和双活成员LUN，多路径可
平滑接管，实现在线扩展。

● 现有特性兼容

HyperMetro支持与HyperReplication、HyperSnap、HyperClone、SmartThin、
SmartDedupe、SmartCompression等现有特性同时使用。

6.5.3.5 高性能

为了实现双活高性能，HyperMetro提供了一系列的性能优化设计。

FastWrite
HyperMetro通过FastWrite功能对存储系统间复制链路数据传输进行了协议级优化，应
用SCSI 协议的First Burst Enabled功能，将写数据的链路传输交互次数减少一半。正
常的SCSI流程中，写I/O在传输的双端要经历“写命令”、“写分配完成”、“写数
据”和“写执行状态”等多次交互。利用FastWrite功能，优化写I/O交互过程，将“写
命令”和“写数据”合并为一次发送，并取消“写分配完成”交互过程，将跨站点写
I/O交互次数减少一半。如图6-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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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传输协议优化

地域优化访问

双活数据业务场景中，两站点距离的远近是影响I/O访问性能的关键因素。SAN双活通
过与OceanStor UltraPath多路径配合，NAS双活通过和DNS的配合根据双活站点部署
距离，提供了两种I/O访问策略供用户选择。

● 负载均衡模式

负载均衡模式主要应用于双活业务部署在同一数据中心的场景。在该场景下，主
机业务访问两套双活存储设备的性能几乎相同，为 大化利用两套存储设备的资
源，将主机I/O按分片方式下发到两套存储系统上。

● 优选阵列模式

优选阵列模式主要应用于双活业务部署在距离较远的双数据中心场景。在该场景
下，双活数据中心的跨站点访问的代价较高，假如两个数据中心的链路距离为
100km，一次往返传输通常需要消耗约1ms时间。优选阵列模式可以减少跨站点
交互次数，从而提升I/O性能。

优路径

OceanStor Dorado间复制FC/IP链路建议采用全互联组网方式，即两端存储系统每个控
制器对之间都有可直达的逻辑链路。

存储系统间发送的读写I/O请求时，根据对端的访问业务对象的均衡策略查找对端存储
系统 优路径节点，并优先选择可直达对端存储系统归属节点的链路发送I/O请求，减
少存储节点内的跨控转发时延，提升端到端性能。

图 6-19 阵列间全互联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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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两地三中心（3DC）
本章主要介绍OceanStor Dorado系列支持的3DC组网与特点。

两地三中心容灾解决方案中的“两地三中心”一般指的是一个生产中心、一个同城灾
难备份中心、一个异地灾难备份中心，简称为3DC（Data Center）。生产中心的数据
同步地复制到同城灾难备份中心，同时，生产中心的数据异步地复制到异地灾难备份
中心。同城灾备中心通常具备与生产中心等同业务处理能力，应用可在不丢失数据的
情况下切换到同城灾备中心运行，实现RPO=0，秒级RTO。在出现小概率的大范围的
灾难时，如自然灾害地震，造成同城灾难备份中心与生产中心同时不可用，应用可以
切换到异地灾难备份中心。通过实施经过日常灾难演练的步骤，应用可在业务容许的
时间内，在异地的灾难备份中心恢复，保证业务连续运行实现秒级的RPO。

相比仅建立同城灾难备份中心或异地灾难备份中心，“两地三中心”的方式结合两者
的优点，能够适应更大范围的灾难场景，对于小范围的区域性灾难和较大范围的自然
灾害，都能够通过灾难备份系统较快地响应，尽可能保全业务数据不丢失，实现更优
的RPO和RTO。因此，两地三中心容灾解决方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OceanStor Dorado支持丰富的3DC组网方式，可以用双活、同步复制和异步复制组成
3DC，包括以下几种组网方式（NAS 3DC的各种组网交付节奏参考产品路标）：

● 双活+异步 级联组网

● 双活+异步 并联组网

● 双活+异步 环形组网

● 同步+异步 级联组网

● 同步+异步 并联组网

● 同步+异步 环形组网

● 异步+异步 级联组网

● 异步+异步 并联组网

图6-20中列出了级联、并联、环形的组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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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3DC 组网图

3DC容灾解决方案具有节约投资、弹性扩展、高可靠、高效、安全等特性：

● 存储高中低端互通

华为存储设备支持不同性能级别存储的远程复制容灾业务互通。用户根据自己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性能的存储系列，降低灾备投资50%以上。对组成双活的两个站
点，需要采用相同的设备型号。

● 弹性扩展

支持双活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在线升级为3DC容灾解决方案，提升双活数据中心解
决方案容灾可靠性。

● 组网多样

支持双活/同步/异步+异步级联、双活/同步/异步+异步并联、双活/同步+异步环形
等多种组网模式，打造 适合生产环境的容灾系统，提高容灾系统的性价比。

● 一致性保护

支持应用的一致性组，容灾系统提供基于应用的数据一致性保护，提高应用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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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视化

提供可视化的容灾拓扑展示，支持容灾端到端实时监控，大大降低维护难度。

● 一键式操作

支持容灾业务的一键式测试、切换和故障恢复，配合业务集群自动化脚本代替繁
琐的手工操作，大大提高容灾系统的效率和容灾成功率。

● 安全

阵列间管理采用完整的用户鉴权、数据加密传输和业务隔离等机制，保证整个容
灾系统的安全性。

6.7 内双活（Hyper-Metro Inner）
为了应对特性原因导致控制框整框故障、多个控制器故障的极端场景，保证系统业务
连续性，高端系列型号提供了内双活（Hyper-Metro Inner）特性。

图 6-21 内双活原理示意图

内双活特性，通过后端全互联技术和缓存持续镜像技术，实现了控制器8坏7；通过后
端全互联和缓存三副本技术，实现了控制器同时坏任意两控或者同时坏一个控制框情
况下，数据不丢失，业务不中断。

后端全互联技术：通过后端共享接口模块（100Gb RDMA）以及配合智能硬盘框，实
现了一个硬盘框能够被两个控制框内的8个控制器同时访问。提供了为八个控制器故障
只剩下一个时候，还能访问所有SSD的能力。

持续镜像技术：控制器故障场景下，会为写缓存选择新的镜像副本，在正常工作的控
制器数量大于镜像副本数量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写缓存副本数不变。在极端的只剩下
一个正常工作的控制器情况下，写缓存也不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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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三副本技术：写缓存采用三副本（开启内双活后，默认配置为缓存三副本），并
且优先保证有一个副本数据跨控制框，保证两个控制同时故障，以及一个控制框故障
情况下，至少还有一份有效的写缓存副本，实现存储系统数据不丢失，业务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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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值特性：Cloud 系列

在云下容灾的基础上，OceanStor Dorado还提供了云上容灾的能力，通过云复制和云
备份，实现云上灾备。

7.1 云复制（CloudReplication）

7.2 云备份（CloudBackup）

7.1 云复制（CloudReplication）
OceanStor Dorado的云复制（CloudReplication）特性，支持与华为云DESS
（Dedicated Enterprise Storage Service）专属企业存储服务配合建立混合云容灾方
案。通过在华为云上按需购买DESS相关资源，无需自建机房和运维团队，快速构建容
灾中心，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图 7-1 DESS 云复制（CloudReplication）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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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 采用异步远程复制技术将数据复制上云，继承异步远程复制的所有功能。

● 华为DESS解决方案，客户不需要建设和维护容灾中心，可按需购买、扩容容灾资
源。

支持场景：

● 客户在已有生产中心的基础上，低成本建设远程灾备中心，华为云DESS作为远程
异步容灾站点，对生产中心数据进行容灾保护。

● 客户在已有生产中心和灾备中心的2DC基础上，低成本的建设3DC，华为云DESS
作为远程异步容灾站点，对生产中心数据进行容灾保护。

说明

CloudReplication特性交付时间请参考产品路标。

7.2 云备份（CloudBackup）
OceanStor Dorado的云备份CloudBackup特性，支持将存储系统的LUN或LUN一致性
组数据远程备份到公有云或本地NAS和对象存储。结合华为云（Huawei Cloud）的
CSBS（Cloud Server Backup Service），还支持无需云中部署备份服务器直接云中快
速恢复。

无论在云上还是本地数据中心，用户无需构建外置备份服务器，即可实现数据的异地
备份和恢复，简化了备份方案，降低用户的购置和维护成本。

CloudBackup支持的本地数据中心NAS设备包括华为OceanStor 9000和OceanStor混
合闪存的NAS设备，OceanStor 100D智能分布式存储以及OceanStor 9000对象存储。
备份上云支持的公有云存储包括华为云（HUAWEI CLOUD）对象存储服务 OBS
（Object Storage Service），AWS的S3等。

图 7-2 CloudBackup 云备份特性典型组网图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7 增值特性：Cloud 系列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0



关键功能点：

1. 支持LUN的备份。

2. 支持一致性组的备份。

3. 支持恢复到原LUN或已经存在的其它LUN。

4. 支持恢复到原LUN一致性组或已经存在的其它LUN一致性组。

5. 支持备份数据压缩减少备份到云时的备份带宽要求，减少备份存储消耗。

6. 支持备份断点续传，在备份到云时，网络故障情况下可以避免大量数据的重复传
输。

7. 支持基于华为云的DES（Data Express Service）服务的离线传输备份，将备份数据
先备份至DES服务的Teleport设备，再线下运输设备到HEC离企业 近的数据中心导入
备份数据到指定的OBS S3桶，然后继续进行后续的增量备份，提升了首次备份传输效
率。

备份数据流及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 7-3 备份数据流程

步骤1：对需要备份的LUN创建只读快照（如果是LUN一致性组，则创建只读快照一致
性组）；

步骤2：CloudBackup读取只读快照的数据，传输到指定的本地NAS共享目录中，或者
传输到远端公有云的对象存储中；对于LUN一致性组，则会读取只读快照一致性组中
每个只读快照的数据。

读取数据的过程中，会比对本地备份只读快照与上次备份只读快照之间的差异，
CloudBackup仅仅会将差异数据备份传输到备份存储。

恢复数据流及原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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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备份数据恢复流程

步骤1：选中恢复所需的备份映像（对一个LUN或LUN一致性组进行一次备份产生的数
据集合成为备份映像，一个LUN或LUN一致性组会有多个不同时间点的备份映像），
注意该备份映像可以是远端公有云中的备份映像，也可以是本地NAS备份存储中的备
份映像；

步骤2：选中需要恢复的LUN或LUN一致性组；

步骤3：执行恢复。恢复的过程中，CloudBackup会从本地NAS备份存储或远端公有云
存储中，将指定备份映像数据读出，并写到LUN或LUN一致性组的成员LUN中。

特性亮点：

● 无需购置外置备份服务器即可实现数据备份；

● 支持备份上云，结合BCManager以及CSBS可以实现数据快速恢复或支持客户对源
LUN数据进行云中测试、分析等业务；

● 支持数据备份到线下的NAS和对象存储。

说明

CloudBackup特性交付节奏请参考产品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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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可靠性设计

OceanStor Dorado，通过数据可靠性设计、业务可用性设计保证，为用户提供 高6
个9的可用度。配合容灾解决方案，系统 高可达到7个9的可用度。

8.1 数据可靠性设计

8.2 业务可用性设计

8.1 数据可靠性设计
针对主机写入到存储的数据，OceanStor Dorado会经历（1）数据缓存，（2）盘上持
久化，（3）数据路径传输三个过程。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个过程的数据可靠性措施进
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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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数据可靠性全景

8.1.1 缓存数据可靠性保证

为了提升写入数据的速度，OceanStor Dorado提供了写缓存机制。即数据写入到控制
器的内存缓存及其跨控的副本就向主机返回成功，然后后台将缓存数据下盘。

储存于控制器内存中的用户数据，一旦遇到系统掉电或是控制器故障，将存在内存数
据丢失进而导致内存数据丢失的风险。为了应对上述故障模式，系统提供了缓存跨控
多副本和掉电保护功能保证数据可靠性。

8.1.1.1 缓存多副本

华为高端系列型号支持两副本和三副本两种模式（中端系列只支持两副本模式）。通
过设置三副本模式，实现了存储系统两个控制器同时故障，写缓存数据不丢失，业务
不中断。对包含两个控制框的8控系统，三副本会分布在两个控制框内，保证一个控制
框故障，写缓存数据不丢失。

在只有一个控制框的场景下，在控制框内选择多副本（如I和J）；在有两个控制框（并
且有内双活License的场景下）场景下，除在当前框内选择副本外，还会跨控制框选择
另外一个副本（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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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写缓存中的数据A，被镜像到控制器B，同时也镜像到控制框1中的控制
器A。保证一个控制器故障、两个控制器同时故障、一个控制框全部故障场景，数据不
丢失。

图 8-2 缓存多副本

8.1.1.2 掉电保护

OceanStor Dorado内置了BBU模块（备电），当存储阵列在供电故障后，能利用BBU
模块将各控制器内存中的缓存数据刷入到保险箱中。待阵列电力恢复后，系统在启动
时，再将保险箱中的缓存数据恢复到内存，保证数据不丢失。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的BBU模块位于控制器上，即误操作拨出控制器，
BBU模块也会随着控制器一同被拨出。控制器上软件模块在监测到控制器拨出后，能
利用控制器上的BBU模块（备电），将用户缓存数据备份到保险箱中（掉电场景下持
久化写缓存中数据的空间），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系统的掉电刷保险箱流程，由底层
系统完成，不依赖上层软件单元，确保了刷盘过程不会受业务影响，进一步提升了用
户数据的可靠性。

8.1.2 持久数据可靠性保证
OceanStor Dorado通过盘内RAID技术保证单盘数据可靠性，保证盘内数据不丢失；通
过系统RAID2.0+技术、缩列重构保证系统级的数据可靠性，即冗余范围内的单盘故
障，多盘故障也不会导致数据丢失或是冗余度下降。

8.1.2.1 盘内 RAID
硬盘除了会出现整体故障外，用于存储数据的颗粒也会出现区域性损坏，我们称之为
静默失效（坏块）。这些坏块不会体现为单盘故障，但会导致盘上相应的数据无法访
问。

通过常规的坏块扫描可以提前发现静默失效数据并进行修复，但因为扫描对盘访问会
占用较多资源，为了避免影响前台业务，扫描速率必须有所控制，在盘容量且数量较
大时，扫描一次花费时间少则数周，多则数月才能完成所有盘的扫描工作。而在扫描
间隔期间，出现坏块并叠加盘故障，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无法恢复。

在坏块扫描基础之上，为了应对扫描隔离内的静默失效问题，OceanStor Dorado结合
HSSD(Huawei SSD)，提供了盘内RAID特性。即针对盘内的数据，以Die为单位建立
RAID，通过RAID4形成冗余，容忍单个Die失效，盘内数据不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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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SSD 盘内 RAID

8.1.2.2 RAID2.0+
传统RAID的存储系统中RAID组的成员盘是固定的几个物理盘，用户使用的LUN/FS从
某一个RAID组中划分。由于系统中每个LUN/FS的访问频度不同，这就导致系统中一部
分RAID组中的硬盘异常繁忙，形成“热点”，而其它RAID组的硬盘即使空闲，也无能
为力。另外，硬盘如果长期工作，它的故障率就会明显升高，结果快速故障。因此，
传统RAID存储系统中的“热点”硬盘，时刻面临负载不均和部分盘着“过劳死”的风
险。

OceanStor Dorado将每个SSD盘切分成固定大小的Chunk（简称CK，大小为4MB），
将所有盘上Chunk按RAID冗余组成Chunk组，形成RAID2.0+，相对于传统RAID机制，
RAID2.0+具备如下优势：

● 业务负载均衡，避免热点。数据打散到资源池内所有硬盘上，没有热点，硬盘负
荷平均，避免个别盘因为承担更多的写操作而提前达到寿命的上限。

● 快速重构，缩小风险窗口。当硬盘故障时，故障盘上的有效数据会被重构到资源
池内除故障盘外的所有盘上，实现了多对多的重构，速度快，大幅缩短数据处于
非冗余状态的时间。

● 全盘参与重构。资源池内所有硬盘都会参与重构，每个盘的重构负载很低，重构
过程对上层应用无影响。

8.1.2.2.1 盘级冗余 RAID

盘级冗余以盘为单位进行RAID成员选盘，满足RAID2.0+，均衡随机选盘，每个Chunk
组，在每个盘上 多选1个Chunk，能保证冗余内盘数故障后数据不丢失，比如4个硬
盘框，每硬盘框25硬盘，共100块硬盘，RAID6能保证任意坏2块盘业务不中断。如需
要容错硬盘框整框故障场景，需要配置框级冗余RAID模式。

8.1.2.2.2 框级冗余 RAID

框级冗余在满足盘级冗余的前提下，考虑硬盘和硬盘框的归属关系。每次组建Chunk
组时从每个硬盘框内 多选2块盘的chunk 组成Chunk组，Chunk组的Chunk数量由硬
盘框的数量决定。RAID6冗余盘数为2，因此框故障后，每个Chunk组只丢失2份数
据，未超出Chunk组的冗余数量，业务不中断。Chunk和Chunk组分布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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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有4个框，每个框3盘的配置为例，相同颜色的Chunk 组成1个Chunk组。

本产品实现的框级冗余RAID，采用专利选盘算法，具有以下优点

1）继承RAID2.0+优点，满足业务负载均衡、快速重构、全盘参与重构

2）相比传统的框级冗余RAID盘数固定、只能整RAID组扩容的限制，OceanStor
Dorado硬盘盘数可以灵活配置。可以动态扩盘

3）相比传统的框级冗余RAID出现单盘故障后，系统失去框级故障冗余能力，
OceanStor Dorado可以在单盘故障重构完成后（无需更换故障盘）仍保持框级冗余能
力，支持随意一个硬盘框故障。

4）配置RAID-TP可以支持1个硬盘框故障和其他剩余硬盘框中的任意1个硬盘同时故
障，业务不中断

5）框故障后可以把故障硬盘框的硬盘，插到新硬盘框或其他硬盘框免重构恢复数据

6）框故障恢复后，自动恢复框级冗余，专利选盘算法保证框级恢复搬移数据量少，冗
余恢复时间短

7）可以和跨引擎的硬盘一起组Chunk组，容量利用率高

8.1.2.3 缩列重构

当硬盘域因为连续盘故障，盘更换等原因导致可用成员盘数小于RAID成员盘数时，将
导致原有的重构无法进行，用户数据冗余无法保证。为了应对上述问题，OceanStor
Dorado重构采用动态RAID重构（缩列重构）。即存储池总的可用硬盘小于RAID成员
盘数，缩列重构时保持M（校验列）不变，减少N（数据列）的方式进行重构，重构前
后RAID校验列数不变，数据列数变少。缩列重构完成后，RAID组成员盘数减少，但是
RAID冗余级别不变。

故障盘更换完成后，系统会根据存储池内的可用硬盘数，增加N（数据列），新写数据
就会采用新的RAID方式，故障期间写的数据也会逐渐转换为新的RAID方式。

说明

缩列重构会导致系统的总可用容量降低，当出现多盘故障时请务必及时处理盘故障并关注存储池
使用利用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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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I/O 路径数据可靠性保证
数据在存储系统内部传输时，会经过了多个部件、多种传输通道和复杂的软件处理，
其中任意一个错误都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如果这种错误无法被立即检测出来，就可
能将这些错误的数据写入到持久化的盘、内部计算或是将错误的数据返回给主机，造
成业务异常。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OceanStor Dorado通过端到端PI功能保证传输路径数据错误（数
据块内部跳变）能被检测出来并纠错。通过矩阵校验功能保证数据整体跳变（整块数
据被老数据或其它数据覆盖）也能被检测出来。通过上述措施，保证I/O路径数据可靠
性。

8.1.3.1 端到端 PI
OceanStor Dorado通过支持ANSI T10 PI（Protection Information）来保证存储系统
内部的数据完整性保护。当数据从主机下发到达阵列后，阵列会在收到数据后，首先
对每512个字节插入8字节的PI，然后再做内部处理。

数据在达到盘以后，盘本身会对数据进行PI校验，保证数据在从前端接收（插入PI）到
下盘这段时间出现跳变或改写能被校验出来。如下所示：绿色的点表示对数据插入
PI，蓝色的点表示对512字节的数据计算PI并与存储的8字节的PI比对，识别数据是否出
现错误。

图 8-4 端到端 PI

当主机读取数据时，为了防止盘上数据跳变，盘在读取数据后会对数据进行校验，一
旦出错会通知上层控制器软件通过RAID冗余恢复跳变前的数据。为了防止数据在盘-阵
列前端返回之间路径出现问题，会在向主机返回前再次校验数据是否跳变，一旦出现
问题会降级读（通过RAID的其它成员盘计算出错误盘上的数据）恢复故障数据，从而
端到端保证了阵列前端到后端数据可靠性。

8.1.3.2 矩阵校验

盘本身内部结构复杂或是读盘路径较长（经历多个硬件部件），极有可能出现硬件内
部软件原因导致漏写(新数据未写到盘却返回成功，盘上为老数据)，整体读偏（读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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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却返回了B数据）或写偏（本该写入A地址的数据写到了B地址）的情况发生。一
旦出现此类错误，通过数据本身的PI校验必然通过，如果继续使用，则可能导致向主
机返回错误的数据(如老数据)。

图 8-5 父子校验

为了应对盘可能出现的漏写，读偏，写偏，OceanStor Dorado提供了矩阵校验。如上
图所示：每个数据是由512字节的数据和8字节PI构成，其中PI内的2个字节作为CRC检
验，横向保证512数据的可靠性（保护点1）。我们将16个用户数据PI区中的CRC提取
出来，计算CRC形成checksum，然后存储在其归属的元数据节点中。一旦单个或多个
数据(512+8)出现整体偏移，因为其PI区也产生变化，会导致16个数据计算的
checksum也发生变化，这样就和其元数据中存储的checksum不一致。纵向保证了数
据的可靠性。系统检测到数据损坏后，通过RAID冗余恢复故障数据，形成矩阵校验。

8.2 业务可用性设计
在主机访问阵列的整个路径，存储阵列提供了多重冗余保护能力。即在I/O经过的接口
模块或链路（1）；控制板（2）；存储介质（3）出现单点故障，都能通过冗余部件和
和容错措施保证业务不中断；在配置双活场景，即使单阵列故障（4），对端阵列也能
接管业务，主机业务不中断。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8 系统可靠性设计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9



图 8-6 系统多冗余设计（高端）

8.2.1 接口模块/链路冗余保护
OceanStor Dorado是一个全冗余的存储系统。对接主机的前端，连接硬盘的后端，以
及控制器之间的通讯，均有链路/接口模块冗余保护。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
列每张前端共享接口模块与控制框内的每个控制器连接，针对FC协议，通过前端共享
卡与主机建立连接，当控制器故障或是更换时，由于主机或前端共享卡连接未中断，
因此不会导致重新建连。待剩下的控制器接管业务后，共享卡将重试或是新的I/O下发
到接管控制器，保证业务连续性。

8.2.2 控制器冗余保护
OceanStor Dorado为存储的关键部件控制器提供了高冗余的可靠性保证。典型场景
下，缓存数据除在当前控制器存在外，还会选择另外一个控制器作为其副本，确保单
控制器故障时，业务能切换到冗余的缓存副本归属控制器，保证业务连续性。华为
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支持持续镜像和多冗余副本功能。即在出现控制器逐个故
障或是同时（2控）故障时，也能保证数据不丢失，业务不中断。在支持双控制框（8
控）场景，可以确保持续故障7个控制器或单个控制框故障，业务不中断能力。

8.2.2.1 持续镜像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提供了持续镜像功能。举例：A控故障，B控的缓存数
据选择C控或者D控做缓存镜像；当控制器D再故障，选择B控和C控做缓存镜像，提供
了4坏3的业务高可用能力。在配合双控制框， 大可支持8坏7的业务可用能力。这样
的设计保证了即使单控制器故障，客户未及时更换，再次出现控制器故障，也不会导
致数据丢失和业务中断， 大限度的保证了业务连续性。

当单控故障，其承载的业务快速切换到镜像控制器，剩余的控制器重新建立数据的镜
像关系。业务请求可以保持回写(不透写)，保障了系统性能，同时数据镜像冗余保障
了系统的数据可靠性和业务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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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 多控/框间镜像

华为OceanStor Dorado高端系列支持缓存数据的三副本功能，在两个控制器同时故障
时能保证缓存数据不丢失。当阵列只存在单个控制框（4控）时，每个节点会选择另外
两个控制器作为数据副本和接管对象。当双控同时故障，剩下的副本/接管控制器会接
管故障节点的业务，保证了控制框的高可用。

当阵列存在两个及以上控制框（单框4控）时，每个节点除在当前控制框选择一份数据
副本和接管关系外，还会选择除当前控制框外的其它控制器作为第三副本/接管对象，
因此即使单控制框掉电或故障，剩下控制框的控制器也会接管故障控制器框的业务，
保证业务连续性（内双活）。

8.2.3 存储介质冗余保护
OceanStor Dorado除了保证单盘本身的高可靠性之外，还利用多盘冗余能力保证单盘
故障损坏后的业务可用能力。即通过算法及时发现单盘故障或是亚健康，及时隔离，
避免长期影响业务，然后再利用冗余技术恢复故障盘数据，持续对外提供业务能力。

8.2.3.1 盘故障快速隔离

OceanStor Dorado在盘正常运行过程中，会监测在位/复位信号，当盘因为更换拨出/
故障时，软件感知后能快速响应此事件，将不在位/故障的盘进行隔离，新的I/O在其
它盘触发写入，读I/O则通过降级读后向主机返回。

另外，经过长时间的不间断工作，硬盘会出现部分器件老化、颗粒失效等，此时硬盘
响应I/O的速度比较慢，并可能影响到业务。这时响应慢的硬盘会被快速检测并隔离，
避免对业务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OceanStor Dorado的慢盘快速检测与隔离基于聚类算法，对硬盘类型、接口类型、所
属硬盘域进行类的划分，按类统计硬盘I/O的平均服务时间，并建立模型进行横向比
较，在较短周期内检测出慢盘并从业务中隔离，减少慢盘影响主机业务时间。

8.2.3.2 多盘冗余

OceanStor Dorado支持如下方式配置RAID。客户可以通过以下配置，支持不同数量盘
故障后的业务连续性。当前系统 大可支持存储池内任意3块硬盘同时故障，数据不丢
失，业务不中断能力。

● RAID 5采用EC-1算法，每个校验条带生成1个校验数据，支持同时坏1盘；

● RAID 6采用EC-2算法，每个校验条带生成2个校验数据，支持同时坏2盘；

● RAID-TP采用EC-3算法，每个校验条带生成3个校验数据，支持同时坏3盘。

8.2.4 阵列故障冗余保护
OceanStor Dorado除了提供阵内的高可靠性业务可用保护能力外，还提供了阵列级
（站点）的保护能力-双活，确保在出现地震，火灾，断电等灾难出现后，业务也能持
续运行。

HyperMetro是OceanStor Dorado实现的阵列级的Active/Active双活技术，部署双活的
两套存储系统可以放在同一个机房、同一个城市或者相距300公里的两地，支持FC或
者IP部署。

HyperMetro实现了LUN /FS 一体化Active/Active双活，来自两套存储阵列的两个
LUN/FS数据实时同步，且都能提供主机读写访问。当任何一端阵列整体故障的情况下
主机将切换访问路径到正常的一端继续业务访问；当阵列间链路故障时只有一端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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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主机读写访问，具体由那端提供服务将取决于仲裁的结果。仲裁服务器部署在第
三地，用于两套存储阵列之间链路中断时，仲裁由哪边的存储继续提供业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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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性能设计

OceanStor Dorado通过全新的硬件设计，以及从主机多路径软件、前端网络、CPU、
后端网络等全I/O路径的优化，为客户提供极致的高IOPS和低时延。表9-1按照从主机
到SSD盘的I/O下发的全流程，针对当前的问题和痛点，来阐述整个产品的关键性能的
设计。

表 9-1 OceanStor Dorado 关键性能设计

I/O全
流程

面临的挑战 关键设计 性能设计原理简述

主机选
路

SAN：读写请
求下发到控制
器后，再转发
一次会增加
CPU开销和增
大时延

全局负载均衡 多路径软件（UltraPath）的选路
从单纯的负载均衡模式，优化为
多路径软件与控制器协商，把I/O
下发到 终处理该I/O的控制器，
从而做到全局负载均衡

NAS：客户端
选择服务IP建
立访问路径，
容易选择同一
个IP使得IP所
在网卡的性能
成为瓶颈

DNS服务IP动态均衡 设备内嵌DNS服务能力，支持不
同的IP均衡策略，满足不同业务模
型下的服务IP的分配策略达成业务
均衡

前端 原生ETH协议
层次多，时延
大

华为深度优化的TOE
技术（DTOE，
Direct TCP offload
engine ）

● I/O绕过内核态，减少跨态开销

● 协议硬件卸载，减少CPU参与

减少系统调度
时延

FC、iSCSI、NFS、
SMB、交换网络驱
动轮询调度

● 通过工作线程对周期性的轮询
接口模块的接收队列，减少了
有请求时候再唤醒工作线程带
来的时延；

● 支持前端、镜像和后端网络负
载均衡，充分利用CPU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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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全
流程

面临的挑战 关键设计 性能设计原理简述

控制器 如何发挥多
CPU多核的计
算能力

智能众核技术 ● CPU间按CPU分组分发，减少
跨CPU调度的时延

● CPU内按服务区分进行分区设
计，减少服务相互干扰

● 服务分区内无锁设计，减少锁
冲突

不同场景情况
下CPU分组间
的负载不均

全局负载均衡 高密计算开销的任务在CPU内各
业务分组间实现负载均衡的任务
调度

后端 由于写放大导
致SSD寿命
短、性能低

多流技术 冷热数据分流减少盘内写惩罚

ROW满分条写 ROW满分条写入的设计降低随机
写的写放大

SSD后台擦
除、写操作影
响前台读时延

SSD读优先 SSD软硬件结合存储设计，提升盘
内读I/O优先级，降低读盘时延

故障场景系统
性能下降（比
如SSD故障）

智能盘框 使用智能硬盘框，从控制器上卸
载SSD重构的开销，保证故障场
景，系统性能影响小

 

9.1 前端网络优化

9.2 CPU计算优化

9.3 后端网络优化

9.1 前端网络优化
前端网络优化主要是优化应用程序与存储器之间的时延，包括：在服务器侧的多路径
选路算法优化、针对iSCSI场景的协议卸载优化、以及针对通用场景的调度优化。

协议卸载

网卡（iSCSI）的性能瓶颈主要在冗长的I/O路径，其中TCP/IP的开销异常大，华为通过
深度优化的用户态iSCSI协议栈和网卡TOE直通对TCP/IP进行卸载，如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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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DTOE 技术

传统网卡，控制器处理的网络协议栈层次深，处理每个数据包都要触发一次中断，
CPU资源开销严重。

TOE技术，网卡对TCP/IP协议层进行卸载，每个应用程序完成一次完整的数据处理才
触发一次中断，显著减轻中断开销；但是在这种优化情况下还有部分驱动等运行在内
核态，存在用户态和内核态的系统调用、线程切换等开销带来额外的时延。

OceanStor Dorado的DTOE技术，将iSCSI/NAS协议TCP数据路径卸载到网卡，传输层
的处理包括DIF校验功能卸载到网卡微码里，彻底消除了CPU开销；同时，系统中的工
作线程，采用的轮询的方式，周期性去检查接口模块的接收队列，有请求就立即处
理。减少了请求来了以后，再去唤醒工作线程带来的时延开销。

9.2 CPU 计算优化

智能众核技术

OceanStor Dorado采用高性能处理器，在同一个控制器内集成了业界 多的CPU个数
和CPU核数。以华为OceanStor Dorado 18800 V6为例，每个控制器4颗高性能处理
器，单控高达192核。

对称多处理器系统（SMP）下， 大的挑战是系统性能能够随CPU数量增加线性增
长。SMP系统有2个关键问题点：

1. CPU越多，CPU间通信的开销越大，跨CPU访问内存频率越高；

2. 核数越多，程序互斥产生的冲突概率越高冲突处理时间越长。，

针对上述问题OceanStor Dorado采用智能众核技术，实现了性能随CPU数量的增长而
近线性增长，其中关键优化技术点包括：

1. 多CPU间通过CPU分组分发技术、每个I/O从多路径入口到后端盘框始终在1个CPU
内调度，同时内存分配也保持在当前内存通道上进行， 大程度减少了CPU间通
信的开销。

2. CPU分组内按服务属性进行分组，前端、后端和节点互联网络分别在一个CPU核
组内亲和调度，同一任务处理I/O栈只在CPU核组内调度，有效控制冲突影响域和
冲突处理开销，并提升的调度效率加快I/O栈的处理流水效率。

动态负载均衡

传统的CPU分组技术能解决各个业务的冲突域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不同的场景下各个
CPU分组间资源利用不均衡的问题。Oceanstor Dorado的动态负载均衡技术根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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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开销不同差异化定义调度策略，使得任务在CPU内各核分组间实现负载均衡，
将高密计算的任务与普通密度计算任务区分开来，作为各分组间负载均衡的调度单
元，防止任务间调度相互干扰有效提升任务执行流水效率。

9.3 后端网络优化

多流技术

OceanStor Dorado采用多流技术，通过SSD驱动和控制器软件配合，通过系统的数据
集视图有效区分数据的变更热度并将不同热度数据区分block进行存储布局。比如：系
统产生的元数据（热数据）以及用户数据（温数据）存放在不同的Block中，从而增加
Block中数据同时无效的概率，达到减少GC过程中搬移有效数据的数据量，提升SSD盘
访问性能，延长寿命。

ROW 满分条写

OceanStor Dorado采用ROW满分条写入的设计，ROW满分条写对所有写入数据（含
新写和修改写）都采用满分条新写模式。这样不需要因为传统RAID写流程所需的数据
读和校验修改写而产生RAID写惩罚的写数据量放大和多块同时修改一致性风险，有效
降低了写入过程阵列控制器的CPU开销与对SSD盘的读写压力，并简化写操作过程中的
处理逻辑提升系统容错能力。相比传统的RAID覆盖写（Write In Place）的方式，
ROW满分条写方式在随机写场景会带来更高的性能和容错处理的效率。

SSD 读优先

OceanStor Dorado采用 新一代SSD盘，盘上读时延相比上一代平均下降>50us。通
常盘内部的闪存介质（颗粒）有三种操作：读、写、擦除，一般擦除时延在5~15ms，
写时延在2~4ms，而读操作通常在几十到一百us。当闪存颗粒正在进行写或擦除操作
时，读就必须等待相关操作完成后才能进行，这会导致读时延抖动很大。通过读优先
技术，正在擦除或写时，如果识别到有高优先级的读请求，则取消当前操作优先处理
读。通过此关键技术手段消除了盘上读的大时延。

智能盘框

在当前的存储系统中，包括重构、盘框事件处理等与I/O共用CPU和内存，在当发生重
构及异常事件时会带来CPU和内存的开销，影响I/O性能；

OceanStor Dorado的智能SSD硬盘框，SSD硬盘框内有CPU和内存资源，能够对任务
进行卸载（比如盘故障重构），减轻控制器的负载。智能SSD硬盘框的重构读数据的命
令分发到智能SSD硬盘框中，智能SSD硬盘框在本地读数据，并用这些数据计算校验数
据后，只需要将校验数据传输到控制器，通过这种方法减少对控制器的消耗，减小重
构对应用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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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统可服务性设计

本章首先描述OceanStor Dorado的系统管理，通过各种接口对存储系统进行管理（包
括DeviceManger、CLI、Restful API、SNMP、SMIS等）；然后描述升级过程主机透
明的升级方式； 后描述通过FlashEver进行设备生命周期管理。

10.1 系统管理

10.2 升级过程主机透明（NDU）

10.3 设备生命周期管理

10.1 系统管理
OceanStor Dorado提供设备管理接口和北向集成管理接口。设备管理包括：图形界面
管理DeviceManager和命令行界面CLI；北向接口以Restful为主，支持SNMP、配套评
估工具以及一系列的第三方网管系统插件，详细参考产品的兼容性网站（http://
support-open.huawei.com/ready/pages/user/compatibility/support-
matrix.jsf）。

10.1.1 DeviceManager
DeviceManager是OceanStor Dorado内置的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管理工
具，基于HTML5实现，用户使用普通浏览器直接访问 https://存储管理IP:8088/ 即可
使用。通过DeviceManager，可以完成几乎所有需要的配置和管理动作。下图是
DeviceManager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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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DeviceManager 登录页面

DeviceManager支持的管理功能包括：

● 存储空间管理：包括存储池管理、LUN管理、LUN及主机间的映射。

● 数据保护管理：使用快照、克隆、备份、复制、双活等，完成LUN数据的保护。

● 配置任务：为复杂配置操作提供后台任务，用于跟踪配置流程的详细执行步骤。

● 故障管理：包括存储设备与存储上各类管理单元的状态监控、故障报警、故障修
复建议与修复向导。

● 性能及容量管理：支持实时的性能及容量监控、历史性能及容量数据采集与查
看、性能数据关联分析等。

● 安全管理：支持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权限管理、证书管理、密钥管理等。

DeviceManager使用全新的UI设计，提供简洁的交互界面，用户完成配置任务仅需少
量的操作，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10.1.1.1 存储空间管理

10.1.1.1.1 灵活的存储池管理

OceanStor Dorado通过存储池的方式管理存储空间，一个存储池可以由多个SSD构
成，并划分为多个LUN供主机使用。用户可以选择只使用一个存储池管理所有空间，
也可以选择划分多个存储池：

● 整个存储系统只使用一个存储池

简单的划分方式，用户可以不用手动创建存储池，仅需要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
选择将所有盘创建为唯一的存储池即可。

● 划分多个存储池隔离不同应用

如果用户希望通过多个存储池管理空间，隔离不同应用的故障域等，可以在任何
时候手动创建存储池，创建方式有两种。仅指定用于创建存储池的盘个数，系统
自动挑选符合要求的盘创建存储池，或者手动选择特定的盘创建。

10.1.1.1.2 LUN 与主机映射

为了方便的管理LUN，并提供给主机使用，OceanStor Dorado定义了以下几类管理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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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用途

LUN 一个存储卷，可以被主机访问。

LUN组 多个LUN构成的组，如果一个应用的数据由多个LUN组成，可以
将这多个LUN建成LUN组，对这个LUN组的操作相当于同时操作
LUN组中所有的LUN。

主机 用于表示一个可以访问存储系统的主机（可以是一台物理主机，
也可以是一个虚拟机）。

主机组 多个主机构成的组，如果一个应用将会部署到多个主机构成的集
群上，这些主机会同时访问这个应用的数据卷，那么可以将这多
个主机创建成一个主机组。

 

DeviceManager提供多种简单且灵活的机制，无论用户的应用是简单还是复杂，都有
合适的映射方案供用户选择：

● LUN组与主机组映射

如果用户的应用需要多个LUN，同时应用部署到多个主机构成的集群上，建议通
过LUN组管理多个LUN，并通过主机组管理多个主机，并建立LUN组与主机组的
映射。

● LUN组与主机映射

如果用户的应用有多个LUN，而应用只部署在一台主机上，则建议通过LUN组来
管理多个LUN，并建立LUN组与主机的映射。

● LUN与主机映射

如果用户的应用只使用单个LUN，应用只部署在一台主机上，或者用户不习惯使
用组来管理LUN，也可以选择直接将LUN与主机建立映射。

10.1.1.1.3 主机自动发现

对于主机的管理，用户除了可以手动使用WWN或IQN新建主机以外，在安装华为多路
径软件UltraPath条件下，我们还提供主机自动扫描与自动创建功能。

如下图示意，用户将主机与存储设备之间的物理网络连接建立好以后，可以在主机管
理界面，选择扫描主机，系统会扫描所有连接到存储设备上的主机，识别他们的WWN
或IQN，并自动创建成主机，如果一个主机有多个WWN或IQN，系统也能自动识别并
配置到同一个主机上。

当用户的主机较多时，管理它们的WWN或IQN是一件很费时的事情，主机自动发现功
能可以简化用户这方面的工作。关于主机自动发现的具体操作要求与环境要求，可以
参考OceanStor Dorado提供的联机帮助。

图 10-2 主机自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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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4 开箱快速配置向导

OceanStor Dorado 提供了完整场景的初始化配置向导，简化客户服务人员的开箱到使
用的配置成本。按照配置的逻辑顺序，包括：

● 设备基本信息、License、时间、DNS、告警通知等基本信息。

● 创建存储池

OceanStor Dorado通过存储池的方式管理存储空间，一个存储池可以由多个SSD
构成，并划分为多个LUN供主机使用。用户可以选择只使用一个存储池管理所有
空间，也可以选择划分多个存储池：

– 整个存储系统只使用一个存储池

简单的划分方式，用户可以不用手动创建存储池，仅需要在系统初始化的
时候选择将所有盘创建为唯一的存储池即可。

– 划分多个存储池隔离不同应用

如果用户希望通过多个存储池管理空间，隔离不同应用的故障域等，可以在
任何时候手动创建存储池，创建方式有两种。仅指定用于创建存储池的盘个
数，系统自动挑选符合要求的盘创建存储池，或者手动选择特定的盘创建。

● 资源分配

打通业务网络，利用华为多路径做主机自动发现、配置NAS域认证等，并提供业
务发放的跳转链接。整个流程全打通，减少用户的学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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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5 基于已有对象快速发放 NAS 资源

● 模板创建文件系统

使用选中的文件系统自动填除名称外的参数。

● 模板创建共享

使用选中的共享自动填所有参数。

10.1.1.2 数据保护管理

10.1.1.2.1 基于保护组的批量数据保护

如果一个应用有多个LUN，则对应用进行数据保护时，实际上是要求对这多个LUN同
时提供数据保护，而且要维护它们之间的数据一致性，OceanStor Dorado通过引入保
护组（ProtectionGroup），支持按组的方式对一个应用的多个LUN进行批量数据保
护。

保护组：由多个LUN构成，对一个保护组进行保护操作（如打快照），相当于对组内
所有LUN进行保护，而且保证LUN数据的一致性。支持使用保护组进行批量LUN数据
保护的特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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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保护组的批量快照

对保护组创建快照，将会为每个LUN创建一个快照，并自动创建快照一致性组，
并且将这些快照加入这个快照一致性组。

● 基于保护组的批量克隆

对保护组克隆，会自动创建克隆一致性组，为每个LUN创建克隆，并将这些克隆
LUN加入这个克隆一致性组。

● 基于保护组的批量远程复制

对保护组进行复制，会自动创建复制一致性组，为每个LUN建立复制Pair关系，并
将这些复制Pair加入这个远程复制一致性组。

● 基于保护组的批量双活：

对保护组进行双活配置，会自动创建双活一致性组，为每个LUN建立双活Pair关
系，并将这些双活Pair加入这个双活一致性组。

通过保护组，用户可以像保护一个独立的LUN一样，为一个应用的多个LUN配置各类
保护，不需要额外的针对多个LUN分别操作，管理一批LUN就像管理一个LUN一样方
便，而且是天然保证数据一致性的。

10.1.1.2.2 LUN 组与保护组灵活的使用

如上所述，OceanStor Dorado引入了LUN组、保护组来批量管理应用的卷，它们的使
用场景如下表：

组 应用场景 与应用的关系

LUN组 映射 ● 管理一个应用的所有卷

● 管理一个主机的所有卷（多个应
用）

保护组 快照、克隆、复制、双活 管理一个应用的所有卷

 

● 只用LUN组管理一个应用的多个LUN
这是 推荐的方式，直接使用LUN组来管理应用的多个LUN，使用基于LUN组的
映射，并使用LUN组进行数据保护。

这种管理模型 简单，系统会自动为这个LUN组创建一个唯一的保护组，并基于
这个保护组实现各类数据保护。

通过这种方式，用户管理一个应用的多个LUN将不会有额外的操作负担，就好像
这个应用只有一个LUN那么方便。

● 用LUN组管理主机的多个卷、用保护组管理应用的多个卷

这种方式通常用于LUN组管理的多个LUN并不是归属于同一个应用，而是归属于
多个应用，只是这多个应用部署在同一个主机或主机组上。

此时，直接将LUN组创建为保护组并不合适，因为不同应用的数据卷并不需要同
时保护。这种情况下，支持选择LUN组中特定的多个LUN创建保护组，再对这个
保护组执行各种保护操作。

● 单独使用LUN组、或单独使用保护组

有些用户并未启用数据保护特性，那么可以只使用LUN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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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户没有使用LUN组进行映射的习惯，那么可以不使用LUN组，但是仍然
可以使用保护组对应用的多个LUN进行一致性保护。

10.1.1.2.3 对 LUN 组或保护组扩容

应用使用过程中面临空间不足，需要增加一个或多个LUN，如果使用了LUN组或保护
组管理应用的多个LUN，则在扩容的同时，DeviceManager会自动为新扩容LUN配置
好与LUN组相同的映射以及与保护组相同的保护配置。

● 扩容时自动配置映射

将新建的一个或多个LUN加入LUN组，新加入的LUN将自动共享此LUN组的映
射，所有可以访问此LUN组的主机都可以访问这些新LUN。

● 扩容时自动配置数据保护

将新建的一个或多个LUN加入LUN组，如果这个LUN组已经加入了一个保护组，
则系统会自动追加保护组已有的保护配置，比如，自动为新LUN创建克隆、复制
Pair、双活Pair，并加入相应的一致性组。

将新建的一个或多个LUN加入已经存在的保护组，系统也会自动为新LUN追加保
护组已有的保护配置。

类似的，从LUN组或保护组里移除一个或多个LUN，这些LUN也会自动被解除映
射关系，并从一致性组内退出（LUN已经创建的复制Pair、双活Pair会被保留，用
户可以手动清理）。

10.1.1.2.4 跨设备数据保护单侧配置

当使用跨设备之间的数据保护（如复制、双活）时，如下图，需要将位于上海的站点1
上的保护组（包含LUN1和LUN2）复制到位于北京的站点2上，用户只需要在站点1上
完成所有操作，无需登录站点2。

图 10-3 跨设备单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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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使用了保护组来管理一个应用的所有LUN，并且基于保护组来配置跨设备的保
护，那么无论保护组内有多少个LUN，系统都会自动为它们创建好所有的目标卷，建
立保护Pair，并建立一致性组。目前，DeviceManager支持以下跨设备的简化操作：

● 远程复制单侧配置

选择将一个保护组复制到远端设备，那么DeviceManager会自动完成以下操作：

a. 在目标设备上创建目标保护组。

b. 并自动创建所有LUN的目标LUN。
c. 对每个LUN与目标LUN之间建立复制Pair。
d. 建立复制一致性组。

e. 将这些复制Pair加入复制一致性组。

● 双活单侧配置

选择对一个保护组进行双活保护，DeviceManager会自动完成以下操作：

a. 在目标设备上创建目标保护组。

b. 自动创建所有LUN的目标LUN。
c. 对每个LUN与目标LUN之间建立双活Pair。
d. 建立双活一致性组。

e. 将双活Pair加入双活一致性组。

● 3DC单侧配置

选择对一个保护组进行3DC保护，DeviceManager会自动完成以下操作：

a. 在两个目标设备上分别创建目标保护组。

b. 在两个目标设备上分别自动创建所有LUN的目标LUN。
c. 分别对每个LUN与目标LUN之间建立双活或复制Pair，形成环形。

d. 分别创建3个一致性组，形成环形。

e. 将复制或双活Pair加入相应的一致性组。

DeviceManager使用设备间的数据链路传递所有管理命令，如图10-3所示，这意味
着，你不需要额外的配置任何网络设施，即可以使用以上的特性，这大大方便了客户
使用这个特性时网络的配置难度。

当然，出于安全考虑，需要获得目标设备的授权，在主设备上需要输入目标设备的用
户名与密码。

10.1.1.3 配置任务

DeviceManager会自动为复杂配置操作启动后台配置任务，用户提交配置操作后，任
务自动生成并在存储后台执行，这样用户不用等待任务的执行，可以进行同步进行其
他操作。

上文提到的基于LUN组的映射、基于保护组的保护、跨设备保护配置操作等，都使用
了后台配置任务机制，比如保护组中有数百个LUN，为这些LUN创建完保护需要较长
的时间及数百次操作，通过后台任务机制，可以大大节省用户等待配置完成的时间。

● 任务步骤及任务进度

一个复杂任务往往包含多个可执行步骤，可以通过DeviceManager实时查看任务
执行到哪个步骤，也可以查看任务整体执行进度（%）。

● 任务支持纯后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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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交一个配置任务后，任务就在后台执行，用户无需等待任务完成，可以关闭
DeviceManager页面，任务会在后台自动完成。用户也可以提交多个不同的配置
任务，只要这些任务依赖的资源不互相冲突，任务就会自动在后台按照提交顺序
挨个执行。

● 任务断点继续

如果任务执行过程中，碰到系统断电等意外中断场景，当系统重新拉起，任务会
在中断点继续执行，保证 终完成所有配置步骤。

● 失败任务手动重试

如果任务的某个步骤执行过程碰到异常无法继续执行，任务会自动中断，并提示
用户任务中断的原因，比如创建LUN时存储空间不足导致无法继续执行。如果用
户可以手动排除任务中断的故障，那么在排查故障以后，用户可以手动重启任
务，重启后任务会从失败点继续往下执行。

10.1.1.4 故障管理

10.1.1.4.1 硬件设备状态监控

提供直观的、所见即所得的设备硬件视图，通过不同颜色的示意，方便用户监控存储
硬件状态。如图10-4所示，对硬件组件状态进行了汇总统计。

图 10-4 资产清单管理界面

用户可以进一步导航浏览具体的设备框及其上面的硬件组件，通过设备硬件视图直观
查看设备框。通过硬件视图，用户可以监控每一个硬件组件的实时状态，获知具体硬
件组件（端口、硬盘等）的具体物理位置，方便用户进行硬件维护。

支持实时显示健康状态的硬件组件包括：硬盘、端口、接口卡、风扇、电源、BBU、
控制器、硬盘框等组件。除了实时的健康状态，硬盘、端口等组件也支持性能监控，
具体的性能监控能力，参见10.1.1.5 性能及容量管理。

10.1.1.4.2 告警与事件监控

提供实时的系统故障监控，系统发生故障后，会实时推送到DeviceManager主页面，
如图10-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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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告警通知提示

同时提供专门的管理页面，方便用户查看所有告警信息或事件信息，用户可以根据故
障修复建议，修复故障。

系统产生的告警，除了可以直接通过DeviceManager查看外，也支持通过syslog、邮
件、手机短信（需要选用特定的短信猫）等方式实时通知到用户。

● 支持用户配置邮件接收地址，可以同时配置一批接收邮箱，这些邮件会同时接收
到告警通知。

● 支持用户配置告警接收的手机号，可以同时配置一批手机号，这些手机号会同时
接收到告警通知。

10.1.1.5 性能及容量管理

性能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功能是用于设备日常维护的必要功能，由于性能数据量非常
大，并且分析数据需要消耗很多系统资源，以往这类特性都是需要额外使用一个服务
器，安装特定的性能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才可以使用，这造成了不必要的复杂性。

OceanStor Dorado在设备内直接内置了性能数据与容量数据采集与分析组件，用户不
需要额外的服务器安装软件即可使用。而且组件经过特别设计，对存储系统的资源消
耗降到了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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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1 内置性能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

OceanStor Dorado无需额外安装特定的性能采集软件，系统内置性能分析组件，开箱
即用。系统支持 长3年以内的历史性能和容量数据采集、保存与查看。用户也可以自
己配置性能数据保存时长。支持对多种特定对象进行性能采集与分析，如：控制器，
端口，硬盘，主机，主机组，lun，lun组，远程复制，复制链路等。每种对象支持监
控多个性能指标，如带宽，IOPS，平均I/O响应时间，利用率等。

支持将不同类型的对象和指标在一个视图展示，便于用户分析性能问题。支持根据指
标进行top和bottom对象分析，用户可快速找到业务压力大的对象，指导用户对业务
进行调优。下图是一个性能监控示意图，详细的监控对象、监控指标及性能分析功
能，参见联机帮助。

10.1.1.5.2 独立的数据存储空间

为了存储收集到的性能数据与容量数据，需要划分一个专门的存储空间存放数据，
DeviceManager提供专门的配置页面，让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数据存放的存储池；

也可以定制数据存储时间， 长支持设定存放3年的性能数据，DeviceManager会根据
选择，自动计算需要的存储空间，并在用户选择的存储池上划分相应的存储空间。

10.1.1.5.3 支持容量预测

支持系统和存储池容量预测，支持未来一年的容量利用率预测。用户可根据容量预测
结果提前制定出更好的资源使用计划，根据预测情况进行资源的调度，详见10.1.1.6.3
容量预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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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4 支持性能阈值告警

支持对控制器、端口、LUN、复制等对象配置阈值告警，告警的阈值、震荡周期和告
警级别都支持自定义配置；

由于不同的存储资源所承载的业务类型存在差异，通用的阈值告警可能无法满足需
求；性能管理支持对特定监控对象设置例外阈值规则，保证阈值告警的精准性。

10.1.1.5.5 支持定时报表

支持定时生成特定对象的性能/容量报表，用户可定期掌握存储设备的性能状况和容量
使用情况。

支持按天、按周、或按月生成报表，可以设定生成报表的具体时间，可以设定报表生
效的时间段，以及报表保存期限。可以选择报表文件格式，当前支持pdf和csv两种格
式。

对于性能报表，用户可以自己选择需要生成报表的对象，所有可以进行性能统计的对
象都可以纳入报表，可以选择报表需要展示的性能指标。对于容量报表，可以统计整
系统、存储池的容量。

用户可以创建多个报表任务，每个报表任务都可以配置自己的参数，系统会按照任务
要求自动按期生成相应的报表。

10.1.1.6 AIOps 设备侧智能运维

AIOps，即Artificial Intelligent for IT Operations（智能运维），旨在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运维领域，基于历史数据（日志、KPI数据、告警等）构建智能模型，进一步解
决自动化运维过程中耗时耗力的场景。

OceanStor Dorado持续构筑存储设备内智能运维能力，相较于传统运维活动，智能技
术的加持将进一步优化用户极简运维效率、高效配置下发、故障主动感知、业务合理
安置等场景。相比于移动端智能运维工具存储系统内置的智能能力天然具备数据安全
优势，无需用户回传数据至云端，存储系统将在设备内完成智能模型的自动化训练与
推理。

10.1.1.6.1 智能 GUI
OceanStor Dorado内置“智能参数推荐”能力，用户可通过DeviceManager实现SAN
+NAS业务零参数配置下发，配置项参数推荐准确率>=85%。为打造存储运维领域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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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场景特性，OceanStor Dorado突破边缘端用户行为挖掘算法、面向推荐算法的性
能提升等关键技术，结合大数据分析及统计学习方法理论，将为客户带来越用越准的
配置体验。

10.1.1.6.2 性能异常识别

性能问题是存储管理员 为关心的故障场景之一，IOPS的突然陡降、时延的异常攀
高，将直接影响业务稳定性。OceanStor Dorado突破面向主机时延的无监督异常检测
算法和基于硬件性能KPI关联的智能根因定界定位算法，实现设备内智能模型增量学习
机制，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实验环境下异常识别准确率>90%，根因定界定位命中率
>=85%。智能技术的加持让日常运维变得更加智能，“性能专科医生”被内置设备，
变被动分析为主动预防，降低性能异常分析门槛，7*24小时为用户设备健康保驾护
航。

10.1.1.6.3 容量预测

容量是存储设备核心资产，充足的可用容量是保证业务正常运转的前提，因此，扩容
操作将是用户运维活动的关键环节之一。OceanStor Dorado存储系统通过引入时间序
列预测算法，面向存储池及阵列两大对象，构建设备内容量预测智能模型，提前预知
容量瓶颈，上限预测未来一年容量走势，为客户扩容计划提供 为直观的参考依据。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10 系统可服务性设计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9



10.1.1.6.4 性能预测

性能指标是衡量存储设备健康度的关键参考，同时也是存储管理员合理安置业务的衡
量依据。通过将时间序列预测算法内置存储系统，围绕阵列及控制器两大对象，结合
超参数自优化机制，实现设备内智能模型自动学习，为用户展示未来1周或1月的性能
走势预测，其覆盖指标包含平均时延、总IOPS、块带宽，辅助存储管理员提前预知性
能瓶颈，合理安置或迁移业务，实现设备性能的整体稳定

10.1.2 CLI
CLI是Command Line Interface的缩写，即命令行界面，允许管理员和其他系统用户执
行存储系统的管理和维护操作。CLI基于SSH协议，并且支持基于密钥的SSH访问。

10.1.3 Restful API
OceanStor Dorado的Restful API 允许基于HTTPS的接口用于系统的自动化、编制、查
询和调配。借助API，可以使用第三方应用程序来控制和完全管理阵列。因此，它使我
们可以开发灵活的管理解决方案用于OceanStor Dorado。

10.1.4 SNMP
存储系统支持通过SNMP Trap方式上报告警与事件，。

10.1.5 SMI-S
SMI-S(Storage Management Initiative Specification)是SNIA(全球网络存储工业协会)
发起并主导的一种存储标准管理接口，有众多存储厂商参与定义并实现。SMI-S接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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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存储硬件和业务配置能力，存储管理软件可以使用此接口管理存储设备，执行一些
标准的管理任务，如查看存储硬件、存储资源、告警信息等。OceanStor Dorado支持
SMI-S 1.6.1、1.6.0、1.5.0版本。

10.1.6 配套工具

OceanStor Dorado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用于售前评估（eDesigner）和售后简化交付
（SmartKit）。这些工具有效、快捷地支撑了用户部署、监控、分析、维护OceanStor
Dorado。

10.2 升级过程主机透明（NDU）
一直以来，存储系统升级都需要重启控制器，需要将业务在控制器间进行倒换来保持
业务在线，这样不仅对业务性能有很大影响，并且还需收集大量的主机信息用于评估
可能存在的升级兼容风险。主机信息收集需要获取主机账户，而且需要收集的信息繁
多，其中一部分信息还无法做到自动评估，需要人工参与，使得升级变更非常复杂。

OceanStor Dorado新提供一种无需重启控制器的升级方式。升级过程中，控制器不重
启，主机链路不切换，业务基本无影响，且升级完成后性能迅速恢复。由于升级过程
中保持存储系统与主机之间的链路不中断，也不进行链路切换，所以不需要进行主机
信息的收集，也避免了路径切换带来的兼容性风险。

组件化升级

存储系统可以分为4个层次：物理硬件、驱动固件、操作系统和存储软件，OceanStor
Dorado通过不同的方式分层次更新来实现整个系统的升级，如图10-6所示。

图 10-6 分层次升级

● 物理硬件无需升级；

● 驱动固件包括BIOS、CPLD、接口模块的FirmWare等，通过固件热升级的方式实
现更新，不需要重启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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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通过打热补丁方式实现更新；

● 存储软件都是用户态进程，通过Kill掉老的进程，再用升级后的代码重新拉起进
程，整个过程秒级完成。

通过分层次升级，以及前端链路保连接技术，实现了升级无需重启控制器，无需切换
主机链路，主机业务基本无感知。

保连接技术

在使用前端共享接口模块的场景，主机与存储系统的链路建立在主机与共享接口模块
之间。主机下发的业务请求，到达共享接口模块后，接口模块再分发到控制器上。共
享接口模块在控制内的业务进程重新拉起期间收到的主机I/O，会暂存在共享接口模块
上，待业务进程正常后再向控制器分发。由于业务进程重新拉起的时间非常短
（1-2S），就实现了主机下发的I/O不超时，主机无感知。

对不使用前端共享接口模块的场景，在业务进程拉起的过程中，通过守护进程保持控
制器与主机之间的链路（FC、ISCSI链路）不断开。由于业务进程拉起的时间非常短
（1-2S），就实现了主机下发的I/O不超时，主机无感知。

升级过程性能无损，业务影响时间短

OceanStor Dorado不涉及业务倒换，因此对主机的性能影响甚微，且2秒内性能可以
恢复到100%。升级过程，由于不涉及控制器重启、链路切换，省去了主机信息收集和
兼容性评估等复杂步骤，存储系统升级时长（从导包到 后升级成功）缩短到小于30
分钟，通常情况下10分钟即可完成。其中升级I/O处理进程仅用时10s，即业务影响时
长仅10s，保证升级对存储系统的影响 小。

10.3 设备生命周期管理
OceanStor Dorado提供设备永新（FlashEver）能力，通过跨代升级控制器、更换寿命
到期的硬盘，在不断业务、不迁移数据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升级。

10.3.1 更换控制器
该方案可实现在线安装新一代控制器，即先拆卸原控制器A使业务自动切换到另一控制
器B，安装新一代控制器A后，业务自动切换回新一代控制器A，在不影响业务的情况
下完成新一代控制器的安装，如图10-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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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OceanStor Dorado 18500, Dorado 18800 V6 设备永新服务实施方案示意图

步骤1 对多控系统，把控制器A的业务切换到其他控制器。

步骤2 拔出控制器A，换上新一代控制器。

步骤3 进行业务回切到新一代的控制器A。

步骤4 重复步骤1~步骤3，直到所有控制器升级完成。

----结束

10.3.2 更换硬盘框
在硬盘生命周期到期后，通过增加一个新的硬盘框，在主机不感知、业务不受影响的
情况下，存储系统在后台把老硬盘框中的数据迁移到新硬盘框中，实现硬盘的翻新换
代。

实施流程如图10-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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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更换硬盘框流程

步骤1 在控制框上连接一个新的硬盘框，硬盘框内的硬盘可以是各种新介质的盘，也可以是
更大容量的盘,

步骤2 存储系统内部进行后台数据迁移，把数据从已有的硬盘框迁移到新加入的硬盘框，迁
移过程客户不参与，主机不感知；

步骤3 数据迁移完成后，移除老的硬盘框；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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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统安全设计

存储安全是通过技术控制手段，其中包括对数据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监控，系统
安全启动、权限访问访问控制，结合存储设备及网络的具体安全威胁采取对应的安全
策略，以防止存储资源和数据用于未经授权的用户和用途。存储安全包含设备安全、
网络安全、业务安全、管理安全。本章节主要讲解系统安全相关的软件完整性保护、
安全启动和数据加密能力。数字签名技术，保障从华为研发的产品包（包括升级包）
到设备安装、升级过程中没有被篡改。安全启动技术，保障存储设备启动运行过程
中，对启动的部件进行校验，防止启动文件被非法篡改。硬盘加密特性，应用于对用
户存储数据的保护，防止因硬盘丢失等原因导致用户数据丢失。

11.1 软件完整性保护

11.2 安全启动

11.1 软件完整性保护

图 11-1 软件完整性保护

产品软件包、升级包、固件包等公司研发到产品现场过程中，存在被篡改等风险。通
过对产品软件包采用数据签名等技术，保护从产品研发，到客户现场使用的各类升级
包的完整性，没有被篡改。软件包采用内层文件数字签名和产品包数字签名，通过网
络发送到客户后，通过阵列上升级模块经过数字验签，验签通过后才开始升级，可以
保证升级包以及内部软件模块的完整性与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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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安全启动

图 11-2 安全启动

设备上电启动后，从初始启动模块开始启动，并逐级先验证，验证通过再启动。通过
数字签名校验固件的完整性，防止固件和操作系统被篡改。相关技术如下：

● 可信根RoT(Root of Trust)，集成到CPU内部，可防止软件攻击，以及物理攻击，
安全等级业界 高。

● 通过两级数字签名（根秘钥+二级秘钥）保证软件完整性、通过数字证书保证软件
唯一性。

● 采用业界安全等级 高的算法之一：RSA 2048/4096。
● 支持二级秘钥（代码签名秘钥）吊销。

● 处理器内置RoT，可防止ARM片外Flash固件篡改、系统盘替换等恶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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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智能设计

OceanStor Dorado可集成智能芯片提供强大的运算能力，构建起智能的存储系统和云
端系统。

12.1 智能存储

12.2 云智能管理

12.1 智能存储
OceanStor Dorado依赖智能加速卡提供的强大的运算能力，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学习
业务负载规律，预测业务行为，使得读缓存、QoS控制等更智能。

12.1.1 智能芯片
目前智能的主流是深度学习，主流的深度学习模型是DNN、RNN、CNN等各种神经网
络。神经网络中 基本的数学运算是矩阵乘加，以一个64×64与一个64×32的16位浮点
数（FP16）矩阵相乘为例，单次运算需要的算力是64*64*32 = 131,072
FLOPs@FP16，普通的CPU核一个时钟周期只能执行几十次的浮点运算，这样一次运
算就需要几千个时钟周期。对于动辄T FLOPs的神经网络模型而言，显然传统CPU的效
率是无法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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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智能加速卡

12.1.2 智能缓存和分级
OceanStor Dorado结合智能加速卡、SCM加速卡，实现了智能读缓存和智能数据分
级，有效挖掘用户的数据访问模型，智能优化系统的I/O栈处理。数据智能读缓存中的
流程如图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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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智能读缓存流程

● 主机将读I/O（读取数据C）下发到阵列后的流程：

a. I/O进入缓存模块读流程处理，完成并发、配额处理。

b. 读I/O查找缓存数据管理获得数据，同时将当前读取的地址信息发给数据智能
服务进行后台分析。

c. 数据在缓存数据管理中命中获取数据（C），数据返回处理流程。

d. 读流程收到数据（C）后，进行组装后返回主机。

● 数据智能服务流程：

a. 接收到前台的I/O元数据（C）信息，进行多种智能预取模式识别。

b. 智能预取算法通过历史数据（ABC）分析后，进行预取推荐（DE）。

c. 推荐预取的数据（DE），通过主存储池读取。

d. 将读取的数据（DE）放入缓存数据管理。

● 智能淘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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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缓存管理中，通过数据权值进行多级数据管理，在内存不足时自动冷数据
淘汰。

b. 冷数据优先淘汰到下层存储的SCM存储池进行管理。

基于空间特征预取

OceanStor Dorado强化了对于数据读取规律上的空间关联挖掘。在强化间隔流的基础
上，对于跑批业务等出现的间隔流读取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挖掘。目前，可以准
确识别间隔流读取方式，在多流，多间隔等不同的复杂间隔流场景下，均可以准确预
取。

支持多流读模式识别：业务可以在不同地址空间进行间隔数据访问。可以通过分流技
术有效区分不同数据空间中读模式，在不同的地址空间范围内分别挖掘出读模式。

● 支持多间隔读模式识别：支持业务多种间隔数据读取方式，无论是连续地址空间
的数据读取，还是进行单间隔的数据读取，抑或是规律的复杂多间隔数据读取，
V6预取算法均可有效识别业务的数据读取模式，并进行预取

● 支持多流多间隔模式识别：支持业务在不同地址空间，并采用不同的间隔进行数
据读取。V6预取算法均可有效识别业务的数据读取模式，并进行预取。

● 支持模式管理：支持将业务的已有读模式进行保存，降低二次学习成本，实现快
速预取。支持当读模式发生变化时，进行模式的新旧更替，删除原有模式，新增
新模式。支持连续空间相同模式合并。

● 支持模式动态调整：支持通过预取命中率，浪费率以及时延等关键读性能指标来
进行预取效果反馈，来驱动深度强化学习算法继续进行新模式的分析和挖掘。及
时避免业务模式变化带来的较大性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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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基于空间特性智能预取流程

基于时间特征预取

OceanStor Dorado强化了数据热点识别算法，并新增了数据访问的时间特征挖掘。目
前，可以准确挖掘数据的语义关联特性，有效识别数据热点。

● 支持I/O关联模式挖掘：支持对于业务的数据读取模式进行关联分析，识别出业务
存在的固有读取模式以及地址空间的语义关联性。

● 支持I/O关联模式管理：支持对于挖掘出来的数据关联模式进行内存保持，支持关
联模式持久化，支持对关联模式新增，支持关联模式动态淘汰，甚至模式删除。

● 支持推荐预取设置：支持根据业务情况，进行关联读阈值，推荐预取数据个数等
参数的修改和设置。

● 支持模式动态调整：支持通过预取命中率，浪费率以及时延等关键读性能指标来
进行预取效果反馈，来驱动深度强化学习算法继续进行新模式的分析和挖掘。及
时避免业务模式变化带来的较大性能影响。

● 支持热点数据识别：支持根据近期数据访问模式识别近期数据热点。并支持在缓
存中进行数据保持和淘汰更新，便于常热数据的快速访问，降低反复预取带来的
额外性能开销。

12.2 云智能管理
传统的服务支持方式为全人工服务，在故障发现环节，技术服务人员面临着问题发现
不及时、信息传递不到位的挑战。为了解决以上难题，华为提供基于云原生（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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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的eService云智能管理系统（简称eService），在取得客户授权的情况下，将
设备告警和日志每天定时回传至eService，eService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报
障、实时健康度分析、智能故障预防等功能、识别潜在风险、自动故障定位、提供故
障排除解决方案， 大限度地降低设备运行风险，降低运营成本。

图 12-4 eService 典型组网图

eService系统由前端系统和云端系统协同工作：

● 前端系统：部署在客户侧。

使用eService Client或者在DeviceManager上开启eService服务，接入eService云
端，采集客户设备的告警等信息，并及时将其发送到华为侧的云端系统。

● 云端系统：部署在华为远程支持中心。

能够全天候地接收部署在客户侧的前端系统发回的设备告警等信息，eService将问
题自动上报至华为远程技术支持中心并创建相应服务请求，华为服务工程师会及
时协助客户解决处理。

eService有如下优势：

● 提供自助式智能运维系统，为客户提供精准化的贴身信息服务。

● 客户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使用Web访问eService，查看设备状况。

● 数据安全可靠，保证信息安全传输且客户授权后eService才能接入客户系统。

● 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服务，自动创建进度跟踪单，主动式运维，安全可靠。

● eService云端系统使用华为云，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IT运维活动，
提前识别故障，降低运维难度，全面提升运维效率。

12.2.1 采集信息范围

取得客户授权后，存储系统可通过网络连接到eService，定期收集华为存储系统的运维
数据并上传至eService。通过获得的所有数据来全面了解存储运维活动，其中包括：性
能数据、配置信息、告警信息、系统日志和硬盘信息。

表 12-1 采集信息范围

数据类型 数据说明 上传周期

性能数据 扩展名为“.txt”
的“json”格式文
件

自动上传。每5分钟上传一次新增的性能
数据到eService云端。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12 系统智能设计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2



配置信息 扩展名为“.txt”
的文本文件

自动上传。每天上传一次配置到eService
云端。

告警信息 HTTPS消息 自动上传。每30秒上传一次新增的设备
告警消息到eService云端。

系统日志 Email 自动上传。每5分钟上传一次新增的设备
告警消息到eService云端。

扩展名为“.tgz”
格式的文件

华为技术支持人员在eService云端手动触
发上传系统日志。目前支持上传全量日
志、 近一小时、 近两小时或 近一
天的日志，也可上传自定义时间段内的
日志。

硬盘信息 扩展名为“.txt”
的文本文件

自动上传。每天上传一次硬盘信息到
eService云端。

 

12.2.2 智能报障
eService提供7*24全天候健康守护，当设备发生故障时，自动通知到eService。对客户
设备进行7*24小时全天候故障监控，当设备产生告警后，统一上报到eService，
eService结合全球设备故障特征模型库，能够自动进行告警屏蔽、抑制和过滤，提升告
警处理的准确性和处理效率，解决了传统方式需要通过配置规则进行屏蔽、抑制以及
过滤告警，造成无法全覆盖所有场景，导致告警漏报、误报的难题；此外，根据Call
Home服务级别，eService云智能管理系统可自动创建跟踪单并分派给相应的华为工程
师进行处理，同时根据事先约定的联系方式（默认为Email）通知客户，加速问题定位
和解决。

图 12-5 智能报障实现原理图

12.2.3 容量预测
系统容量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传统通过单一预测算法无法确保预测结果的准确
性，eService通过以下两个维度的处理，确保预测结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 算法上，eService采用多种预测模型簇进行在线预测，输出多模型的预测结果，根
据在线训练推荐的选取规则，选取 优的预测结果；同时eService定期对历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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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数据进行在线训练和验证，从线性预测、可识别趋势、周期、局部变化全方
位考虑，优化模型参数，确保预测算法的 优。

● 业务上，eService预测算法模型能够精准的识别容量变化中影响因素多样性，比如
重大事件导致容量的陡增陡降、已有业务容量回收导致的非规律性趋势、新业务
上线导致容量跳变等，从而更准确的预测系统未来容量消耗。

eService使用智能算法选取 佳预测模型，能够预测未来12个月的容量消耗情况；同
时，根据容量预测算法可为客户提供过载资源预警、已有业务扩容建议、容量年度规
划等服务。

图 12-6 容量预测实现原理图

各部件职责：

● 数据源采集：采集配置、性能指标、告警信息，减少多种因素对机器学习训练结
果的干扰。

● 特征提取：利用算法自动进行特性变换和特征提取。

● 历史数据仓库： 大保存存储 近一年的容量相关历史数据。

● 在线训练：

– 通过大量样本训练，得到各个模型预测度量指标统计信息，同时输出模型选
择规则。

– 针对当前历史数据，通过有限次迭代，优化模型算法。

● 机器学习模型库: 包括ARIMA、FBPROPHET和线性等预测模型。

● 在线预测： 将优化后的模型进行在线预测，输出多个模型的预测结果和度量指标
值MAPE。

上式中At为容量实际值，Ft为容量预测值。

● 优模型选取： 将在线训练的模型统计信息和在线预测的结果， 进行加权，选取
优预测结果。

12.2.4 硬盘健康预测
硬盘是存储系统的基础组成，虽然当今存储系统广泛使用各种冗余技术，但都只能保
证有限块硬盘失效的场景，如RAID5只允许一块硬盘失效，当出现两块硬盘失效时，
存储系统为保障数据可靠，将停止对外提供服务。同时硬盘还是存储系统 大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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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硬盘寿命是很多用户 关心的话题，由于SSD盘是电子元器件，硬盘寿命预测指标
非常少，同时业务每天读写繁忙度不同加剧寿命预测结果的难度。

eService通过采集硬盘的Smart信息、硬盘的I/O链路信息、硬盘可靠性指标，输入到
数百个硬盘失效预测模型里进行预测，实现精准预测SSD盘寿命的功能。eService使用
智能算法实现硬盘风险预测，提前发现故障硬盘和更换风险盘，实现故障预防，提高
系统可靠性

图 12-7 硬盘健康预测实现原理图

● 数据源采集

硬盘厂商会提供硬盘的S.M.A.R.T的静态数据，这些S.M.A.R.T信息中有很多可以表
征硬盘的运行状态，能够一定范围内识别风险盘，但预测结果准确度很难保证。
eService采用智能动态分析硬盘S.M.A.R.T的变化、性能指标波动规律，以及硬盘
LOG，确保预测结果更加准确。

● S.M.A.R.T
SSD盘，SSD接口提供了SCSI Log Page信息，这些Log Page中的信息详细记录当
前硬盘的状态、当前性能指标，如grown defect list、non-medium error、read/
write/verfify uncorrected errors等。

● 性能指标

包括硬盘每分钟的平均I/O大小分布、IOPS、带宽、每天处理的bytes数等
Workload信息，以及时延，平均服务时间等性能指标。

● 硬盘LOG
包括华为存储内部采集的I/O错误码信息，DIF错误信息，降级错误信息，慢盘信
息与慢盘周期、盘片寿命等信息，确保预测更加准确。

● 特征提取

通过HistoryBigData 大量样本数据，利用算法自动进行特性变换和特征提取

● 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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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训练：基于模型算法进行训练，通过有限次迭代，优化模型算法。

– 机器学习模型库：硬盘失效预测模型。

– 在线预测：使用优化后的训练模型对硬盘进行失效预测

● 预测结果

eService通过海量的SSD硬盘数据的测试验证，基于硬盘失效预测模型实现精准预
测SSD盘寿命。

12.2.5 设备健康评估
通常情况下，设备上线后，客户通过巡检来预防设备风险，这种方式面临两个问题：

● 巡检频次问题

巡检一般固定周期（月度或季度）进行，导致客户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 巡检深度问题

只能检查当前设备是否存在问题，缺少对设备系统、硬件、配置、容量、性能风
险的分析。

eService从系统、硬件、配置、容量、性能维度实时评估设备健康，发现设备潜在风
险，通过健康分数直观反映设备运行状况，同时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实现风险的主
动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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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设备健康评估详情

12.2.6 性能潮汐分析
众所周知，周期性业务实施（如定时快照、SmartTier迁移）或临时变更业务实施（如
在线升级、扩容、备件更换）应该在设备业务负载较低时进行，避免影响在线业务。
传统方式，运维人员需要通过经验或查看过去一段时间的性能指标来估算出合适的时
间窗口。

eService性能潮汐，根据设备历史性能数据，从负载、IOPS、带宽、时延4个维度分析
业务周期规律，直观地查看业务周期规律，以及选择合适的时间窗口进行周期性业务
实施（如定时快照）或临时变更业务实施（如在线升级、扩容、备件更换），避免业
务高峰期操作影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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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周维度潮汐分析实现原理图

根据设备过去4周的性能数据，计算周一到周天每个小时的性能指标值，以IOPS为例，
将过去四周每个工作日与休息日的整点时刻的IOPS相加,再除以4，得到周潮汐规律，
天维度，月维度潮汐规律原理类似。

客户根据需要查看天维度、周维度、月维度业务潮汐规律，如下图所示。

图 12-10 周性能潮汐

12.2.7 性能异常检测
业务能否平稳运行，是企业 关心的问题，但由于性能问题的复杂性与隐蔽性，用户
难以提前识别并解决性能问题。等到问题恶化并影响业务时，已经给用户造成损失。
eService性能异常检测，针对业务出现的时延问题，基于历史性能数据，采用深度学习
算法，学习业务特征，结合行业与华为强大的专家经验，得到设备性能画像，实时检
测异常数据，进行精准定位并给出修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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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 性能异常检测实现原理图

12.2.8 性能瓶颈分析
随着业务上线，运维普遍关心设备性能压力是否过大、业务能否稳定运行。由于影响
设备性能的因素复杂（设备硬件配置、设备软件配置、业务类型、性能数据等），需
要人工同时非常多的指标进行比对分析，因此设备性能压力评估以及性能调优是老大
难问题。

eService性能瓶颈分析，对设备配置信息，性能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自动评估设备性
能压力并结合华为强大的专家经验，直观的给出设备整体负载与各部件负载，识别出
性能瓶颈，并给出相应的优化建议，客户可根据当前的瓶颈分析建议进行相应的优化
调整，保障业务稳定运行。

图 12-12 性能瓶颈实现原理图

客户可查看当前设备的负载情况，包括设备整体负载与各部件负载，如图12-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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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3 性能瓶颈分析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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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态兼容性

IT生态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和软件（虚拟化、操
作系统、集群软件、管控软件等），不同软硬产品，需要互相兼容。OceanStor
Dorado全闪存存储作为基础设施的核心之一，具备与基础设施中其他不同厂商、不同
类型、不同版本IT软硬件产品互联互通、协同工作的兼容能力。

OceanStor Dorado全闪存存储支持海量的不同软、硬件组合场景，详细支持情况请查
阅华为存储兼容性网站 http://support-open.huawei.com/zh/pages/user/
compatibility/support-matrix.jsf。

13.1 数据面生态兼容性

13.2 管控面生态兼容性

13.1 数据面生态兼容性

13.1.1 主机操作系统
OceanStor Dorado兼容业界主流主机操作系统，包IBM AIX、HP UX、Solaris、Red
Hat Enterprise Linux、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Oracle Enterprise Linux、
Windows Server、中标麒麟、天津银河麒麟、湖南麒麟、深度、凝思磐石、红旗Linux
等；兼容操作系统层存储多路径软件，包括主机操作系统自带多路径软件、多路径软
件UltraPath及第三方多路径软件Veritas DMP；同时，针对主流主机操作系统，
OceanStor Dorado还能够提供配套的存储双活方案。

13.1.2 主机虚拟化系统
OceanStor Dorado兼容业界主流主机虚拟化系统，包括VMware ESXi、Microsoft
Hyper-V、XenServer、Red Hat RHV、IBM PowerVM(VIOS)、Huawei
FusionCompute、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虚拟化版）等；兼容主机虚拟化系
统自带多路径软件及多路径软件UltraPath；同时，针对主流主机虚拟化系统，
OceanStor Dorado V6存储系统还能够提供配套的存储双活方案。

OceanStor Dorado支持丰富的VMware特性，包括VAAI、VASA、SRM、vSphere web
client Plug-in、vRealize Operations、vRealize Orchestrator等，与VMware深度集
成，为客户提供完善的VMware虚拟化环境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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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主机集群软件
OceanStor Dorado支持丰富的主机集群软件，包括IBM PowerHA/HACMP、IBM
GPFS、IBM DB2 PureScale、HPE ServiceGuard、Oracle SUN Cluster、Oracle
RAC、Windows Server Failover Clustering、Red Hat Cluster Suite等，在集群场景为
主机业务提供可靠的共享存储服务。

13.1.4 数据库软件
OceanStor Dorado支持丰富的数据库软件，满足客户对不同业务应用的诉求，包括
Oracle、DB2、SQL Server、SAP、GaussDB、达梦、南大通用、人大金仓等。

13.1.5 存储网关
OceanStor Dorado支持被第三方存储网关接管，包括第三方硬件存储网关IBM SVC和
EMC Vplex，第三方软件存储网关DataCore SANsymphony-V、FalconStor CDP/
NSS，以及具备异构存储能力的第三方存储产品HDS VSP系列存储。

13.1.6 异构存储
OceanStor Dorado异构虚拟化特性SmartVirtualization支持丰富的友商存储，包括
EMC、IBM、HPE、HDS、NetApp等的厂商存储产品，以支撑客户保护历史存储投
资、存储升级换代或数据迁移。

13.1.7 存储网络
OceanStor Dorado全闪存存储支持FC、iSCSI、TCP/IP协议，兼容主流FC交换机和导
向器，包括Brocade、Cisco；兼容标准以太网交换机；兼容主流FC HBA卡和标准以太
网网卡。

13.2 管控面生态兼容性

13.2.1 备份软件
OceanStor Dorado支持业界主流备份软件，支持基于存储快照的备份方案，提升存储
备份效率，节约主机资源，为客户数据安全提供保障。第三方备份软件包括IBM
TSM、Veeam、Veritas NBU、爱数、鼎甲等。

13.2.2 网管软件
OceanStor Dorado支持业界主流网管协议和标准，支持主流网管软件，包括SNMP、
Restful、SMI-S，支持主流网管软件，包括IBM IBM Spectrum Control、SolarWinds
Storage Resource Monitor、Microsoft System Center Visual Machine Manager
（SCVMM）、HPE Operations Manager、BMC Atrium Discovery等，支持客户数据
中心统一运维管理，降低运维成本。

13.2.3 OpenStack 集成
OceanStor Dorado会随着Openstack社区的更新，同步发布对应的Openstack Cinder
Driver到社区。OpenStack的商业版本厂家，可以到OpenStack的社区获取OceanStor
Dorado对应的Openstack Cinder Driver集成到OpenStack产品中，实现其OpenStack
相关产品对OceanStor Dorado的支持。支持商业版本的OpenStack产品，主要包括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13 生态兼容性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2



Huawei FusionSphere OpenStack、Red Hat OpenStack Platform、Mirantis
OpenStack、易捷行云等。

13.2.4 容器平台集成
OceanStor Dorado发布CSI Plugin和FlexVolume Plugin，支持主流容器管理平台
Kubernetes和Red Hat OpenShift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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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更多参考信息

更多参考信息

您可以在我们的全闪存存储系统OceanStor Dorado主页上获取更多关于OceanStor
Dorado的信息：

https://support-it.huawei.com/dorado-v6/#/home

通过对重点行业重点客户的长期关注及需求收集整理，华为总结出重点行业客户的典
型高性能存储业务应用场景以及客户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和对应的应用提供商
提供联合认证测试的 佳实践案例。

产品更多的 佳实践信息，请查看：

http://storage.huawei.com/index.html

您也可以访问我们存储官方网站来获取更多关于华为存储的信息：

http://e.huawei.com/cn/products/cloud-computing-dc/storage

售后问题请登录我们技术支持网站：

http://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

售前问题请登录以下网站：

http://e.huawei.com/cn/how-to-buy/contact-us

您也可以联系当地华为办事处：

当地办事处联系方式请查阅：http://e.huawei.com/cn/branch-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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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何反馈意见

如何反馈意见

我们欢迎您帮助改进我们的技术文档。

您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到以下邮箱来反馈您的改进意见。

mailto:storagedoc@huawei.com

您的意见将被技术白皮书写作团队认真审视和考虑，我们将把必要的改动和更新发布
到下一版本的技术文档中。

OceanStor Dorado 6000, Dorado 18000 系列
产品技术白皮书 15 如何反馈意见

文档版本 01 (2021-06-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5

mailto:storagedoc@huawei.com


16 缩略语

英文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FRU Field Replaceable Unit 现场可更换单元

FlashLink® FlashLink® 盘控配合技术

CK Chunk 数据块

CKG Chunk Group 数据块组

DIF Data Integrity Field 数据完整性字段

RDMA 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 远程直接数据存取

FC Fiber Channel 光纤通道

FTL FLASH Translation Layer FLASH转换层

GC Garbage Collection 垃圾回收

SSD Solid State Disk 固态硬盘

LUN Logical Unit Number 逻辑单元号

OLAP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联机分析处理系统

OLTP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联机事务处理系统

OP Over-Provisioning 预留空间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RAID-TP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Triple Parity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3盘冗
余

SAS Serial Attached SCSI 串行SCSI

SCSI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SSD Solid State Disk 固态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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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T10 PI T10 Protection Information T10数据保护信息

VDI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虚拟桌面架构

VSI Virtual Server Infrastructure 服务器虚拟化架构

WA Write amplification 写入放大

Wear
Leveling

Wear Leveling 磨损均衡

TCO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总体拥有成本

DC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DCL Data Change Log 数据变更日志

TP Time Point 时间点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图形用户界面

CLI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命令行界面

eDevLun External device LUN 由第三方阵列创建的阵列
逻辑空间

FIM front-end interconnect I/O module 前端共享卡

SCM storage class memory 存储级内存

FRU field replaceable unit 现场可更换单元

PI Protection Information 保护信息

SFP Similar FingerPrint 相似指纹

DTOE Direct TCP/IP Offloading Engine TOE直通技术

NUMA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非一致性内存访问

ROW redirect-on-write 写时重定向

PID 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 比例微积分算法

SMP symmetrical multiprocessor system 对称多处理器系统

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网络存储设备

CSI Container Storage Interface 容器存储接口

SMB Server Message Block 服务器信息块协议，用于
在计算机间共享文件、打
印机、串口等。

NFS Network File System 网络文件系统，主要应用
在UNIX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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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CIFS 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 通用互联网文件系统，主
要应用在NT/Windows环
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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