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时代企业核心存储平台的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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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外部集中式存储的局限

性能

• 取决于专用控
制器

• 取决于控制器
接口速率与数
量

扩展

• 专用控制器限
制

• 硬件厂商产品
迭代

业务

• 数据孤岛

• 难以灵活调整

容灾

• 控制器存在故
障瓶颈

• 多品牌之间无
法进行数据容
灾

成本

• 设备昂贵

• 运维复杂



基于标准x86硬件，软件/硬件冗余设计，整体架构高可用

云时代业务视角下的存储需求

可根据业务架构与规模进行存储架构的调整

容量和性能完全的 Scale Out 能力

软件定义

性能

稳定

开放的 API、支持与业务耦合

统一管理、统一运维



NeonSAN 产品定位

- 新一代软件定义分布式块存储
• 青云QingCloud 完全自主研发

- 云时代为企业核心业务打造
• 分布式架构天然支持云原生应用

• 无缝对接传统应用，助力企业核心业务上云

• 广泛适用于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环境



2017.7 NeonSAN 1.0 发布

2017.9 第一个客户 POC
2018.2 第一个私有云生产上线

NeonSAN 里程碑

2018.3 NeonSAN 公有云服务上线

2018.5 NeonSAN 1.1 版本发布
在保险、银行、交通、零售等行业已有广泛的

客户生产部署

2018.12 NeonSAN 2.0 版本发布



QingStor™ NeonSAN 系统特性

极致性能 稳定可靠 丰富的企业级特性智能运维



极致性能



极致性能

01

02 03

全闪存与RDMA网络技术，

时延亚毫秒的情况下可达数百万

IOPS，快速响应核心业务需求 。

全分布式架构设计，通过横

向扩展硬件节点线性增加存储集

群的容量与性能，可实现以任意

节点数为单位的在线平滑扩容 。

最简I/O路径，直接管理裸设

备，不使用文件或者对象存储作

为中间格式，效率 优。



对比项 NeonSAN Ceph

块存储栈

高度优化，很短 很长

用户块设备-RDMA-Store-本地块设备
用户块设备-Rbd-Rados-TCP-OSD-

本地FS-本地块设备

本地 FS 不需要，直接块对块 需要

落盘次数 1 (data,元数据很少改动) 4 (Journal, PGLOG, data, OMAP)

I/O 路径长短对比



指标 Ceph SPC1 Rank1 QingStor™ NeonSAN

单节点性能 (IOPS)
195K (100% read)

(CPU: E5-2699)

177K IOPS (mix read/write)

(CPU: E5-2690)

342K IOPS (mix read/write)

(CPU: E5-2630)

Latency (us) 1940 787 432

测试数据



稳定可靠



稳定可靠：全面的可靠性技术帮助用户实现业务永续

支持数据分片及多副本策略，提

供多副本间的强一致性，确保

数据高可靠。

多层冗余硬件架构，规避单点故

障，各组件可独立完成故障检测、

修复和隔离，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软件架构高可用 数据高可用 硬件架构高可用

软件模块高度冗余，采用多路径

机制，当某个通路发生故障的时

候，可自动切换到其他通路完成

IO。



• Zookeeper 管理集群

• MySQL Plus 存储元数据

• 多个 center 节点，AS 模式

• 多个 store 节点

软件架构高可用



数据高可用
• Volume 分片为 Shard

• 每个 Shard 独立选择存储位置

• 每个 Shard 的 3 个副本存储在不同的物理节点上

• 写入时同步写入 3 个副本，强一致

• 读取时只从主副本读

• 副本数按 volume 可配

• 支持精简置备与全置备

Client	volume

Node	1 Node	2 Node	3

Shard
Replica

RDMA

RDMA	or	TCP



► 网络结构

- 前端网络由 bond 机制保证高可用

- 后端 RDMA 网络由存储软件在两个网络

上 failover

网络架构

RoCE交换机B

NeonSAN	1 NeonSAN	2 NeonSAN	3

NIC-BNIC-A NIC-BNIC-A NIC-BNIC-A

前端交换机B

RoCE交换机A

前端交换机A



智能运维



智能运维

通过可视化图形界面实现对集群

的配置和操作，提供系统、资源

、业务的监控，操作审计和告警

等功能 。（2.0版本优化） 7*24主动监控，可根据业务情况

自动执行数据均衡与恢复。

智能存储介质寿命监控，提前规

划扩容。（可以具体到单块SSD 

）2.0版本新增



丰富的企业级特性



iSCSI 协议支持

ACL 访问控制与权限管理远程复制

加密

提供多种业界标准算法供用户选择，通过密钥机制进

行用户访问权限管理，有效提升数据安全性 。

NeonSAN 2.0 新增六大企业级特性

克隆与备份

QoS 与自动负载均衡

利用ACL 对特定用户、特定资源设置访问权限，

从而达到对访问进行控制的目的。

面向常规业务以及数据恢复场景提供完善的服务质量保

障；提供自动均衡策略保障集群整体性能 优。

提供标准 iSCSI 接口供用户选择使用，适配多平台。

基于异步复制机制提供存储端的远程数据复制功能 ，

支撑同城、异地容灾系统建设，实现秒级 RPO 。

给到用户更多本地数据保护选择

NeonSAN 2.0之前版本已有特性：精简置备和全置备，快照，QBD（物理主机原生驱动）RDMA 网络支持等



适用场景

高可用容器集群 大数据分析和计算

VM 数据盘

物理主机节点数据盘 QingCloud RadonDB

RDBMS (Oracle RAC, DB2, MySQL等) 



解决方案——多云平台的分布式存储

NeonSAN 分布式存储资源池

iSCSI / QBD / QEMU

• 原生完美对接 QingCloud 云平台

• 作为 VMware 虚拟化存储资源池使用，对

接 VMware 高级存储特性，如 VAAI 等

• VMware 官方 TAP 合作伙伴

• 支持作为 OpenStack 平台后端存储使用

• 支持 Hyper-V 虚拟化平台



解决方案——容灾

秒级RPO：基于数据远程复制技术，NeonSAN 可在主站点和备站点存储之间实现数据的异步远程

复制，提供存储端的容灾方案。

分钟级RTO：结合 QingCloud 云平台的容灾技术，可为客户提供整套 IaaS 平台的容灾解决方案。



一体机硬件规格

节点类型 混合节点 全闪节点 全闪超高密节点

型号 DS21（2U1节点） DS21（2U1节点） F24（2U4节点）

CPU/节点 2颗Xeon Scalable 
Processors

2颗Xeon Scalable 
Processors

2颗Xeon Scalable 
Processors

内存/节点 64~1536G 64~1536G 64~1536G

存储/节点 数据：12个机械盘
缓存：2个SSD或傲腾 6个U.2闪存 6个U.2闪存

网卡/节点 4 x 10G or 4 x 25G
支持RDMA

4 x 10G or 4 x 25G
支持RDMA

4 x 10G or 4 x 25G
支持RDMA

集群规模 3~1024节点 3~1024节点 4~1024节点

扩展单位 1 1 4



NeonSAN 是云时代企业核心业务存储平台的 佳选择

• 云时代分布式存储必将取代传统集中式存储，NeonSAN 应运而生

• 相比于其他分布式存储产品，NeonSAN具有架构优势，高效极简的I/O路径设计

使NeonSAN 性能优势明显

• NeonSAN 2.0 提供了丰富的企业级特性，带来更多的增值功能选择

• NeonSAN 升级演进方向： 双活支持，全用户态驱动，AI 运维平台……



Thank you.
liulele@yunify.com 扫码预约深度测试



云时代企业核心存储平台的最佳实践

傅帅，青云QingCloud 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



提纲

BCA 的需求与解决方案设计

佳实践 1：某保险集团打造核心业务存储引擎

佳实践 2：某大型零售企业关键业务上云

在 NeonSAN 上部署 BCA 的收益



关键业务应用的需求
Business Critical Application 简称 BCA

可用性 性能 可恢复性 可扩展性 安全

• 高度可用

• 具备弹性且冗余

• 保证每笔交易及时完成

• 避免 I/O 瓶颈

• RPO，RTO必须非常低

• 恢复计划必须具备可验

证性和可重复的能力

• 可实现自适应

• 可按需平滑扩展

• 兼具抵抗内部和外部

攻击的安全性

……



BCA 解决方案设计

引入解决方案利益相关者

获取需求 - 需求分析

了解当前的环境约束 规模设计考虑的因素

数据库迁移策略

服务与许可

数据库工作负载测算 高可用和灾备

监控和调优



佳实践 1：某保险集团打造核心业务存储引擎

• 某世界500强保险集团在2015年获得

互联网保险牌照

• 经过两年运营，业务容量增长62倍

• IT基础架构虚拟资源集群从100+增长

至接近10000+



策略选择

传统业务

分布式存储架构

分布式业务

分布式数据库

稳定可靠性 业务连续性 项目迭代周期

VS 服务网格

分布式数据库
VS



实际场景测试结果

场景 业务运行指标 单应用场景指标 多应用负载场景指标

测试对象 在线大数据业务
选取日常耗时的统计分析 长的

存储过程

选取日常耗时的统计分析 长的

存储过程

测试结果
性能提升

30%+

跑批执行时长从2小时缩短到1小时

效率提升100%

跑批执行时长从2小时缩短到50分钟

效率提升100%+



业务运行分析

►运行精算准备金取数SQL：三条

语句执行的结果均比原有环境明

显提升，执行时间窗口明显缩小

►运行堡垒机：在原有plsql客户端执行查询语句，

原生产系统25分钟内未响应，新生产环境基本在

19分钟之内

测试频次 执行时长 (分钟)

第一次 19

第二次 16

第三次 17

测试语句 测试频次 执行时长 效率差异

退保保单
第一次 35秒

提升30%
第二次 36秒

再报数据
分出保费

第一次 15分钟
提升43%

第二次 14分钟

理赔金额
第一次 6分8秒

提升38%
第二次 4分12秒



客户收益

►适应业务发展需求的架构变迁：采用X86计算+存储混合架构替换Oracle 

SuperCluster工程一体机；

►性能及服务品质：基于X86服务器的分布式存储较原来的集中式SAN存储为管理、

扩容、高可用、成本等方面都带来诸多便利，性能提升30%以上；

►网络构建成本降低：采用分布式存储后，无须依赖昂贵的专有FC光纤网络。



用 NeonSAN 替代传统数据库一体机

• 昂贵的专有硬件

• 依赖IB/FC网络

• 扩容复杂

• 采购成本昂贵

• 维保费用高昂

• 高性能 NVMe+RDMA

• 依赖以太网

• 完全的横向扩展能力

• 基于X86 软硬件解耦

• 更优的TCO



未来规划

新建规划

扩容规划

• 初始数据量 12TB 左右，半年的

持续运行，数据量增长至 17.8TB

• 扩容三台存储节点提升现有核心

生产数据库存储集群的可用容量

• 将新增存储资源增加到 Oracle 

ASM中，平衡数据容量与业务压

力

• 搭建一套存储集群资源池用于

DW业务系统（已上线），建设

X86计算+NeonSAN存储架构的

数据库服务架构体系

• 逐步将网络接口从10GB升级至

25GB，用以满足大容量、高性

能存储集群对带宽资源的使用



佳实践 2：某大型零售企业关键业务上云

• 支撑企业核心业务系统：大量的企业核心ERP、Oracle RAC 业务需要实现向云化、移动化升级

• 为核心业务提供高可用和性能保障：提供高性能、高可用能力，保障业务连续性

• 满足未来创新业务的存储需求：存储系统可以承载未来的大数据、容器、AI 等创新的业务应用



• 人员配备：技术决策、重点、难点攻克 + 前期现场技术把关人

• 实施上线前完整性测试：正式环境搭建完成后，进行性能、功能等完整性测试

• 定期巡检：上线前三个月，针对NeonSAN 存储每周输出一份巡检报告，并将形成规

范指引，后期可由项目组自主完成

• Oracle 业务支持：配合客户进行 Oracle 数据迁移& 佳实践部署进行校验

• 运维总结交流：结合用户实际使用情况，充分总结，梳理需求，结合产品Roadmap

进行优化

• 服务响应：现场专人+7*24 服务+本地研发1小时到场支持

服务保障



NeonSAN 灾备实现

1. NeonSAN 每个卷都有 Bufferpool，每个 Bufferpool 大64M， 多可以有4096个。

2. 当生产上创建一个存储卷，则需要在灾备系统创建一个同样名字的存储卷，大小一致，副本数量可以与生产卷

不同，如生产采用3副本，而灾备可以灵活采用1副本或者2副本。

3. 当有写入数据产生后，如下的两个判断条件如满足一个即启动同步服务：

• 当时间间隔超过同步时间，默认为10秒

• 当 Bufferpool 的64M空间被写满

4. 同步网关基于 HTTP(S)协议，同步网关无状态，高可用可以基于负载均衡或者副本机制，单机写流量在100M

以上，关闭同步网关来暂停传输。

NeonSAN NeonSAN

生产区 灾备区

同步
网关



在 NeonSAN 上部署 BCA 的收益
• I/O 不是问题，按需动态扩展的架构

• Scale up 及 Scale Out
性能

• 灵活的副本策略

• 软件、硬件、数据层面的高可用架构
高可用

• 无需对原有业务进行改造

• 一体化交付，简化服务器的验证和部署
快速交付

• 减少容灾站点的硬件投入

• 容灾解决方案综合测试
业务连续性

• 零停机维护

• 无停机的数据库迁移
工作负载管理



Thank you.
fuscott@yunify.com 扫码预约深度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