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xoll Inc.－为云平台开启“业务级容灾”之硬件设备解决方案

HA-AP(存储容灾网关)成功案例

国内某市智慧城市云计算中心
确保计算中心基础云平台无休运作
客户简介
案例之地级市隶属华东某省，下辖多个市区、县、开发区、
功能区，并代管 3 个县级市；总面积约 8000 平方公里，人
口超过 700 万。（基于保护客户隐私要求，本案例不以实名
报道，以下统一简称《某市》。）
亮点
行业: 地级市政府
挑战


支持客户智慧城市建设 IAAS
基础云平台的无休运作，以
保障应用的业务连续性。



规划为存储资源池中 3PB 容
量的数据提供数据保护，以
及支持多台数据库、云服务
器和上千台 VMware 云端虚拟
机的高可用访问功能。

益处






采用模组化集群“双活”（
active－active）镜像设计
，提供双写双读功能，为智
慧城市六大板块的诸多项
目，提供业务级的高可用解
决方案。
高性价比，具高可用性，且
易于管理的业务级存储容灾
解决方案。保障业务正常运
行，避免因 FC SAN 网络或存
储设备发生故障而造成业务
停顿。
简易而且集中的管理设计。

HA-AP 可弹性配置


多点集群引擎在光纤通道网
络的架构上，可以配置为本
地或远距的镜像保护。

《某市》区域位置集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之优势于一身，
拥有发达的铁、公路交通可直达广袤内陆腹地，水路河港为
长江水系江河运输直达中转枢纽，出海更可通达全国沿海和
世界各港；历经千年沿革发展成为地区甚至全国经贸重镇。

背景：国家智慧城市
国家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
统筹业务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
该模式需充分借助物联网、传感网，涉及到智能楼宇、智能
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
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
推动智慧城市有两个重要的驱动力，一是以物联网、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二是知识社会环境下
逐步孕育的开放的城市创新生态。前者是技术创新层面的技
术因素，后者是社会创新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创新 2.0 是智慧城市的两大基因，缺一不可。
为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构筑下一代创新（创新
2.0）的城市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国
家住房城乡建设部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开
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
体系（试行）》两个文件，即日开始试点城市申报。
住建部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公布了首批 90 个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后增补 9 个），并与试点城市及其上级人民政府签订
共同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协议；再于 2013 年 8 月 5 日对外公
布第二批 103 个城市（区、县、镇）为 2013 年度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加上 2015 年 4 月 7 日所公布的第三批 84 个
2014 年度新增试点，并核定 13 个扩大范围试点及 41 个专
项试点，目前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 300 个。
早在 2011 年 12 月，《某市》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第二批
三网融合试点城市；2013 年 8 月，被住建部确定为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同年 9 月，再被工信部确定为中欧绿色智慧城
市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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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为建设智慧城市打造基础云计算平台架构
新时期智慧城市建设具备几大特征，主要包括：第一，数据的自动采集。充分利用
物联网等技术，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将具备信息自动采集和迅捷采集的能力，使城
市的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和高效。第二，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打破以部门为分割
的信息资源壁垒对智慧城市建设至关重要，对城市主体范围内人、土地、能源、经
济等信息资源的整合，能够保障智慧城市各应用之间的资源共享；第三，数据资源
的充分挖掘。基于整合的信息资源，充分利用知识管理、数据挖掘等手段，智慧城
市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数据智能化处理的特征，成为一切智能应用的基础；第四，
智能应用。面向市民、政府和企业三类主体，实现战略性技术的深层次、创新型应
用，智慧城市将最终表现为对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举凡以上种种，无不以
云计算中心为其运作基础平台。

图一. 智慧城市概念图

是以《某市》制作出台的《智慧城市建设计划》，明确“科学统筹、基础先行”为
最高工作原则之一，按照项目顶层规划框架，围绕“基础设施、综合平台、民生应
用”等三大导向，设定初步重点工作目标为推进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与公共信息平
台、数据整合与共享项目、公共服务平台等基础性、综合性、公益性智慧城市项目
建设及运营；同时建设高可用云计算中心与同城容灾备份中心，为其他项目建设及
运营提供 IAAS 基础设施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云计算中心信息系统的可靠性需要从应用、主机、网络与存储多个层面综合保障。
在传统的架构设计中，虽然通过全冗余交换机配置保障链路和网络层的可用性，并
通过主机集群软件和虚拟主机技术保障业务层的可用性及连续性；然而一旦存储设
备出现物理或不可修复的逻辑损坏，整个应用系统都将中断甚至导致数据丢失，给
业务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消除存储设备的单点故障是云计算中心建设的重
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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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部署 Loxoll HA-AP 存储容灾网关的 IAAS 双活云计算中心
《某市》云计算中心通过 SAN 网络实现了所有结构化数据的大集中，数据的大集中
对数据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存储高可用要求。鉴于此，结合存储单点风险，需设计
提供存储的业务级容灾功能，要求实现有两份实时在线数据，任何一台存储出现故
障都将实现自动‘秒’级切换和自动接管，整个过程不需人为干预，以此实现最大
程度的业务连续性和数据安全性的保障。

图二. HA-AP 存储容灾网关双引擎集群

部署“HA-AP 存储容灾网关”为云计算中心构建全冗余架构的存储系统，借助于全
冗余存储架构，可抵御一切数据逻辑故障或硬件的物理故障。从 SAN 网络至在线存
储，任何一点的单点故障均支持自动切换和自动接管，切换接管无需人为干预，完
全可以满足项目对存储业务级容灾功能的需求。

图三. 部署 HA-AP 存储容灾网关的 IAAS 双活云计算中心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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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P 存储容灾网关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1. 使多台存储间构成双活或多活镜像关系，消除存储设备单点故障，满足高等
级的数据可用性与业务持续性需求，两套或多套存储任何一台硬件故障都能
实现瞬间切换和自动接管，不影响应用程序。切换和接管过程无需人为干预
，真正实现存储 RPO、RTO 等于 0 的目标。
2. 支持存储异构，支持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存储接入存储容灾网关进行统
一管理。
3. 不需要在业务层服务器上部署任何代理程序，后期增加服务器时只需要将业
务服务器接入存储容灾网关，真正实现一次投入长期受益的效果。
4. 支持主流的应用和操作系统平台，操作系统平台包括 Windows、Linux、
UNIX 等系统平台；对服务器虚拟化平台的支持上，支持 VMware、CITRIX、
HYPER-V、KVM 等虚拟化平台。
智慧城市 IAAS 基础云平台的主机、网络与存储层结构组件至此终于完善；双活云
计算中心将为前端的智慧经济、人文、治理、交通、环保、生活等六大板块的诸多
重点项目应用，据以提供“基础设施即服务”的总体架构设计如下：
1. 后端总容量可达 3PB 的存储资源池。
2. 借助 4 台冗余光纤交换机，与后端双活 FC SAN 存储资源池形成容灾网络。
3. 配置 2 台数据库服务器、8 台云服务器，可支持数百甚至上千台虚拟机，通
过冗余 8G 光纤主机通道将数据经 SAN 网络写入后端的存储资源池中。
4. 部署 Loxoll HA-AP 存储容灾网关，一个 4-引擎集群连接前、后端，保障从
每台服务器至后端存储有两条冗余路径，任何一条路径的单点故障均支持秒
级切换和接管，所有切换、接管操作无需人为干预，最大程度地保障各应用
子系统 7*24 小时不停机运行。

图四. 智慧城市 IAAS 云计算中心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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