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维康有限公司 (Loxoll Inc.)－为 IT SAN 打造 HA 高可用硬件设备解决方案

HA-AP(存储高可用设备)成功案例

机上娱乐节目伴客遨游万里晴空
受HA-AP保障的后制作业建功

亮点
行业: 商业航空
挑战
-

-

为采用Apple Xsan 和
250TB Active™
Storage Active RAID
存储设备的视频后期
制作行业服务系统，
提供高可用性的数
据。
满足 50-70 个视频编辑和
质量监控工作站的所需
I/O 带宽。同时在系统或
数据路径发生意外故障
时，提供无干扰故障转
移。

客户简介
客户是某公司的 IFED 部门(In-Flight Entertainment
Division)，该公司在航空业的机上通信和娱乐系统供应商
中，居于领跑者的地位。IFED 的业务，是为全球各大航
空公司的载客航班提供视频编辑、客制包装，和全球交
货的服务。
IFED 根据预定的时间表，准备并编辑电影、电视节
目、和广告片，然后把结果用存储媒体送交各个航空公
司。为了要支持这些作业，该公司在美国的制作中心采用
了一套 Xsan 架构的系统。系统内包含 20 个 Apple Mac
工作站，Final Cut Pro，和 250TB 容量的主存储及档
案存储设备。

益处

我们的挑战: 节目内容具业务关键性，务必准时交货

-

无干扰，高可用的存储解
决方案。保障视频编辑和
QA 播放的作业过程，不会
因为 FC 网络或主存储和
档案存储设备发生故障而
受到干扰。

IFED 的视频操作繁复而步调紧张，它的业务正常运营，完
全依赖存放于 Xsan 系统存储设备上的视频内容。而这些视
频信息必须是具备 24 小时不间断的可用性，需要受到全年
无休的保护。

-

不间断，全方位的数据保
护功能。保护具有关键性
的节目内容。

-

简易而且集中的管理设
计，降低整体系统的复
杂性。

除了编辑视频的内容, IFED 还需要配合特定的播放系统
类型，将编辑结果做不同的包装。视频的格式随各类机
型和座椅显示屏幕而大不相同，所以视频格式必须要符
合多变化的规格要求。此外为了确认能够达到这个要求，
IFED 的质量保证人员需要在每个目标系统上，全程验证
所有的节目，这个过程更增加了生产制作的所需时间。
IFED 和各航空公司签订了服务水平协议(Service-Level
Agreements， SLA)，有义务根据合约内设定的时程，在
全球各地准时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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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后期制作和质量保证作业，全都是在 Mac 工作站上操
作， 所以数据的可用性和系统的可靠性极为重要。任 何 因
数据丢失或系统停机而造成的延误，都会导致收入
损失和违约罚金。
这层顾虑倒不是庸人自扰。IFED 曾经有过因为 Xsan 系
统存储设备故障而停机，和丢失数据的经历。原本 IFED
并没有采用一个高可用性系统，而是选择高可靠性 RAID
存储系统搭配定期数据备份的做法，来保护它的工作产
品。但是这样做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例如有一次那
套 RAID 系统之中的一个控制器发生了故障，雪上加霜的
是，有位系统管理员在处理故障恢复的过程中，误将存储
中的一个 LUN 格式化，因而丢失了存放其中的所有数
据。又如几个月之后，另外一个控制器又坏掉了，有更多
的数据因而丢失。系统的运营，必须能够免受类似的状况
干扰。

答案: 高可用性的数据访问和不间断的数据保护

图一. HA-AP 双引擎集群
HA-AP可弹性配置。HA-AP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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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单一引
擎也可以配置在不同的地
点，经由光纤通道连接后，
构建形成一个逻辑设备，为
灾害复原应用提供远距镜像
复制的功能。

正如任何大型后制环境，对 IFED 而言，时间就是金钱;
若发生停机或数据丢失的情形，必然无法如期交货而造成
违约受罚。虽然 IFED 视频作业的基础设施并不算复杂，
但是它必须有承受组件故障的能力；在意外情况发生时，需
要维持系统的可用性，和对存储内视频数据的保护。为避免
再次遭遇停机或丢失数据的风险，IFED 立即责成它的视
频作业系统专家去寻找一个新的存储解决方案。
这位专家从一个主流存储制造商和其他几个视频存储供应商
那儿，取得数个企业级横向扩展( scale-out) 网络附加存储
( NAS)的提案。经过评估后，他发现运维康有限公司
(Loxoll Inc.)的 H A - A P 设 备 ，搭配 Active Storage 公
司的 Active RAID 视频冗余磁盘阵列(RAID)系统，可以提
供一个最能满足 IFED 需求，而且容易管理的高可用性解
决方案。由这两者结合组成的系统，能提供比其余任何提
案更好的视频流性能。并且这个解决方案的成本，只需要竞
争对手中企业级存储解决方案的三分之一。
Active RAID 是一种容错(fault-tolerant)冗余磁盘阵列
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功效组件，都可以在现场更换；包
扩冷却模块和硬盘在内的所有机械组件，都有冗余配置并
可热插拔。运维康公司的H A - A P 设备在互为镜像的 Active
RAID 磁盘阵列和工作站之间，构建两条完整的冗余路径，
为存储更增加了另一层重要的冗余配置。当这两条冗余路
径上的任何一点因故中断时，H A - A P 会立即自动转移到另
外那条健康的路径，这样能够让数据访问免受干扰而继续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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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IFED 集群存储配置

在系统正常运营的状态下，HA-AP设备是同时从两个镜像冗余
磁盘阵列执行读取的命令，使得视频流和 I/O 速率得以倍
增。

益处: 节目内容具有业务关键性，保证达成准时交货
受到这些发现的鼓舞，这位专家建议 IFED 在现有的九组
存储集群当中，选择其一安装测试配置来做进一步评估。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结果极具说服力，令人信服这就是
最正确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测试和实际运营显示，HA-AP设备和
Active RAID 存储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提供了超过
1.5 GB/second 的 视 频 流 性 能 ， 和 对 存 储 内 数 据 无 间
断的保护。磁盘阵列和数据访问路径两者的物理冗余
配 置 ， 以 及 它 们 的 高 可 维 护 性 ， 完全消除了 IFED 因系
统组件故障而可能造成的危机。HA - A P 透明而即时的故障
转移能力，也被事实证明对视频流掉帧的问题，提供了完
全防护的效果。
根据这些结果，IFED 计划采用同样的 Loxoll-Active
Storage 组合配置，将现有系统扩容到超过1PB
(peta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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