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腾StorNext系统，为德国马克斯-普朗

克研究所（相当于中国科学院下属某研究

所）实现高速增长研究数据的保存与保护

弗里茨哈伯研究所(FHI)的联合网络中心(GNZ)负责为德国柏林和勃兰登堡的马克斯普朗

克研究所（Max Planck Society institutes）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服务。为了更好地保存

并保护大量的科学数据，GNZ需要加快其存储数据备份的速度并改进归档结构。通过实

施昆腾的StorNext解决方案，该组织实现了多项预期的最佳效果，包括备份窗口期的缩

短，成本的降低，数据长期完整性的保证，并且拥有足够的可扩展性，来支持高速增长

的科学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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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类数据持续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态

势。但基于昆腾的StorNext环境，我们可

以轻松应对此类增长。
Gerd Schnapka

负责人, Joint Network Center (GNZ)

客户案例



GNZ为FHI、以及柏林和勃兰登堡的马克

斯·普朗克学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管理着大

量的关键数据。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马

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从着事各种科学领域的工

作和研究，如植物分子生理学和引力物理学。

为了帮助保护这些数据，并确保研究人员能

够随时访问这些数据，GNZ管理员会在两个

分布于不同地点的数据中心，对数据进行定

期备份。 GNZ使用的是Veeam的数据管理

解决方案，来备份自vmware虚拟化服务器

中的数据。这些数据随后会被归档到磁带介

质中以实现长期保存。

随着数据量的增长，管理员每天晚上需要

备份大约120 TB的数据。但是现有的存储

基础设施的性能不足，让每次备份作业的

时长很难与既定的夜间备份窗口期相匹配。

随着存储数据的总量迅速超过了1 PB的阈

值, GNZ需要一个扩展性更为敏捷的平台，

可以在不需要重大升级的情况下，实现容

量的持续扩展。

“科学数据的增加是非常快速的。”GNZ存

储与虚拟化业务负责人， Stefan Schülke总

结道。例如，在植物分子生理学研究中，通

常都需要建立了大量的数据库来分析植物及

其内部的基因活动。

对昆腾STORNEXT平台的评估

GNZ团队研究了一系列潜在的解决办法，

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方案，来帮助其加速备

份完成时间，并实现系统的高扩展性。团队

曾测试将Ceph文件系统，与BeeGFS并行

集群文件系统进行并联，但是由于这两个平

台本身的各种限制，GNZ团队不得不放弃，

并继续寻找更适合的解决方案。

幸运的是， GNZ团队找到了昆腾StorNext.

“我们是在在美因茨举行的一次StorNext研

讨会上，了解到了StorNext平台的。”GNZ

存储与服务业务负责人Thies Garling说到：

“那次活动是由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组

织的，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使用StorNext

系统了。“

解决方案概览

• 昆腾StorNext® 文件系统

• 昆腾 Xcellis® Workflow Director

• 昆腾 Xcellis Workflow Extender

• 昆腾 Scalar® i6 磁带库

• 富士通 ETERNUS DX200 SAN存储设备

• Veeam 备份与复制软件

核心获益点

• 极大地加快了备份速度，所有作业完

成时间都严格遵守每天备份窗口期。

• 为专职的10人团队简化了存储业务的

管理流程。

• 通过避免使用传统的NAS系统，降低

了在许可方面的支出成本。

• 为快速增长的科学研究类数据量量身

打造的扩展性。

• 其他地区的研究所也可轻松接入此套

存储系统，实现无缝集成。

”
“

Stefan Schülke – 存储与虚拟化业务负责人, Joint Network Center (GNZ)

www.quantum.com/customerstories

我们与昆腾的支持团队间的合作非常愉快。昆腾的软件支持人员甚至在标准工

作时间之外，第一时间帮助我们解决了诸多繁琐的技术问题。



在了解了StorNext系统在传输速度，及分

层存储管理(HSM)系统方面的强大实力，加

上其友好的授权许可模式之后，GNZ团队继

续进行了相关的概念验证。昆腾的专业服务

团队安装并配置了一个StorNext演示环境，

并在PoC期间与GNZ团队达成了良好的工作

配合。 这次测试的成功让GNZ团队决定了

要围绕StorNext系统搭建一套多产品构成

的最终解决方案。

快速部署新的STORNEXT环境

昆腾与GNZ团队一起设计了围绕StorNext系

统的多用户解决方案，不但满足了当前和短

期内可预见的需求，并允许系统在性能和容

量方面可以在未来进一步实现扩展。昆腾

StorNext Xcellis工作流控制器，被视作此

StorNext环境的核心。昆腾StorNext网关通

过StorNext分布式的局域网客户端(DLC)协

议，为使用者在相隔50公里的柏林和戈尔姆

端点之间提供了高性能连接。 GNZ通过一台

装载有6个LTO-7、2个LTO-8驱动器，和一

个Extended Data Life Management 

(EDLM)的驱动器的Scalar i6磁带库，完成了

数据归档任务并确保了数据的长期完整性。

该解决方案以StorNext文件系统为核心，

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用户数据存储体系，该

体系集成了富士通的SAN存储设备，并会

将备份数据传输到昆腾的磁带库进行归档。

由于该解决方案需要在短短几天内部署到

位，这意味着所有相关方面的共同协作，

比如负责SAN存储的合作伙伴、负责硬件

安装和配置工作的昆腾服务团队、当然还

有负责将所有元素无缝集成到现有基础设

施中的GNZ团队。 “昆腾支持团队帮助我

们完美解决了所有的潜在问题，”Stefan 

Schulke回忆道： “与我们对接的昆腾软

件支持技术人员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

象，他们在标准工作时间以外，仍然与我

们保持密切且随时的沟通，帮助我们解决

了许多异常复杂的技术问题。”

重要数据的备份完成时间，比之前缩短整

整百分之五十

StorNext平台，使得GNZ团队能够快速、

可靠地对大量不断增长的科学数据进行备

份。GNZ团队通常都使用Veeam备份软件，

来完成大型VMware环境的备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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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的需求始终在增长。

但由于StorNext系统在管理

和扩展方面的简易性，我们

可以毫无问题地进行对应的

操作和扩展。”

Thies Garling,

存储与服务部门负责人,

Joint Network Center (GNZ)

ABOUT GNZ

弗里茨哈伯研究所(FHI)的联合网络中心

(Gemeinsames Netzwerkzentrum

[GNZ])负责为位于柏林和勃兰登堡的马

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研究所和设施提供了

一整套的网络基础设施、IT安全和数据

存储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通过研究各类不同的物质和能量，在化

学层面发生转化时的基本原理，推进着

基础科学的发展。

GNZ基于昆腾的StorNext平台，实现了一套多元化的实际解决方案。

位于勃兰登堡首府-波兹坦
艾伯尔-爱因斯坦研究所内，
MPI植物分子生理学部门的
局域网客户端

配置在StorNext SAN
客户端的Veeam服务器

SAN (双节点) 

博科 6505, 24 端口

10 Gbps 以太网

SAN 1.光纤网络

SAN 2.光纤网络

StorNext实际使用案例:
-Veeam 备份
-将StorNext扩展至勃兰登
堡首府-波茨坦的分支结构

-HSM

- 以太网和SAN连接没有完全展示

- 未显示元数据与管理网络部分

Storage DX200 S4
1.3 PB for Veeam

3 PB for StorNext 用户数据
创建了7个StorNext文件系统

双节点

Xcellis Workflow Director

FS 元数据阵列
10.8 TB (只存放元数据)

10 GbE 交换机

位于柏林弗里茨哈伯研究所内
的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部门的
局域网客户端

AEL6 磁带库
7库体, 42 U
激活325槽
物理槽位700槽

6x LTO-7 驱动器

2x LTO-8 驱动器
1x LTO-7 EDLM 驱动器

昆腾 Scalar i6

Xcellis Workflow Extender  
DLC 以太网关



如今，备份运行的时间已缩短为24小

时；而在过去，VM环境只能每两天备

份一次。 “以前备份过程中存在的性

能问题，现在已经完全解了，”Stefan 

Schulke评价。该组织现在可以保证每

天的备份作业，都能在固定的窗口期限

内完成，以确保研究数据得到了保护，

并随时可供科学家们调用。

超高的扩展性可轻松支持未来的数据增

长——即便连入的机构数量多出一倍

新的存储环境，为GNZ提供了处理

快速增长的科学数据量所急需的可

伸缩性。 “需求的增长势头始终是

一条上升曲线，”Thies Garling说。

“但由于StorNext系统在管理和扩

展方面的优异表现，这些数据量的

增长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算是一

个棘手的问题了。”

GNZ同时也为支持更多的研究机构做

好了充分准备。

Stefan Schulke说:“昆腾StorNext系

统安装完成以来，我们已经将参与连接

的机构数量翻了一番，从3个增加到了6

个。而很快，另一个新的数据增长源—

—一个专注于无机化学类别的研究团

队——也将接入这个环境，他们将需要

存储大量高分辨率的摄像头数据。但

GNZ团队预计，通过目前这套扩展性能

优异的StorNext系统，无缝集成该研究

所和其他研究所的互联，没有任何问题。

精简管理+降低成本

虽然GNZ团队身负管理一个庞大的、且

看似复杂的存储环境，但其实团队规模

并不大，只有10名员工。通过集中式的

管理，StorNext解决方案帮助简化了日

常的管理需求，让GNZ团队可以轻松完

成日常的运营操作。基于StorNext的解

决方案在成本控制方面的表现也十分出

众。与一些传统的NAS系统不同，昆腾

StorNext文件系统和富士通的存储系统

并不需要用户购买容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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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GNZ可以把更多的预算使用在其

他的项目和服务上。

丰富GNZ的工作价值

通过在不增加管理复杂性的情况下，

提供更高的存储性能和扩展性，新的

StorNext环境正在帮助GNZ团队，从

以前的纯基础设施提供商的单一角色，

扩展到了一家为世界知名研究机构—

—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提供更全面IT服

务的提供商。 “科学研究数据始终在

经历爆炸式的增长曲线，”GNZ团队

负责人Gerd Schnapka表示：“但通

过昆腾的StorNext系统，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这样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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