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荷美尔研究所(Hormel Institute)

通过部署昆腾ATFS系统，加速针对癌症病状的研究

荷美尔研究所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癌症研究部门中的一支领军式团队，其通

过选择部署昆腾ATFS系统，来帮助解决其在IT运营和大数据集方面的独特需

求。 ATFS是独特架构，使得荷美尔研究所能够根据拨款或项目需求，加速研

究流程、加强对数据的管理工作，同时还实现了ROI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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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团队重新审视了目前面临的不断增长的存

储需求的挑战，并设计了一个创新的、不受约

束的解决方案，以满足这些需求，并通过最前

沿的技术、数据的生命周期、起源的分析工具，

让IT管理员们不再需要对任何存储难题而发愁。

JeffreyMcDonald

Jeffrey McDonald - 博士，明尼苏达大学荷梅尔研究所-基础设施架构负责人

案例研究

昆腾 ATFS



癌症作为诸多疾病中最可怕的一种，对其的

记载可以追溯到一些最古老的文明时代。早

在古埃及时期就有人提到过这种疾病，而古

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第一次用癌症这个词来

形容这种疾病。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寻

找预防和治疗癌症的答案。

自1942年以来，荷美尔研究所一直是明尼

苏达大学的一个主要的癌症研究部门，其一

直处于这项研究的前沿地带——专注于识

别癌症发展的分子机制，以及预防、诊断和

治疗该疾病的最佳方法。目前，该研究所拥

有130多名顶尖的癌症科学家，他们总共从

事着数十个癌症研究项目，每个人每周都会

向该研究所的数据存储系统，贡献数TB的

数据量。

面临的挑战

该研究所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是使用显微镜

来研究分子。这些强大的电磁显微镜会在几

天到一周的时间内，持续捕捉分子图像。而

这些图像是研究人员进行后续分析的基础。

即使只是一台显微镜，就能产生大量数据供

研究人员分析。

一台低温电磁显微镜每次运行一次，即会产

生2 – 10TB的数据，每次运行的时间是不尽

相同的，从几个小时到一周的时间都有可能。

该类显微镜生成的数据是分子的高分辨率图

像，需要无限期地保存以供未来研究之用。

一旦数据被获取，就需要完成自动化处理，

生成分子的3D图像。这些图像被用以确定癌

症药物的有效性，以不断改进，达到更理想

的结果。

在显微镜捕捉到图像后，其将会将数据写入

一个共享存储库，以供研究人员访问。该研

究所拥有一个供40节点的HPC集群，其调度

由SLURM管理。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每个研

究人员都期望独立于他人进行科研工作，在

发表研究结果之前都倾向于保密。一旦工作

完成，研究数据需要基于持有人的个人选择

或项目资金拨款时的要求，进行时长不同的

存档。在将ATFS系统引入数据环境之前，荷

美尔研究所在完成数据来源、长期保留、数

据隔离、实时状态更新和工作流自动化交付

方面都显得有些挣扎。

解决方案概述

• 昆腾 ATFS 平台

-51.2 TB 的 NVMe 闪存

-2PB的大容量近线存储磁盘

主要获益点

• 数据移动的灵活性大幅提升

• 实现了更好的数据保留、协同工作和

法规遵从性

• 实时的状态更新、问题解决与报告

• 始终稳定的性能

”“我可以立即查看我所有的数据；而以前，通常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我才能得到所
需要的使用报告。

Jeffrey McDonald - 博士，明尼苏达大学荷梅尔研究所-基础设施架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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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美尔研究所的130多名研究人员——每

个人的资金都主要来自项目拨款——每一

个项目的补助金可能都伴随着不同的数据

保存要求。如果无法通过一种极为精准的

方式来进行数据识别、厘清所有者权限及

对应的数据价值，研究所很难保证项目拨

款的相关规定都可以得到遵守。

此外，除了显微镜图像，研究所还进行生物

信息学方面的研究。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

来自DNA测序仪的大数据集将被用于详细分

析，以寻找模式和共性，帮助确定病因或进

行治疗。该研究项目中使用的数据，需要遵

守NIH和其他研究机构的用户协议，其中包

含有关数据的保留和删除规则。比如，此类

规则中有一条规定：数据必须在分析完成后

不迟于6个月后删除。根据协议完成数据追

踪，同时还要遵守相关规则，是十分具有挑

战性的一个局面——研究所时刻都有可能触

发潜在的高昂罚款条款。

解决方案

荷美尔研究所在选择实施ATFS系统之前，经

过了广泛的概念验证，证明了ATFS的独有架

构与特性集可以帮助解决其在运营和组织面

临的挑战。 ATFS独特的架构，使得该机构

能够根据拨款或项目需求，加速研究过程和

数据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实现ROI

的增长。

一站式部署的实现

该研究所实现的系统由51.2 TB NVMe闪

存和2PB的大容量近线存储磁盘组成。当

系统在收到数据时，零接触分类引擎会自

动为数据打上分类标签，并生成元数据。

应用于数据的标签，通常来源于用户实现

定义的类别。数据协调器会被用于驱动数

据的放置与保存、及其生命周期与相关工

作流的管理。

实际效果

通过采用ATFS存储系统，荷美尔研究所能

够百分百地实施既定的数据保留和删除政

策，以确保明晰的数据来源并完美保存研

究结果。这一新的解决方案，还帮助研究

所改善了项目资金的投资回报率，同时还

提高了存储性能和数据的移动性。展望未

来，该研究所相信这些重要的更新将加快

研究进程，为攻克癌症治疗难题打下了重

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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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FS独特的架构，使得该

机构能够根据拨款或项目

需求，加速研究过程和数

据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实现ROI的增长。

关于荷美尔研究所

明尼苏达大学荷梅尔研究所

是UMN下属的一个领先的

癌症研究部门，也是美国国

立癌症研究所指定的综合癌

症中心——Masonic 癌症

中心的一部分。研究所的科

学家们专注于通过确定癌症

发展的基本分子机制、寻找

更好的预防、检测和治疗癌

症的方法，来加速解决癌症

问题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荷美尔研究所使用的ATFS存储解决方案包

括三个主要组件:

1，零接触分类引擎。

此引擎可在数据被输入系统时即对数据进

行组织，以生成元数据文件，并可以基于

业务变量(如不同的项目、数据所有者或资

金来源等)，自动应用由用户自定义的数据

标签。这些信息可被用于实现自动化任务、

提供实时状态更新、确定数据是否需要跨

介质和不同地点完成分布——同时确保所

有数据的保存方法符合需求。

此外，ATFS是一款敏捷型软件，其可以根

据不同介质、网络和其他系统组件进行使

用上的调整，始终保持成本与数据价值之

间的最佳比例。

2，策略引擎。用户可以根据数据的生命周

期不同阶段的需求，实现数据的自动管理，

并通过根据策略实现的数据放置，来简化

风险并遵循相关法规的管理。该引擎还可

以根据用户自定义的变量，提供灵活+定

制的特性——比如，一名研究人员可以在

将个人研究数据归档到大容量磁盘之前，

将数据保存在闪存中两周，而另一名研究

人员可以选择将其团队所有的数据存储在

云端，以支持公开审查和轻松的远程团队

访问。

3， 以归档的价格使用闪存的性能。ATFS

系统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性能、成本和容

量方面达到最佳的平衡效果。与更传统的

架构相比，NVMe+近线磁盘+云(公有云

私有云)组合所提供的性价比，只会比前者

更好。还可以通过修改硬件配置，来提高

性能与容量。



数据的移动性

ATFS系统可以通过自身的标签策略，

对数据进行移动和管理。这些策略通

常包括将数据转移到适当的存储介质

上，以匹配性能和/或保留方面的需求。

数据可以存储在不同介质类型上，比

如闪存和近线磁盘，也可以存储在本

地或云端，抑或只是复制到另一个系

统作为备份；还可以根据大小、来源、

文件类型或访问时间来进行数据移动。

通过ATFS系统，研究所可以最终优化

数据放置，实时满足不同研究人员的

不同需求。

数据隔离的功能，也可以在确定数据

来源的前提下，帮助保护研究方法和

结果在发表前不被披露。而标签内容，

能够使得数据的表示独立于其逻辑或

物理位置。

具有长期保留需求的数据，可以通过

S3接口，归档到公共云或私有云上。

荷美尔研究所目前正在考虑，通过使

用磁带产品来进行数据的长期保存；

当ATFS系统将数据移动到外部系统

时，文件元数据和标记将会被保留下

来，以方便在完整的生命周期中，持

续实现对数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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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事件/操作发生时的统计，可用

于实现文件系统的实时状态更新、搜索

以及问题识别。当问题发生时，系统会

自动发送警报；一旦该问题得到了解决，

系统还会发送另一项提醒来完成状态更

新。通过对系统进行上述“分秒不差”

的管理模式，荷美尔研究所可以分毫不

差地获得：系统的资源可用性、热点问

题、异常事件、以及其他与相关状态的

准确信息。

始终稳定的高性能

通过使用预读取功能，ATFS可以加速

对数据的访问并简化检索过程。还可

以通过标签，来标识在预定义的时间

段内，需要更高性能存储的数据，继

而在需要的时候，将数据移到闪存设

备当中，这样可以在总量上，减少所

需要的闪存设备数量，降低存储成本，

并提高了所有项目的系统性能。

数据的保留、协作和法规遵从性

对数据完成分类后，可以确保每一笔

项目资金的特定要求都得到了完成，

比如不同的保留或删除条款——包括

以合规报告为目的的数据隔离、将数

据与研究所内部其他项目组，或外部

组织中的其他人进行隔离等等。

实时的日志报告，状态更新和问题解决

ATFS系统中发生的每一次事件或操作，

都会被自动捕捉并记录；这消除了用户

需要使用脚本来翻找整个文件系统，或

通过数据收集功能来确定性能或容量的

消耗情况，做到了省时省力。

昆腾的技术与服务可帮助客户摄制、编辑、共享数字内容，并以最低的成本，数十年如一日地
保存并守护这些内容的安全。昆腾的产品平台可为高分辨率的视频、图像以及工业物联网等行
业的数据提供最佳的处理性能；昆腾解决方案涵盖了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从高性能读取、
实时协作和分析，到低成本存档等各个方面。每一天，全球知名的娱乐公司、体育俱乐部、研
究组织、政府机构、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们，都在通过昆腾的产品与服务，让人们的生活变得
更加精彩纷呈。昆腾是纳斯达克(QMCO)上市企业，并于2020年加入罗素2000指数。想要了解
更多，请访问www.quant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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