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德克萨斯先进计算中心(TACC)，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强

大的超级计算资源，助他们在广阔领域中进行突破性的研究。当日益老化的归档环

境被替换后，昆腾所提供的新解决方案，为TACC带来了一整套可靠的、可扩展的

环境，同时，该环境具备的强大的性能，有助于大型用户社区实行严格的策略管理。

采用昆腾归档解决方案

来保存TACC的前沿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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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Douma
高级系统管理员

大规模应用系统， 德克萨斯先进计算中心 (TACC)

案例研究

“
”

我们认识到，昆腾可以长期提供我们所需要

的数据可靠性和可恢复性。



从天体物理和生物医学，到材料研究和地球

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们，正在利用

TACC的先进计算资源，来解答世界上许多

还处于探索阶段的问题。其中许多的研究人

员，使用的是TACC的Frontera超级计算机，

该计算机在2019年11月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五。1

为了保存数据并使长期访问这些数据成为可

能，TACC为研究人员们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

归档环境，并命名为Ranch。

“我们目前有5.5万固定用户，其中大约有

1500名活跃用户需要将他们的数据长期保

存，” 德克萨斯先进计算中心 (TACC)，大

规模应用系统高级系统管理员，Frank 

Douma解释说：“在这些活跃用户中，大约

有150人属于高级用户组，他们的数据在存

档三到四年后，才会进行数据检索。他们可

能会通过改进过的处理程序来运行这些数据，

然后根据最新的结论与之前的结论作对比。”

TACC原先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分级存储

管理(HSM)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可以存储共

计18亿个文件，并提供160PB的磁带容量。

但是HSM已经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们之前的供应商不再生产某型号的磁带

驱动器，软件更新速度也开始变慢；由于之

前的解决方案，使用的是一个旧的、专有的

操作系统，这使我们在系统支持方面也遇到

了一些问题。” Douma 回忆道：“不可否

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环境，一个能够在服务

水平协议中承诺数据可靠性和可恢复性的环

境。”

同时，Douma还期望能改变人们使用归档

文件的方式方法。“研究人员对文件的使用

习惯，更趋向于近线存储的概念，该环境适

用于存储经常访问的文件和当前最新的数据

集。 但我们的归档环境设置并不是单纯地为

了实现备份或复制功能的环境为初衷的。

解决方案概览

• 昆腾 StorNext® 存储平台

• 昆腾 Xcellis® 高性能共享存储

• 昆腾 QXS™ 混合存储

• 昆腾 Scalar® i6000 磁带库设备

核心获益点

• 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保证了设备

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高的可靠性。

• 通过实行用户配额，优化了归档空

间利用率。

• 通过使用并行工作流存储，加速了

归档性能。

• 超高的扩展能力，完美适用于快速

增长的研究数据量。

”
“选择昆腾后，我不需要尝试让事情运行起来。相反，我只需专注于如何改进系统，让

其可以更好地来支持我们的前沿研究。
Frank Douma -高级系统管理员，大规模应用系统， 德克萨斯先进计算中心 (TACC)

www.quantum.com/customerstories 1 https://www.top500.org/lists/2019/11/

https://www.quantum.com/customerstories?utm_source=collateral&amp;utm_medium=pdf&amp;utm_campaign=cs00484
https://www.top500.org/lists/2019/11/


更不具备近线存储的性能，” Douma谈道：

“我们希望通过实行某些特殊的策略，以确

保研究人员利用该环境来完成长期的归档工

作，而不是一股脑地把任何类型的数据都放

进来。”

通过昆腾——建立一套新的归档系统

在评估了几套可用的归档解决方案之后，

TACC决定继续使用基于StorNext平台的

昆腾解决方案。“我们认识到，Quantum

可以提供我们一直寻求的可靠性和可恢复

性，”Douma说。

新设计的环境，使用了来自其他供应商的

直连存储，容量为30 PB，并通过无限带

宽技术（InfiniBand），连接到6个

Quantum Xcellis工作流存储节点，其中4

个节点，用作为分布式数据管理系统

(DDMs)。当昆腾StorNext元数据控制器

和客户机在执行数据迁移任务期间，

DDMs有助于在归档操作期间保持系统性

能。这些节点后端，会被连接到一台装有

24个LTO-8驱动器的昆腾Scalar i6000磁

带库。 TACC目前使用的，拥有许可授权

的盒式磁带插槽共计有5000个之多。

TACC最初购买了一套4.7 PB容量的昆腾

QXS混合磁盘设备，并计划将其部署为面

向用户的存储环境。但他们最终将其用于

支持原先所使用的HSM系统。

“我期望让HSM的寿命再延长一些。”

Douma说到： “通过集成昆腾的QXS解决

方案，TACC可以继续支持先前的遗留环境，

直到每个人都完成各自的数据迁移工作，就

像我之前提到的一样，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

利用STORNEXT系统精准分配用户配额

昆腾的第六代StorNext系统，可以让Douma

更好地来控制分配给研究人员的存储容量。

“通过StorNext平台，我们对环境的管理能

力得到了加强，基本杜绝了研究人员将我们

的存储环境用作近线存储的现象，”Douma

介绍道： “我们为数据库目录设置了严格的

配额—每个研究人员可以获得2TB的存储容

量，存储文件的数量上限为100,000个。如

果有人觉得不够，可以另行申请一个‘项目

空间环境’。通过对配额的控制，我们可以

优化人们对系统内文档的利用率。”

通过工作流存储——加速归档性能

“之前在HSM环境中，单个服务器要连接

40个磁带驱动器，这是造成了其性能瓶颈

的真正的原因，”Douma说道： “带分布

式数据管理系统(DDMs)的昆腾工作流存储，

提供了并行化的I/O功能。我们目前可以在

多个服务器上同时运行多个磁带驱动器，

以获得比过去高得多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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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M的性能，并不是我们的

最高优先项，但昆腾的解决方

案提供了非常高的吞吐量，且

涵盖了磁盘与磁带两种不同的

介质，聚合数据传输速率可达

到每秒5.5-6GB，这种水平的表

现，在我看来，是具有真正高

性价比产品该有的优势。”

Frank Douma

高级系统管理员，

大规模应用系统，

德克萨斯先进计算中心 (T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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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M的性能，并不是我们的最高优先项，

但昆腾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非常高的吞吐量，

且涵盖了磁盘与磁带两种不同的介质，”

Douma评价到： “我们有16个LTO-8的

磁带驱动器，当对我们的主用户文件系统

进行归档工作时，它们的写入速度超过每

秒500 MB。聚合数据传输速率可达到每

秒5.5-6GB，这种水平的表现，在我看来，

是具有真正高性价比产品该有的优势。”

数据量的不断增长=归档扩展势在必行

目前TACC所搭建的存储环境，其用户文件的

许可容量高达50亿个。但在未来，TACC仍

然在计划通过昆腾的系列产品来扩展存储环

境，以处理更多的研究数据。昆腾系列产品

的高扩展性，可帮助TACC继续支持越来越多

的研究人员，通过运行更为繁重的工作负载，

解决更多越来越复杂的科研问题。

“TACC设计、实现并投入使用的，基于昆腾

产品的长期归档系统，是非常成功的。我们

没有理由相信，未来几年我们会无法再继续

享受这种成功。” Douma评价道。

系统管理员再不用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

通过昆腾搭建的存储环境，使Douma使能够

专注于设想并实施新的业务举措，并放眼未

来的系统规划，而不是一直担心设备的指示

灯亮了没有。“理想情况下，设备完全可以

自行正常运行，因为我们的设计是合理的、

我们的规则集是可靠的、我们的社区用户是

受配额限制的，”Douma总结：“选择昆腾

后，我不需要尝试让事情运行起来。相反，我

只需专注于如何改进系统，让其可以更好地来

支持我们的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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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ACC

德克萨斯高级计算中心(TACC)成立

于2001年，坐落于美国德州奥斯汀

的德克萨斯大学内，该中心的建立

旨在为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强

大、前沿的计算技术、创新的软件

应用和深入的专业知识，以帮助他

们着手解决一些极为复杂的问题。

TACC的技术生态系统包括高性能计

算(HPC)资源、数据分析和可视化

工具、云端资源、特定算法等等。

每年，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

以及其他研究人员们，通过TACC提

供的相关资源，所开展的科研项目

超过3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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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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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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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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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精彩纷呈。想要了解更多，请访问www.quant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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