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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数字数据的无情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数据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变得日益重要，更多的数据，

有望能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研究表明，未来 3 年人类创建的数据量，将超过过去 30 年所创

建的数据总量。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都是需要归档的冷数据，因为其的潜在价值，需要在未来

被释放出来。全球 COVID-19 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这种加速转变；在家工作模式的激增，在人

民在“完全数字化”的工作环境中，需要严重依赖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和视频通信方式。由于

其中大部分的数据可被认定为是冷数据，其通常会以传统的文件格式完成存储，但这会造成存储

设备扩展性层面的限制，然而，相对较新的、逐渐被企业级用户接受的对象格式，可以提供近乎

无限的扩展性。这样的接受度，离不开新一代基于互联网的广泛行业应用，包括视频监控、云计

算和边缘计算、高性能计算(HPC)、物联网(IoT)、社交媒体、娱乐等等。  

 

数据存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大趋势，其甚至可以被视为衡量人类进步的一个指标，它跨越了各行

各业、公共或者私人机构，乃至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新的存储技术和架构正在涌现，以响应大

型企业、互联网企业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HSDCs)对高扩展容量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现存的

庞大的数据归档体系，将需要一套更为智能的解决方案，更好地将智能化的数据管理软件和高可

用、可横向扩展硬件的先进能力利用起来。一套行之有效的数字归档战略，已经成为大型企业、

互联网公司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HSDCs）们实现业务持续增长的一道生命线。幸运的是，一种

可用于冷数据归档的全新对象存储产品已经到来。. 

 

超大型企业和互联网公司所面临的冷数据存储挑战是什么? 

毫不奇怪，大多数 HSDC 们的挑战，都来自于自身的规模。他们和其他大型企业一样，面临着难

以克服的“磁盘农场”增长窘境，这不但消耗着预算、形成着过度拥挤的数据中心，还产生着与

环境保护政策相违背的能源和碳

足迹问题，这也使得上述企业，

需要把归档数据/冷数据存储办

法，转换到性价比更为突出的的

磁带解决方案之上。云端的归档

存储服务虽然相对便宜，但随着

传输数据量的增加，云端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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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和传输(带宽)成本会迅速上升。超大规模数据中心（HSDCs）、大型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们，

已经成为了现代归档战略的主要集团军。Amazon Glacier、Amazon Glacier Deep Archive 和

Microsoft Azure，都是针对于冷数据归档的超大规模云服务的行业实例。根据 Synergy 研究集

团的最新研究，全球目前有近 600 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是五年前的两倍。其中 4 家最大的

HSDC 在全球拥有 60 甚至更多的数据中心。此外，思科全球云指数报告预计，到 2021 年，

HSDC 将支持全球数据中心存储数据中的 65%；同时，装机容量将略高于 8 ZB，这样意味着超大

规模冷数据存储的挑战已经迫在眉睫了。 

 

数据什么时候会变“冷”？ 

大多数的归档数据与冷数据都是非结构化的，这也是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数据分类领域。对于

大多数的数据类型来说，其通常在被创建日期后的 90 - 120 天内成为归档数据。当数据保持静态

或不被访问/处理的时间越长，它就会变得越冷；而如今，将数据保存 100 年或更长时间已经变成

一种较为常见的行业选择了。有些数据可以在创建时就会被分类为归档数据，以备等待数年之后，

供人参考或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大部分被存储在了 HDD 硬盘之上。但在始终需要处于开启状

态的 HDD 上，长时间保留使用频率并不高的数据，是一种昂贵的、极为耗能的存储策略。保存

归档数据最具成本效益的存储解决方案是采用本地部署、混合云或在其他地点部署的高容量磁带

库设备，其可以轻松扩展到 EB 量级甚至更高。最近的能源消耗研究表明，磁带的碳排放可以比同

等容量的 HDD 系统低 87%之多。  

 

大型企业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在面对冷数据时，需要依赖对象存储 

数据的海量增长，使得传统的存储格式变得昂贵且难以管理。而对象存储技术，是随着 Amazon 

S3 云服务而流行起来，并已成为基于云的归档存储服务事实上的标准格式。对象存储的概念，源

于人民希望从地球上的任何位置，通过互联网，进行任意数量数据存储和检索的需求，这也使其

成为了云服务提供商和许多超大规模数据中心（HSDCs）的理想选择。对于对象存储，组成“对

象”的数据块及其元数据都被打包在了一起。传统的文件存储固然可以存储数百万个文件，然而，

用户终将遇到这个数量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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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提供了业界唯一一种可无限扩展的架构，其可以在单个名称空间中，快速扩展到数百个

PB 的量级规模。对象存储的使用增长率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文件和块存储，每年增长幅度超过

35%，而且这一趋势暂时还没有暂停的趋势。  

 

ActiveScale Cold Storage，为归档数据、冷数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对象存储类别 

大规模归档和冷数据存储面临的关键挑战包括，易于扩展的总容量、高可用性、数据不变性、元

数据分配、归档数据只有一份副本、低 TCO、多地点冗余和能源效率。幸运的是，现在有一种解

决方案可以有效地满足上述一切需求，并将非结构化和对象数据的量级，从 PB 级扩展到 EB 级。

昆腾公司的兼容 S3 接口的 ActiveScale™冷数据存储智能软件，定义了一种全新的存储类型，其

可以管理、存储并从冷数据的大型归档体系中提取更多潜在价值。使用ActiveScale，用户可以随

时将新的存储节点添加到容量池中，并使用动态数据分布(DDP)的创新性方法，在存储资源之间

对分布写入操作进行优化。DDP 算法平衡了数据分布密度，使应用程序可以随时对容量进行平衡

化的使用。ActiveScale对这些任务所完成的自动化，可以缓解历史上最为耗时、劳动密集型的存

储管理员任务，因为，需要管理的归档数据和冷数据的数量，始终在不断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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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Scale 提供了与 S3 兼容的标准对象接口，并支持整个 S3 冰川生态系统类的命令集。此外，

ActiveScale支持智能归档策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其允许用户在上传对象时，设置可定制的元

数据，这使得对相关数据的搜索和查找变得更加容易，最终可以更有效地解锁归档数据中的更多

价值。同时，ActiveScale还采用了一种小对象的策略，通过在单个驱动器上维护对象的完整副本，

来优化系统的读取性能。对于处于高并行处理负载状态下的系统，这样的策略，可以让系统在同

一时间段内，存储更多的对象，并降低写入进程的聚合延迟。 

 

昆腾公司的全新对象存储服务——将云端体验带到本地环境之中 

除了典型的硬件部署方案，昆腾还推出了一种 PB 量级的对象服务，通过基于 ActiveScale 解决方

案所实现的动态归档和冷数据归档的全新办法。这样的新方法，是专门为大型企业、政府机构、

云服务提供商和研究机构所构建的。由于这样的服务模式不会产生任何的数据访问/下载费用，对

于动态归档和冷数据存储类的应用环境，此类全管理式的服务，是一种具备超高成本效益的内部

部署解决方案。 

对象存储服务 适用于活跃数据 适用于冷数据 

数据检索时间 毫秒级 一般不超过 5 分钟 

如何访问数据 S3 Standard Class S3 Glacier Class 

耐久性 最高可达 19 个 9 最高可达 19 个 9 

Minimum Commitments 1 PB 容量 

为期 3 年 

4 PB 容量 

为期 3 年 

 

ActiveScale 的多地点分布配置，可提供最为顶尖的可用性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HSDCs）通常会将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布置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分散的数据

中心之中，以创建更高的可用性保障，这样的方式，被称为地理冗余。这种方法提供了针对灾难

性事件(如火灾、洪水、飓风或其他可能导致数据中心崩溃的情况)的业务弹性。而 ActiveScale 

GeoSpread 系统，通过使用 HDD 和/或昆腾公司独有的 RAIL(独立磁带库冗余架构)的磁带设备，

也可以将数据中心部署在三个不同的地理位置之上，完成对象存储数据湖的创建，可以更好地容

忍组件和站点出现故障所带来的不利影响。GeoSpread 系统，会通过使用 rateless erasure 

coding 实现的错误校正，来完成数据在跨节点和跨地理位置过程中的无干扰分布。这样一来，对

象数据可以跨节点进行并行访问，从而提高数据传输带宽的聚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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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3 站点的系统，必须能够保证即便在一个地点的数据中心处于完全不可用的状态时，系统仍

能够恢复全部的对象数据，所以，整个系统中不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数据块被保存在单个数据中

心之中。随着 DDP 分层扩展模式的启用，系统将在三个数据中心的 18 个驱动器上，对数据块进

行平等化地分布处理。系统所使用的纠删存储策略为 18/8，其结果是，对象会分布在 18 个磁盘

驱动器上，其中的纠删磁盘为 8 块；任意对象，可以从任意 10 块已完成纠删的磁盘子集中，完成

解码。关键数据和应用程序还可以镜像复制到单个、混合或多个云服务提供商的平台之上，以实

现冗余。如果发生故障，本地部署的数据中心可通过故障切换，将系统转移到上述云镜像之一以

保持可用性，然后在事故解决后，再进行故障恢复。 

 

RAIL 与纠删码技术的结合，定义了更为高级的海量规模归档与冷数据存储架构 

 

 

 

 

 

 

 

 

 

 

使用 RAID 为超大和大规模数据中心创建归档和冷数据的多份副本的方式，正在让位于性价比更

高的纠删码技术与 RAIL 架构的结合办法。随着硬盘容量的增加，使用传统 RAID 重构硬盘的时间

会变得越来越长，有时会需要超过一周的时间，才能重构出发生故障的硬盘中的数据，增加了数

据丢失的风险。而 ActiveScale 通过支持更为高级的二维纠删码技术和 RAIL(基于磁带)架构配置，

通过将数据分散在三个不同的位置，从而使得 ActiveScale 的动态数据分布技术(DDP)实现最为理

想的可用性状态。即使在整个数据中心宕机的情况下，3 个站点的配置，也能提供连续的数据可

用性和持续的操作保证。此外，ActiveScale 系统还拥有着动态数据修复(DDR)功能，基于此，系

统可以执行数据完整性审计和自动修复功能，以解决潜在的存储介质退化的问题，并向系统管理

人员主动发送警报。安装在节点上的代理进程可执行带外管理，并完成连续的后台完整性检查和

类似于 RAIT(独立磁带冗余架构)的 RAIL

架构，可以在不同的磁带库中，跨越不同

的磁带进行数据配置。通过使用昆腾拥有

专利的二维纠删码技术，RAIL 架构可以在

数据中心发生停机或遭受自然灾害时，提

供更强的地理弹性和极端的数据可用性。

RAIL 架构，可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大型

归档和冷数据存储场景，提供高持久度、

高可用性、安全和低成本的存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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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系统监控任务包括环境参数(温度、风扇)以及硬盘健康统计数据，并最终提供额外的系统

可用性级别。 

 

使用磁带介质和 RAIL 架构的 ActiveScale 多地点分布配置的优势 

不可变对象 使用磁带实现对象存储归档数据的 WORM（一次写多次读）和加密效果。 

安全性 磁带的离线特性，可提供防御网络犯罪、勒索软件攻击的额外武器。 

便携性 LTO 介质在发生灾难时，是易于携带的，但 HDD 存储是难以移动的。 

能耗与碳中和 对比 HDD 存储，磁带系统拥有更低的能源消耗，以及更低的碳排放指数。 

磁带与云的生态

系统 

原生的云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将数据写入磁带，并对其中的数据进行读取，

无需专门或专有的软件介入。 

归档系统的耐久

性与高可用性 

LTO 的可靠性误码率（Reliability Bit Error Rate，BER： 1x1019) 已经超越

了 HDDs (BER 1x1016).  

所有现代化磁带的介质寿命都是大于 30 年的；还可搭配高级纠删码技术与

RAIL 架构 

多地点分布 RAIL、DDP 和 DDR 功能的结合，可提供更为先进的海量规模数据可用性

服务。 

ActiveScale Cold Storage 系统，可以将对象存储体系，从 PB 级扩展到 EB 级，同时提供这些超

大规模场景所必需的可用性、持久性和性能表现。通过使用 RAIL(独立磁带库冗余架构)实现成本

效益最高的可扩展性、最低的 TCO 和碳排放数据、理想的可靠性与吞吐量，还可以借助磁带天然

的离线特性，实现更多一层的网络安全保护。随着大规模的冷数据和归档数据的相关需求增长始

终保持着增长的态势，磁带，作为非常适合此类型体系的存储技术，是不容忽视的一种解决方案

选择。 

 

结论  

昆腾公司推出的支持 S3 接口的 ActiveScale 冷数据存储智能软件，标志着一种新的对象存储技术

的诞生，可以更好地管理、存储和扩展从 PB 到 EB 量级扩展的冷数据。大型组织、互联网公司们，

都面临着同样的冷数据挑战，而 ActiveScale 系统，应当被作为一种可提供无限容量的高成本效

益解决方案而看待；同时，随着存储需求的持续飙升，大规模数据中心，占据着当今数据中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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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增长最快的份额部分，并将如何寻找碳中和、能源需求和可持续性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推

向了中心舞台。在数据增长没有放缓迹象的情况下，重新设计归档和冷数据存储的策略，是更为

经济合理地应对这样的数据增长，并解锁其中未被开发的数据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向。这样的策略

需要能够实现连接、分析、保护和处理所有数据的能力，且无论数据被保存在了何处。最佳存储

架构必须简化复杂性，并帮助组织在不强迫预算与数据需要完成同步增长的前提下，更好地挖掘

冷数据的价值。由昆腾公司提供的 ActiveScale Cold storage 提供的新型对象存储，已经准备好

迎接这一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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