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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世界上被创建并管理的数据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根据IDC的统计，2018年

“全球数据规模”达到了33 Zettabytes（ZB），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75 ZB。这些

数据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视频、图像和类似的非结构化内容形式存在的。相关的文件大

小和文件流也变得越来越大，并且需要更高性能的系统对其进行存储和使用。

造成这一数据爆炸的原因来源于数据采集设备-从手机摄像头到卫星传感器-这些终端

正在持续不断地以更高的分辨率、更高的保真度和更高的采样率产出上述内容。我们

可预见到的是，数据不仅在持续增长，相关的文件大小和文件流也变得越来越大，并

且需要更高性能的系统对其进行存储和使用。

存储越来越大的文件，越来越快的生成和传输速度，一直是数据存储系统面临的挑战。

StorNext®在20多年前创建时，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特别是生成、管理和共享高

分辨率数字视频，以及拥有其他高性能要求文件且对时延标准较为敏感的数据。在媒

体和娱乐行业的海量需求推动下，StorNext不断发展，始终保持领先一步。如今，

StorNext的高性能文件存储已成为行业内用于存储、传输和共享视频和类视频数据内

容的标准选择。出于其出众的性能和灵活性，它也适用于许多其他类型的数据和工作

负载。

StorNext作为昆腾出品的文件系统。不仅能在昆腾硬件设备上实现简易化管理和快速

部署，也可以与其他品牌的计算和存储硬件实现完美适配。StorNext广泛的可配置性

和协调性，使其无论部署在任何平台，甚至是通过AWS Marketplace，都部署在

AWS公有云端，都可以实现潜力的最大化。

在对StorNext存储进行了一些基本的定位之后,本文将解释StorNext存储的体系结构,

描述StorNext存储的诸多特性与功能，重点介绍StorNext存储那些独具特色的技术细

节和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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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Next存储系统包含几种不同类型的组件，如上图所示。核心是运行StorNext数据服务的，

包含计算、存储或两者兼具的聚合节点。在最简单的系统中，StorNext也可以仅存在于单个

节点中，但是节点集群是最为常见的，因为其可以提供更高的冗余和规模。

在节点上运行的StorNext数据服务，包括数据副本的管理和存储的最终介质（包括闪存、磁

盘、磁带、对象存储和云空间）的策略引擎功能。无论数据是被保存在此体系结构中的任意

位置，其都是可见的，并且命名空间内的其他客户端是可对其进行访问的。策略引擎支持可

用于存储性能、成本和保护级别的自动优化。

StorNext客户端为可访问一个或多个StorNext文件系统的服务器和工作站。客户端间有若干

种连接方式，每种方式都有其特定的优点。从使用的便捷性和普及性方面来说，SMB和NFS

为理想之选。尽管可以使用NAS协议来实现内容的流式传输，但这并非其设计的预期用途。

为了获得最高性能，系统可以通过StorNext SAN客户端软件来进行连接。运行StorNext客

户端软件的服务器和工作站可与StorNext文件系统建立高度优化的直连。甚至还可以提供S3

协议供前端访问。因此，可将部分StorNext系统容量留出，供任何使用S3协议中PUT和GET

的应用程序用作对象存储。

StorNext存储体系架构-概述

使用StorNext客户端将服务器

和工作站直连至存储区间

StorNext可在各存储池之间对

文件和对象按需进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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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件由两类网络进行连接：客户端网络将客户端连接到文件系统和其中的存储空间。存

储网络将节点连接在一起并连接到外部存储的介质。运行StorNext客户端软件的设备也可连

接至存储网络，这是其特殊关键功能之一。

STORNEXT文件系统

StorNext存储系统的核心是StorNext文件系统，又名SNFS。StorNext存储的强大性能、可扩

展性和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SNFS的功能。文件系统的编写非常复杂，风险也很高。

如构建良好，文件系统可以摆脱所有存储方面的困扰，在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实

现最高的性能。如构建不当，文件系统可能会影响性能，甚至导致数据丢失。几十年来，

SNFS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细化并改进，其安全性和超高性能已经在世界上许多条件苛刻的数

据环境中得到了证明。

StorNext系统包含一个或多个StorNext文件系统，这取决于客户的需求和目标。下图说明了组

成StorNext文件系统的主要组件，及其与底层存储的关系。

存储设备

SNFS存储与设备无关，也就是说SNFS支持多种类型、多种品牌、多种接口的存储设备。存

储系统是否包含HDD、SSD、NVMe或内存形式存储并不重要。只要连接端的设备为块存储，

SNFS就可以使用它。还可以在同一文件系统内组合多种类型的存储，并保持其各自的性能特

性。

池

条带组

LUNs

RAID集

存储设备

文件系统

存储阵列

软件RAID或硬件RAID

存储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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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集和LUN

为了提高性能和冗余，磁盘阵列通常会将原始存储设备聚合到RAID集中。这可以由专用硬件

存储控制器完成，或完全通过存储系统中的软件完成。

一旦创建了RAID集，就定义了逻辑单元编号（LUN）。根据配置的不同，RAID集和LUN之间

可能存在1:1的对应关系，或者单个RAID集可以被分割成多个较小的LUN。例如，可将两个驱

动器的RAID1镜像定义为单个LUN，并且可将12个驱动器的大型RAID6集划分为四个较小的

LUN。

企业级NVMe驱动器提供了一个额外的配置选项，使用命名空间，类似于HDD上的分区。

RAID集和LUN可以跨几个NVMe驱动器的完成创建，如下图所示。由于NVMe具有大规模并

行可访问性，因此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NVMe，而对于HDD分区，它会降低驱动器性能并缩

短设备使用寿命。

条带组

简介

存储设备、RAID和LUN在块存储系统中屡见不鲜。进入到文件系统结构中，情况会变得更为

细化。传统的文件系统需构建在一组LUN或磁盘分区等其他逻辑设备之上。StorNext在LUN和

具有重要扩展功能的文件系统之间引入了两个抽象的层：条带组和池。

条带组可被简单定义为一组选定的无差别LUN。数据在这些LUN之间被条带化，形成可配置参

数，包括：

• 段大小（Segment Size）：在将数据写入该LUN中的下一个驱动器之前，写入RAID 

LUN中的一个驱动器的数据量。这是为匹配RAID阵列软件或硬件的配置。

每个驱动器被分成四个

“命名空间”-类似于分区。

在此示例中，5+1个RAID5集在一组六个驱动器上被条

带化；每个命名空间一个RAID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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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条带宽度（Data Stripe Breadth）：在切换到条带组内的下一个LUN之前，SNFS向

LUN写入的数据量。

• Inode条带宽度（Inode Stripe Width）：如果不为零，则会导致大文件的分配，是以指定

大小块的形式跨条带组条带化。

当使用自动条带组配置时，需在后台设置许多附加参数。手动配置模式可让用户自己调节所有

参数。完整的技术细节可在StorNext文档中心中查阅。

条带组的类型和用例

SNFS可使用条带组将具有不同特性的数据分离到不同的LUN上。SNFS的条带组有三类：

• 元数据条带组保存的是文件系统元数据，包括文件系统中每个文件的文件名和属性。元数

据非常小，可以随机访问。

• 日志条带组包含文件系统日志，即对文件系统元数据的更改的顺序记录。日志数据是一系

列小的顺序写入和读取。

• 用户数据条带组包含文件的内容。用户数据的访问模式取决于客户的具体场景，但视频文

件（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按顺序访问的大型文件。

在性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较小系统中，所有三种类型信息均可驻留在一个条带组上。典型的高性

能配置可以将元数据和日志数据与单独的用户数据条带组组合在一起。在非常庞大和非常繁忙

的系统中，通过将元数据、日志和用户数据分离到单不同的条带组上，可以获得额外的性能。

对于可以存放多个用户数据的条带组，每个用户数据条带组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或访问要求

进行优化。例如，视频播放需要具有一致的、低延迟的高性能流，从而可避免帧中内容的丢失。

而渲染作业涉及更具随机性的访问、更小的I/O。通过StorNext，您可以使用不同的一个或多

个条带组来存储并优化不同的数据，并且仍然将它们作为同一文件系统的一部分。

由于条带组中的LUN无需都被保存在同一存储系统上，因此条带组还提供了一种可扩展文件系

统性能和容量的方法。为实现扩容目的，条带组可以跨越两个大容量存储，每个存储都包含许

多个扩展盘柜。为了实现性能扩展，条带组可跨越多台容量较低的存储，以利用聚合存储的控

制器带宽。这两种技术都在下图中进行了可视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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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的条带组添加到现有文件系统后，配合使用精简配置的存储设备，可以增加条带组内

LUN的大小。卸载功能甚至允许文件在后台的条带组之间完成迁移。还可以添加新的存储设

备，并在系统在线时停用旧的存储设备。

最后，条带组还支持更细粒度的数据布局。在文件系统内，特定目录或甚至特定文件类型（例

如，后缀为.jpeg）可以存储到特定条带组。这些联系被定义为亲和性。这种亲和性能够利用

不同条带组的独特性能特征，同时在单个文件系统中将所有文件按逻辑分布连接在一起。

存储池：简介和使用场景

SNFS存储池是StorNext文件系统中第二层的抽象概念。虽然条带组是强制的，但存储池是可

选的。参考第五页的图中可发现，存储池是由一个或多个条带组组成的，就像条带组由一个或

多个LUN组成一样。每个存储池都存在一个关联的命名空间，如“metadata”或“journal”。

存储池允许在不同类别的主存储器之间完成数据的“透明”转移，例如NVMe闪存池和HDD

池。这种转移需要由管理员手动操作，也可由预定义的策略自动触发。“透明”指从客户端的

角度来看，文件总是保留在StorNext命名空间中的原始位置，而无需关心它们实际驻留在哪

个储存池中。

一些情况下，文件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存储性能，而不同的性能也代表着不同

的存储需求，存储池的价值在于可大幅提升数据在实际应用中的效率。例如，在非线性视频编

辑任务中，特别是在较高分辨率和帧率下，需要非常高的带宽和极低的延时。这是一个完美的

NVMe存储应用场景。但就单位容量成本计算（$/TB），NVMe仍然比HDD存储设备贵得多。

存储池可随时随需地利用少量的快速存储（如NVMe）存储，为部分不需要极佳性能的工作流

或数据生命周期阶段提供更廉价的大容量存储（比如HDD）。

条带组1：容量

条带组2：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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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的另一个用途在于可以将不同的项目内容隔离起来。这样，对某一个项目文件的高频

使用并不会影响其他项目的用户的性能体验。存储池也适用于高性能摄取场景，在该场景中，

数据如果生成于高速存储池中，随后可以自动转移至到更便宜、速度稍慢的次级存储中，从

而为新内容腾出空间。

作业和策略

在存储池的概念中，作业是系统对特定文件执行操作的一组指令，可立即运行，也可在将来特

定的时间运行。策略是定期运行特定作业的一套规则。另外，策略的触发运行可设置先决条件，

比如仅当池的剩余容量高于指定水平 （例如，存储量已超过总容量的80%）；策略也可以用

于限制在每次运行所执行的工作量（例如，每次运行，可处理最高1TB的工作量）。

要操作的文件集可以显式指定，也可以基于一组特定的标准指定，标准包括文件大小、创建历

史文件或目录、驻留池的任何组合，甚至是名称是否匹配自定义正则表达式（regex）。一个

示例策略如下，当名为“fast”的存储池中超过一周的文件填充级别超过80%时，在文件系统

中搜索该类文件并将其移至名为“slow”的池中。

除系统管理员外，还可向其他用户和组授予用户或管理员访问权限，从而完成作业和策略的提

交和控制。用户可控制被授权的作业以及查看相关的存储池与策略。管理员可执行包括配置在

内的任何操作。

下列为几种不同的作业类型：

作业类型 操作

移动(Move) 文件内容从一个池移动到另一个池

预估(Estimate) 可选择在移动前运行，以计算目标池中所需空间

升级(Promote) 在目标池中创建内容的新副本并保留旧副本

降级(Demote)
如果升级的内容没有更改，请删除升级的副本，恢复原文本。对于已更改的文件，将更改后的副本移
动到最开始的存储池中

移除(Remove) 移除升级的内容，保留原文本不变

盘点(Inventory) 对每个池中的文件和目录进行计数并提供报告

校验(Checksum)
使用指定算法对每个文件进行校验和，然后将校验和结果存储在文件的扩展属性中。使用者可从外部
访问存储的校验码，系统也支持自定义集成

验证(Validate) 使用指定算法读取并执行每个文件的校验和，与存储的校验码进行比较，及时报告任何不匹配的情况

表1-存储池作业类型汇总

存储池可灵活高效地控制数据在StorNext系统的主存储环境内的保存位置，并且还可与稍后描
述的FlexTier二级存储分层实现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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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SYSTEM文件系统

我们已详细介绍了StorNext文件系统的基本结构，接下来会主要介绍一下文件系统本身的一些

主要功能与关键特征特征：StorNext文件存储系统集群可根据需要，并发运行多个文件系统，

所有文件系统均具备唯一配置。

Metadata元数据

在文件系统中，元数据（字面意思是“关于数据的数据”）起着关键作用。它由文件名和位置

信息组成，同时还包括时间戳、权限、只读和脱机指示符等标志以及许多其他属性。像

StorNext这样的共享文件系统，还可以解决元数据一致性方面的挑战，确保所有用户看到的文

件系统是一摸一样的。

本文中提到的“元数据”，特指上一段所述的文件系统元数据。这与内容元数据不同，比如

创建者、音轨号、视频分辨率、比特率等。StorNext可对文件系统元数据实施管理，而像媒

体资产管理系统或其他内容管理器（例如CatDV ）等外部系统，不会受到StorNext管理内容

元数据的影响。

文件系统元数据是文件系统性能的关键。如果元数据操作较慢，则会限制创建或更改文件的速

度。在StorNext文件系统中，元数据与文件数据是分开处理的。前者通常被保留在经过调优的、

可对元数据进行优化使用的单独存储空间内，但小型系统除外。同理，元数据通信也可在与数

据分离的网络上进行，并且通常发生在高性能系统当中，有助于减少元数据通信的延迟。

NODE1

Mover  
Service

NODE2

Mover  
Service

NODE3

Mover  
Service

Scaling扩展

数据传输是通过系统服务执行的，并且可通过在集群中多个节点上运行服务，来轻松扩大池的

运行容量。在下图的示例中，mover服务在集群中的所有三个节点上运行。两个实例配置为在

文件系统“FS1”上操作，另一个实例配置为在文件系统“FS2”上操作。

CLI

>

FS 1
池-
快-1

FS 1
池-
快-2

FS 1
池-
慢

FS 2
池-
快

FS 2
池-
慢

WEB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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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Next在元数据通信中的高效技术已获得多项专利保护，包括8190736、 8554909、

9456041、和9342568。元数据通信的相关内容，将在本文档的StorNext客户端部分作进一

步分析。

元数据通常被缓存在内存中，避免从HDD或SSD存储中检索元数据时出现延迟。在储存有数百

万个文件的文件系统中，元数据的量同样也会很大，因此很难将其缓存在适当大小的RAM中。

StorNext中的关键元数据性能的主要一项创新之处在于，其具有多级元数据缓存，包括专利

（9176887）压缩二级缓存技术。高效的压缩可以使数亿级别，甚至更多文件的元数据均可以

缓存在集群节点上的RAM中。除了最大的文件计数环境之外，在所有环境中，元数据读取操

作均可从RAM中完成且不必访问速度较慢的存储空间。

专利8977590中描述的智能缓冲技术，加快了StorNext文件系统中，元数据到内存的写入速

度。通常来说，公共缓冲对写入设备是透明的，如果在将缓冲数据写入存储前发生故障情况，

则缓冲数据可能会被丢失。通过StorNext的智能缓冲，写入客户端时会提示使用者，哪些元数

据正处于缓冲中，当缓冲器发生故障或出现丢失情况下，客户端将重新发送元数据，从而避免

任何数据丢失的可能。

使用包括专利9069790和9483356所涵盖的技术，可以对文件系统日志进行类似的优化，从而

获得最高的性能和效率。

StorNext元数据处理中最有力的一项创新便是StorNext元数据存档（MD存档-metadata 

archive）。MD 存档是用于存储元数据历史的自定义空间数据库（专利10133761）。得益于

数据库的性质和其中元数据的编码方式，可实现快速、高效的搜索。如果没有此类型的数据库，

一些操作将需要通过扫描完成，例如在文件系统的一个区域中查找更改。对于大型文件系统，

扫描会消耗大量的系统资源和时间。StorNext MD 存档通过采用简单查询替换扫描，使复制

和碎片整理等操作，能够以较低的资源成本快速运行。由于它还包含文件系统的更改记录，所

以元数据存档可用于审核或取证，从而确定“A对B实施了哪些操作，以及操作时长等信息”。

当然，使用者也不能完全弃用扫描操作，因为扫描是验证文件系统和MD 存档是否同步的一个

重要方法，但扫描的使用频率，比起上述情形，会大大的降低。需扫描时，可同时使用特殊的

并行技术（专利14922432）实现快速高效的扫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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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确定数据的存储位置，即解决数据的分配问题，是任何文件系统需要实现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分配的合理与否会直接影响系统的各项性能，包括数据是初始写入性能、读取性能以及文件系

统在一段时间内的性能状况波动，还会影响碎片化文件的产生概率。而StorNext在该领域，

同样具有重要的知识产权。

SNFS可以“积极地”去进行空间分配。假设它对某个文件执行了写入操作，则以后很可能还会

对该文件执行另一次写入操作。为将文件数据保存在一起，并防止数据和剩余空间的碎片化，

分配的空间一定要比请求空间大。例如，如果写入1MB文件，则可分配2MB。最初分配的额外

空间量取决于文件大小，并且会以递增的方式扩大至指定上限。下列图6示例中，第一个分配

为2MB，第二个为6MB（2MB加4MB增量），第三个是10MB（2MB+2x 4MB增量）。

可根据需要，轻松优化分配算法，从而针对特定写入模式进行优化。系统提供了查看分配统计

信息的工具，可辅助进行调优。关于分配优化的更多细节，请查阅此处的在线文档。

批量预分配（Allocation Session Reservation ，ASR）是一项专利[8271760]分配技术，可

防止文件系统的碎片化，提高在特定目录中写入和读取文件序列用例的性能。这种模式常见于

富媒体流应用，及其他的相似应用。启用ASR[默认]后，目录中的文件序列将按写入顺序存储

在磁盘中。ASR会将这些文件保存在一起，即便其他应用程序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目录中，或是

从不同的客户端写入的。

如果未启用ASR，在对多个客户端或应用程序同时写入文件序列时，可能导致存储出现“棋盘

化交错”，即不相关的数据被交叉存储。在读取文件时，棋盘化交错会对性能产生严重的负面

影响。因为这些应用程序会按顺序写入和读取多个文件，从而使得单个文件连续化的简单“碎

片整理”操作不起作用。

文件写入

文件系统分配

时间



昆腾StorNext 横向扩展文件系统 |   WHITE  PAPER  13

由于每个客户操作数据流的方式是唯一的，StorNext包含了一系列的特性和工具，既可防止

碎片化的出现，又可管理任何文件系统在长期使用时不可避免发生的碎片化情形。这些工具

的摘要参考位于此处。

当应用程序执行的I/O与配置的RAID条带大小不匹配时，系统性能同样会受到影响。在某些

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处理像DPX这样“每帧都作为一个文件”的视频格式时。

RAID软件会计算全条带上的奇偶校验。当写入“很短”时，RAID软件必须首先从存储中读

取条带中的其余现有数据，然后再计算新的奇偶校验。所产生的延迟和额外的磁盘I/O会导

致明显的延迟情况。StorNext通过使用一种有助于填充较短写入任务的独特策略（专利

8650357），避免了在该情况下可能另行发生的额外读取。

安全模型

在现代文件系统中有两种主要的安全模型：UNIX权限位和访问控制列表（Access Control 

Lists ，ACL）。StorNext同时支持这两种模型，但何时使用它们，取决于客户端的OS和

SNFS配置设置。根据每个文件系统可对安全模型进行灵活选择。具体使用哪个模型取决于其

的安全性要求。UNIX权限位较为简单，但在灵活性方面略逊于ACL。这两种模型都允许在所

有平台上，统一实施单类型权限，从而在异构环境中提供一致的体验。

通过ACL安全模型，可在基于ACL的Windows系统上进行权限管理。在Linux和Mac平台上，

安全检查可基于ACL和UNIX权限位的组合。在UNIX权限位模型中，可根据UNIX权限位在包

括Windows在内的所有OS平台上实施权限管理。对于Windows，UNIX权限在Windows资

源管理器中会被显示为合成ACL，其中一个访问控制项（ACE）可用于操作用户，另一个用

于组，还有一个用于授权给所有人。

有关StorNext安全模型的详细信息，包括标识映射、跨平台权限执行和其他主题，请参阅

Quantum.com上StorNext文档中心的StorNext安全部分。

文件序列A

文件序列B

无ASR的存储 带ASR的存储

ASR可防止相关文件在写入时出现整个序列碎片化的情况发生。除可减少文件系统上的数
据碎片外，由于一起写入的文件集合通常会一起移除，因此ASR还可减少自由空间中的碎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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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StorNext架构图为各种客户端和客户端连接等软硬件组件的详细视图。

StorNext客户端与连接性能

简介

使用由StorNext集群提供共享存储服务的机器和进程，通常被称为客户端机器，简称客户端。

SNFS作为一个异构文件系统，因此客户端可自由运行Windows、macOS或Linux系统。客户

端计算机可通过任意形式的客户端软件，连接至StorNext集群，这些客户端软件可以是内置在

OS中的，也可单独安装。每种客户端连接方法的显著优点及特征可见下方图表。StorNext环境，

包括了需要使用不同连接方法的各种客户端组合。

客户端连接通过 性能 储存路径 客户端软件 数据网络

NAS （NFS/SMB） 好 NAS网关
无需安装，操作系
统默认提供

标准以太网

StorNext客户端软件
— 网关模式

高 StorNext网关 单独安装* 标准以太网

StorNext客户端软件
— 直接模式

最高 直接 单独安装*
光纤通道、IB、iSCSI、RDMA
以太网

S3客户端软件 好 S3网关 单独安装 标准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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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NAS是客户端的首选连接选项，使用标准NFS或SMB协议。由于现代操作系统中普遍包含连接至

NAS共享的功能，因此NAS连接过程极为简单且无需安装代码。它可通过已设置的TCP/IP网络进

行工作，且速度相当快，适用于各类用户及用例。然而，对于涉及大型文件，或对时延敏感的数

据流的高性能工作负载来说，这显然还不够好。

NAS在这些应用中表现不佳，原因之一在于，它对网络带宽的使用效率不高。传输的单位数据

存在大量协议负荷。另一个原因是NAS客户端和服务器软件进行了一些折中设计，因此在大多

数情况下，可为多数用户和用例提供良好性能。但经优化设计后，其也可为大量用户和相对较

小的请求提供支持。

在StorNext集群中，可将一个或多个节点配置为NAS网关。如果配置了多个节点，网关可以通

过内部DNS服务器和虚拟IP地址（VIP），以冗余和负载平衡的扩展方式完成操作。如果某个节

点发生故障，现有连接将被移至其他活动节点。如果某个节点出现联机返回或整体环境中被添

加了某个新节点，连接将自动进行重新负载均衡。

下图显示了一套八节点的StorNext集群，其中四个节点配置为NAS网关，VIP用于负载平衡和

故障转移。客户端将始终连接集群VIP上的集群（此处为10.1.1.1），主节点负责负载分配。如

果主节点发生故障，则主任务将被移至其他活动节点，并且横跨剩余节点重新进行负载均衡连

接。

有关StorNext扩展NAS集群操作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Next文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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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Next客户端软件

连接到StorNext集群并实现最高性能的方法，是通过StorNext客户端软件。苹果设备可以利用

MacOS内置的XSan客户端；Windows和Linux设备需完成简单的客户端安装。

当使用StorNext客户端软件时，已挂载StorNext的文件系统，将在客户端机器上显示为本地文

件系统，而不是远程NAS挂载，如下图所示。StorNext文件系统是为远程共享而设置的，这一

点对于应用程序来说，可以说是透明的。

除透明性外，通过StorNext客户端挂载的StorNext文件系统性能，要比通过NAS挂载的性能

高得多，特别是对于大型的文件和数据流。StorNext客户端可控制连接的两端，因此可通过使

用更有效的传输方案，让可传输的数据规模变得更大，而对应的带宽开销变得更低。StorNext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软件专为实现流式应用中的最高性能而设计，而这是传统NAS所无法实现的。

Connection Mode Details连接模式细节

StorNext客户端软件可以直连模式或代理模式运行，区别在于客户端是如何连接到共享块存储

区间的。以直连模式运行的客户端称为直连模式客户端，简称直连客户端。以代理模式运行的

客户端称为代理模式客户端，简称代理客户端。在本文第14页中的图表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以下文本所描述的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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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连模式

直连模式是连接到SNFS的最初方法，也是客户端和块存储间最短、最快的路径。直连客户端通

过后端的存储网络，直连至共享块存储，后端存储网络可通过光纤通道、RDMA、iSCSI或

InfiniBand实现。读写活动只涉及客户端和存储器，没有类似“NAS存储引擎”或其他笨重的

软件堆栈。除将客户端连接至存储器的存储网络外，这与服务器写入本地内部存储的方式十分

类似。

然而，与服务器中的本地存储不同，StorNext文件系统后的存储为共享存储模式。我们需通过

特定的方法来确保共享存储的一致性，因此，所有客户端始终会装有相同文件系统的一致性视

图。对于StorNext来说，这个功能由文件系统管理器（FSM）执行。除经由存储网络连接到块

存储外，直连模式的客户端还可维持TCP/IP与FSM的连接，从而实现元数据通信。FSM可谓是

确保文件系统一致性的“交通警察”。

下图为直连模式中，StorNext客户端、FSM和存储间实现读取和写入操作的数据和元数据流量

的简化视图。需注意的关键方面是FSM并不在数据路径中。一旦FSM向客户端传达存储上相关

块位置的信息，客户端会直接执行块存储的数据读取和写入工作。

直连模式的优点是速度快，缺点是成本高。连接至高速存储网络的成本要高于连接至前端客

户端网络的成本。然而NAS对于许多应用而言，传输速度不太理想。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第

三种选择方案。

元数据

客户端

以太网

StorNext

直连客户端

存储

网络
数据

序号 读取 写入

1 ABC文件的数据位置 写入位置

2 FSM: 块XX至YY FSM: 块AA至BB

3 直接从存储读取数据 将数据直接写入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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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以前称为DLC）传输速度比NAS更快，且网络连接成本更低，而且具有独特的负载

平衡和可扩展特性，因此理想适用于以下应用要求：需要实现NAS无法实现的高性能和低时延，

但也无需达到直连模式提供的最高级别性能。

与直连客户端不同，代理客户端不会直连至存储网络，相反，它通过在StorNext集群上运行的

网关对数据进行代理处理。代理网关可像直接客户端一样，直接访问块存储。当代理客户端需

执行I/O时，首先它会通过指定的元数据网络与FSM建立联系，获得存储器上的位置信息。然

后代理客户端会将数据请求传输回代理网关，代理网关代表代理客户端对存储器进行访问，并

传输回所需的数据和状态。该过程如下图所示。

在客户端和存储之间使用网关听起来就像NAS的运行方式一样，那么代理客户端该如何实现

更高性能？这一问题的答案涉及几个方面。

• 与典型的NAS堆栈相比，代理客户端软件堆栈非常精简，并且CPU消耗也少得多。

• 代理客户端使用的唯一协议比SMB或NFS简单得多。

• SMB的大多数的实现，都是每个客户端单线程处理元数据请求的结果，限制了性能

• 甚至SMB多通道也不能跨节点拆分I/O，因此性能受限于单个NAS节点的性能。

• 代理客户端负载均衡功能，是其使用的唯一通信协议中固有的。NAS负载平衡基于DNS

实现，因此会导致更高的延迟。

• 通过StorNext代理客户端，即使针对单个客户端和单一数据流，也可实现更高等级的并

行性，具体如下。

元数据

客户端

以太网
存储

网络

StorNext

代理客户端
数据

序号 读取 写入

1 ABC文件的数据位置 写入位置

2 FSM: 块XX至YY FSM: 块AA至BB

3 将块XX读取至XX+n 将块AA写入AA+n

4 代理提取数据块 代理写入数据块

5 代理将块返回给客户端 代理向客户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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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中的并行性，是代理模式客户端实现可扩展性、负载平衡和弹性等特性的关键。通过

将客户端上的大型I/O分割成较小的并发I/O请求，这些请求可跨越多个代理网关节点发出，然

后通过并行，使用多个网卡提高吞吐量，单个的请求也是实行同样的操作。为了更好地优化超

高速（40/50/100GbE）链路的性能，每个网卡上都配置了多个并行连接，从而可以更好地利

用多核CPU。

代理网关可以基于队列的深度来平衡负载。如果到特定网关节点的I/O队列开始增长，但完成得

不够快，代理客户端就会将随后的I/O转移到不同的网关节点上。该机制实现了基于网关节点时

延和吞吐量的实时负载平衡，并避免单节点出现性能堵塞的状况。处理请求较快的节点将接收

更多客户端请求。当所有队列都为空时，各个代理模式客户端会随机挑选单个网关节点，来完

成服务请求。

当添加额外的网关节点时，代理客户端会被自动告知此次添加行为，同时可以将这些网关节点

用于I/O请求。如果网关节点不可用，代理客户端将继续使用剩余网关。并将发生故障的网关上

进行的I/O自动重新发布。

在一些更为复杂的环境下，某些客户、或某组客户为确保优异的性能的始终如一，可能需要一

定程度的手动控制。为此，可将客户端配置为使用网关节点，或网卡的特定子集，从而可在不

牺牲负载平衡和弹性的情况下，完成资源分配。

S3

第三种连接到StorNext文件系统的方法是通过S3，可使用任何支持S3的应用程序实现。此方法

可以使StorNext能够写入一个具有某些独特特性的，简单的对象存储系统，例如MinIO ，相关

文档可参阅此处。我们会在后文中讲到，凭借StorNext策略引擎将数据写出到对象存储的功能，

请注意这两种功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对象数据驻留在文件系统的专用子目录中，例如/minio 。在对象服务的Root下，桶由目录表

示，而对象即对应于文件。这使得NAS和StorNext客户端可以很容易地对对象层次结构进行浏

览，并在需要时，将对象视为文件进行访问 。

文件系统的对象存储部分，对于NAS和

StorNext客户端来说，也是可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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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定的集群节点访问对象存储，这些节点可充当S3网关，从而提供与外部应用的高可用性

连接。将S3访问与StorNext FlexTier数据管理策略相结合，可将对象从磁盘“分流”到磁带

以实现长期归档存储，因为归档存储比公有云的冷存储更具成本优势。

Data Services数据服务

除高速文件系统外，StorNext还可以完成大量的数据集成服务。有些可用于日常存储资源的

管理，有些则被用于诸如数据保护，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或与其他系统之间的数据导入/导出

等功能。

虽然StorNext数据服务可由管理员手动控制，其也可由外部应用，以编程方式进行控制，但

该服务通常是通过StorNext的集成策略和调度功能完成驱动的。例如，存储策略可指定，目

录/ data中的文件在被更改五分钟后，将其副本自动复制到本地的对象存储中，并将另一个副

本复制到公有云当中，并在进行进一步的更改后，保留10个版本。12个月后，本地副本自动

过期。

刚才描述的简单策略，可帮助实现全面的现场和非现场数据保护，并在文件老化时自动将其

移动至云端，从而达到控制存储成本的目的。

下图包含了StorNext数据服务的概要，下文将对其进行详细描述。

数据迁移

虽然StorNext存储系统可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扩展、和更改，但其架构下的硬件组件始终

会面临过时、淘汰的风险，对于存储设备而言，尤其如此。随着更高性能和更具成本效益的技

术的出现，使用者通常需要每两到三年更换一次存储阵列。

通过SNFS，可使用文件系统扩展，添加配置为一个或多个新条带组的附加存储。添加了新的条

带组后，有两种数据迁移的选项：既可将来自源条带组的文件重定向到特定目标条带组，也可

通过操作，将来自一个或一个以上源条带组的文件，分散到所有剩余条带组之间。

数据服务 说明 用途

数据迁移 在条带组之间移动文件 资源管理

配额 对文件系统容量的共享进行控制 资源管理

QoS/带宽管理 对文件系统性能的共享进行控制 资源管理

FlexTier 将StorNext文件系统以透明方式扩展到二级辅助存储
资源管理
数据保护
数据分发

FlexSync 目录复制/同步
数据保护
数据分发

导入/导出
从外部系统导入文件或将文件导出到外部系统（磁带、对象存
储、其他存档SW）

数据交换
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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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情况下，迁移过程首先会将源条带组的分配状态（alloc）设置为false，从而防止创建新

的文件扩展区或扩展现有扩展区。如果将源条带组简单地标记为只读，则会造成应用程序的写入

失败。使用alloc标志可避免这种情况。

一旦在源条带组上完成了alloc=false的设置，就可以在文件系统处于活动状态时，在后台迁移文

件内容。如果打开源文件，则会通知客户端暂停I/O，同时将正在使用的范围内文件移动到新的

条带组，然后通知客户端刷新并恢复I/O。

当所有文件都成功迁移后，可将源条带组重新部署用于系统内的另一应用，也可停用并移除源条

带组。

配额

StorNext系统通常会由多个部门中的多个用户共享，而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需求。在共享环境

中，对系统资源进行管理，以避免冲突变得尤其重要。对于共享存储系统，通常会有两种资源

需要分配：容量和性能。配额是用于分配容量的方法。两类存储资源配额可分配为：主存储和

二级存储。可通过按需或定期管理报告的方式监测配额遵守情况。

主存储配额

主存储配额可用于管理主存储（例如NVMe Flash、SSD或HDD）上的容量。文件系统配额有

三种类型：用户配额、组配额和目录配额。用户和组配额可用于限制整个文件系统中用户或组

可分配的容量。目录配额是用于限制分配给特定目录、及其子目录的容量，也可用于有效地限

制文件数量。

每个配额可能具有与之相关联的两个限制：软限制和硬限制。硬限制是指：空间使用不应超过

的绝对极限。每当总分配空间达到或超过硬限制时，违规用户、违规组或违规目录内的所有进

一步写入请求都将被拒绝。

迁移前 迁移时 迁移后

客户端I/O

条带组

添加新的条带组添加新的条带组
A上的块被移动到B&C，A

上没有新的分配
条带组A已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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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限制是一个较小的限制。当应用空间超过软限制时，系统将启动可配置的宽限期计时器并发

出警告。如果超过软限制的时间超出宽限期，软限制将转为硬限制并拒绝进一步写入。

为提供最大灵活性，可只指定硬限制，不指定软限制和宽限期，或者只指定软限制，有或没有

宽限期。这种限制能够让管理员创建一系列从宽松到严格的实施方案。

Secondary Storage Quotas二级存储配额

StorNext具有一系列可管理次级存储的成熟而强大的功能，如下面的FlexTier部分所述。与

主存储配额一样，二级存储配额为管理员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可控制二级存储目

标（如云、对象存储和磁带）的容量分配。此外，与主存储配额一样，二级存储配额涉及硬

限制、软限制和宽限期的概念，并且被管理的实体包括用户和组。但二级存储配额涉及项目

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目录配额。项目是由管理员定义的，一个或多个目录及其子目录列表。

这使得系统能够以不同的颗粒度级别，跟踪二级存储的使用。

二级存储配额也可以应用于特定的二级存储介质类型（例如：AWS）或媒体（例如特定的

AWS bucket），这有助于理解和控制“存储即服务”的使用。

服务质量/带宽管理（QBM）

分配StorNext系统的吞吐量，是服务质量/带宽管理中包含的功能。不同客户端需要分配不同

性能的原因有很多。一些可能需要特定级别的存储带宽，以执行其日常工作。还可能存在需在

规定时间内优先于其他所有用户的特殊事件，例如新闻发布会或高管遴选。对于具有多用户浏

览内容的系统，可能需通过一种方法保护内容创建者带宽不受观看者需求激增的影响。当然，

StorNext QBM可以处理的情况，远不止上述这些。

硬限制

软限制

宽限期
超出宽

限期
宽限期

超出硬

限制

存

储

用

量

时间
允许写入

阻止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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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M是基于条带组和客户端来配置的。定义每个条带组的总带宽容量后，根据客户端所属的类

别，为客户端分配带宽。这里出现了四个类的定义，每个类的定义对应着不同的行为。带宽分

配是动态变化的，并会根据存储的使用方式不断改变。总的目标是确保客户端能够使用所有可

用的存储带宽（即，如果没必要，则不会对其进行限制），但是必须确保较高优先级的客户端

始终可获得其需要的带宽。

QBM配置的构建块，除服务类别外，还可将每个客户端配置为具有最小和最大带宽的分配。其

目的是为了通过可用的总带宽、类和请求的带宽的组合，确定将分配给每个客户端的带宽。

FLEXTIER

StorNext FlexTier是支持将StorNext文件系统扩展到次级存储子系统的通用名称。使用

FlexTier特性的SNFS称为托管文件系统。“将SNFS扩展到次级存储”是指使用策略系统，根

据需要在主存储介质和辅助存储最终介质间完成数据移动，从而使主存储池看起来比实际大很

多。数据移动发生在后台，对用户和应用程序来说是不可见的（表面上）。无论数据块实际位

于何处、或是否存在多个副本，文件始终出现在写入它们的文件系统中。以这种方式管理文件

系统可以节省成本，因为旧数据可以一种透明的方式转移到更便宜的存储介质上，从而减少了

对昂贵的主存储容量的需求。这是任何分级存储管理（HSM）系统的基本价值前提。

但是FlexTier不仅仅拥有简单的HSM功能。由于FlexTier可创建副本并保留文件版本，因此可

使StorNext系统处于完全的自我保护中，并且无需额外的备份软件。文件在创建和更改时会始

终受到保护。

二级存储的最终介质

二级存储的一般特征在于，每TB的存储成本是低于主存储的，但通常性能也较低。StorNext二

级存储选项包括昆腾Scalar磁带库和昆腾ActiveScale对象存储，但并不仅限于昆腾硬件。

类 优先级 说明

先到先得 第一
客户端至少收到请求的最小带宽，或者没有接收到最小带宽，但将在添加新客户端时保留
其带宽。如果新的先到先得客户端由于可用带宽短缺而被拒绝，则将该客户端分配至公平
共享类别。

公平共享 第二
客户端可与其配置成按照一定比例的共享类带宽。随着客户端的增加，每个客户端可用的
带宽减少。

共享程度低 第三
这些客户端可共享，且带宽未被较高优先级类占用。适用于可在资源可用时工作的后台任
务。

Mover 第四
用于限制FlexTier数据移动客户端的特殊类别，确保数据向次级存储的后台移动时，不会影
响其他客户端。



24  WHITE  PAPER   | 昆腾StorNext 横向扩展文件系统

StorNext支持许多第三方的存储设备和公有云。有关当前兼容列表，请参阅StorNext兼容性

指南。请记住，新设备和云服务通常根据客户请求添加的。如需申请新二级存储设备或服务

的认证，请联系昆腾公司。

FlexTier支持以下类型的次级存储：

生命周期流程

在托管文件系统中，文件数据会根据管理员定义的策略移动。本小节将描述一套较为简化的

数据基本生命周期流程，下一节还将介绍一些可用的策略选项。当然，用户和应用程序可将

StorNext文件系统视为一个单独的命名空间，其可以像其他文件系统一样，用于存储和检索

文件，而FlexTier活动通常是不可见的。当有时用户和应用程序需要看到“幕后”，StorNext

提供了诸如“脱机文件管理器”等的工具，可用于展示FlexTier的操作细节。

生命周期流程的策略，通常是应用于文件系统中的目录级。单个策略可应用于多个目录，并

且并不要求每个目录都具有与其相关联的策略。

当文件被创建或复制到SNFS中时，其基本生命周期流程就开始了。系统会监视文件的状态，

并且当它在几分钟内保持不变时，按照策略指示，会将文件的一个或多个副本存储到次级存

储的最终介质上。如果定义了两个副本，则现在系统内总共存在文件的三个实例--原始文本会

被保留在主存储上，两个副本则被保留在次级存储上。由于其他副本会被存在于其他介质上，

因此实现了对该文件的保护，避免由于主存储系统出现可能的恶性故障而导致的数据丢失，

因为于该文件已经“备份”了。如果两个副本中，至少有一个并不保存在本地（例如，保存

在公有云存储中），那么也同样是对该文件实现了容灾保护，从而免受站点灾难的影响。

如果在存储后该文件被访问且有更改的情况发生时，更改后的文件副本，也将在静置几分钟

后被存储到次级存储。这将被创建为文件的另一种版本。副本可从灾难性硬件故障中恢复，

而文件版本可从更常见的事件（如意外遭更改）中恢复。“垃圾桶”功能可用于防止意外删

除。

技术 成本 性能 说明

磁盘 $$$ 最快
将NAS或块存储用作“存储磁盘”（SDISK）
需经常重新使用的上一代主存储硬件

对象存储 $$ 较快 本地对象存储

公有云 $$ 快到非常慢 非本地公共云存储提供商，包括热存储层和冷存储层

磁带 $
大文件顺序读写快
首字节延迟

使用LTO和企业驱动器的自动化磁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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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存储容量开始被逐渐占据时，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达到被占容量较高时，截

断会开始起作用。截断是指释放主存储空间的一个过程，其主要原理是，移除那些与先前已存储

到次级存储中文件相关联的数据块，实现对主存储上的容量释放。文件的索引节点会被保留在主

存储中，因此客户端能看到的文件列表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截断文件的数据块将只驻留在次级存

储中。截断会一直运行，直到主存储容量消耗，降低到低水平以下为止。

截断功能会确保最近使用的文件是保留在主存储中的，而较少使用的文件，只保留在成本较低的次

级存储中。截断的另一面被称之为检索。

当系统试图访问一个被截断的文件时，FlexTier会从次级存储中检索文件的数据块，并将其写回到主

存储中，然后再激活文件对请求者的可用。接着将检索到的文件保留在主存储中，直到其再次成为

截断功能的候选文件。

序号 操作

1 存储文件

2 无活动计时器超时，创建副本

3 更改文件

4 计时器超时，创建版本

序号 操作

1 达到容量高水平

2 删除旧文件的数据块，直到达到低水平

3 索引节点仍然存在，文件对客户端可见

序号 操作

1 客户端访问截断文件-访问暂时被阻止

2
从二级辅助存储器复制回磁盘的文件数
据块

3 客户端被授予对文件的访问权限

截断文件的检索

索引节点数据

索引

节点

数据

索引节

点数据

截断过程

存储、副本、版本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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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选项

当你读到上一节的内容时，你可能有很多疑问。“我是否可调优该选项？”、“我是否可以改

变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不想使用该功能，是否可将其禁用？”由于StorNext是以客户

导向为基础设计的，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也都是肯定的。几乎所有StorNext命令操作均可根

据需求进行定制。表7总结了其中一些适用于所描述生命周期流程的重要选项。欲了解详细信

息，请咨询在线StorNext文档中心 。

离线保管库（Vaulting）

借用计算机科学家Andrew S . Tanenbaum 向多伦多计算机服务大学主任Warren Jackson博

士的解释：“永远不要低估装满磁带的卡车的带宽。”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流行，但是在短时间

内移动大量数据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仍然是磁带。利用FlexTier中的保管库（Vaulting）功能，

可将拥有特定副本编号的所有磁带（例如：副本2）移出自动磁带库。

保管库提供了一种将大型档案的副本安全转移到异地的快速有效的方法。除副本编号外，还有

许多选项可用于自定义保管的内容、保管时间以及配置通知和报告，从而实现跟踪保管库的活

动。保管库与导出（稍后讨论）的不同之处在于FlexTier保留了对保管介质的认知和所有权。

例如，如果文件的本地版本被损坏或不可恢复时，FlexTier将通知管理员将保管库的副本返回

到系统以检索文件。出于安全性考虑，保管库还可对磁带实施加密保护，并且WORM介质甚至

可用于确保数据在系统外时不能被篡改。

功能 政策选项

存储

根据用户定义的计划或按需自动运行存储
根据保存的路径和文件名模式排除存储文件
在存储副本之前指定文件的创建历史
延迟存储直到数据量最少，或最长时限期满
存储文件时生成校验和

副本
副本份数（1-4份）
每个副本的次级辅助存储的最终介质
副本过期（每个副本可能不同）

版本
要保留的文件版本数
删除前，保持非活动文件版本的时间长度

截断

文件将被截断之前的最短保存时间
在文件存储后立即截断它们
将特定文件“固定”到主存储，这样它们就不会被截断
根据保存的路径和文件名模式将文件排除在截断列表外
除了索引节点之外，在主存储上保留存根文件（大小可配置）

检索
检索顺序--当存在多个副本时（例如，首先是本地对象存储，其次是云存储）
检索文件时验证校验和
手动检索文件（对于即将需要的预暂存文件，手动检索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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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库还可以把包含几乎不被使用数据的磁带，从自动磁带库中移出，从而为最近的数据释

放槽位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磁带被移到其他空间，导致所需磁带库空间的缩小。

为了节省槽位而将磁带移出库的行为，存在一些弊端：手动处理磁带会招致因掉落、溢出以

及灰尘和其他危险而造成的磁带损坏风险。但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方案在于，StorNext的保

管库功能完全被集成在了昆腾的Scalar库中，称为主动保管（Active Vault ，AV）。AV可启

用库内保管库，其中，保管库中的磁带将被移动至应用程序无法访问的单独保管库分区。AV

可使用未激活的槽位，相较于那些已经激活的槽位，这种槽位的成本更低。

使用者可将StorNext Active Vault策略 配置为：基于分区容量的填充水平，将候选磁带从

StorNext分区自动移至AV分区中。许多参数可用于选择候选对象，包括媒体填充或空闲百分

比，以及距离上次文件访问的时间间隔。当StorNext需访问驻留在主动保管库中的磁带时，

管理员会收到警报，并可通过简单的GUI操作轻松将请求的磁带返回到StorNext分区。

Active Vault分区中的磁带无需离开库体，因此不会产生物理损坏的可能。由于它们是被存储

在应用程序无法访问的槽位中（本例中展示的StorNext系统），因此它们是处在一种“与世

隔绝”的环境里的，这同时可以保证文件防止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有关使用主动保管策略，

保护数据免受勒索软件侵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Quantum.com .上的此份Tech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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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ult tapes 
using  StorNext.

Remove tapes 
from  library I/E 
slots

Move tapes 
to  secure 
storage

Return to 
desk

Vault tapes using  
StorNext. The tape  
library does the 
rest!

Robot in library 
moves  tapes to AV 
partition

1 2

通过StorNext

保管磁带

从库I/E槽位中

移除磁带

把磁带移到安全

存储空间内
返回到桌面

通过StorNext保管

磁带。磁带库完成

其余所有工作！

通过库中的机械臂，将磁带

移动到Active Vault分区！

1 2 3 4

带有副本1

文件的磁带

带有副本2

文件的磁带

离栈存储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文件在主存储上
文件在多个媒体上有副本

文件不在主存储上（被截断）
文件在多个介质上有副本

文件在主存储上
文件副本被保存在在对象存储中

文件不在主存储上（被截断）
文件副本被保存在对象存储或云中

文件在主存储上
文件副本被保存在磁带上

文件不在主存储上（被截断）
文件副本被保存在磁带上

文件在主存储上
文件副本被保存在磁盘上

文件不在主存储上（被截断）
文件副本被保存在在磁盘上

文件被保存在主存储上 文件不在主存储上（被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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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机文件管理器

文档中已经多次提到，默认条件下，FlexTier活动对于StorNext用户和应用程序通常是不可见

的。然而，不可见性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涉及云存储或磁带的情况下。根据文件的大

小和所使用的存储层，可能会出现使用者在单击打开文件的几分钟或几小时后，文件才会变得

再次可用并被移回磁盘。如果用户未注意到，文件其实是被保存在了较慢的介质上，他们可能

会感到困惑和沮丧。在此类情况下，确保最终用户可以看到FlexTier的操作，且可对该操作的

进行有限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FlexTier脱机文件管理器（Offline File Manager ，OFM）

是用于提供该类型可见性和控制的工具。

OFM是一个基于客户端的工具，可用于运行在Windows和macOS系统中。它的功能是扩展现

有的文件浏览器-Windows Explorer或Mac Finder。图标覆盖提供了一个快速的可视指示区，

以说明文件仍在主存储上或已被截断；如果已被截断，则说明它是位于次级存储中了。上下文

菜单可使用户能够按需存储、截断和检索文件，且无需管理员参与。

除文件浏览器集成外，还提供了客户端的CLI，因此使用者也可以选择自主编写动作脚本。例

如，如果用户需要定期在两个大型项目之间切换，则可通过编写脚本存储和截断项目A目录

中的所有文件，并将项目B的所有数据从云端空间带回到主存储中。

图标覆盖

相关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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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Sync

FlexSync (US patent 10896156)是一套可简单、快速、高效地在本地或远程创建文件系统数

据和元数据副本的工具，用于保护由StorNext管理的数据。同时它还是唯一可保护所有

StorNext特定元数据（如Windows ACL和命名流），并完成复制和同步的工具，可提供完全

一对一的副本。

FlexSync可用于复制单个目录、整个文件系统或其间的任何内容。典型的用途包括复制整个文

件系统以进行DR保护，以及为进行内容分发，将一个或多个目录复制到多个远程站点。

FlexSync的一些特性有助于其提升其性能，并巩固其的可扩展性。大多数复制工具，通常都是

依赖于通过对文件系统扫描来检测更改，这种方法的效率低、速度慢且属于资源密集型的办法。

对于那些大型文件系统，扫描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会对性能造成很大的影响。而

FlexSync通过使用简单的数据库查询，利用StorNext的专利MD 存档，检测更改，从而替代了

整体扫描文件树的做法，避免占用过多资源的情况发生。

通过查询MD存档发现已更改文件后，系统会使用delta块压缩的技术，在文件源和最终介质间

只发送更改文件的更改块-如图23所示。这使同步改变所需的网络带宽量极小。当更改到达时，

文件即可在目标系统上实现完全重构。

FlexSync可利用多线程和多流模式复制数据，甚至在单个任务中也是如此。为扩展复制能力，

可在集群中的多个节点上部署FlexSync数据移动工具。

同步活动可为预设或手动启动，并且可通过仪表板的GUI轻松对其进行监控。

元数据归档
序
号

操作

1 在元数据存档中查询源文件中的新文件或更改文件

2 比较块校验和，识别新的或改变的块

3 只向目标发送新的和更改的块

4 将更改内容合并至目标SN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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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导出

数据，尤其是最新的数据通常是不会静止不动的。顾名思义，“工作流”即代表相关的信息

/数据/文件在类似于数字生产线流程中的移动。其过程可分解为：首先，获取源内容，然后

对该内容进行各种形式的转换和修改，最终形成一个数字化产品，比如一部“超级英雄”电

影、心脏肌肉的3D扫描图形，抑或是规划建筑中的虚拟游览景象。由于制作团队位于多个

地点并且需要调用云端资源、文件迁移、第三方数据交换需求和等等其他因素，文件不仅需

要在存储系统内完成移动，可能还需要被移入和移出存储系统。

StorNext可通过各种导入/导出功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在任何时候，文件系统均可将文

件轻松从中复制到其他位置，然而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少量的数据和偶尔使用的状况。如需定

期移动大量数据，StorNext的导入/导出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

磁带

在磁带上导出文件有利于在StorNext实例间或StorNext与其他系统间移动大量数据。这在

以下情况中是非常实用的：在远程站点间转移数据；制作副本供第三方（商业伙伴、监管

机构、文化机构等）存档；将文件交付给客户，同时将其从StorNext中完全删除（这是在

许多的行业合同中都会注明的）。

为实现在StorNext系统间传输文件，可使用格式为ANTF的磁带介质。ANTF是StorNext的专

有磁带格式，同时其在性能和效率方面进行了优化。为将文件传输到非StorNext系统，或当媒

体的最终用户未知时，可按照行业标准LTFS格式导出媒体。对于任一介质格式，清单文件均可

作为导出的一部分进行创建并用于后续的加速导入。还可以创建单独的报告文件，将其用作导

出内容的可读记录，或作为创建批量导入文件的处理基础。

导出过程既允许导出选定源磁带介质上的所有文件，亦可导出单独指定、或需要批量处理的指

定文件，该过程可导出和复制所有的原始数据。与所有StorNext功能一样，除GUI外，也可使

用CLI命令，其有助于脚本的定制和自动化的实现。

为提供安全性和保护数据完整性，该过程支持磁带加密和使用WORM磁带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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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导入过程，ANTF或LTFS格式磁带上的文件能够快速导入另一个StorNext系统。与导出

一样，可导入完整的介质，亦可只导入单独指定或批量处理文件中指定文件。导入操作可选

用以下两种模式：介质导入模式和文件导入模式。

在介质导入模式下，磁带将被永久导入StorNext，并通过磁带上的文件填充对应的数据库，

然后利用对应于这些文件的截断文件填充目标目录。仅在请求文件数据块时，才从磁带中检

索文件数据块。这将节省主文件系统存储上的空间并允许一定程度上的超额导入——导入的

数据量可能比主存储上的可用空间还大。

文件导入会将文件从导入介质，复制到选定的目标目录，然后从系统中删除媒体。当文件导

入完成后，须将磁带返回给发送方时，文件导入模式是非常有用的。

介质导入 文件导入

文件导入
在导入上创建的文件索引节点和元数据，以及复制到SNFS磁盘的
数据块

在导入上创建的文件索引节点和元数据，以及复制到SNFS磁盘的数
据块

磁盘上存在文件数据 - 未截断

文件访问时复制的数据块=检索延迟 无检索延迟，磁盘上已存在数据块

磁带须存放在库中 可将磁带从库中移除

创建并

导出磁

带副本

创建并导出

清单文件
导入清单文件

导入磁

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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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

如上文FlexTier部分所述，StorNext能够向云存储和本地对象存储目标发送数据。但如果需将

数据从对象存储转移到StorNext中时，该怎么办？这样做通常会涉及如下步骤和原因：

• 摄取云端中其他人共享的文件

• 在云存储中生成数据处理结果

• 将文件从老化的本地对象存储里，永久迁移到StorNext系统中

• 通过StorNext，使现有对象存储中的内容在无需迁移的情况下实现可用

• 从云存储中过滤数据，确保实现高效、低成本的访问

• 其它原因。

对象导入可采用FlexTier中连接至对象存储系统的功能，但这其实是在引入数据，而非将

数据发送出去。因为其使用了FlexTier的基础结构，所以对象导入也支持FlexTier种支持的

任意对象存储目标。

与磁带导入一样，对象导入支持文件导入和介质导入两种模式。对于文件导入，源容器的

内容将被复制到SNFS上的目标目录中。可通过一些选项，指定如何处理命名冲突。一旦

导入完成，则可根据需要，将源容器与StorNext断开连接。

介质导入过程将首先扫描源容器并在SNFS中为找到的每个对象创建索引节点信息。此时所有

对象均会被作为截断文件出现在文件系统中，并且可立即被StorNext客户端访问。与其他截

断的文件一样，数据块也是按需调用的。当然，对象存储容器需保持连接才能工作。

此外，与磁带导入类似，用户可选择导入对象存储容器的全部内容，也可选择只导入指定对象。

用户也可修改列表功能可并将其用于指导导入的对象列表。

对象不是文件，在此，我们需针对对象导入是如何将对象映射到文件系统命名空间，这一问

题进行说明。对象存储容器是一个平面化的命名空间，而文件系统是包含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的层次结构。对象可通过一个隐秘的一维名称（例如“FIOVSNERH34 6HSA0”）或一个看

似是（但实质上并非）路径的名称（例如“/images/Alaska/bearsfishing.jpg”）存储在对

象存储中。

如果导入的容器中的对象具有一维名称，则对象导入将在单个平面目标目录中，为每个对象

创建一个文件，每个文件的名称与源对象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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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过程支持两种导入筛选器，时间和前缀。时间筛选器，允许将导入限制为仅在指定时间

之后创建的对象。因此，可实现对容器的“监控”，或定期扫描容器中导入的新内容。前缀

筛选器，仅限于允许导入名称以指定前缀开头的对象。参见上面的示例，指定前缀

“/images/Alaska/”将导入所有具有该前缀的对象，包括bearsfishing.jpg。

转储

使用者考虑更改其归档软件的原因有很多：他们可能对当前产品的某些功能、或其支持形式、

或定价规则不够满意，也可能只是因为，当前功能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需找一些新的、

可扩展性能更好的软件功能。从一个归档产品迁移到另一个归档产品过程面临的最大障碍，就

是如何将数据从旧系统中转移到新系统，同时保持对内容的持续访问。就像给行驶中的汽车换

轮胎一样，要做到不受干扰是有些困难的。转录数百TB或PB的内容可能需数月或数年时间。在

转换过程中，用户必同时使用两个系统，而管理层要为新老产品的许可和支持服务买单。

当然，用户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果FlexTier可以直接导入现有归档产品的数据库，且“不

更换”保存内容所使用的介质，那会怎么样？通常这种转换将在瞬间结束也不需要冗长的转录

过程。

这正是StorNext 文档转换服务可提供的功能。原系统归档文件通过StorNext的FlexTier功能，

可与StorNext的高性能存储体系架构进行集成时，保持数据的可访问性。

因为每个客户都有不同的需求和部署细节，所以文档转换工作需要定制化的专业服务来完成。

即使无法采用介质来导入数据库，经验丰富的昆腾专业服务团队也可帮助客户通过更传统的遗

留文档迁移支持StorNext，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对象名称包含定义的分隔符，如正斜杠（“/”），则对象导入后，将创建为文件夹结

构，该文件夹结构中包含有镜像对象名称中隐含的路径。对于上面的示例，导入过程将创

建一个带有子文件夹/Alaska的文件夹/图像，其中包含一个名为bearsfishing.jpg的文件。

前斜杠是默认分隔符，但使用者也可指定使用其他任何字符。

源对象ID 文件系统内容

导入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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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监控

一旦初始配置完成后，StorNext系统就不需要太多的人工介入了，除非工作流需求发生变化。

但是，对于任何存储系统来说，管理员都应当定期关注任何已部署的数据服务的容量、性能

和功能。 StorNext可以通过提供各种工具，包括现代化的GUI、传统的CLI、Web Service 

API和基于云端的分析系统，使得对系统的管理和监控变得更为容易。

统一化的用户界面

传统来说，当部署StorNext这样独立于底层硬件的文件系统时，管理员必须同时处理多个接

口。每套存储系统(例如，每个磁盘阵列)和文件系统本身都至少需要一个界面。这会增加系统

管理的复杂度，降低可见性；而统一UI (UUI)就是为了解决这一挑战而设计的。当StorNext与

昆腾的存储设备(例如H-Series 与 F-Series)一起部署时，存储设备和文件系统都可以通过单一

的UUI进行统一的监控和管理，包括存储扩展、NAS集群、文件系统池、复制等功能。即便多

套StorNext系统是为不同的团队或在不同的地点进行的部署，它们都可以在统一化的用户界

面中被看到。

云端分析

当太阳在洛杉矶落下时，孟买正在迎来清晨。对于越来越多的组织来说，“制作”成为了一种

全球化的任务，多个大洲的团队，都会为最终成品做出贡献。这也给IT专业人士带来了压力，

他们必须管理多个地理位置的资产，并争取实现24x7的数据可用性。 昆腾公司的云端分析

(Cloud-Based Analytics, CBA)软件，提供了可以从任何地方访问的昆腾硬件和软件的集中化

监控特性。昆腾的产品可以安全地连接到自己的CBA主站点，上传遥测和日志文件。

用户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对自己所有的昆腾系统进行监控，从文件、块、对象和磁带设备

到视频监控设备等等。当需要支持时，昆腾的服务团队可以利用CBA中收集到的信息，快速

提供解决方案。 CBA也是昆腾所提供的托管服务和Quantum-as-a service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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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

图形界面的确很实用，但在某些情况下，好的老式命令行界面(CLI)才是完成工作的最有效方式。

在编写通用任务脚本，或作为创建自动化工作流系统的“粘合剂”时，CLI是不可或缺的。

StorNext通过提供了一套功能齐全的CLI，可支持用户对系统任方面的配置和维护。具体文档

可在右侧链接中查看 Man Pages Reference Guide .

WEB SERVICES API

每位客户对存储系统都有独特的需求，且会以特殊方式将其集成到自身的操作体系中。因此，

StorNext功能被定向为了几种不同的方式。GUI和CLI适用于管理员发起的即时任务和配置。

正常的后台进程，可使用内置的自动化和调度功能。CLI可与自定义脚本相结合，使常规任务

或事件序列自动化。为实现与不同应用的集成，昆腾提供了具有高度功能性的Web Service 

API。

许多昆腾技术合作伙伴已开始通过Web服务，将其的应用与StorNext进行集成。借助Web服

务，应用可获得StorNext内部状态的相关信息，诸如文件是否已被存储到二级辅助存储，以

及具体存储位置，或替代默认的策略自动化，直接驱动StorNext完成操作。例如，当晚上

WAN的使用率较低时，媒体资产管理系统（MAM）可指示StorNext从云存储调用一组文件。

用户只需与应用程序（在本例中是MAM）进行简单交互，就可通过该应用程序，实现所需

的StorNext系统内的任何操作。

系统在默认情况下，是禁用Web服务API访问的。启用时，可将其配置为使用HTTP或HTTPS，

并要求对请求进行身份验证（用户ID和密码）或不进行身份验证。系统内可创建多个web服

务用户，每个用户均可拥有不同的访问权限。为了安全起见，Web服务命令被分为四类。对

于每个类别，每个web服务用户均具有读-写访问权、只读访问权或无访问权（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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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web服务命令，能够收集大量的状态信息，并对系统进行全面的控制。从功能上讲，这些

命令可以分为几类，总结请参见下表。

您可在StorNext文档中心查阅StorNext Web服务API的各项综合指南。该指南包括所有可用

功能和选项的详细信息、入门技巧、Java、Perl和Python中的示例代码以及故障排除指南。

SNMP & SMTP ALERTING

StorNext支持通过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和电子邮件(SMTP)实现的报警功能。SNMP的配

置非常简单，只需启用该特性并设置社区字符串（community string）和trap接收方。电子邮

件通知可配置的地方非常多：可以定义多个电子邮件收件人，并根据所对应的警报类型(管理警

报、备份警报、服务通知、与特定策略类相关的警报)和严重性(低、中、高)对每个收件人进行

自定义设置。过度的警报会导致“警报疲劳”，这可能会导致重要的通知被错过或忽略。警报

的定制和调优功能，可以使收件人能够只看到与他们团队职责相关的通知，这有助于确保警报

会得到认真的对待。

安全类别 说明

文件控制 用于所有与文件相关的Web服务调用

最终介质控制 用于处理某特定介质中的所有Web服务调用

系统控制 用于所有与系统相关的Web服务调用

策略控制 用于所有与策略相关的Web服务调用

功能类别 说明

归档 返回有关归档的信息、查询归档端口或更改归档状态

目录 修改目录的类属性或从媒体中检索或恢复文件

驱动 报告或更改驱动组件和存储子系统的状态

文件 报告、检索文件并将其存储到分层存储

作业 返回有关作业的信息

（介质）媒体 管理（介质）媒体-复制、清理、移动和报告

对象存储 关于对象存储组件的报告

策略 管理和报告策略

配额 管理和报告配额

报告 返回子系统资源请求信息

调度 管理和报告的时间表

系统 获取系统和FlexTier组件的状态。管理和报告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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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安全性的几句话

除上文已提到的特性（AD/LDAP集成、SED、ACL、跨平台权限、校验和、加密、WORM）

外，昆腾还可通过其他方式确保运行StorNext的客户数据安全。

StorNext软件和StorNext设备的升级，具有在发行过程中计算出的MD5校验和。该校验和是

公开的，并且很容易通过公开可用的工具进行验证，确保下载的软件和设备及相关更新的完整

性。对于由昆腾原厂和服务合作伙伴执行的升级，验证校验和是任何升级操作的标准部分。

StorNext发行版在正式发布之前，已通过多个商业漏洞扫描程序进行测试。昆腾会对发现的任

何问题进行研究，如有必要，公司会在发布前进行对应的代码修复。昆腾还将与执行自己漏洞

扫描的客户合作，协助他们对出现的任何“被攻击”行为，进行解释和分析。

昆腾会持续关注CISA和其他CSIRT发布的漏洞数据库，评估新发现的安全问题并在必要时进行

补救。主动向客户和合作伙伴通知关键问题和修复措施。

如果需根据昆腾的TISAX建议进行部署，则StorNext已通过毕马威的专业评估并公告为

“TISAX Ready”。这意味着相关需要TISAX合规性证明的组织可使用StorNext。

数据安全是昆腾的一个重要课题。StorNext的路线图中，包含了一系列新的，与其他数据安全

相关的增强功能，我们很愿意与用户在NDA（保密协议）框架下进行相关讨论。

结论

无论业界对非结构化文件存储的需求如何，StorNext存储均可完美满足该类型的需求。出于

其自身的卓越性能、可扩展性和灵活性的独特组合，StorNext成为了那些致力于应对海量数

据（这些数据须可用、可共享、受保护且存储成本低）的组织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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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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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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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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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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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quantum.com.

Quantum China Ltd.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桥头大街228
号之三5036房

邮编：510623
联系电话：13436988412

Quantum China Ltd.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16号
东方科技大厦1720室

邮编：518026
联系电话：13436988412

Quantum China Ltd.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6号国
航大厦1幢1208室
邮编：100016
公司总机：010 641 77699  
联系电话：13436988412  
服务电话：400 120 3563

Quantum China Ltd.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1800号东
方蓝海国际广场2203室
邮编：200001
联系电话：13436988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