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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句话 

 万兆 IP SAN 的 RD5200 是服务器虚拟化的最佳外部存储  

 高效率的存储: SSD 缓存、重复数据删除、压缩，自动数据精简  

 全面的数据保护: 无限制的数据快照、本地和异地的块级别实时数据复制以及复制还原 

一、方案背景 

当下 x86 服务器硬件是专为运行单个操作系统和单个应用程序而设计的，因此大部分服务器远未得到充分利用。服

务器虚拟化就是在一台服务器上虚拟出若干虚拟机，每个虚拟机都可以在多个环境之间共享同一台物理机的资源。不同

的虚拟机可以在同一台物理机上运行不同的操作系统以及多个应用程序。 

服务器虚拟化已经成为现代数据中心的一个主要推动者。通过虚拟化，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好处： 

 节省资金。通过资源的整合，减少了服务器等设备采购量和操作系统授权软件许可数量，降低电源功耗

等，可为企业节省 50%至 70%的 IT 总成本。 

 管理简单。服务器数量变少后，降低服务器维护工作量。 

 平台健壮。为云计算提供基础架构，而且更具备弹性和高扩展性。 

根据 IDC 在 2013 年发布的《2020 年愿景：虚拟化技术影响力达到 980 亿美元》的报告，截止到 2020 年，预计服务

器虚拟化技术为中国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益高达 457 亿美元。通过虚拟化进行数据中心资源整合是数据中心的发展趋势，

数据中心虚拟化正在势不可挡地迅猛发展。 

在虚拟环境中，可使用如 VMware VMotion 等工具来使运行中的虚拟机，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从一台物理服务

器实时迁移到另一台物理服务器上。而在直连存储（DAS）的状态下，这样的功能是无法实现的。外部共享存储池是作

为服务器虚拟化中的必选功能组件，是组成数据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FC SAN 克服了传统上与 SCSI 相连的线缆限制，拓展了服务器和存储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更多连接的可能性。但

是，FC SAN 也存在着投入费用高，实施难度高、管理复杂等诸多不足之处。 

由于 IP 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利用 iSCSI 技术搭建的 IP SAN 可以随着网络延伸至全球任意一个角落，从根本上解决了

信息孤岛的问题，甚至可以通过 IP SAN 来连接各个 FC SAN 的孤岛。在 IP SAN 中，以太网交换机代替了价格昂贵 FC SAN

光纤交换机，客户端的 Initiator 或 iSCSI 卡代替了价格较高的主机 HBA 卡，具有 iSCSI 接口的高性价比的存储设备代替了

光纤磁盘阵列，投入成本大大减少，而性能却不减反增。 

 “服务器的虚拟化尤其会推动万兆 IP SAN 的发展。”某业内专家表示。众所周知，服务器虚拟化的初衷是提高服务

器利用率，在一台物理机上创建多个虚拟机。这就会造成存储容量在增加，而 SAN 端口数开始下降的情况出现，每个

SAN 端口传输的数据量无疑将增加，从而拉动用户对存储带宽的强烈需求。服务器虚拟化日渐普及，为更高速的万兆 IP 

SAN 应用增加了推动力。  

二、NETGEAR 服务器虚拟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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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NETGEAR 典型服务器虚拟化拓扑示意图 

如下图所示为 NETGEAR 公司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拓扑示意图： 

 

2.2 NETGEAR 服务器虚拟化方案介绍 

以 VMWARE 为例，在方案设计初，必须做好现有系统资源评估，利用 VMware capacity Planner 评估现有环境，得出

是否适合虚拟化的结论。建议采用高可用群集 HA，配置允许一台主机出现故障。为了实现故障切换，必须配置合理的

VM 数量，以确保故障切换顺利进行。根据 VM 的负载合理分布到各个主机，达到资源的均衡负载。 

 

.2.1 方案组成部分 

 支持虚拟化指令的服务器（建议 2 台以上）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虚拟化交换机（NETGEAR XSM7224S） 

 虚拟化网络存储（READYNAS 42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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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方案描述 

方案拓扑如上图所示，一共由服务器、交换机、存储及虚拟化软件组成。两个服务器通过多个网卡，分别与两台虚

拟交换机相连，同时把存储通过两个万兆端口上连到交换机。在服务器上安装虚拟化软件，将存储 LUN 通过 ISCSI 挂载

到虚拟化平台。 

以下我们就按这方案的组成部分逐一介绍。 

 虚拟化指令的服务器 

    我们选择 1 台或更多台的主流的支持虚拟化指令的服务器。我们建议采用 IBM/HP/DELL 等主流服务器，配置多

颗物理 Intel Xeon 或 AMD CPU 和大于 32G 内存，配置建议大于 4 块千兆或万兆网卡。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可以选用 VMWARE、CITRIX、Hyper-V，这里我们以 VMWARE 为例。建

议根据用户需要实现的功能和物理主机的配置，推荐使用 VMWARE Standard 以上功能软件版本。在前端服务器上安

装 EXS Server，再加入到 VSphere 管理平台。在 VCENTER 服务器上，根据系统或应用添加新建或批量虚拟主机 VM。

最后，通过 VMWARE 平台将多台共享存储的 ESX 主机实现统一管理，实现服务器的高可用和动态迁移等功能。 

 虚拟化交换机 

    XSM7224S 是业界第一款全万兆虚拟化 24 个端口交换机，高达 480G 的交换容量和 357Mpps 包转发和 80G 的堆

叠带宽。XSM7224S 通过虚拟化指令，实现跨交换机链路堆叠功能（最高可支持 8 台堆叠组），实现多台设备的单一

管理。建议将前端的服务器和后端的存储的多块网卡分别接入到两台的交换机的任意一个端口，分别将堆叠端口通

过堆叠线缆相连，可以为虚拟化平台构建一个无单一故障点的、自环的、高带宽的虚拟化无阻塞交换平台。 

 

 虚拟化网络存储。 

在虚拟化平台中，所有的数据(包括用户的主机系统、环境配置、数据等)都保存在共享的存储中，HA、 

vMotion 等功能都需要借助外部存储。所以存储的高可用性与高性能是系统规划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推荐使用 NETGEAR 的 ReadyDATA5200 主存储，作为数据中心。规划原则是尽量保证系统的链路冗余。通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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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 10G 上连到不同的交换机，防止单点故障。 

 

关键技术： 

 包含全方位的企业存储特性：自动精简配置，块级（SAN）和文件（NAS）重复数据删除和压缩 

 专利的块和文件数据复制 ReplicateTM 确保本地或异地容灾 

 无限的数据块及文件数据快照 

 可扩展至最多 60 个硬盘，240TB 容量 

 内置万兆接口，支持 SAS、SATA 和 SSD 硬盘混合配置 

2.3 NETGEAR 方案优势说明 

1、ReadyDATA 5200 企业级网络存储，面向大、中型企业网数据中心，支持 IPSAN 块级和文件级 NAS 访问协议，凭借强

大的读写能力和可靠的海量存储容量，为服务器虚拟化和云计算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 

2、网件企业级网存储全线产品通过 VMware、Microsoft、Citrix 主流虚拟化厂家兼容性认证，同时 NETGEAR 专利的

ReplicateTM 技术，支持将 RD5200 中的 VM 实时地复制到本地或异地的备份 RD5200 设备中去。当主 RD5200 故障发生

时，可以将备用 RD5200 的 VM 直接激活使用。当主机器重新上线时，又可将备用 RD5200 中 VM 新产生数据恢复至主

RD5200 的 VM 上。真正做到简单的本地及异地存储数据容灾。 

3、在面向对带宽和延时极为苛刻的虚拟化环境，提供了专用高性能数据中心交换机 M7300 / M7100。通过数据中心交换

机高达 480G 交换容量、80G 的堆叠带宽，为虚拟化平台构建一个无单一故障点、自环、高带宽的虚拟化无阻塞交换平

台，为永不停机的数据迁移和 HA、Fault Tolerance 等功能实现提供“零”延时的网络架构，同时采用 Auto-iSCSI 功能对虚拟

化应用进行性能优化及保障。 

三、NETGEAR 关键产品列表 

规模 中小型 大型 

虚拟机数量 20 个 VM 以下 50VM 以下 

交换机 M5300 / XS708E / XS712T M7100 / M7300 / XCM8800 

存储 ReadyNAS 4220 / ReadyDATA 516 ReadyDATA 5200 

存储容量 48TB / 24TB 容量 240TB 容量 

虚拟化厂商兼容 VMware、Microsoft、Citrix VMware、Microsoft、Citrix 

 

美 国 网 件 公 司 
WWW.NETGEAR.COM.CN 

 

技术服务热线： 

400-830-3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