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融合的關鍵應用
最佳實務

Jason Tang (唐資生)
VMware 資深架構師



▪ 關鍵應用運作在超融合的vSAN上

▪ vSAN叢集與架構規劃

▪ vSAN伺服器規劃

▪ vSAN儲存規劃設計

▪ vSAN儲存網路規劃

▪ vSAN監控維運

▪ vSAN資料保護

▪ vSAN技術支援



關鍵應用運作在超融合
的vSAN上



vSAN可應用在各種應用情境, 特別是關鍵應用例如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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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是基本要求

避免 “吵鬧鄰居”

磁碟選擇配置

快取大小規劃

認證硬體元件

叢集架構規劃

完整冗餘設計

備份/還原

災備/雙活

公有雲備援

儲存層級加密

完整的監控工具

儲存容量規劃

全球技術支援

雲端診斷工具

主動監控服務

關鍵應用運作在vSAN上的五大考量重點

效能/容量 可用/可靠 資料保護 監控維運 技術支援



應用分離

叢集大小

延伸叢集

容錯域

vSAN Ready

BIOS調校

記憶體

磁碟介面選擇 網路架構

最佳的vSAN規劃設計才能確保關鍵應用所需的性能與可靠

叢集

與

架構

伺服器 儲存 網路



如果一個容量磁碟故障….

• 磁碟群組應該配置多少個容量磁碟?

如果一個容量磁碟故障….

• 應該配置幾個磁碟群組?

如果一個磁碟控制器故障….

• 有多少磁碟群組會受到影響?

如果vSAN網路一張網卡或一台交換器故障….

• vSAN的是否可以持續維持正常運作?

如果vSAN叢集中一台伺服器故障….

• vSAN的容錯應該如何設計?

如果整個機櫃甚至整個資料中心發生故障….

• 有辦法讓 vSAN 能夠承受這整等級的災難嗎? 

vSAN可用度需要全方位的考量與配套



支持關鍵應用為主要目標

vSAN叢集與架構規劃



vSAN叢集節點數量規劃

vSAN叢集最小節點數為N

• FTT=1 (兩份複本)最少節點數為3

• FTT=2 (三份複本)最少節點數為5

建議叢集大小至少為N+1

• 單點故障時仍無立即風險

• 單點故障時可立刻rebuild

• 一台維護時仍可抵擋單點故障

初始配較多節點但磁碟可先不插滿

• 擴充磁碟費用較低

• 擴充磁碟沒有資產問題

• 擴充磁碟不增加軟體授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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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不同用途應用, 確保關鍵應用不受到影響

I/O量最大的應用不一定重要

有些應用需要容量, 有些需要效能

vSAN允許每個叢集設計不同

大型vSAN叢集分割為若干小叢集

隔離”吵鬧鄰居”

叢集太大時網路頻寬可能成為瓶頸



vSAN容錯域設計確保資料分不同機櫃存放

兩份複本資料機率上
可能存放在同機櫃內

明確劃分容錯域確保
資料存放在不同幾貴



▪ 每個資料中心都可設定成一個
容錯域, 一個vSAN延伸叢集跨
兩個資料中心

▪ 兩資料中心間需要5ms以下延
遲(RTT), 建議10 Gbp頻寬與

▪ 部署vSAN Witness虛擬機在第
三個資料中心(第三容錯域), 當
兩中心網路斷線時為仲裁

▪ Witness與兩中心的頻寬2 
Mbps 以上, 延遲100 ms以內

雙活的vSAN延伸叢集確保能夠承受資料中心災難



vSAN延伸叢集還允許架構跨站保護與站內保護的彈性

witness

兩個中心各存一份
讀取時優先讀本地

中心內可設成RAID6 (6台以上)
能承受兩台伺服器故障(FTT=2)

第二中心不一定要與主要中心對稱
也可設定不同的保護(例如RAID5)



同城雙活vSAN延伸叢集加第三地災備打造更高可用度

延伸叢集

5ms 延遲(RTT), 10Gb頻寬 任意距離, 足夠頻寬, 五分鐘以上 RPO



支持關鍵應用為主要目標

vSAN伺服器規劃



未採用認證硬體元件的風險:

◆ 效能可能嚴重異常

◆ 硬體可能經常失效

◆ 假故障狀況影響運作

硬體型號與韌體(firmware)版本
都需要留意

務必採用vSAN相容性清單或Ready Node認證硬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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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融合設備開機設備選項注意事項

SATA-DOM: 較少見, 價格高

USB/SD: 空間小耐寫性較低, 需
要日誌重導至其他儲存

M.2 SSD: 可安裝兩條做鏡像, 可
本地儲存日誌, 價格中等. 

本機磁碟: SSD或HDD, 可本地
儲存日誌, 價格中等. 佔用磁碟槽, 
必須接在單獨RAID卡, 不可與
vSAN磁碟RAID卡共用



儘可能採用經過認證的最新 BIOS 版本

BIOS的效能管理有High Performance與OS Controlled模式

• High Performance由BIOS決定最高效能

• OS control模式是由作業系統決定效能而非BIOS

大多數伺服器廠商設定效能模式為 Balanced by BIOS *

• 一般來說這種設定造成作業系統效能下降30% 

vSAN建議將效能管理設定成High/Maximum Performance

伺服器BIOS調校
建議直接在 BIOS 設定為高效能

若BIOS 設為OS Controlled時vSphere端可設定



vSAN 可使用到的記憶體會與磁碟大小/數量與
磁碟群組數量而有不同 (請參閱KB 2113954)

常見配置的建議值:

• 1個磁碟群組/600GB快取保留15 GB RAM

• 2個磁碟群組/600GB快取保留/4個容量磁碟保
留25 GB RAM

vSAN 另外也會使用 0.4% 記憶體 (最大不超過
1GB) 作爲讀取快取(client cache)

對於關鍵應用, 保留足夠記憶體給vSAN可提高效能

https://kb.vmware.com/s/article/2113954


支持關鍵應用為主要目標

vSAN儲存規劃設計



磁碟架構是vSAN性能最重要的設計考量

須特別注意SSD的效能 (Performance)與耐寫度
(Endurance)等級可以有很大的差異

SATA介面協定特性是 1-to-1. 一個磁碟傳輸時就會鎖
住匯流排, 關鍵應用儘量避免

技術上雖然可以混用SAS與SATA介面, 但整體效能會
因對齊速度最慢的磁碟而降低, 關鍵應用應避免在同一
叢集內混用SAS與SATA

有些RAID控制卡是效能瓶頸(特別是All-Flash), 如果伺
服器支援多張RAID儘量配置多張RAID卡分散磁碟

SAS Backplane Expanders 通常是以 4:1 的比例集縮
(一張RAID卡承接4倍磁碟), 對快取笑能影響巨大, 適合
高容量vSAN, 但關鍵應用儘量避免

NVMe介面磁碟性價比十分優良, 還可以省去RAID控
制卡的費用, 如果伺服器有支援儘量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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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取大小配置建議

混合叢集(Hybrid)快取大小建議為
可用磁碟空間的 10% (FTT=1)

全閃存(All-Flash)叢集按照負載型態
與讀寫的比例建議的全伺服器合計
之快取建議大小如左

* 注意! 該快取大小是假設採用10DWPD 
5年的耐寫等級SSD)

一般建議配置兩個以上磁碟群組

如果有預計未來會擴充容量磁碟
或者負載數量, 快取磁碟要預先
配置足夠大的SSD 



容量大小配置建議

一般建議保留25% - 30%空間給vSAN不停機操作過渡期使用(或稱為 slack space)

• vSAN自動平衡(Rebalancing)操作

• 儲存策略改變時(例如: RAID1 → RAID5)

注意: 在10台伺服器以上叢集請諮詢VMware原廠估算優化的slack space大小, 最佳情況需保留的
slack space不一定需要25%-30%

對於關鍵應用, 建議規劃更多空間以避免突發狀況時空間不足影響運作

• 磁碟/磁碟群組/伺服器故障, 短期間無法替換(例如人員休假, 料件不足)需要額外 rebuild 

• 比一般應用更多與更大的快照(snapshot)

• Agentless備份



Pass-through控制器不需要在初
始安裝時將每個磁碟格式化成單
一RAID-0磁碟

若用RAID-0控制卡時不可以將多
個磁碟合併成單一磁碟, 應讓
vSAN自動發現控制所有磁碟

日後磁碟故障替換時Pass-
through控制器可自動發現更換, 
vSAN自動發起後續動作

若用RAID-0控制器可能需要執行
CLI 命令重新掃描才能察覺更換, 
並且還要自行建立RAID-0磁碟
(不使用CLI命令的話就需要重開
機在BIOS操作)

vSAN所使用的RAID控制器不需
要控制器快取

Pass-through控制器效能通常比
RAID-0控制器優良, 發生瑕疵機
率也較低

儲存控制器建議採用Pass-Through式RAID控制器

初始設定簡單 後續維護簡單 不需要RAID控制器快取



支持關鍵應用為主要目標

vSAN儲存網路規劃



vSAN使用之網路卡晶片處理能量相對網路埠數量
不要超載(over-subscription)

網路卡所使用的PCIe通道數建議在x4以上

vSAN網路冗餘(redundancy)設計避免單點故障

採用分散式虛擬交換器(vDS)避免組態不一致

若有必要設置Network IO Control保障最低頻寬

網路卡型號與韌體(firmware)版本也要留意

如果預算允許vSAN網路頻寬升級到25G或40G

vSAN網路設計最佳實務



若vSAN網路沒有專屬備援線路, 應確保vSAN有保障頻寬

• 最佳實務是vSAN網路採雙線路LACP或者配置專屬備援

• 如果因為網路埠數量受限vSAN網路可能與其他流量共用實體
uplink的時候建議設置Network I/O Control (NIOC)確保vSAN可
以取得所需要的頻寬

• vSAN vSphere Network I/O Control 範例(並非同一組設定)

– Management traffic – 25 – Low

– Virtual Machine traffic – 50 Normal

– vMotion traffic – 25 – Shares Low ** Bursty

– vSAN traffic – 100 – Shares High

• 規劃NIOC配置時須留意是否有哪些地方有設定保留
(reservation)或是上限(limit)



vSAN 可藉由 LACP 或者 EtherChannel 分散流量提高輸出, 但並不保證每條線路負載是平均的

• vSphere/vSAN 6.0版以上建議LACP最佳設定 : 

➢在vDS上配置 “Advanced LAG port” 

➢hashing演算法採用 “Source and destination IP address and TCP/UDP port” 

• LACP/EthernetChannel同時還有備援效果, 一條線路中斷vSAN運作仍可持續(當然效能是下降的)

• 建議把LACP的多條uplink分散在不同的網路卡上, 不同的uplink分上行到不同的交換器上, 以避免單一線

路/交換器問題造成vSAN運作問題

• 須留意EthernetChannel是否會有一條線路降速時全部線路一起降速的狀況

• 須留意開啟了LACP之後不能使用port mirroring (不過一般來說 port mirroring主要用在應用監控上)

• 另外須留意LACP設定是不在host profile裡的, 若採用自動化部署ESXi的客戶要特別留意

網路層級vSAN效能設計



vSAN網路建議開啟Jumbo Frames

開啟Jumbo Frames (MTU 9000) 在某些測試場
景可提高約 2% - 15% IOPS 

Jumbo Frame 可明顯降低 CPU 負載

注意 Jumbo frames 必須所有環節(end-to-
end, 包括交換器, 路由器等）都配合設定否則可
能出現vSAN叢集內節點不通/分割



網路延遲會大幅影響vSAN效能: 留意線材/交換器/網路架構

線性



vSAN監控維運
支持關鍵應用為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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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vSAN免費提供vRealize Operations相同監控儀表板

不需購買vRealize Operations
即可從vCenter使用vSAN監控
儀表板來監控vSAN容量與效能

已使用vRealize Operations的
客戶可整合vSAN與其他基礎架
構監控(例如虛擬機, 伺服器, 網
路, 應用等)達成業務為中心監控

vSphere vSAN vSphere vSAN vSphere vSAN

vCenter UI

標準叢集 延伸叢集

vR 
Ops



最新vRealize Operations 7.0監控可呈現vSAN延伸叢集



延伸叢集兩個vSAN站點可自動分開估算容量或負載



vSAN資料保護
支持關鍵應用為主要目標



vSAN 提供了全方位資料保護的機制

雙活高可用資料中心
延伸叢集(Stretched clusters)

資料毀損保護
廣大生態系合作夥伴的備份/抄寫/連續資料保護方案

自動化災難備援

可將VMware Cloud on AWS公有雲建成備援中心

整個機架故障保護
容錯域 (Fault Domain

層級故障時保護
FTT=1 (兩份複本)或FTT=2 (三份複本)

vSAN儲存加密
FIPS-2層級加密



將虛擬機抄寫到異地甚至公有雲

自動化將整個資料中心切換災備

常見實體機與虛擬機備份還原

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式層級保護

將超融合儲存備援到第二座可擴
充式(scale-out)儲存

訴求操作及部署簡單

虛擬化雲端平台資料保護合作夥伴方案

抄寫與災難備援 典型備份/還原 專為超融合特性設計

主要分為三大類型, 各有不同的定位與使用場景

UNIFIED BACKUP AND 

RECOVERY
DEDUPLICATION BACKUP 

SOFTWARE



vSphere相容及vSAN Ready認證的資料保護方案

經過VMware認證的超融合vSAN專屬方案

• 可由 VMware Ready for vSAN 標籤識別
DEDUPLICATION BACKUP 

SOFTWARE

UNIFIED BACKUP AND 

RECOVERY

現有廣大的合作夥伴生態體系以相容vSphere為主

• 有多種廠商不同選項可以選擇

• 可對不同應用或實體/虛擬採用統一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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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Enterprise版本提供資料加密, 防止磁碟抽換資料外洩

VMware 的 VMkernel
Cryptographic Module v1.0 已
通過 FIPS 140-2 驗證

vSAN 及 vSphere 均使用這個
FIPS 140-2 驗證過模組做加密

可搭配多家廠商的標準KMIP金鑰
管理標準與解決方案



支持關鍵應用為主要目標

vSAN技術支援



傳統的 ESXi log/dump 技術支援
模式診斷速度相對緩慢

Log/dump 甚至有可能沒有正確
儲存或者已被覆寫

若log/dump未正確取得也很難
重現狀況再次收集

整體架構/組態/異常狀況資訊難
精確完整的傳送給支援體系

傳統 ESXi 使用電話描述或傳送
log / dump 對 vSAN 問題診斷仍
嫌不足

儲存若發生問題往往影響大, 客戶
端解決壓力大, 往往不易順暢溝通

許多不定時發生/短暫發生的狀況
難以描述或捕捉

管理員/工程師有時並沒有意識到
所做行為可能影響vSAN運作, 並
未正確提供訊息

vSAN 的問題往往是多重設定問
題或瓶頸點造成的複合性狀況. 

可全面性瀏覽所有訊息及比對變
更前後的差異對於快速收斂方向
找出核心因素極有幫助

客戶往往期望儲存問題能夠迅速
被排除並且找出根本原因以避免
問題再次發生

關鍵應用被期待快速解決及直指核心, 需要更進階的支援機制

收集足夠資訊困難 溝通困難 即時解決問題與找出核心要素



vSAN Support Insight提供了更即時更完整的技術支援

將客戶端資訊匿名化, 僅vSAN傳送效
能, 健康與組態資訊到VMware全球
技術支援(GSS)雲端

GSS不需要登入vCenter即可取得診
斷vSAN所有的必要技術資訊, 大幅加
快問題解決速度

全力助關鍵應用vSAN問題盡快排除

預設為關閉, 由客戶端完成必要設置
才會傳送

每小時傳送一次, 每次資訊壓縮後約
5MB大小, 送出資料前/後客戶可檢查
內容



vSAN Support Insight傳送到GSS雲端只能看到匿名化資訊

版本與設定要求

– vCenter 6.5U1或更新版

– 開啟vSAN 效能服務
(Performance Service)

– 開啟CEIP (Customer 
Experience Improvement 
Program

網路要求

– vCenter 6.5 U1或更新版本
設定proxy server URL

– 防火牆開通 vCenter或
Proxy 對外TCP連線
vcsa.vmware.com:443



GSS所看到的vSAN效能圖範例



結語



全球已經有非常多大型客戶將關鍵應用部署在vSAN上面使用

VMware為了vSAN的效能/可用度及全方位支援打造了完整的最佳實務與合作夥伴生態系

超融合vSAN建置非常容易, 但不表示可以隨便. 高檔料理也要採用高檔食材

✓選擇認證的硬體設備

✓採用正確的高可用/高效能架構與配置

✓雙活/災難備援/資料保護

✓監控維運與技術支援

經過正確規劃設計的vSAN是有充分能力支持關鍵應用的!



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