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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侯克林 

深入剖析 vSAN 彈性架
構，提升企業關鍵應用系
統維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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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AN 自動化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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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用戶擴展的規模 

 
 
 

44,177 
Across all Customers 

 
1,702 

Largest Customer 

 
 

 
 
 

534 PB 
Across all Customers 

 
11.9 PB 
Largest Customer 

 
 

 
 
 

872,047 
Across all Customers 

 
17,342 
Largest Customer 

 
 

主機 規模 VMs 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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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 :  
vSAN 架構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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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Storage 
          

vSphere vSAN 

Managed by vCenter 

VMware HCI 提供企業級應用儲存，交付企業級的功能, 擴展性和性能 

VMware vSAN 超融合架構 

SSD 
HDD 

SSD 
HDD 

SSD 
HDD 

運行在標準的x86伺服器 

將SSDs/HDDs 形成共享儲存資源池 

與 VMware vSphere 完全整合 

VM 或 VMDK 維度的儲存策略管理 

透過 VMware vCenter 統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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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儲存與 vSAN 的比較 

傳統儲存系統 

• 邏輯與實體架構面臨的挑戰 

• 情報一離開主機，I/O 便無
法追蹤 

• 若大規模運用，可能會發生
各種問題 

vSAN 

• 將儲存視為叢集資源 

• 更加仰賴網路架構 

• 適合進行垂直與水平擴充 

當需求與規模增加後，差異便開始浮現 

交換器 

叢集 叢集 

叢集 

共用 
儲存 

vSAN 傳統 

問題查找點 

問題查找點 

問題查找點 

問題查找點 

問題查找點 

問題查找點 

問題查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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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 : 2-64 台實體主機 

主機 : 1-5 個磁碟群組 

磁碟群組 : 

• 1 顆 SSD 全閃裝置作為快取 
(cache) 

• 1-7 顆 SDD 或 HDD 作為容
量 (capacity) 

• 快取裝置不提供 vSAN 空間 

利用主流的 x86 主機加標準網路交換器 

vSAN 叢集概觀 

…....................... 

主機 1 

vSAN 
資料儲存 

主機 2 

… 

 1  

快取設備 

至多 7  

容量設備 

磁碟 
群組1 

磁碟 
群組2 

磁碟 
群組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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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  
vSAN 架構最佳實踐 



©2019 VMware, Inc. 9 

打造高效能vSAN的設計與考量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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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主機 CPU 和 I/O 額外負荷低 

CPU 負責運算和儲存I/O任務 

集縮比：更多虛擬機需更多的 CPU 

高時脈 CPU 有助於 vSAN 寫入運作 

高性能 CPU 有助於 

• Deduplication (SHA1) 

• Checksum (CRC32) 

• Encryption (AES-256) 

vSAN CPU 開銷約 10% 

 

ESXi Host ESXi Host 

Switch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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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伺服器 CPU 性能 

若BIOS 設為OS Controlled時，從 vSphere 端設定 

採用符合認證的 BIO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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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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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足夠記憶體給vSAN可提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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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建議值 

• 1個磁碟群組/600GB快取，保留
15GB 記憶體 

• 2個磁碟群組/600GB快取/4個容
量磁碟，保留 25GB 記憶體 

注意事項 

• 使用 0.4% 記憶體作爲讀取快取
(client cache), 最大不超過 1GB 

• 當主機記憶體小於 32 GB 時，
vSAN 相應縮減其內存使用。 

• 當群集中的節點數大於 32 時，
vSAN 會消耗更多內存 

ESXi Host ESXi Host 

Switch 

硬體基礎設施 

https://kb.vmware.com/s/article/211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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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設備品質決定 vSAN 性能水準 

ESXi Host ESXi Host 

Switch 

SATA SAS NVM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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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Health check:  
o 務必確認 driver/firmware 版本 

 
• 混用 SAS 與 NL-SAS 磁碟 :  

o 確保硬體廠商支援 
o 性能可能會降低到分布式對象中最慢的硬體 

 
• 磁碟控制器 :  

o 搭配多個磁碟群組有助於提升性能 
o 與硬體廠商確認是否支援多磁碟控制器 

 

越高效的硬體設備 = 穩定度 & 性能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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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生產虛擬機前，請確保 vSAN 完全符合硬體相容清單！ 

確保 vSAN 完全符合 vSAN 硬體相容清單 

一定要先檢查 vSAN 運作狀況及硬體相容清單相容性！請利用以下準則確保 vSAN 主機的儲存堆疊 
符合硬體相容清單 

# 儲存元件 韌體版本 驅動程式版本 

1 磁碟控制器 完全符合硬體相容清單所列版本 完全符合硬體相容清單所列版本 

2 SSD 或 HDD >= 硬體相容清單所列的最低要求版本 完全符合硬體相容清單所列版本 

3 NVMe 磁碟機 >= 硬體相容清單所列的最低要求版本 完全符合硬體相容清單所列版本 

4 NVMe 內建控制器 完全符合硬體相容清單所列版本 完全符合硬體相容清單所列版本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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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碟控制器相容性須嚴格要求 

15 

參數 設計及選型規則 

相容性要求 
(品牌，型號，驅動程式) 

 符合 vSAN 對控制器的技術相容性要求 

 Firmware 驅動版本嚴格對齊 

vSAN 磁碟控制器 

 RAID 模式：Pass-Through 最佳 

 佇列深度：至少 256 

 ESXi 系統硬碟單獨使用 

 注意控制器數量 x 支援埠數 >= 硬碟數量 

 多控制器實現更高性能並將故障隔離到更小範圍的磁盤群組 

 避免使用停止相容性更新的 Raid 卡 

 多數無電池模組之控制器, firmware 大多不相容 

ESXi 系統磁碟控制器 
 RAID 模式：RAID1 

 控制器快取：啟用 

磁碟控制器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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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Optane SSD 可達到 3.6x~3.8x 寫入性能加速 

並非所有 Cache SSD 是相同的 

Benchmark Items Intel Optane 375G PCIe Intel Optane 750G NVMe Dell 800GB WI 

4K Max Read IOPS 45,531 89,648 51,193 

4K Max Read throughput (MB/s) 373 MB/s 367 MB/s 209 MB/s 

4K Average Read Latency (ms) 0.63 s 1.11 s 0.62 s 

4K Max Write IOPS 50,053 88,701 24,501 

4K Max Write throughput (MB/s) 205 MB/s 386 MB/s 100 MB/s 

4K Average Write Latency (ms) 0.6375 s 1.05 s 1.59 s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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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全閃與混合架構 I/O 讀寫差異 

讀取快取以減少讀取的 I/O 延遲 

Cache Hit 應維持在 90% 以上 

• 取決於快取與容量層級比例 

寫入緩衝以提升寫入的回應時間 

• Write-Back Buffer 

到達 30% 快取儲存空間，將強
制寫入容量磁碟 (Destage) 

 

Buffer = 100% 

容量 

磁碟群組 磁碟群組 

All-Flash vSAN 

Buffer = 30% 
Cache = 70% 

容量 

磁碟群組 磁碟群組 

Hybrid vSAN 

vSphere vSAN vSphere vSAN 

硬體基礎設施 



©2019 VMware, Inc. 

混合架構快取大小設計準則 

 

 關鍵應用系統快取大小應維持總原始空間 10％, 若大量使用快照，建議為15％ 

• 硬體故障 

• 資料可用性 

• 儲存策略變更 

• 其他不可預測之需求變更 

 最小要求：虛擬機總用量 ＊ 10% (FTT 前)  

 

 

 

 

 透過 vCenter 可查看RC Hit Rate 判斷快取是否足够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Values 

VM space usage 20GB 

Number of VMs 1000 

Total space consumption 20GB x 1000 = 20,000 GB = 20 TB 

Target flash capacity percentage 10% 

Total flash capacity required 20TB x .10 = 2 TB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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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較高的 SSD 通常有較佳耐用
等級 

相同快取容量, 多顆磁碟有助於性
能提升 

• 100% 寫入 AF-8 建議使用 
800GB x 2 顆 

• 單磁碟群組快取緩衝 > 600GB  

– 較高快取容量可延長使用壽命 

配置兩個以上磁碟群組 

考量未來擴充需求, 應配置足夠大
快取磁碟  

Workload 
(R/W) 

Workload Type 
AF-8  

80K IOPS 
AF-6  

50K IOPS 
AF-4  

20K IOPS 

70/30 
Random 

Read Intensive 
Standard 

800GB 400GB 200GB 

>30% Write 
Random 

Medium Writes 
Mixed 

Workloads 
1.2TB 800TB 400TB 

100% Write 
Sequential 

Heavy Writes 
Sequential 
workloads 

1.6TB 1.2TB 600GB 

* 注意! 該快取大小是假設採用10DWPD 5年的耐寫等級SSD 

全閃架構快取大小設計準則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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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磁碟群組數量可提升性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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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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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間網路是 vSAN 性能的關鍵因素 

未來延遲瓶頸將從儲存設備轉移到
網路（10Gb / 8-12節點) 

共享 vSAN 網路務必使用 Network 
I/O 控制 (NIOC)進行流量控管 

 確保 vSAN 擁有最高流量 

Jumbo Frames 可提供2-15%的性
能提升 

確認網卡 driver / firmware 

更高的頻寬通常提供更低的延遲 

ESXi Host ESXi Host 

Switch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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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主動測試 - 網路效能基本測試 

評估是否有連線問題 (瞬斷, 掉

包..等)，主機間的網路頻寬是否

可滿足 vSAN 的需求 

頻寬小於 850 Mbps 時告警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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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Packet Loss 影響 Network Latency 影響 

不佳的網路品質對 vSAN 性能的影響 

10 % Network Packet Loss 導致 IOPS 下降 92 % 10 ms Network Latency 導致 IOPS 下降 50 % 

硬體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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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硬體設備提升的角度分析 vSAN 性能的優勢 

Block Size : 8K 

IOPS 

20% 
Latency  

60% 
Throughput 

98% 
Latency  

50% 

Block Size : 256K 3 節點 IOPS 23.7 萬 3 節點 IOPS 7.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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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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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架構所面臨的挑戰 

災難備援設計 網路頻寬需求 技術與維運能力 

備援架構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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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具機櫃感知能力可確保資料分不同機櫃存放 

建立明確容錯網域 (Fault 
Domain) 以提高可用性 

預防機架故障等事件 

確保其他副本/複本不在與第一副
本相同的機架中 

容錯網域無法保障資料中心故障
等級事件 

 

vSAN 自訂容錯網域 

機架 1 機架 2 機架 3 機架 4 

C1 C2 C3 

物件 

RAID-1 

C1 C2 C3 

W 

700 GB 
RAID-1 
FT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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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vSphere Stretched Cluster 
橫跨兩個實體位置的基礎架構 

優點 

• 站點層級的高可用性提供業務 
續航力 

• 防範災難及停機時間 

• 工作負載遷移及負載平衡 

挑戰 

• 複雜的設定及管理 

• 部署及運作的成本高昂 

• 會產生特殊硬體的設備孤島 

站點 A 

 

 

 

 

 

 

 

 

站點 B 

 

 

 

 

 

 

 

 

 

vSphere Stretched  

Cluster 

儲存 A 儲存 B 
資料複寫 

第 3 個站點做為投票決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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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vSAN Stretched Cluster 
簡單的主動-主動式資料中心 

目標 

• 提供與傳統延伸叢集相同的優
勢，以及其他優點 

• 無需昂貴複雜的儲存陣列 

優點 

• 單一 HCI 叢集延伸橫跨 2 個站點 

• 無需任何特殊硬體 

• 簡化的管理作業 

• 透過原則設定，精細地達成虛擬
機本地及遠端保護 

 

 

vSAN Stretched  

Cluster 

做為 vSAN 見證的第 3 個站點 

首選站點 次要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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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Stretched Cluster 與 Fault Domain 比較 

最大節點數 距離 效能考量 授權 Witness 考量 站點  

Stretched Cluster  15+15+W  N/A <5ms RTT, 10Gb  Enterprise  
Witness 部署在 
vSAN 叢集之外 

3 

All-Flash Fault 
Domains  

64 N/A <1ms RTT, 10Gb 
Standard 或
以上 

Witness 分散在故障
隔離區域內 

1 

Hybrid Fault 
Domains  

64 N/A 
<1ms RTT, 1Gb or 

10Gb 
Standard 或
以上 

Witness 分散在故障
隔離區域內 

1 



©2019 VMware, Inc. 31 

vSAN Stretched Cluster 網路頻寬最低需求計算公式 

網路頻寬評估因素 

• 寫入 IOPS 

• 資料 Block 大小 (Wb) 

• 預留資料 40% rebuild (md) 與 
20% resync 需求 (mr) 

考量性能需求與故障恢復需求，關
鍵應用系統建議 10Gbps 頻寬 

確保站點間擁有穩定的網路品質 

 

Bandwidth = Wb * md * mr  
Write bandwidth (Wb) * data multiplier (md) * resynchronization multiplier (mr)  

範例 1 ：6 節點 vSAN Stretched Cluster (3+3+1)  
• 35,000 IOPS / 10,000 write IOPS 
• 4KB block size : 40MB/s, or 320Mbps bandwidth 
所需頻寬 560Mbps (B = 320 Mbps * 1.4 * 1.25 = 560 Mbps) 

範例 2 ：20 節點 vSAN Stretched Cluster (10+10+1) 
• 100,000 IOPS / 70,000 write IOPS 
• 4KB block size : 280 MB/s, or 2.24Gbps bandwidth 
所需頻寬 4Gbps. (B = 280 MBps * 1.4 * 1.25 = 490 MBps or 3.92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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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延伸叢集提供本地和跨站點的保護 

本地和跨站點資料備援 

站點發生故障時，vSAN可以通
過備援站點中的本地備援來保障
高可用性 

簡易的延伸群集配置步驟 

優化的資料本地化存取，以最大
程度地減少跨站點的 I/O 流量 

在站點之間以及站點內部定義多個保護級別 

3rd site for 
witness 

RAID-1 

Site A 

RAID-6 

Site B 

RA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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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同步情況下減少站點間流量 

在目標端重新建立一個 Proxy 擁
有者，以充分利用本地重新同步 

• 步驟 1：在整個 ISL 進行局部
重新同步。將一個複本設定為
執行中/同步 

• 步驟 2：建立 Proxy 擁有者，
以管理本地重新同步 

• 步驟 3：利用本地複本將站點 
B 上的複本重新同步 

將經由 WAN/站點間網路傳輸
的資料減至最少 

 

為延伸叢集提供有效率的站點間重新同步 

站點 A 站點 B 

RAID-1 

複本 

C1 C2 C3 

擁有者 

用戶端 

RAID-1 

複本 

C1 C2 C3 W 

Proxy 
擁有者 

複本 

C1 C2 C3 
複本 

C1 C2 C3 W 

步驟 2 

步驟 1 

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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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Stretched Cluster 架構測試驗證結果 

DWDM 1Gb 頻寬壓力測試 

可用性驗證 

管理功能 / 保障投資 

 熟悉的 VMware 管理與監控機制，簡化操作及學習 
 vSAN Scale Out 擴充能力 (硬體設備與軟體功能) 
 動態調整儲存政策來限制虛擬機可用的 IOPS 
 各虛擬機可套用不同的儲存政策 (ex : 服務等級) 

 

 跨站點故障切換時間 : 1分20秒 ~ 1分28秒 
 本地主機/硬碟故障測試 
 vSAN 資料同步網路故障測試 
 不同品牌硬體 

 單一 VM 10,000 IOPS 測試 (應用系統延遲 < 20ms) 
 壓力測試 : 16 VMs 產生 54,000 IOPS  
 兩地 vSAN 流量觀察約 1.17G-1.4G 

27項驗證項目均完成 

 階梯式的投資成本 
 特定廠商的技能 
 管理工具的分離 
 困難的效能管理 

 服務等級受限於硬體
生命週期 

 本地與異地資料保護
無法靈活實現 

 硬體的限制造成的
擴充性下降 

 維持相容性 
 需同型硬體設備 
 複雜的設計・設定 

傳統儲存備援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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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6.7 Update 3 的新功能 

站點層級容量監控 

可提供每站點容量使用報告 

• 可依據每容錯網域啟用 

• 站點及主機層級 

特別適用於採不對稱設計的延伸 
叢集部署 

• 主機數量不平均 

• 虛擬機用量不平衡 

vROps 提供更詳盡的報告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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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支援： 
Windows 容錯叢集 
雲原生應用的容器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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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6.7u3 簡化 Windows 叢集服務的複雜度 

本地運行 Windows 容錯叢集 
(WSFC) 

• 透過 SCSI-3 PR (persistent 
reservations) 共享 VMDK 

• 在虛擬機進行配置 

簡化了虛擬工作負載的設計和操作
的設計和管理，降低了性能消耗 

• 無需傳統存儲中的pRDM 

無論是在私有雲還是在AWS上使用
VMC，都具有一致的管理經驗 

SQL Server Cluster 

SCSI3-PR 

vSAN Datastore 

vSphere vSAN 

VM config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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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vSAN 6.7u3 輕易管理容器儲存架構 

基於 CSI 標準進行 Kubernetes 
的容器儲存配置和管理 

開發團隊抽象儲存基礎架構，透
過 YAML 聲明宣告與使用儲存
資源 

vSAN管理員創建 SPBM 策略，
進行空間與資源管理 

實現虛擬機和容器基礎架構管理
之間的操作一致性 

動態調用易於達到資源分配要求 

在 vCenter 輕易掌握容器儲存
可視度 

Cloud Native Storage Control Plane for Kubernetes 
 

vSphere vSAN 

Container Storage Interface - vSphere 

Kubernetes 

Persistent 
volumes 

K8s Pods 

VMDKs for 
VMs & CNS 

CNS control plane 

容器儲存標準
主流 

增加容器儲存
管理可視性 

6.7 U3 的新功能 

Storage 
Class 

Storag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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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定義 StorageClass 與 SPBM 調用 vSAN 空間 

vCenter 
Kubernetes 

直接定義 
SPBM 屬性 

資料儲存
策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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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熟悉的工具進行容器空間監
控和分析報告 

輕鬆直接訪問容器空間屬性管
理，如同 VMDK 管理方式 

根據開發人員定義的 K8s 標籤
進行過濾 

政策調整和健康狀態 

通過 PV 的運行狀況和性能監控
實現精細可見性 

自動合規性檢查和修復 

在任何混合雲環境均是一致性操作與管理 
vSAN 將幫助DevOps團隊更快實現基於容器的應用程序 

6.7 U3 的新功能 



©2019 VMware, Inc. 42 

 
根據應用需求提供性能和保護 

定義儲存資料保護和性能期望 

根據服務等級，將政策分配給： 

• 很多虛擬機 

• 單個VM 

• VM的VMDK 

• 容器儲存的VMDK 

在vCenter中管理 

簡單且可擴展 

保護級別和性能不再依賴於外部存儲系統的功能，而是由管理程序控制和管理 

vSphere vSAN 

Storage Policy Definition 

Failures to 
Tolerate 

Number of disk 
stripes per object 

IOPS Limits 

Value 

1 Failure – RAID-5 
(Erasure Coding) 

None – Standard 
Cluster 

1000 

Policy Rules 

Site Disaster 
Tolerance 

1 

Kubernetes 
Storage Classes 

vSphere vSAN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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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自動化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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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策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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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多個 vSAN 叢集需求的資料策略管理 

依照 vSAN 叢集服務需求配置適當的儲存策略 

Cluster-02 
(一般應用系統) 

Cluster-03 
(延伸叢集) 

Cluster-04 
(VDI) 

ALL-FTT1-Mirror 

Cluster-05 
(VDI) 

Cluster-01 
(管理作業) 

vSAN 預設策略 
(避免修改) 

CL02-FTT1-Mirror 
CL02-FTT2-R6 

CL01-FTT1-
Mirror ＋ IOLIMIT 

CL03-FTT1-Mirror 
CL03-FTT1-R5 
CL03-FTT1-SiteAffinity-A 
CL03-FTT1-SiteAffinity-B 

VDI-FTT1-Mirror-S2 
VDI-FTT1-IOLIMIT 

VDI 應用策略 

特定應用策略 

vSAN vSAN vSAN vSAN v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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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在 vCenter 將所需結果分配給一個或多個VM 

套用 Policy 

 檢視結果 

資料容錯保護 

進階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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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儲存策略使用場景 

儲存策略設定 使用場景 可調整值 預設值 

Failures to tolerate 高可用 0 - 3 1 

Number of disk stripes per object 效能 1 - 12 1 

Failure tolerance method 效能或容量 RAID 1 or RAID 5/6 RAID 1 

Flash Read Cache reservation (%) 效能 0 - 100% 0 

Force provisioning 合規性 Yes or No No 

Object space reservation (%) 容量 0 - 100% 0 

IOPS limit for object 效能 - No limit 

Disable object checksum 效能與高可用 Yes or no No 

儲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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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 – 效能、保護能力與空間效率 

空間效率與效能 

用戶端 

系統 

1 次寫入/更新 

RAID-6 – FTT=2 

3 次讀取，3 次寫入 

  

3 次寫入 

用戶端 

系統 

1 次寫入/更新 

RAID-1 – FTT=2 

  
用戶端 

系統 

1 次寫入/更新 

RAID-5 – FTT=1 

2 次讀取，2 次寫入 

  

2 次寫入 

用戶端 

系統 

1 次寫入/更新 

RAID-1 – FTT=1 

  

儲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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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刪除舊物件複本，直到新的 RAID-5 等量完成同步為止 

物件會暫時佔據更多空間 (RAID-1 為 2 倍，RAID-5 為 1.33 倍) 

新的 RAID-5 等量完成重新同步時，會刪除舊的 RAID-1 複本 

原則變更 - 重新同步 (Rebuild) 及備用空間 (Slack Space) 

複本 1 複本 2 

見證 S1 S2 
S3 

S4 

節點 1 節點 2 節點 3 節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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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變更時的重新同步可加強容量管理 

原則變更時，vSAN 會以批次 
方式處理重新同步 

減少整個叢集使用的暫時重新 
同步空間 

變更會影響多個虛擬機的原則
時，簡化使用者作業 

協助確保虛擬機不會耗盡磁碟 
空間 

自動限制原則變更重新同步時暫時使用的空間 

vSphere vSAN 

vSAN Datastore 

批次重新同步 

已使用 
容量 

Old 
New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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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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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物件的成長速度較快 

磁碟使用情形開始出現不平衡 

重新平衡發揮作用挽救一切 

精簡佈建(thin-provisioning)虛擬機的成長可能不平均 

為何需要重新平衡？ 

複本 1 複本 2 

見證 

重新平衡臨界值 

80% (預設) 

節點 1 節點 2 節點 3 節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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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重新同步完成，否則不能從來源磁碟刪除資料 

重新平衡資料會暫時性佔用空間 

vSAN 需要在叢集具有備用容量 (建議25%-30%)，以成功完成重新平衡 

重新平衡會暫時增加叢集使用量 

複本 1 複本 2 

重新平衡臨界值 

節點 1 節點 2 節點 3 節點 4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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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智慧資料重新平衡 

全自動化 

• 無需手動介入 

• 在必要時進行重新平衡 

可於叢集層級在使用者介面啟用/
停用 

可由使用者自訂的變數設定 

運作狀況檢查調整啟用時可預防 
非必要警示 

主動重新平衡 (Rebalance) 以便自動自我調節資料空間 
 

vSphere vSAN 

vSAN 資料儲存區 

物件元件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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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與容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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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 健康檢查應為綠燈 

 開啟vSAN服務後，確保健康
檢查各項均為綠色 

 硬體HCL檢查 

 叢集檢查 

– vSAN 平衡性 

– 叢集配置一致性 

 物理磁碟檢查 

– 磁碟健康狀態 

– 磁碟容量 

– 壅塞值 

 網路檢查 

– 網路連線 

– 網路延遲 

– 網路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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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新設計的檢視功能強化容量監控 
 

簡化瞭解容量使用情形 

色彩顯示的容量檢視 
• <70% =  

• 70-90% =  

• >90% =  

互動式深入剖析圓餅圖 

使用量解析 
• VMDK (主要) 

• VMDK (複本) 

• 容器磁區 

「可用容量分析」有助於輕鬆 
進行容量規劃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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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地處理容量使用狀況 

暫時重新同步 (Rebuild) 作業的
自動化容量管理 

• 因為重新同步達到飽和 
度臨界值時暫停 

• 於暫時性空間釋放後繼續 

• 不會中斷虛擬機 I/O 

加強修復磁碟群組飽和情境 

• 順利復原空間的工作流程 

• 支援由 vSAN 資料儲存區上傳/
下載 VMDK 

增強在容量受限情境期間，重新同步 (Rebuild) 作業的自動化 

vSAN 資料儲存區 

vSphere vSAN 

容量 

重新同步達到 
臨界值時暫停 

虛擬機 I/O 
持續運作 

虛擬機 

重新同步 
暫時性 
空間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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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儲存原則合規活動能見度 

全新邏輯提升重新同步完成時間
的準確度 

明確預估多種類型 

• 正在重新同步 

• 已佇列 

• 已暫停 

依據重新同步類型輕鬆篩選 

• 重新平衡 

• 除役 

• 元件合併 

 

加強重新同步監控及預測 
 

重新同步物件 

vSAN 資料儲存區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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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移轉預先檢查 

預測性分析協助進行更明智的維護作業 

更準確且詳細說明的叢集感知 
預先檢查 

預先檢查報告檢視 

• 物件合規及存取性 

• 叢集容量 

• 預測的運作狀況 

新的檢視介面位於「監控」
(Monitor) >「vSAN」功能表 
之下 

可依據替代移轉選項輕鬆測試 

主機進入主機維護模式 (EMM) 時，進行詳細預先檢查分析 
 

預先檢查模擬 EMM 

模擬資料移動 

物件配置設定的複本 

vSphere vSAN 

6.7 U3 的新功能 

前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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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N叢集
性能指標 

Collects and renders performance data at multiple levels. 

整合於 vCenter 中的性能指標 

VM/App 

主機層級 

磁碟 / 磁碟群組 

叢集 

磁碟群組
性能指標 

後端I/O 
性能指標 

vSAN網路 
性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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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性能指標映射 vSAN 架構 

觀察不同層級的評量指標用以釐
清性能問題 

如：壅塞指標用於表示在虛擬機
層看到的性能問題 

網路問題最容易被忽略檢視 

• MTU 不一致 

• 線路品質所產生的封包丟失/延
遲問題 

提供vSAN特有的指標以及其他與 vSphere / ESXi相關的指標 

vSCSI 

DOM Client 

DOM Owner 

DOM Comp. Mgr 

Write Buffer 

Capacity 

Read Cache 

LSOM 

Reads Writes 

vSAN 

ESXi 

v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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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效能的指標及工具 

專屬 vSAN CPU 指標可更充分
瞭解額外負荷 

• 透過 API 提供 

• 在 vR Ops 之中顯示 

全新 vsantop 指令用於主機式 
vSAN 監控 

• 類似於 esxtop 

• 頻繁的收集間隔 

有助於疑難排解及支援案例 

全新效能指標及疑難排解公用程式 
 

vSphere vSAN 

效能服務 效能服務 效能服務 

vSAN API 

vsantop vR Ops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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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索叢集和主機特定元素 

以長期關鍵指標為重 

• 延遲 

• IOPS 

• 總流量 

建構依據由上而下的疑難排解工作流程 

 

 

內置於 vSAN Advance 版本 

專屬於 vSAN 性能視圖 

多叢集資源管理可視性 

vCenter 中的 vRealize Operations 

vRealize Operations 

vSAN 與 vRealize 提供了完整的性能管理介面 

vCenter vROps 

全面的 vROps 

vCenter UI 

性能趨勢 用量預測 讀寫延遲 吞吐量 

疑難排解 性能比較 情境導向 跨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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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比較以便驗證移轉期望 

選擇類似工作負載以比較延遲 

評估最重要的部分：真實工作 
負載 

智能評估虛擬機遷移至 vSAN 儲存效能比較 移轉至 
vSAN 移轉至 vSAN 控制面板 

所選虛擬機在非 vSAN 資料儲存區的效能 

所選虛擬機在 vSAN 資料儲存區的效能 

  
  

選擇虛擬機 

選擇虛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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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vSAN 運行狀況納入工作負載均衡的條件之一 

vRealize 工作優化具備 vSAN 感知能力 

 

資料同步感知 

 

剩餘空間感知 儲存策略感知 

維運意圖 (Operational) 

業務意圖 (Business) 

您希望達到何種利用率目標？ 

• 平衡 - 工作負載平均分布 

• 整合 – 工作負載的配置能 
達到最高利用率，又稱為密集化 

可接受多大風險？  

• 空餘空間為叢集提供緩衝空間  

• 降低暴增或預期外需求所造成的風險 

如何依照業務需求調整配置？ 

• 依標籤配置 

• SLA 層：金級 (Gold)、銀級 
(Silver)、銅級 (Bronze) 

• 授權原則：Windows、Oracle、
Linux 

• 合規：PCI、HIPAA  

• 應用程式相似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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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a 持續學習，並針對 
vSAN 設定採取行動，以符合 
效能目標 

• 長期：以動態方式在軟體定義的
資料中心堆疊協調最佳化行動 

• 應用程式、基礎架構需要持續動態
調整 

• 無法延展：需要大量人力及硬體以
維持效能目標 

 

挑戰 

功能 

Project Magna：vSAN 自我調整, 實現 AI Ops 
運用強化學習以實現動態最佳化效能 
 

設定 KPI/目標 

學習環境動態 採取行動 監控優勢 

vSphere vSAN 

技術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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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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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VMware Update Manager (VUM) 獲得智慧型升級體驗 

從 vCenter Server Appliance 
6.5內建提供 

ESXi、I/O 控制器驅動程式與韌
體更新，現已透過 VMware 
Update Manager (VUM) 加以
集中 

升級至叢集的最高硬體相容清單
相容性層級 

支援適用於 OEM 專屬組件的 
自訂 ISO 

依據叢集的版本偏好設定 

強化的 VUM 可支援更多更新情境 
vSAN 
ReadyCare 

已納入 

系統基線 

版本發行目錄 
硬體相容清單

資料庫 

vmware.com/tw 

vSphere Update Manager 

系統基線 

自訂基線 

vSAN 6.5 

叢集 

自訂基線 

vSAN 6.7 

叢集 

系統基線 

自訂基線 

vSAN 6.7 

叢集 

控制器 
韌體及驅動程式 

控制器 
韌體及驅動程式 

控制器 
韌體及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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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可選擇版本的偏好設定更新虛擬化管理程序 

輕鬆設定 VUM 之中 vSAN  
建議基線的偏好設定 

• 升級為全新 ESXi 版本 

• 更新為現行 ESXi 版本 

• 無建議 

VUM 之中的全新「叢集設定」
選項 

以每個叢集為基礎的方式量身 
打造環境需求 

 

VUM 基線偏好設定 

系統基線 

版本發行目錄 
硬體相容清單

資料庫 

vmware.com/tw 

依據叢集設定 
vSphere Update Manager 

系統基線 

自訂基線 

vSAN 6.5 

叢集 

自訂基線 

vSAN 6.7 

叢集 

6.7 U3 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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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vSAN 設計與維運最佳實踐方式  

使用多種儲存原則 

僅使用硬體相容清單硬體 

每主機配置多個磁碟群組 

 2 個以上的磁碟群組 (最多 5 個) 

 快取裝置故障=單一磁碟群組離線 

 提供性能與可用性 

維持適當的可用空間 
 

 儲存原則 (SPBM) 變更 
 維持 25 至 30% 的可用空間  
 佔用空間的動作 

– 變更儲存原則 

– 主機/磁碟群組撤離 

– 修復/重新建置 

– 重新平衡 

– 磁碟格式變更 

 套用於虛擬機群組 

 原則屬性變更將變更指派至原則的所有物件  

– 增加重新同步流量 

– 使用更多備用空間 (Slack Space) 

 使用 vSAN Ready Node 與硬體相容性清單 

– http://vsanreadynode.vmware.com 

– https://www.vmware.com/resources/compa
tibility/search.php?deviceCategory=vsan 

 vSAN Ready Node 可更換的內容 

– KB(52084) 

 進行定期的版本更新 

http://vsanreadynode.vmware.com/
http://vsanreadynode.vmware.com/
https://www.vmware.com/resources/compatibility/search.php?deviceCategory=vsan
https://www.vmware.com/resources/compatibility/search.php?deviceCategory=vsan
http://vsanreadynode.vmware.com/
https://kb.vmware.com/s/article/52084?lang=zh_CN
https://kb.vmware.com/s/article/52084?lang=zh_CN
https://www.vmware.com/resources/compatibility/search.php?deviceCategory=v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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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主機之間的一致性 

VMware vSAN 設計與維運最佳實踐方式  

耐心地重新啟動 vSAN 主機 

 

 重新開機時間與如何關機相關 (遵守進入維護
模式原則) 

 vSAN 會於 vSAN 快取磁碟剖析日誌記錄  

 不要於過程中多次重覆開機 

 ESXi 版本、韌體及驅動程式…等 

 將升級時間納入維運作業評估 

 透過 vCenter、PowerCLI 及 vROPS 檢查 

使用專屬 VMkernel 連接埠 

 使用專屬 VLAN 

– ESXi 管理 

– ESXi vMotion  

– vSAN 流量 (L2 網路) 

– 虛擬機網路 

 獨立 NIC (如允許) 

 啟用 Jumbo Frame (如允許) 

使用 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 

 

 vSAN 包含 VDS 授權 

 共享網路利用 Network I/O Control 

 支援 LACP (Dynamic / Static)，但須考量網路架構
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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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貼近運算的  

HCI 架構 

支援雲原生的 

容器儲存 

輕易擴展的 

高性能軟體儲存 

智能化的 

基礎架構維運 

靈活彈性的 

儲存原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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