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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云存储产品介绍

光多存储软硬件架构

光多存储核心技术

光多存储功能特性

存储系统与软件界面面



4U存储24刀片 48盘位

一、光子科技存储硬件架构

单刀片/节点



典型的应用配
置：
4U存储柜
+2*1U普通服
务器)双控制
系统整机，构
成最小双链路
的连接高可用
系统.

控制器：普通1U服务器

 4U存储柜



2U24盘位





软件功能
最大存储容量 无限扩展 文件总数 >1000亿 

支持副本数量 2-12 协议支持 iSCSI、NFS、CIFS、
FTP、HTTP

负载均衡 提供数据读、写均衡访
问 

在线扩展 支持节点级和服务
器级扩容 

统一命名空间 提供统一的存储访问目
录和空间 

配额 支持 

自动恢复 支持故障节点、硬盘的
数据自动迁移恢复、无
需人工干预 

智能监控 支持存储总体状态、
存储节点状态、硬
盘状态、网络状态
等多种详细运行状
态监控 

报警功能 Email、日志 精简配置 支持 

元数据安全 提供主动-备份 数据安全 支持副本、纠删 

数据保护 支持硬盘级、节点级和
机柜级 

管理界面 CLI、基于Web的图
形管理界面 



硬件规格
规格 2U/4U 节点数 12/24 

处理器类型 ARM多核SOC 内存 2GB/节点 

支持磁盘类型 SATA/SSD 支持磁盘尺寸 3.5寸/2.5寸 

支持硬盘数量 48 交换板数量 2 

网络数据接口 2*10GbE+2*1GbE 整机功耗 150W（不含硬盘） 

电源 550W1+1冗余电源 电扇 冗余电扇 

可降低的总拥有成本
1个P（五年） 光多存储 传统分布式存储 可降总拥有成本

能耗成本（电费） 875瓦 2500-3000瓦 87600元

密度成本 （托管费） 16 24U 102000元

维护成本 （运维售后） 0 50000 50000元

研发成本 0 50000 50000元

287600元



二、光子科技云存储核心技术

定
义

云存储就是一种通过分布式文件系统技术，将多台存储设备进行集群，虚拟化
为一个大的存储资源池，按需给用户提供存储空间的服务



光子科技核心技术：大规模高冗余可扩展存储墙



 存储架构基于openstack swift优化的硬件实现，diagram：



光子科技ARM：
1Gbps*24=24Gbps,24节点并
发，每个节点双网口同时使
用，理论值
1Gbps/8=125MBps。实际并
发速度70MB-110MB左右

而典型的x86架构速度: 
12Gbps, 12Gbps/8=1.5GBps, 
1.5GBps /48 = 31.45 max  ，
受限于CPU,总线带宽，磁盘，
网络控制器，
实际10M-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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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与对称架构

非对称架构

  

 华为 CSS OceanStor

对称架构

纠删码容错副本

Google GFS2.0

Cleversafe

AmpliData

Hadoop HDFS
Facebook

Amazon  S3

百度 Microsoft Azure

GoogleGFS1.0

UIT

阿里

光子云存储
特点：元数据分布在每台节点上，无单独的
元数据服务器

特点：有单独的元数据服务器存储元数据



三、光子云存储功能特性

易维护 高安全 易部署

高可靠 高性能 低能耗



高可靠

故障 光多存储 传统存储

主机损坏
 继续工作/同步自动备盘修

复
 

须立即更换

主机损坏3块以上硬盘
 三副本/继续工作/同步自

动备盘修复  数据丢失

主机主板损坏   
继续工作/同步自动/备盘修

复
停止服务

交换机损坏   继续满载工作 减少一半载荷

维护难度
维护方便，无人看管，120

天数据不丢失 数据丢失，安全性不足



与其他存储产品的比较

光多存储(arm架构存储) X86存储(NAS/SAN等)

高可靠

硬件，软件全部冗余，不出现单点故障，

系统自动修复，高性能纠错编码技术，多副

本机制，几乎零数据丢失风险。

单链路、传统Raid存储阵列

（硬盘级容错）

低功耗
低75%（基于arm架构的4U存储服务器200W左
右）

高（单台4U的X86存储服务
器能耗600W左右）

“零成本”
维护

友好的web监控系统与管理界面，每个节点

都是个完整系统，即插即用，不需要专业技

术人员维护，数据损坏自动修复，硬件损坏

自动隔离，集中时间直接更换，几乎零维护

成本

硬盘、主机、交换机任何损

坏，都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

对节点进行维修，并更换硬

件。



高性能

（IO速度）

单台4U设备IOPS为12-24万；

单磁盘并发速度达到70-110MBps；

单台2U12刀片24盘位最大吞吐量1.3GB,单

台4U24刀片48盘位最大吞吐量1.4GB.

单磁盘10-20MBbps/

SAN存储0.8GB-1.5GB之间

弹性扩容

  基于Openstack swift的对象存储，超大

集群,支持后续无限扩展,完美支持跨数据

中心异地备份，弹性扩容。 

受制于raid卡，阵列卡等瓶颈

成本 成本下降35% SAN存储光纤设备成本较高

高密度
单台4U存储48盘位，单个42U标准机柜最大

5PB,达到业内超高密度水平
传统存储方案24或36【盘位】



四、存储系统与软件界面

• 完全集成的企业存储解决方 
案：软硬件全套服务支持

• 对象存储API：OpenStack  
Swift, Amazon S3

• 文件存储API： POSIX, NFS,  
Samba

• 块存储API

• 零障碍直接替换传统存储





• 界面友好的监控管理
系统支持: 节点 (状态，
位置，负载，运转时
间), 硬盘 (状态，使用
率) ,网络状况

• Web管理界面，容易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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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12刀片磁盘 1.3GB/S的性能。



电话：0755-3661764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和平路金田大厦160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