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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融合技术在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中的应用
宋摇 欣,苏摇 叶
[摘要] 介绍了超融合技术的概念及其具有的融合、敏捷、安全、开放等特点,探讨了超融合技术在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 超融
合架构能够实现计算、网络、存储资源的全面融合,其主要技术包括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并有基础架构简
化、降低成本、提高运维效率、高可靠、高性能等优势。 通过超融合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医学图书馆数据中心的运行效率,为医
学图书馆知识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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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yper-converged technology in knowledge service of medical library
SONG Xin, SU Ye
( Library of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 Abstract] After the concept and converging, sensitive, safe, open characteristics of hyper- converged technology
were described, the application of hyper- converged technology in knowledge service of medical library was elaborated.

The hyper- converged infrastructure can fully integrate the computing, networks and resources storage. Its main
functions include virtualization of the servers, storage and networks, simplifica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s, reduce the

cost,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with a high reliability and a high performance. The hyper - converged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data center in medical library and provide the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knowledge service of medical library.

[ Key words] Hyper-converged technology; Medical library; Virtualization; Knowledge service
摇 摇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经历了传统

域,医学图书馆如何合理存储和管理海量医学数据,

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发展

通过深度挖掘和分析,对知识资源进行发现、整合、

趋势的演变。 近年来,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大

重组,开展个性化、专题化和智能化服务成为医学图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对图

书馆未来知识服务的发展方向。 知识服务需要强大

书馆的服务和管理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创造了图书

的智能分析计算能力和高效的数据获取存储能力作

馆服务的新空间和新形态,提高了图书馆服务的效

为支撑,这对医学图书馆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提出了

率和效能。 医学图书馆作为医学文献信息资源的集

巨大挑战。 传统数据中心基础架构下的存储容量和

散地,需要管理大量与医学相关的数据资料,新技术

性能与计算能力已无法满足知识服务进行高速数据

对医学图书馆发展与服务创新的作用不言而喻。

存储访问和分析计算的需求,因此需要一种新技术

近年来,知识服务的理念逐渐渗透到图书馆领

解决传统架构的不足,为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提供
有效支撑,超融合技术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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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超融合技术

超融合技术,又称“ 超融合架构技术冶 ,是指在

单个一体化基础架构中同时具备计算、存储、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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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等资源和技术的架构。 超融合架构打破了传

部集中在超融合节点本地磁盘上,系统及数据的安

统的 服 务 器、 网 络 和 存 储 的 孤 立 界 线, 将 CPU、 内

全风险随即凸显。 超融合架构采用集群管理方式,

存、存储、网络、虚拟化技术整合在一台设备上,每一

系统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在其他节点设备上重启,

台设备作为一个单元节点,多节点通过网络聚合实

避免物理环境的单点故障。 数据多副本机制实现数

现模块化的无缝横向扩展,形成统一的资源池 [1] 。

据分散存放,不同数据副本放在不同的超融合节点

成计算、存储、网络及虚拟化技术,汇聚单台服务器

上的数据副本继续对外提供服务 [3] ,有效保障业务

超融合架构以通用 x86 服务器为基础,通过集

的存储形成跨多个节点统一存储池的集群,提供更
好的性能和扩展性。 通过增加集群中的节点数量,
即可扩展整个集群的计算性能和存储容量,并通过
集群各节点间彼此的数据复制与备份,提供服务高
可用性与数据保护能力 [2] 。

2摇 超融合技术的特点

上,当一个节点出现故障时,仍然可以依靠其他节点
连续性和数据安全。
2. 4摇 开放

超融合架构采用软硬件解耦架构,在服务器层

面,超融合架构能够在任何 x86 服务器上运行,与物
理服务器的硬件配置无关,无需修改上层系统和应
用即可运行;在存储层面,超融合架构支持与各种类

2. 1摇 融合

型的外置存储进行对接,将数据存储到外置存储或

传统架构下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是分离的,

使用外置存储作为备份介质;在网络层面,超融合架

服务器通过 SAN 交换机与存储设备连接获取存储

构无需依赖任何支持特定协议的网络设备,支持与

空间。 超融合技术改变了传统服务器、存储、网络相

现有网络设备组网连接。 超融合架构能够为上层应

互孤立的基础架构,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

用屏蔽底层复杂和异构的基础架构,对主流操作系

资源的统一融合,每一台超融合节点单元可同时提

统和应用进行兼容性适配和性能优化集成。

供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 超融合架构采用软件定义

3摇 超融合技术在医学图书馆的应用

的体系结构,不再依赖于硬件,计算、存储、网络完全

医学图书馆作为医学文献资源的汇聚中心及医

虚拟化并由软件控制。 服务器和存储得到了统一的

学知识传播中心,在医学科研支撑和医学知识传播

部署和管理,并为整个虚拟化体系提供了简单、通用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 医学图书馆由于自身的专

的管理和自动化平台。

业性,拥有大量数字化的专业图书、期刊和数据库等

2. 2摇 敏捷

结构化数据,以及用户信息、借阅信息、浏览记录、检

备快速交付、架构弹性伸缩、业务敏捷部署和系统精

型的多样化,数据量及非结构化数据的迅速增长,需

超融合技术通过软硬件一体化的融合,实现设

简运维。 超融合一体机在出厂时已根据需求完成硬
件的集成和软件的安装,设备上架开机即可交付使

索历史等非结构化数据 [5] 。 随着医学文献资源类
要不断扩大存储空间和计算规模 [6] ,数据中心服务

器数量、网络复杂程度及存储容量急剧增长,传统数

用,极大简化了设备安装调试的复杂度。 超融合技

据中心架构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烟囱式的建设模式

术基于虚拟化和软件定义,构建扁平化、随需而变、

导致设备种类繁多,设备配置独立,管理割裂,不仅

弹性可扩展的敏捷架构,所有资源均可按需部署、灵

带来高昂 的 硬 件 成 本 和 运 营 成 本 ( 空 间、 电 力、 制

活调度和动态扩展。 传统架构下的计算资源、存储
资源和网络资源由不同的设备提供,管理者必须分

冷、管理人员等) ,而且新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
备部署周期较长,导致业务部署缓慢。 随着虚拟化

别通过不同的管理工具管理多种设备,超融合架构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医学图书馆通过采用

下只需通过单一的平台即可同时管理计算、存储和

虚拟化技术有效解决了资源利用率和高可用性的问

网络资源,降低运维难度,实现精简运维。

题,但并未改变业务部署过程中的复杂性。 而且,传

2. 3摇 安全

统虚拟化架构极度依赖外部存储磁盘阵列,只能通

超融合技术实现了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的融

过专用的存储网络访问存储资源,计算资源与存储

合,原来分散在不同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上的数据全

资源分离的部署模式依然没有改变。 因此,医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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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必须能够优化计算、网络和

面融合,通过全虚拟化的方式构建基础架构资源池,

存储资源之间的关系,实现真正的灵活部署以及弹

所有资源均可按需部署、灵活调度、动态扩展。 通过

性扩展,才能支撑起知识服务的应用需求。

超融合一体机或超融合操作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充

3. 1摇 解决方案

分利用现有硬件基础架构,将业务系统安全、稳定、高

念下的解决方案,能够实现计算、网络、存储资源的全

可靠和高可用的要求,提高基础架构的自动化水平。

超融合架构( 图 1) 是基于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理

效地迁移到超融合平台中,满足业务应用高性能、高

图 1摇 超融合架构

摇 摇 如图 1 所示,超融合架构以通用 x86 服务器或

件,基于裸金属架构的虚拟化程序直接运行在服务

体机通过交换机进行网络聚合,实现具备横向扩展

存、硬盘等服务器物理资源转化为一组可统一管理、

超融合一体机为基础架构,单台服务器或超融合一

器上, 实 现 对 服 务 器 物 理 资 源 的 抽 象, 将 CPU、 内

能力的基础架构。 基于虚拟化技术构建超融合架构

调度和分配的逻辑资源,并基于这些逻辑资源在单

层,实现网络虚拟化、服务器虚拟化和存储虚拟化,

个物理服务器上构建多个同时运行、相互隔离的虚

通过软件化的方式构建统一的资源池,实现基础架

拟机执行环境 [7] ,实现更高的资源利用率,减少系

构资源的管理和调配,提供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所需

统管理的复杂度,加快对业务需求的响应速度,提供

的全部资源。 多业务模板层能够快速构建出业务逻

高可靠、高可用的应用服务。

辑,实现虚拟资源的动态调配和灵活扩展,部署简单

3. 2. 2摇 存储虚拟化

快速,管理轻松便捷。 应用层通过超融合架构实现
云服务模式,提升组织管理和业务管理效率,降低平
台运维难度和运营工作量,提升应用服务的敏捷性

存储虚拟化是将集群各节点服务器上独立的硬

盘存储空间进行组织聚合( 图 2) ,构成一个共享的
存储资源池,所有的存储资源在这个存储池中统一管

和快速响应能力,从而提高医学图书馆业务管理水

理,实现存储资源的自动化管理和分配,构建高效灵

平和服务效率。

活的存储架构与管理平台,提供高可靠、高性能存储。

3. 2摇 主要技术

如图 2 所示,存储虚拟化基于分布式存储系统,

3. 2. 1摇 服务器虚拟化

服务器虚拟化是整个超融合架构中的核心组

融合了分布式缓存、SSD 读写缓存加速、多副本机制
等多种存储技术,在功能上与独立共享存储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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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存储虚拟化通过 SSD 缓存,可以大幅提升服务

可靠性,保障关键业务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由于存

器硬盘的 I / O 性能,实现高性能存储和业务高效可

储和计算完全融合在一台服务器上,省却了外置磁

靠运行。 存储虚拟化采用多副本机制,一份数据同

盘阵列的控制器、光纤交换机等设备,达到了降低成

时存储在多个不同的物理服务器硬盘上,提升数据

本的目的。

图 2摇 存储虚拟化

3. 2. 3摇 网络虚拟化

配和灵活调度,提供了全新的网络连接运维模式,解

接服务( 包括路由、交换、安全、负载均衡等) 按需分

务应用对网络快速、灵活自动化部署的需求(图 3)。

网络虚拟化通过实现网络中所需的各类网络连

决了传统硬件网络的众多管理和运维难题,可满足业

图 3摇 网络虚拟化

摇 摇 如图 3 所示,网络虚拟化与服务器虚拟化相结

网络调配速度并精简运维,显著增强了网络安全性,

合,以底层物理网络作为数据包转发底板,在虚拟机

大幅降低网络建设成本。

和物理网络之间构建网络虚拟化层,以软件形式提

3. 3摇 应用效果

供一整套完整的逻辑网络设备、连接和服务,实现与
物理网络的无缝互连,降低网络复杂度,简化网络的

3. 3. 1摇 基础架构简化

超融合技术实现了计算、存储、网络的融合,原

配置管理。 网络虚拟化可以快速完成不同应用系统

有服务器依靠交换机连接存储控制器和磁盘阵列的

的网络部署、网络配置的自动化调整、网络故障排查

架构模式,现只需要超融合一体机和交换机即可满

等工作,提供灵活且适应性强的网络连接功能,提升

足业务需求,架构简单。 传统架构无法支持存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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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性能的横向弹性扩展,超融合架构具有很高的

会导致控制器阻塞,造成性能瓶颈,而且传统存储的

自动化程度,扩展简单方便,只需将新的服务器加入

SAS 硬盘、SATA 硬盘读取缓慢,难以满足众多应用

原来的集群,即可实现性能和容量的自动同步扩展。

系统高速数据访问的性能要求。 超融合技术以软件

3. 3. 2摇 降低成本

定义存储代替传统 SAN 存储,在集群各服务器节点

本和运营维护成本,包括物理空间、机柜、网线、电

盘,借助于 SSD 盘的高效缓存技术,大幅提升服务

超融合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成

力、制冷和人力成本等。 采用传统虚拟化架构模式,
虽然服务器数量有所减少,但存储、光纤交换机等设
备的投入却明显增加。 超融合架构能够控制和减少
服务器数量,明显提高服务器资源利用率。 由于省

上部署快速的 SSD 盘和大容量传统 SAS、SATA 硬
器硬盘的 I / O 性能,增强存储的响应速度,满足数据
快速访问性能要求和大容量存储空间的需要。
4摇 结语

随着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广泛开展,数据中

却了外置存储磁盘阵列的控制器、存储交换机等设

心业务快速增长,各类业务应用对数据中心的性能

备,极大降低了建设成本,并避免了传统存储无法平

要求直线上升。 超融合架构能够突破以硬件为中心

滑扩展性能,且需要迁移存储数据带来的风险。

的传统架构的限制,不仅具备极大的易用性和简化

3. 3. 3摇 提高运维效率

部署,还可以有效提升业务敏捷性和响应速度。 采

与传统架构相比,超融合架构管理更为简单,能

用超融合技术,将传统服务器、存储、交换机和其他

。 传统架构

网络设备的竖井式叠加架构模式,简化为只有 x86

的供应商,需要分别进行管理配置,运维复杂繁琐。

计算、存储、网络的统一管理,还极大降低了数据中

超融合将计算、存储、网络、虚拟化集成到一个界面

心的成本和运维压力。 因此,超融合架构能够有效

上,通过同一运维界面,可以对物理主机、服务器虚

提升数据中心的运行效率,为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

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等设备和组件进行资

提供有力支撑。

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部署、运维、管理

[8]

下,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和虚拟化系统来自不同

源管理和调配、负载监控、网络拓扑部署、网络策略
配置、系统数据备份等操作,实现资源的全面管理和
调度,极大简化了复杂的运维工作。
3. 3. 4摇 高可靠

服务器和交换机的扁平式架构模式,不仅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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