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rak A-Class
共用儲存設備
技術簡介

VTrak A-Class
運作方式
針對海量資料設計的
超大型檔案系統
VTrak A-Class 將儲存裝置虛擬
化，建立單一名稱空間，共用
儲存磁碟區。
• 每一部 VTrakFS 皆包含中繼資
料 LUN (MDL) 及資料 LUN (DL)
• MDL 包含檔案位置、大小、
存取時間等資訊
• VTrak A-Class 主系統裝置會在
1Gb 乙太網路上為每個用戶端
指引正確的檔案資訊，但各用
戶端仍可透過 8Gb 光纖通道，
以完整的速度存取實際資料

全方位中繼資料設備、RAID 儲存
子系統及檔案系統
主要特色
可擴充的高效能與高頻寬 64 位元 SAN 檔案系統
• 8G 光纖通道 (FC) 介面
• 透過光纖通道 (FC) 傳輸的資料路徑
• 檔案系統涵蓋多部儲存裝置的單一名稱空間
高度可用性
• 主動式-待命 (Active-Standby) SAN FS 中繼資料伺服器
• 主動式-主動式 (Active-Active) RAID 控制器
中繼資料日誌記錄
• POSIX 相容性
• Windows、Mac 及 Linux 用戶端支援
• 多重用戶端存取共用檔案，最適合共用與協同作業
• 選購的外部 NAS 延伸閘道叢集提供舊版 NFS 及 CIFS
通訊協定的檔案存取
• 線上磁碟重組
• 線上擴充資料磁碟區
可針對磁碟區使用情形，個別調整每個檔案系統的磁碟區
• 硬碟配額下限與上限以及使用者許可
• 適用小群組使用者（20 位）的本機存取控制清單 (ACL)
• 針對 ACL 與 AD 及 LDAP 整合
• 用戶端節點 ACL
• 用戶端多重路徑支援
• 於用戶端提供智慧錯誤偵測與通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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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色
高頻寬，低延遲
喬鼎資訊 VTrakFS™ 檔案系統不同於 NAS 檔案系統，是針對運用 8Gb 光纖通道 (FC) 介面
達最佳化，以利大型檔案在 SAN 與用戶端之間進行資料擷取、串流或處理。資料會直
接在 SAN 設備與用戶端之間透過 SAN FC 網路傳輸。如此可提高頻寬效能並降低延遲資
料傳輸，滿足媒體娛樂、HPC 應用以及其他以視訊為主的操作環境需求。
適用海量資料的超大型檔案系統
儲存以多媒體為主及 HPC 操作環境所需的龐大資料量。
延伸至多個 RAID 儲存子系統，進而擴充容量並提高效能。
• 支援 1024 RAID 邏輯磁碟機以組成磁碟區。
• 可主動新增 JBOD 增加儲存空間。
• 可將 RAID 機頭新增為儲存節點，主動增加儲存空間並
增加 FC 計數數量，進而延展效能。
• 以上皆可完全於線上執行，用戶端完全不受干擾。
高度可用性
備援主動式 待命檔案系統中繼資料伺服器，以及在兩個高速 8Gb/s 內嵌硬碟控制器上
執行的備援主動式 主動式 RAID 引擎可相互連線。
• 全新的容錯設計可確保資料維持全天候的高度可用性，滿足許多不允許停工時間的關
鍵工作流程應用需求。
• 提供可偵測 SAN 檔案系統的 ALUA 多重路徑磁碟機支援，以便於用戶端進行安裝。
• 多重路徑磁碟機將會以單一虛擬路徑顯示於作業系統中，但實際上是作為傳輸至 SAN
FS 資料 LUN 的多重路徑。
• 選取 I/O 存取的最合適與最佳路徑，提供負載平衡並發揮最大效能。
相容於 POSIX
提供相容於 POSIX （可移植作業系統介面）的檔案、目錄及鎖定操作，以 POSIX 標準應
用程式流暢地存取檔案系統中的檔案。
• 使檔案即時有效率地由在各種作業系統 （如：Windows、Linux 及 Mac）用戶端上執行
的各種 POSIX 相容應用程式共用。
免磁碟重組
檔案系統內建防分割配置演算法，可將磁碟分割的必要降到最低。
• 提供線上磁碟重組工具以便重組分割，進而加速 I/O 存取的效率。

NAS 環境中的高效能 SAN FS

搭載 JBOD 的 VTrak A-Class
線上擴充與資料磁碟區管理
可於正常運作情況下，輕鬆擴充檔案系統儲存容量
使用戶端的檔案存取不受干擾。
• 可於線上主動新增 JBOD 或 RAID 機頭，增加儲存空間
• 可於需要時增加儲存容量
• 減少新磁碟區數量，進而降低管理磁碟區的複雜性

VTrak A-Class SAN FS 設備

Jx30 JBOD 擴充（最
多可達 9 部 JBOD）

• 可連接 VTrak A-Class SAN FS 設備（搭載內建 MDS
的RAID 機頭）與 JBOD，擴充儲存裝置容量

搭載 NAS 閘道的 VTrak A-Class
Ex30 RAID 機頭

Jx30 JBOD 擴充（每個堆疊最多 9 部 JBOD）

可選購 NAS 擴充閘道叢集
（最多 8 個節點）

Ex30 RAID 機頭

一致的 SAN 管理

ACL 本機支援

使用單一使用者圖形介面 (GUI) 管理整個 SAN
• 監控並管理 SAN 元件：
- 檔案系統
- VTrak A-Class 儲存節點
- Ex30 儲存節點
- 用戶端電腦
• GUI 顯示完整的 SAN 拓撲視圖
- 在單一畫面中顯示完整 SAN 概況
- 顯示所有已連接的裝置
遠端設定用戶端
• 設定遠端 Ex30s
- 建立及刪除 LUN
- 監控及設定 FC 與其他設定值
- 更新韌體
• 監控 MDC 伺服器與遠端 Ex30s NAS 閘道效能－使
用較經濟的乙太網路在用戶端共用相同檔案
• 用戶端不需額外安裝軟體或驅動程式

為小群組使用者 (20 位) 提供內建 ACL (存取控制清單) 支
援，以執行驗證與授權。
• 不需要安裝或維護 LDAP (輕量型目錄存取協定) 或 AD
(Active Directory) 網域控制器*
• 透過與任一 LDAP 標準相容的分散式目錄資訊服務－如
Microsoft AD 網域控制器－連線，執行驗證與授權
• 協助整合並執行企業資訊安全政策

VTrak A-Class 規格表
每個控制器皆配備 Quad 8G FC 連接

• 支援 2、4 及 8Gb/s 的自動速度交涉

埠

• 存取每一個控制器的備援路徑
• 以 4G 銅線支援 8G SFP
• 以雙重備援控制器確保高度可用性

主動式

主動式控制器

• 透明化容錯移轉

故障回復

• 適用 Windows、OS X 及 Linux* 平台的多重路徑驅動程式
• 操作便利的管理軟體，以虛擬管理連接埠提供流暢的容錯移轉
VTrakFS™

• 檔案數量 – 10 億
• 單一目錄中的檔案 – 6,200 萬
• 最大單一檔案大小 – 2PB
• LUN 數量 – 1024
• 檔案系統磁碟區數量 – 8
•用戶端數量上限 – 256

IVTrak 提供層級式的電源管理法－

• 80Plus Bronze 認證電源供應器 (PSU)

PROMISE GreenRAID 功能

• 硬碟進階電源管理 (MAI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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