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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Spectrum Scale 
使用软件定义存储管理非结构化数据，实现云、

大数据、分析等诸多功能 

亮点 

● 使用标准硬件显著降低采购成本及总体

拥有成本

● 调整和重新部署软件定义基础架构，以

满足不同需求并增加非结构化数据的灵

活性和敏捷性

● 最高可将存储成本降低 90%，同时可

实现自动化、策略驱动的存储管理

● 借助 POSIX、NFS、SMB 和 OpenStack

Swift 支持文件和对象存储访问

● 通过本地只读缓存，减少 CPU 的数据

等待时间、降低对网络的总体负载，从

而将输入/输出性能提升六倍

IBM® Spectrum Scale™ 可将虚拟化、分析、文件和对象用例集成到

面向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横向扩展数据平面。Spectrum Scale 可为所

有这些数据提供一个命名空间，并提供单点管理。然后，数据可在不同

类别的存储中进行分层，并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访问，确保始终可以在

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位置提供数据。Spectrum Scale 基于  IBM 

General Parallel File System (GPFS™) 而设计，可降低高达 90% 的

存储成本，同时还可为云、大数据和分析以及技术计算数据提供世界级

的可靠性、可扩展性和可用性，从而使您能够轻松应对数据增长。若企

业将 Spectrum Scale 纳入软件定义的基础架构，便可简化数据工作流、

改善服务水平并降低成本、管理风险，在交付当前业务结果的同时满足

企业未来发展的定位。 

高性能数据管理领域久经验证的技术 

自从 1998 年作为 GPFS 问世以来，Spectrum Scale 已在全球最强大

的超级计算机上积累赫赫战功，提供了兼具高可靠性和高效率的基础架

构带宽使用。举例来说，位于阿贡国家实验室的 Mira 超级计算机采用

具有 768,000 个核心的 IBM Blue Gene®/Q 集群，该集群通过运行 

Spectrum Scale，可支持材料科学、气候学、地震学和计算化学领域

的复杂建模等科学研究。Spectrum Scale 是一个功能齐全的软件定义

存储，具有高级存储虚拟化、集成的高可用性、自动的分层存储，同时

性能优异，可有效管理数量巨大的文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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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Scale 在高需求环境中继续突破技术极限。目前

可能未达到多个 PB 级的数据量（但最终肯定会达到这一水

平）的企业可以完全放心，因为 Spectrum Scale 已在这些

环境中进行了测试。对于任何规模的应用而言，这种经验证

的领导力均使 Spectrum Scale 成为一种可靠的解决方案。 

消除数据相关的瓶颈 

在过去的十年中，CPU、DRAM、网络和业务绩效呈指数级

增长。但磁盘的速度性能仅呈增量增长，因此延缓了应用速

度、推迟了时间表并浪费了成本昂贵的基础架构。通过提供

闪存加速、并行数据访问和共享磁盘来改善高性能工作负载

的可扩展性，Spectrum Scale 可加快达成结果的时间并最

大化利用率。在一个高级分布式锁管理器的控制下，数据和

元数据流可以并行地从各个节点移动至所有磁盘。 

大幅度简化数据管理 

作为 IBM Spectrum Storage™ 系列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Spectrum Scale 可整合各种管理工具，以帮助管理 PB 级

数据和数十亿的文件和对象。这种管理在一个易于管理并可

迅速扩展的单一命名空间进行，只需添加一些横向扩展的资

源即可，同时可以消除“文件服务器蔓延”的现象。通过在

多个存储设备上自动传播数据，Spectrum Scale 可提高管

理越来越多的非结构化数据的能力，从而优化可用存储利用

率并实现高性能。Spectrum Scale 具有一个通用的管理界

面，该界面即使在大型环境下也非常易于使用。集群操作可

在 Spectrum Scale 从任何节点进行管理，包括用户配额、

快照和存储管理等标准文件系统管理功能。 

促进全球协作 

借助活动文件管理 (AFM) 分布式磁盘缓存技术，Spectrum 

Scale 可实现对世界各地数据的低延迟访问。AFM 可在各个

地理距离对 Spectrum Scale 全局名称空间进行扩展，并且

无论名称空间位于何处，均可提供快速读写性能以及自动命

名空间管理。因为数据在单个位置进行编写或修改，所以所

有其他位置均可以最小的延迟得到相同的数据。AFM 可利用 

Spectrum Scale 固有的可扩展性，提供一款与位置无关的高

性能解决方案，该款解决方案可屏蔽故障并隐藏广域延迟和

中断。这些颠覆性的功能可加速全球范围内团队的项目进度

并提高效率。 

极具成本效益的信息生命周期管理  

Spectrum Scale 可加强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从而有助于通过

使用多级存储（包括磁带）来大幅度降低数据管理成本。借

助强大的策略驱动的自动化和分级存储管理，企业可基于性

能、位置或成本，通过将闪存、固态硬盘 (SSD)、磁盘或磁

带进行分组来创建最佳分层存储池。迁移到磁带的数据在文

件系统中仍然可见，并且终端用户可直接访问这些数据。通

过迁移策略可清楚地将数据从一个存储池移动至另一个，且

无需更改文件在目录结构中的位置。 

举例来说，管理员可以创建规则。例如，当文件容量被占用 

80% 以上时，会将其移出高性能池，从而可预留高端存储以

供活动文件数据使用。内置在 Spectrum Scale 内的信息生

命周期管理工具集有助于通过启用额外的数据放置控制来简

化数据管理。工具集包括存储池和一个高性能、可扩展、基

于规则的策略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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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数据可用性、可靠性和完整性 

Spectrum Scale 可使系统具备可扩展性、高可用性和可靠

性，而且大规模存储基础架构中无单点故障。管理员可对文

件系统进行配置，一旦磁盘或服务器发生故障，文件系统仍

会自动保持可用。Spectrum Scale 旨在为元数据运营提供

明确的故障处理服务和其他 Spectrum Scale 服务，这些服

务可分布在整个集群。可对 Spectrum Scale 进行配置，以

便从节点、存储和其他基础架构故障中进行自动恢复。对于

更多可靠性，Spectrum Scale 可支持快照、同步和异步复

制以及异步错误诊断，而相应的 I/O 操作则会继续进行。 

Spectrum Scale V4.1.1 有哪些新功能？ 

异步灾难恢复：灾难发生后，Spectrum Scale 可自动执行各

种策略和程序，从而恢复重要数据。这有助于确保数据的生

存能力，因为它能够支持客户定义的恢复点目标。恢复范围

包括系统数据以及文件数据。恢复能力由主系统和备份系统

之间的异步复制机制提供，主系统和备份系统由一个广域网 

(WAN) 或局域网 (LAN) 进行连接。 

 

IBM Spectrum Scale 一览 

支持的操作系统 IBM AIX；Linux：Red Hat、SUSE Linux、Enterprise Server；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Microsoft 

Windows 7 

支持的硬件 x86 架构：Intel EM64T 处理器或 AMD Opteron（至少 1GB 系统内存） 

IBM POWER 架构：AIX v6.1 或 v7.1，Linux on POWER3（最低要求），至少 1GB 系统内存；IBM z 

Systems（仅 Linux） 

最大数量的文件/

文件系统 
每个系统文件具有 264(900 万兆字节)文件 

最大文件系统规模 299 字节 

最小/最大数量的

节点 

1 - 16,384 

协议 POSIX、GPFS、NFS v4.0、SMB v3.0 

大数据和分析：Hadoop MapReduce 云：

OpenStack Cinder（块）、Swift（对象） 

采取下一步行动。点击此处。 

查看完整的规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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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协议支持通过 NFS v3.0、NFS v4.0、SMB v2.0、SMB 

v3.0 和 OpenStack Swift 进行访问；更新后的新协议可扩

展数据访问，从而使您能够利用一个解决方案即可针对所

有非结构化数据需要构建一个共享的文件和对象基础架构。

Spectrum Scale v4.1.1 已借助 Standard and Advanced 

版本产品中的附加协议访问方法进行了扩展。该文件和对

象访问集成方法使您能够有效地在一个全局名称空间整合

各种来源的数据。通过附加协议访问方法，同时结合 IBM 

Spectrum Scale，则能够创建在 Spectrum Scal 文件系统

中具有数据的 NFS 导出、SMB 共享和 Swift 容器，以便客

户系统对其进行访问，而非由运行 Spectrum Scale 的本地

系统进行访问。可独立于存储对协议访问进行扩展，即使

发生各种故障，仍可基于这些协议进行数据访问。此外，

Spectrum Scale 可提供一个 Hadoop 连接器，以便在无

共享或共享的存储配置中与 Hadoop 应用进行无缝集成。 

为什么选择 IBM？ 

创新技术、开放标准、卓越性能及久经验证的存储软件与

硬件解决方案组合，均由公认的行业领导力提供支持，这

些就足以令贵企业选择 IBM 的存储解决方案。此外，IBM 

可交付业内最佳的存储产品、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贵

企业无需与不同的硬件和软件供应商接洽，便可满足所有

需求。 

有关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Spectrum Scale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systems/storage/spectrum/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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