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Chapter 1

Ceph 存储介绍

本章将讲述以下主题：
Ceph 概要

Ceph 的历史和发展

Ceph 和存储的未来

兼容性组合

Ceph 与其他存储方案


1.1

概要
Ceph 是一个开源项目，它提供软件定义的、统一的存储解决方案。Ceph 是一个可大规

模扩展、高性能并且无单点故障的分布式存储系统。从一开始它就运行在通用商用硬件上，
具有高度可伸缩性，容量可扩展至 EB 级别，甚至更大。
Ceph 因为其开放、可扩展、分布式的本质在存储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如今，公有云、
私有云以及混合云模型是提供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主流方案，而 Ceph 正变成一个流行的云存
储解决方案。云依赖于商用硬件，而 Ceph 能够充分利用商用硬件为你提供一个企业级、稳
定、高度可靠的存储系统。
Ceph 的架构在设计之初就包含下列特性：
所有的组件必须可扩展。

不能存在单点故障。

解决方案必须是软件定义的、开源的并且可适配。

Ceph 软件应该运行在通用商用硬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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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组件必须尽可能自我管理。

Ceph 为企业提供了杰出的性能，无限的扩展性，强大并且灵活的存储产品，从而帮助
他们摆脱了昂贵的专用存储。Ceph 是一个运行于商用硬件之上的企业级、软件定义、统一
存储解决方案，这也使得它成为最具性价比而且功能多样的存储系统。Ceph 存储系统在同
一个底层架构上提供了块、文件和对象存储，使得用户可以自主选择他们需要的存储方式。
对象是 Ceph 的基础，也就是它的基本存储单元。任何格式的数据，不管是块、对象
还是文件，都以对象的形式保存在 Ceph 集群的归置组（Placement Group，PG）中。类似
Ceph 这样的对象存储能够满足现在以及将来对于非结构化数据存储的需求。与传统基于文
件的存储方案比较，基于对象的存储系统有它自己的优点。使用对象存储，我们可以将平台
和硬件独立开来。Ceph 能够智能地处理对象，并且可以为每个对象都创建跨集群副本以提
高其可靠性。在 Ceph 中，由于对象没有物理存储路径绑定，使得对象非常灵活并且与位置
无关。这也使得 Ceph 的规模能够近线性地从 PB 级别扩展到 EB 级别。

1.2

Ceph 的历史和发展
Ceph 是圣克鲁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Sage Weil 在 2003 年开发的，也是他的博士学位项目

的一部分。初始的项目原型是大约 40000 行 C++ 代码的 Ceph 文件系统，并于 2006 年作为参
考实现和研究平台遵循 LGPL 协议（Lesser GUN Public License）开源。美国劳伦斯利物莫国家
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资助了 Sage 的初始研究工作。2003 ～ 2007
年是 Ceph 的研究开发时期。在这期间，它的核心组件逐步形成，并且社区对项目的贡献也已
经开始逐渐变大。Ceph 没有采用双重许可模式，也就不存在只针对企业版的特性。
2007 年年末，Ceph 已经越来越成熟，并开始等待孵化。此时，DreamHost（洛杉矶的
一个虚拟主机和域名注册公司）参与进来，从 2007 年到 2011 年对 Ceph 进行孵化。在这
期间 Ceph 逐渐成型。已有的组件变得更加稳定、可靠；各种新特性也已经实现，未来的
路线图也已设计好。至此，Ceph 项目真正开始进入企业选择意向和路线图。在这期间，多
个有名的开发者开始参与到 Ceph 项目中，他们中包括 Yehuda Sadeh、Weinraub、Gregory
Farnum、Josh Durgin、Samuel Just、Wido den Hollander 和 Loïc Dachary。
2012 年 4 月，Sage Weil 在 DreamHost 的 资 助 下 成 立 了 一 家 新 公 司 Inktank。 成 立
Inktank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广泛的 Ceph 专业服务和技术支持。Inktank 是 Ceph 背后的公司，
它的主要目的是给他们的企业客户提供专业知识、处理流程、工具和支撑，使他们能够有效
地采用和管理 Ceph 存储系统。Sage 是 Inktank 的 CTO 和创始人。2013 年，Inktank 筹集了
1350 万美元的资金。2014 年 4 月 30 日，世界领先的开源解决方案提供商 Red Hat 同意以大
约 1.75 亿美元的现金收购 Inktank。Inktank 的客户包括 Cisco、CERN 和 Deutsche Telekom
以及它们的合作伙伴（如 Dell 和 Alcatel-Lucent）等，如今，Ceph 的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
使它们都成了 Red Hat 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www.inkt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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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 这个词是宠物章鱼的一个常见绰号。Ceph 可以看作 Cephalopod 的缩写，它属于海
洋软体类动物家族。Ceph 以章鱼作为自己的吉祥物，表达了 Ceph 跟章鱼一样的并行行为。
Inktank 这个词与章鱼有一定关系。渔民有时候也把章鱼称为墨鱼，因为它们可以喷
射墨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章鱼（Ceph）跟墨鱼（Inktank）有一定关系。同样，Ceph 和
Inktank 有很多共同点。你可以认为 Inktank 就是 Ceph 的智库。
注
意

Sage Weil 是 DreamHost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Ceph 发行版
2007 年年末 Ceph 项目启动时，它最先由 DreamHost 孵化。2008 年 5 月 7 日，Sage 发
布了 Ceph 0.2 版本，之后开发进展逐渐加快。版本发布时间间隔缩短并且现在每隔一个月
都会有新版本的更新。2012 年 7 月 3 日，Sage 宣布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版本 Argonaut
（0.48 版本）发布。下表列出了 Ceph 发布的主要版本，包括 Long Term Support (LTS) 版本。
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https://ceph.com/category/releases/。

提
示

1.3

Ceph 版本名称

Ceph 版本号

发布日期

Argonaut

0.48 版本 (LTS)

2012 年 6 月 3 日

Bobtail

0.56 版本 (LTS)

2013 年 1 月 1 日

Cuttleﬁsh

0.61 版本

2013 年 5 月 7 日

Dumpling

0.67 版本 (LTS)

2013 年 8 月 14 日

Emperor

0.72 版本

2013 年 11 月 9 日

Fireﬂy

0.80 版本 (LTS)

Giant

0.87 版本

2014 年 5 月
（尚未发布）

Ceph 的版本名称依据字母表的顺序，下一个版本将以字母 I 开头。

Ceph 和存储的未来
企业存储需求最近几年暴发性增长。研究表明，大企业的数据年增长率为 40% ～ 60%，

而且许多公司的数据占用空间每年翻一番。IDC 分析师估计 2000 年全世界数据量大约是
54.4EB 。2007 年这个数字达到 295EB，而到 2014 年年底，预计会达到 8591EB。
1EB=1018 字节。
2014 年编写本书时预计的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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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存储系统的要求都是统一、分布式、可靠、高性能，最重要的是，能够大规模扩展
至艾字节，甚至更高级别。Ceph 存储系统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应对这个星球上
爆炸式增长的数据。Ceph 能够闪电式兴起的原因在于它活跃的社区以及用户真正相信 Ceph
的能力。数据的生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无法停止数据的生成，但我们需要缩小数
据生成和数据存储之间的差距。
Ceph 刚好合适用于缩小这个差距；其统一、分布式、高性价比和可扩展的特性使它成
为满足今天和将来数据存储需求的潜在解决方案。开源 Linux 社区 2008 年就预见到 Ceph
的潜力，并将其加入 Linux 内核主线。这已经成为 Ceph 的里程碑事件，因为至今还没有其
他竞争对手能够加入。
客户端

统一存
储方案
对象存储

块存储

分布式
存储

1.3.1

文件存储

Ceph 存储集群

Ceph S/W

CEPH

CEPH

CEPH

CEPH

…

CEPH

Linux OS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

操作系统

商用
硬件

CPU
内存
磁盘
网络

CPU
内存
磁盘
网络

CPU
内存
磁盘
网络

CPU
内存
磁盘
网络

…

CPU
内存
磁盘
网络

服务器 1

服务器 2

服务器 3

服务器 4

服务器 N

Ceph 云存储解决方案

在云基础设施开发中问题最多的领域就是存储。云环境要求其存储能够以低成本纵向和
横向扩展，而且能够容易与云框架中其他组件集成。这样的存储系统需求是决定整个云项目
总体成本（TCO）的一个重要方面。几个传统的存储供应商声称能够提供跟云框架集成的功
能，但如今我们需要更多的特性，而不仅仅是支持集成。传统的存储解决方案或许在前几年
成功地证明了自己，但现在它们并不是一个好的统一云存储解决方案。同时，传统存储系统
部署和长期运行的成本太高，而且纵向扩展和横向扩展是它们的弱项。今天，我们需要一个
完全重新定义的存储解决方案来满足当前以及未来的需要，这个系统建立在开源软件以及商
用硬件之上，能够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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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 已 经 在 快 速 演 变 以 缩 小 与 真 正 云 存 储 后 端 的 差 距。 它 通 过 与 OpenStack、
CloudStack 和 OpenNebula 等每一个主流开源云平台结合，使得自己保持在云时代舞台的中
央。除此之外，Ceph 已经与 Canonical、Red Hat 和 SUSE 这些 Linux 领域的巨人建立了伙
伴关系。这些公司投入更多的时间来将 Ceph 这个分布式、可靠、可扩展的存储集群集成到
它们的 Linux 和云软件发行版中。Ceph 与这些 Linux 巨人紧密配合，给它们的云平台提供
可靠的多功能存储后端。
OpenStack 项目大力推动了公有云和私有云的发展。它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端到端云
解决方案。它自己的内部核心存储组件 Swift 提供基于对象的存储和 Nova-Volume（也称为
Cinder），而 Cinder 则为 VM 提供块存储。
与 Swift（它仅提供对象存储）不同，Ceph 是一个包含块存储、文件存储和对象存储的
统一存储解决方案，这样可以通过单一存储集群为 OpenStack 提供多种存储类型。因此，你
可以轻松而高效地为 OpenStack 云管理存储。OpenStack 和 Ceph 社区已经一起合作了许多
年，致力于为 OpenStack 云开发一个完全支持的 Ceph 存储后端。从 Folsom（OpenStack 第
6 个主要版本）开始，Ceph 已经完全与 OpenStack 集成。Ceph 开发人员确保 Ceph 能够适
用 于 OpenStack 的 最 新 版， 同 时 贡 献 新 特 性 以 及 修 正 bug。OpenStack 通 过 它 的 cinder 和
glance 组件使用 Ceph 最苛刻的特性 RADOS 块设备（RBD）。Ceph RBD 通过提供精简配置
的快照复制（snapshotted-cloned）卷帮助 OpenStack 快速配置数百个 VM 实例，这种方式既
减少空间需求，又非常快速。
云平台使用 Ceph 作为存储后端，在服务提供商建立 SaaS 和 IaaS 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可
以为其提供很多必要的便利性。这是传统企业级存储解决方案所不能提供的，因为它们并不
是为了满足云需求而设计的。使用 Ceph 作为云平台存储后端，云服务提供商可以为它的客
户提供低成本的云服务。相对 Amazon 等其他存储提供商而言，Ceph 使得云服务提供商能
够提供相对低价的企业存储。
Dell、SUSE 和 Canonical 为它们的 OpenStack 云解决方案提供并支持 Ceph 部署和配置
管理工具，例如 Dell Crowbar 和 Juju 可以容易地自动部署 Ceph 存储。其他的配置管理工具
（例如 Puppet、Chef、SaltStack 和 Ansible）都是很流行的 Ceph 自动部署工具。这些工具都
有自己开源成熟的 Ceph 模块，这些模块很容易用来部署 Ceph。在例如云这样的分布式的环
境中，每一个组件都必须能够扩展。这些管理工具是快速扩展你的基础设施的基本工具。如
今，Ceph 与这些工具完全兼容，允许用户瞬间部署和扩展 Ceph 集群。
提
示

从 OpenStack Folsom 版本开始，nova-volume 组件变成了 cinder ；然而，nava-volume
命令在 OpenStack 中仍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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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Ceph 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

所有想在存储基础设施上省钱的用户最有可能很快就考虑采用软件定义存储（SDS）。
SDS 可以为在传统存储上有大投入但仍然没有获得必要的灵活性和扩展性的用户提供一个
很好的解决方案。Ceph 是一个真正的 SDS 解决方案，它是开源软件，运行在商用硬件上，
因此不存在厂商锁定，并且能提供低成本存储。SDS 方案提供了客户急需的硬件选择的灵
活性。客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任意制造商的商用硬件，并自由地设计异构的硬件解决
方案。在此硬件解决方案之上的 Ceph 的软件定义存储可以很好地工作。它可以从软件层面
正确提供所有的企业级存储特性。低成本、可靠性、可扩展性是 Ceph 的主要特点。

1.3.3

Cehp 统一存储解决方案

从存储厂商的角度来看，统一存储的定义就是在单一的平台上同时提供基于文件和基
于块的访问。企业存储环境在单一平台提供 NAS 与 SAN，这就可以认为是一个统一存储解
决方案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 20 年代初已经证明 NAS 和 SAN 技术是成功的。
但如果我们考虑将来，我们能确保 NAS 和 SAN 能够在接下来的 50 年中管理存储？它们有
足够的潜力处理几艾字节的数据？恐怕不能。
在 Ceph 中，统一存储这个词涵盖的功能比现有的存储厂商所声称的更多。Ceph 从一开
始设计就是面向为未来的。它的构建块在设计时就考虑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Ceph 是一个
真正的统一存储解决方案，它从单一统一软件层提供对象、块和文件存储。当我们说 Ceph
是面向未来的存储时，更多地指的是它的对象存储能力。对象存储比块或者文件存储更适合
如今混合的非结构化数据。在 Ceph 中，无论是块存储还是文件存储，都依赖于智能对象。
Ceph 底层中并不存在块和文件的管理，而是管理对象并且在对象之上支持基于块和
文件的存储。在传统基于文件的存储系统中，文件是通过文件目录进行寻址的。类似地，
Ceph 中的对象通过唯一的标识符进行寻址，并存储在一个扁平的寻址空间中。剔除了元数
据操作之后，对象提供了无限的规模扩展和性能提升。Ceph 通过一个算法来动态计算存储
和获取某个对象的位置。

1.3.4

下一代架构

传统的存储系统并不具备更智能地管理元数据的方法。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信息，它决
定了数据将往哪里存储，从哪里读取。传统的存储系统通过维护一张集中的查找表来跟踪它
们的元数据。也就是说，客户端每次发出读写操作请求时，存储系统首先要查找这个巨大的
元数据表，得到结果之后它才能执行客户端请求的操作。对于一个小的存储系统而言，你或
许不会感觉到性能问题，但对于一个大的存储集群来说，你将会受制于这种方法的性能限
制。它也会限制系统的扩展性。
Ceph 没有采用传统的存储架构，而是用下一代架构完全重塑了它。Ceph 引入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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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CRUSH 的新算法，而不是保存和操纵元数据。CRUSH 是 Controlled Replication Under
Scalable Hashing 的缩写。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ceph.com/resources/publications/。 CRUSH
算法在后台计算数据存储和读取的位置，而不是为每个客户端请求执行元数据表的查找。通
过动态计算元数据，Ceph 也就不需要管理一个集中式的元数据表。现代计算机计算速度极
快，能够非常快地完成 CRUSH 查找。另外，利用分布式存储的功能可以将一个小的计算负
载分布到集群中的多个节点。CRUSH 清晰的元数据管理方法比传统存储系统的更好。
除此之外，CRUSH 还有一个独特的基础设施感知能力。它能了解基础设施中不同组
件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系统磁盘、池、节点、机架、电源插板、交换机到现在的数据中
心，以及数据中心房间等。这些都是任何基础设施中的故障区域。CRUSH 会以多副本的方
式保存数据，以保证在故障区域中有些组件故障的情况下数据依旧可用。用户在 Ceph 的
CRUSH map 中可以自由地为他们的基础设施定义故障区域。这也就使得 Ceph 管理员能够
在自己的环境中高效地管理他们的数据。
CRUSH 使得 Ceph 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疗愈。当故障区域中的组件故障时，CRUSH 能
够感知哪个组件故障了，并确定其对集群的影响。无须管理员的任何干预，CRUSH 就会进
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疗愈，为因故障而丢失的据数执行恢复操作。CRUSH 根据集群中维护的
其他副本来重新生成丢失的数据。在任何时候，集群数据都会有多个副本分布在集群中。
使用 CRUSH，我们能够设计一个没有单点故障的高度可靠的存储基础设施。它也使得
Ceph 成为一个面向为来的高度可扩展和可靠的存储系统。

1.3.5

Raid 时代的终结

Raid 技术许多年来都是存储系统的基础。对于近 30 年来所生成的几乎每一种数据类型
而言，Raid 技术都被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所有的时代都会有终结的时候，这一次轮到了
RAID。基于 RAID 的存储系统已经开始显露出其局限性，而且不能满足未来的存储需求。
磁盘制造技术这些年越来越成熟。制造商如今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大容量的企业
级硬盘。我们不再提 450GB、600GB 甚至 1TB 的磁盘，因为现在有很多容量更大、性能更
好的选择。较新的企业级磁盘规格可以达到 4TB 甚至 6TB。磁盘的存储容量将会每年持续
增长。
想象一下由众多 4TB 或者 6TB 磁盘组成的基于 RAID 的企业级存储系统；如果磁盘故
障，RAID 将需要花费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来修复单个故障的磁盘。与此同时，如果其他
的磁盘也故障了，那将会导致混乱。使用 RAID 技术修复多个大硬盘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
另外，RAID 需要很多整块的磁盘来充当备用盘。这也会影响到 TCO，如果你不配置备
用盘，将会将会遇到麻烦。RAID 机制要求在同一个 RAID 组中的磁盘必须完全相同。如果
你改动了磁盘容量、转速和磁盘类型，则你可能要面临惩罚。这样做将会对于存储系统的容
量和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 RAID 的企业级存储系统通常都需要昂贵的硬件 RAID 卡，这也增加了系统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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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达到某个极限之后，RAID 卡会进入一个死胡同，也就是它不能纵向或者横向扩展了。尽
管你不差钱，此时你也不能再为存储系统增加任何容量。RAID5 可以容忍一个磁盘故障，而
RAID6 可以容忍两个磁盘故障，这已经是 RAID 系统最大的容忍度了。在 RAID 数据恢复的
过程中，客户端基本无法执行任何 I/O 操作。RAID 系统最大的限制因素是它只能防止磁盘故
障，而不能为网络、服务器硬件、OS、交换设备的故障或者区域灾害提供保护措施。RAID
最多能为你提供防止两个磁盘故障的措施。在任何情况下你无法容忍超过两个的磁盘故障。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克服所有这些缺点并兼顾性价比的系统。Ceph 存储系统是当
今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选择。对于数据可靠性，Ceph 采用数据副本方式。也就是不使用
RAID，因此它能够简单地克服在基于 RAID 的企业级存储系统上出现的所有问题。Cpeh 是
一个软件定义的存储，因此它不需要任何特殊硬件来提供数据副本功能。另外，数据副本级
别可以通过命令高度定制化。这也就意味着 Ceph 存储管理员能够轻松地根据自身需要和底
层基础设施特点来管理副本策略。在一个或者多个磁盘故障的情况下，Ceph 的副本处理方
式比 RAID 的处理方式更好。当磁盘故障时，该磁盘上所有的数据马上开始从对等磁盘上进
行恢复。因为 Ceph 是分布式系统，所以数据恢复时所有的初始副本和复制副本可以分布到
集群中所有的磁盘上，使得不会有初始副本和复制副本位于同一个磁盘的情况，并且它们必
须驻留在 CRUSH map 中定义的不同故障区域中。因此，所有的磁盘都参与数据恢复。这使
得恢复操作非常快，并且不存在性能瓶颈。这样的恢复操作不需要任何热备磁盘；数据只是
简单地复制到 Ceph 集群中其他的磁盘上。Ceph 采用加权机制选择磁盘，因此不同容量的磁
盘不会造成问题。Ceph 存储根据磁盘权重存储数据，这个权重分配可以由 Ceph 自行管理，
也可以通过自定义 CRUSH map 管理。
除了数据副本方法外，Ceph 还支持其他用于保证数据可靠性的方法，比如纠删码技术。
在提供同样级别可靠性的情况下，纠删码方式比副本方式更加节省存储空间。纠删码方式下，
毁损的数据借助纠删码计算通过算法进行恢复或再次生成。可以在同一个 Ceph 集群的不同存
储池中分别使用这两种数据恢复技术。我们将在后续的章节中进一步学习纠删码技术。

1.4

兼容性组合
Ceph 是一个完备的企业级存储系统，它支持多种协议以及访问方式。这个统一的存储

系统支持块、文件和对象存储。然而，截至本书创作期间，Ceph 的块和对象存储已经可以
推荐生产环境中使用，而 Ceph 文件系统则还处在 QA 测试中，很快就能完成。下面简要讨
论它们。

1.5

Ceph 块存储
块存储是存储区域网络中使用的一个数据存储类别。在这种类型中，数据以块的形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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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在卷里，卷会挂接到节点上。它可以为应用程序提供更大的存储容量，并且可靠性和性能
都更高。这些块形成的卷会映射到操作系统中，并被文件系统层控制。
Ceph 引入了一个新的 RBD 协议，也就是 Ceph 块设备（Ceph Block Device）。RBD 为
客户端提供了可靠、分布式、高性能的块存储。RBD 块呈带状分布在多个 Ceph 对象之
上，而这些对象本身又分布在整个 Ceph 存储集群中，因此能够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以及性
能。RBD 已经被 Linux 内核支持，换句话说，RBD 驱动程序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很好地跟
Linux 内核集成。几乎所有的 Linux 操作系统发行版都支持 RBD。除了可靠性和性能之外，
RBD 也支持其他的企业级特性，例如完整和增量式快照，精简的配置，写时复制（copy-onwrite）式克隆，以及其他特性。RBD 还支持全内存式缓存，这可以大大提高它的性能。
Ceph RBD 支持的最大镜像为 16EB。这些镜像可以作为磁盘映射到物理裸机、虚拟机
或者其他主机使用。业界领先的开源 hypervisor，例如 KVM 和 Xen 完全支持 RBD，并利
用它为自个的客户虚拟机提供 RBD 特性。其他专有的 hypervisor（例如 VMware 和微软的
HyperV）很快也会支持 RBD。为了支持这些 hypervisor，社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Ceph 块设备完全支持云平台，例如 OpenStack、CloudStack 等。在这些云平台中它已经
被证明是成功的，并且具有丰富的特性。在 OpenStack 中，可以通过 cinder（块）和 glance
（image）组件来使用 Ceph 块设备。这样做可以让你利用 Ceph 块存储的 copy-on-write 特性
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建上千个 VM。
客户端

VM
hypervisor

文件系统
KRBD
内核

librbd

Ceph 集群

1.6

Ceph 文件系统
Ceph 文件系统（也就是 CephFS）是一个兼容 POSIX 的文件系统，它利用 Ceph 存储集

群来保存用户数据。Linux 内核驱动程序支持 CephFS，这也使得 CephFS 高度适用于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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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操作系统发行版。CephFS 将数据和元数据分开存储，为上层的应用程序提供较高的
性能以及可靠性。
在 Cpeh 集群内部，Ceph 文件系统库（libcephfs）运行在 RADOS 库（librados）之上，
后者是 Ceph 存储集群协议，由文件、块和对象存储共用。要使用 CephFS，你的集群节点
上最少要配置一个 Ceph 元数据服务器（MDS）。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单一的 MDS 服务器
将成为 Ceph 文件系统的单点故障。MDS 配置后，客户端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用 CephFS。
如果要把 Ceph 挂载成文件系统，客户端可以使用本地 Linux 内核的功能或者使用 Ceph 社
区提供的 ceph-fuse（用户空间文件系统）驱动。
除 此 之 外， 客 户 端 可 以 使 用 第 三 方 开 源 程 序， 例 如 NFS 的 Ganesha 和 SMB/CIFS 的
Samba。这些程序通过 libcephfs 将用户数据存入可靠的分布式 Ceph 存储集群。CephFS 也
可以用来替代 Apache Hadoop File System (HDFS)。它也是通过 libcephfs 组件将数据存入
Ceph 集 群。 为 了 无 缝 实 现 这 个 功 能，Ceph 社 区 为 Hadoop 和 Hadoop 插 件 提 供 了 必 要 的
CephFS Java 接口。libcephfs 和 librados 组件都非常灵活，你甚至可以生成自定义程序与它
交互，并将数据保存到底层的 Ceph 存储集群中。
截至本书创作期间，CephFS 是 Ceph 存储系统中唯一一个还不能够用于生产环境的组
件。它在快速完善，预计很快就能用于生产环境。目前，在测试和开发环境中，它很受欢
迎，并且提供了企业级存储需要的特性，例如动态再平衡和子目录快照。下图展现了使用
CephFS 的不同方式。
客户端

应用

Ganesha
NFS

Samba
GIFS

Hadoop

SMB

Ceph-fuse
Ceph Fuse
内核

Ceph 集群

1.7

Ceph 对象存储
对象存储是一种以对象形式而不是传统文件和块形式存储数据的方法。基于对象的存储

已经引起了行业界的大量关注。为灵活地使用它们的巨量数据，这些组织正快速采用对象存
储解决方案。Ceph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真正的对象存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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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 是 一 个 分 布 式 对 象 存 储 系 统， 通 过 它 的 对 象 网 关（object gateway）， 也 就 是
RADOS 网关（radosgw）提供对象存储接口。RADOS 网关利用 librgw（RADOS 网关库）和
librados 这些库，允许应用程序跟 Ceph 对象存储建立连接。Ceph 通过 RESTful API 提供可
访问且最稳定的多租户对象存储解决方案之一。
RADOS 网关提供 RESTful 接口让用户的应用程序将数据存储到 Ceph 集群中。RADOS
网关接口满足以下特点。
兼容 Swift：这是为 OpenStack Swift API 提供的对象存储功能。

兼容 S3：这是为 Amazon S3 API 提供的对象存储功能。

Admin API：这也称为管理 API 或者原生 API，应用程序可以直接使用它来获取访问

存储系统的权限以管理存储系统。
要访问 Ceph 的对象存储系统，也可以绕开 RADOS 网关层，这样更灵活并且速度更快。
librados 软件库允许用户的应用程序通过 C、C++、Java、Python 和 PHP 直接访问 Ceph 对
象存储。Ceph 对象存储具备多站点（multisite）的能力，也就是说它能为灾难恢复提供解决
方案。通过 RADOS 或者联合网关可以配置多站点的对象存储。下图展现了 Ceph 中可以使
用的各种 API 系统。
客户端

应用

Swift API

S3 API

Admin API

RESTful
HTTP/S
Access

Rados 网关

直接访问

Ceph 集群

1.8

Ceph 与其他存储解决方案
存储系统需要转变；专有存储系统无法以一个相对较低的预算满足未来数据存储需要。

硬件采购、授权、支持和管理成本使得专有存储系统非常昂贵。相反，开源存储技术很好
地证明了它们的性能、可靠性、可扩展性和更低的 TCO。许多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大学、
研究机构、医疗中心，以及 HPC 系统已经在使用一些开源存储解决方案。
然而，Ceph 获得了巨大的反馈并越来越流行，将其他开源以及专有的存储解决方案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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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后。以下是一些与 Ceph 竞争的开源存储解决方案。我们将简要地讨论这些存储解决方
案的缺点，这些缺点在 Ceph 中已经处理。

1.9

GPFS
GPFS（General Parallel File System，通用并行文件系统）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由

IBM 开发及拥有。这是一个专有、闭源的存储系统，这使得它缺少吸引力并且难以适应。
存储硬件加上授权以及支持成本使得它非常昂贵。另外，它提供的存储访问接口非常有限；
它既不能提供块存储，也不能提供 RESTful 接口来访问存储系统，因此这是一个限制非常
严格的系统。甚至最大的数据副本数都限制只有 3 个，这在多个组件同时故障的情形下降低
了系统的可靠性。

1.10

iRODS

iRDOS 是面向规则的数据系统的代表，它是依据第三条款（3-clause）BSD 协议发布的
开源数据管理软件。iRDOS 不是一个高度可靠的存储系统，因为它的 iCAT 元数据服务器
是单点（single point of failure，SPOF），并且它不提供真正的 HA。另外，它提供的存储访
问接口很有限；既不能提供块存储，也不能提供 RESTful 接口来访问存储系统，因此这是
一个限制非常严格的系统。它更适合于存储少量大文件，而不是同时存储小文件和大文件。
iRdos 采用传统的工作方式，维护一个关于物理位置（与文件名相关联）的索引。由于多个
客户端都需要从元数据服务器请求文件位置，使得元数据服务器需要承受更多的计算负载，
从而导致单点故障以及性能瓶颈。

1.11

HDFS

HDFS 是一个用 Java 写的并且为 Hadoop 框架而生的分布式可扩展文件系统。HDFS 不
是一个完全兼容 POSIX 的文件系统，并且不支持块存储，这使得它的适用范围不如 Ceph。
HDFS 的可靠性不需要讨论，因为它不是一个高度可用的文件系统。HDFS 中的单点故障以
及性能瓶颈主要源于它单一的 NameNode 节点。它更适合于存储少量大文件，而不是同时
存储小文件和大文件。

1.12

Lustre

Lustre 是 一 个 由 开 源 社 区 推 动 的 并 行 分 布 式 文 件 系 统， 依 据 GNU（General Public
License，通用公共许可证）发布。在 Lustre 中，由单独一个服务器负责存储和管理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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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因此，从客户端来的所有 I/O 请求都完全依赖于这个服务器的计算能力，但对企业级计
算来说通常这个服务器的计算能力都比较低。与 iRDOS 和 HDFS 类似，Lustre 适合于存储
少量大文件，而不是同时存储小文件和大文件。与 iRDOS 类似，Lustre 管理一个用于映射
物理位置和文件名的索引文件，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传统的架构，而且容易出现性能瓶颈。
Lustre 不具备任何节点故障检测和纠正机制。在节点出现故障时，客户端只能自行连接其他
节点。

1.13

Gluster

GlusterFS 最初由 Gluster 公司开发，该公司 2011 年被 Red Hat 收购。GlusterFS 是一个
横向扩展的网络附加（network-attached）文件系统。在 Gluster 中，管理员必须明确使用哪
种安置策略来将数据副本存储到不同地域的机架上。Gluster 本身不内置块访问、文件系统
和远程副本，而是以扩展（add-ons）的方式支持。

1.14

Ceph

如果我们比较 Ceph 和现存的其他存储解决方案，由于 Ceph 特性丰富，它明显与众不
同。它克服了现有存储系统的局限性，并已经被证明是昂贵的老存储系统的理想替代品。它
是运行于任何商用硬件上的开源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这使得它也是一个经济的存储解决
方案。Ceph 提供了各种接口让客户端连接 Ceph 集群，这为客户端增加了灵活性。对于数据
保护，Ceph 并不依赖于 RAID 技术，因为它存在本章前面提到的各种限制。而是采用了已
经被证明比 RAID 更好的副本和纠删码方案。
Ceph 的每一个组件都是可靠的并支持高可用性。如果你在配置 Ceph 组件的过程中牢记
冗余，我们可以自信地说 Ceph 不存在任何单点故障。而单点故障是当今其他存储解决方案
的一大挑战。Ceph 最大的优点是它的统一特性，它同时提供了现成的块、文件和对象存储
解决方案，而其他的存储系统仍然不具备这样的特性。Ceph 既适合存储小文件，也适合存
储大文件，而且不存在任何性能问题。
Ceph 是一个分布式存储系统；客户端可以与 Ceph 快速地交互。它不采用传统的数据存
储方法去维护一个绑定到某个物理位置或者文件的元数据；而是引入一个新的机制，允许客
户端动态计算它们所需要的数据存储位置。这提升了客户端的性能，因为它们不再需要等待
从集中的元数据服务器获取数据的位置和内容。此外，在 Ceph 集群内部，数据的存放位置
绝对是透明和自动的；客户端和管理员都不需要对数据在不同故障区域存放位置感到烦恼。
Ceph 的智能系统自动管理这一切。
Ceph 被设计成一个自愈和自治系统。在灾难中，当其他的存储系统无法可靠应对多点
故障时，Ceph 却坚若磐石。Ceph 能够检测并修正每一种故障区域中的故障，例如磁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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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网络、机架、集装箱式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甚至不同地域。Ceph 试图自动地管理故
障状况，并在数据中断前尽可能修复它。其他的存储解决方案至多仅提供磁盘的可靠性或在
节点故障时的可靠性。
作为比较而言，单就这几个特性就可以让 Ceph 占尽风头，脱颖而出。

总结
Ceph 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它运行在商用硬件之上，从而使企业摆脱
昂贵的、限制性的、专用的存储系统。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布式的、高度可扩展的并且
高可靠的对象存储解决方案，这非常符合当今以及将来的非结构化数据存储需要。当今世界
的存储需求爆炸性增长，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存储系统，它能够扩展到数艾字节级别，
而不会影响数据的可靠性和系统性能。Ceph 经得起未来的考验，并为所有的这些问题提供
解决方案。Ceph 满足真正的云存储解决方案的需求，并支持几乎所有的云平台。如今从任
何角度看，Ceph 都是一个宏大的存储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