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伺服器虛擬化能夠帶來每位 CIO 夢寐以求的 IT 優點：大幅簡化管理、

更卓越的商務回應力、更高的應用環境可用性、縮減軟硬體成本、降低

耗電量，以及散熱更佳的資料中心。 

這種技術是否太過完美而不切實際？在某些人眼中，資料增加的速度以

及衍生的儲存成本是相當不利的因素。現在部署新伺服器變得既輕鬆又

容易，因此擺脫了妨礙應用成長率躍升的其中一項不利因素。

少了伺服器部署速度的牽絆後，所要維護的資料與儲存便以更快的速度

在滋長。因此，如果沒有針對這個新的現實問題加以調整，儲存基礎架

構及其相關成本將會變成一個大問題。 

好消息是，儲存架構可以配置為支援虛擬化伺服器環境，而且不會超過 

IT 預算。您不需要冒險投資未經過市場驗證的技術。 

當代領先的儲存系統當中，對於儲存工具有周詳的應用考量，足以提供

可擴充的高效率虛擬伺服器儲存設備。不管虛擬化刺激資料成長的速度

有多快，與資料中心環境虛擬化之前相比，同級產品中最佳的儲存部署

都能夠降低更多的儲存成本。

該如何讓儲存設備搭配虛擬伺服器運作

規則 1：擺脫舊模式。

在虛擬化之前，商務應用的最大瓶頸並不是儲存設備。儲存設備配置效

率符合或遠超過伺服器部署效率。  

虛擬化將伺服器從應用環境部署的關鍵位置中排除。虛擬化環境要成

功，儲存設備無論如何都必須跟得上伺服器部署的腳步。  

要達到這個目標，其中一項成功的策略是將用於虛擬化伺服器的儲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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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化。聯合共用實體儲存資源，並且根據伺服器

部署時所需，以虛擬方式來配置儲存資源。 

聯合共用儲存設備的方式有很多種。不管您針對那

個廠商或何種技術進行評估，要方便伺服器虛擬化

利用的儲存設備，必須考量下列功能：

• 集中管理的儲存配置，如此一來，儲存設備才能

以最小限度部署在伺服器所部署的同一個集合階

層 

• 極度可擴充性，包括擴充插槽、支援 1 TB 以上

的 SAS 和/或 SATA 硬碟機，以及可隨時升級硬

碟機以提高容量的能力

• 薄型用戶端支援。可過度佈建虛擬資源以改善儲

存利用效率的能力 

規則 2：降低使用單位 GB 的成本

有了適當的虛擬儲存設備後，虛擬伺服器部署將變

得更容易。資料與儲存設備也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開始激增。 

如果沒有大幅縮減儲存設備的單位 GB 成本，儲存

設備成本的上揚幅度將削弱甚至抵銷了虛擬化生產

力的獲利。此外，儲存設備的單位 GB 成本幾乎和

儲存設備耗電量有直接的關係。高耗電量在某些情

況下所引發的問題，甚至比儲存設備購置成本提高

還更大。 

要降低儲存設備的單位 GB 成本 (以及儲存設備耗電

量) 有兩種方法： 

• 提高容量的使用率

• 重新平衡儲存媒體組合

聯合共用虛擬化儲存設備可以自然提升儲存容量的

使用率：聯合共用的儲存區越大，表示管理的配置

越佳，因此可以減少未使用的空間。  

妥善使用容量當然有很大的幫助，不過即使是管理

最好的系統，增加的使用率也很難超過 50%。對於

伺服器虛擬化之後隨之而來的各項大規模成長，光

靠提升容量使用率一項實在不夠。 

還要從變更儲存媒體組合下手，以獲得更高的生產

力。關鍵在於僅止於提供每項新應用所需的儲存效

能而不過量。  

例如，一般 3.5 吋及 2.5 吋兩種規格的高容量企業

級硬碟機必須犧牲某些效能，才能大幅減少單位 GB 

成本與電量 (瓦數)。不過許多應用並不需要更高效能

的儲存設備。 

• 高容量 3.5 吋企業級 SAS 與 SATA 硬碟機可降

低某些應用環境的單位 GB 成本。7200 RPM 硬

碟機的高效率設計，不僅可大幅降低每部硬碟機

的成本，容量之大更是高效能 10K RPM 與 15K 

RPM 企業級硬碟機的二至三倍。  

• 高容量 2.5 吋企業級硬碟機現在也已經上市。例

如，全新設計的 Seagate® Constellation™ 硬碟機

具備高達 500 GB 的容量、SAS 與 SATA 介面以

及企業級設計，明顯比其他筆記型電腦硬碟機更

加優越。 

當前 2.5 吋硬碟機在容量上雖然落在相關同類產品

之後，不過跟 3.5 吋硬碟機相比，可以減少硬碟機

耗電量高達 70%。

目前同級產品中最佳的 2.5 吋與 3.5 吋型儲存系統

還提供分級儲存的功能。分級儲存能夠融合高效能 

10K RPM 與 15K RPM 硬碟機與高容量 7200 RPM 

企業級硬碟機的優點。目前許多廠商已推出多款該

型系統，可於回應資料活動階層時自動移轉分級階

層中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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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3：全面備份與復原

虛擬伺服器的儲存設備在資料防護上也需要全新的

觀點。現在此一全新的儲存基礎架構對虛擬伺服器

群而言，是相當重要且互相依賴的一部分。當建立

備份與復原程序時，必須以此出發來思考。 

最好不要以為傳統程序可以在這種新的環境中運

作。每個環節都必須提升，並加以嚴格測試。

虛擬伺服器/儲存環境中必須打造與測試的環節包括：

• 伺服器復原

• 時間點復原 

• 復原點間隔

• 遠端復原

• 多重路徑故障復原

部署用於虛擬伺服器的儲存設備時 

應避免的錯誤

當開始部署虛擬儲設備與虛擬伺服器時，很容易忘

記某些傳統儲存設備的思維已不符合時代。以下列

出一些需避免的常見錯誤：

• 將舊式儲存架構 (與成本結構) 帶入新的虛擬環境中

• 低估資料成長的速度，或嘗試透過策略嚴格遏止

資料成長

• 過度佈建效能。殺雞焉用牛刀 — 這樣成本太高

了！

• 死板的儲存架構會限制虛擬伺服器部署的固有優點

• 倚賴不完整的復原功能

結論

伺服器虛擬化是資料中心近十年來最能提升生產力

的一項創新。要從此一功能強大的技術中獲取最大

的利益，端賴經過深思熟慮的儲存部署。

與其壓抑伺服器虛擬化之後所帶來的資料成長，不

如為這些資料採用立即可用的儲存技術。透過針對

虛擬伺服器環境所打造的最佳解決方案，儲存設備

能夠變身為最物美價廉的輔助資產。  

選擇最正確的儲存設備，則無論虛擬伺服器會帶

來怎樣的資料成長，IT 管理員都能說：「儘管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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