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

英特尔和 KIO Networks  
携手解决云存储问题
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产品家族
云计算
服务提供商

借助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家族和 Ceph* 软

件，KIO Networks 成功降低存储功耗并提高了

效率。

在云服务提供商的按月经营费用中，电费和冷却成本占据了大部分。微软研究中心的研

究显示，在数据中心的每瓦电量中，IT 设备消耗超过一半的电量，冷却消耗约三分之

一的电量。1  在中南美地区，电力成本正在快速增长，这给这些地区的数据中心运营商

带来了压力，他们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效，同时仍维持符合满足客户期望的高服务水

平，并提供用户想要的新体验。

位于墨西哥城的 KIO Networks 提供从整个 IT 基础设施到各种托管服务和异地私有云

的各种服务，在北美和中美洲以及西班牙地区均部署了数据中心。KIO Networks 最成

功的产品之一是其基于开源 OpenStack*、Open vSwitch* 和 Ceph* 软件的 KoolFit* 

私有云解决方案。为了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更广泛地部署 KoolFit，KIO Networks 

的云解决方案需要下一级特性。

挑战

• 缺乏存储可扩展性。该公司的存储需要轻松灵活地扩展以满足客户需求，但可用的

专有解决方案难以扩展和配置。

• 大规模存储的成本。基于机械硬盘（HDD）的解决方案对于所需的性能和容量而言

不够节能，也不划算。

解决方案

• 英特尔数据中心级固态盘（英特尔® SSD）产品家族。该公司选择使用英特尔固态盘

来实现高性能和高能效。

• Ceph 开源存储。该公司选择了 Ceph 开源对象存储和文件系统，以提供高性能和无

限可扩展性。

“由于在我们的每个服务器

中部署了英特尔® 固态盘，

数据中心的机架密度几乎翻 

了一倍，这是英特尔和 KIO  

Networks 长期合作关系的 

又一大成就。”

— Freddy Enrique Salas Quintero， 

云产品经理，

KIO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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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价值

• 客户满意度。借助英特尔固态盘和 

Ceph 的结合，KIO Networks 的 IT 专

家可提供灵活的存储服务，以满足客

户的服务级别协议（SLA）。

• 节省电费。通过使用英特尔固态盘，

KIO Networks 将每个机架的功耗降低

了 1.6 倍，并显著降低了数据中心的

总体拥有成本（TCO）。2

专有存储解决方案的挑战

过去，云解决方案一直使用基于 SATA 和 

SAS 的机械硬盘存储网络来处理客户数据

和应用。存储网络通常通过存储供应商提

供的一种专有网络技术进行连接。这些存

储解决方案通常会使服务提供商局限于特

定供应商的昂贵产品线，并且存储网络技

术生态系统的兼容性有限。

基于专有技术的系统对于 IT 部门而言

非常昂贵，因为提供商必须通过供应商

的昂贵硬件过度配置数据中心，以便能

够快速响应对更高容量和备件的突发需

求，无需向供应商发出服务呼叫。这些

系统还可能需要一个供应商服务合同来

保持最佳运行状态，以及大量的时间来

配置、更新和升级它们，以适应客户需

求和技术变化。汇总所有成本时，KIO 

Networks 发现，专有解决方案的花费

比标准商品组件多 5 倍。最后，这些基

于硬件的解决方案通常不够灵活，适应

性也不强，无法支持服务提供商快速应

对新的市场商机。这种限制可能会严重

影响解决方案的竞争优势。

Ceph：灵活的低成本存储解决方案

的基础

KIO Networks 针对其 KoolFit 私有云本

地和异地解决方案部署了开源软件，并安

装了 Ceph 软件来满足存储需求。Ceph 

提供了可通过 OpenStack 软件轻松部署

和管理的高速数据块和对象存储，从而消

除了设置客户存储解决方案的劳动密集型

流程。

使用专有的存储解决方案意味着需要依靠

第三方供应商为其客户开发解决方案。借

助 Ceph，KIO Networks 可以完全在内部

开发解决方案，从而快速响应客户要求。

借助 Ceph 和 OpenStack，KIO Networks 

提高了运营效率并降低了运营成本。

KIO Networks 部署的 Ceph 在 2 个数据

中心中作为基于 Ansible* 和 SaltStack* 

的服务成功运行，使得该公司可以在数小

时内部署定制的云解决方案。

降低硬盘功耗

通过构建自己的基于 Ceph 的存储系统，

KIO Networks 可以使用多个供应商提供

的低成本企业级硬盘，并且可以在数天内

安装全新的存储系统，无需耗费数月的时

间。每个数据中心都有商用硬盘库存，这

可让维护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因为可以

在几分钟内根据需要更换故障组件或扩展

容量。这种方法可降低硬件成本，并提高

满足 SLA 条款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开始尝试将英特尔数据中

心级固态盘作为其存储解决方案的组成部

分之后，KIO Networks 发现，虽然机械

硬盘的采购成本比固态盘低，但前者的运

行成本更高。企业级机械硬盘在闲置时的

平均功耗为 5 瓦，最大写入操作期间的平

均功耗为 7 瓦。然而，在相同的操作下，

固态盘的功耗在三分之一瓦到 3 瓦之间。

虽然机械硬盘的采购成本较低，但在整个

使用寿命期间，它们的能耗更高，运行和

维护的成本也更高。鉴于中南美洲地区的

电力成本上涨，固态盘可带来相当可观的

成本节省。

固态盘的能耗需求较低，这意味着产生

的热量较少，从而降低了存储机架上的

冷却需求。通过重新设计风扇数量较少的

机架或支持密度更高的服务器机架，KIO 

Networks 工程师进一步降低了存储的总

体拥有成本（有时将每个机架的服务器数

量增加一倍），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整体电

力需求。

通过完全使用固态盘、重新设计机架以及

借助 Ceph 软件管理存储，KIO Networks 

大幅降低了存储功耗。平均而言，与使用

固态盘的新解决方案相比，每个机架中使

用机械硬盘的旧解决方案的能耗高 1.6 倍

（以千瓦为单位）。3  该公司预计，相同

的机械硬盘基础设施需要 2.17 千瓦/机

架，而基于固态盘的解决方案的平均功耗

仅为 1.62 千瓦/机架。

最后，电力需求的下降可能会影响冷却系

统的整体负荷，进一步降低其数据中心的

功耗和总体成本，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加速
部署定制的内部云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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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Ceph 和英特尔固态盘的结合可帮助提高

存储在云解决方案中的整体性能。KIO 

Networks 与 Ceph 合作了一年，以提高

性能并优化软件和配置。KIO Networks 

发现，与安装传统网络文件服务器

（NFS）的存储解决方案相比，使用固

态盘（而非机械硬盘）作为存储介质可

将性能提高多倍。

结论

运行 8 个月之后，KIO Networks 部署

了一个存储容量超过 1 PB 的英特尔数据

中心级固态盘产品家族，Ceph 软件使用 

Raw Device Block 协议对其进行管理。

对于提供云服务的公司而言，最大限度降

低功耗和散热成本并改进 SLA 是当务之

急。通过采用英特尔数据中心级固态盘产

品家族，KIO Networks 降低了存储运行

的电力需求。使用 Ceph 部署基于开源技

术的存储还帮助提升了运营效率、灵活性

以及满足 SLA 条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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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有关 KIO Networks 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kionetworks.com

如欲了解关于 Ceph 软件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ceph.com

寻找适合贵企业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您的

英特尔代表，访问英特尔的 IT 经理业务

成功案例，或浏览 Intel.com IT 中心。

1 Greenberg Albert、Hamilton James、Maltz David A.、Patel Parveen。”云计算的成本：数据中心网络研究问题。” Microsoft Research。
2 基于对 KIO Networks 数据中心的两个等效机架的比较。机架 A 代表机架 B 的等效解决方案。机架 A 和 B 具有与等效处理器型号（英特尔至强 E7 和英特尔至强 E5 的组合）相同的服务器密度（每个机架中的服务器

数量相同）。与机架 B 相比，机架 A 的处理器版本和 OEM 服务器型号较旧。然而，根据 SPECint_rate，机架 A 和机架 B 拥有相同的计算能力（差别在 25% 之内）。机架 A 的组件中拥有近 95% 的机械硬盘，而

机架 B 只有固态盘。通常而言，测量结果显示机架 A 的功耗最高可达 2.67 千瓦，而机架 B 的功耗只有 1.47 千瓦。这代表着与极端情况下的机架 B 相比，机架 A 的能耗量高 181.63％，均值比较为 180.03％。
3 基于对 KIO Networks 数据中心的两个类似机架的比较。机架 A 代表与机架 B 几乎相同的结构。机架 A 和 B 具有与几乎相同处理器型号（英特尔至强 E7 和英特尔至强 E5 的组合）同样的服务器密度（每个机架中的

服务器数量相同）。机架 A 的处理器版本和 OEM 服务器型号与机架 B 几乎相同。根据 SPECint_rate，机架 A 和机架 B 拥有等同的计算能力（差别在 10% 之内）。机架 A 的组件中拥有近 93% 的机械硬盘，而机

架 B 只有固态盘。通常而言，测量结果显示机架 A 的功耗最高可达 2.19 千瓦，而机架 B 的功耗只有 1.34 千瓦。这代表着与极端情况下的机架 B 相比，机架 A 的能耗量高 163.43%，均值比较为 159.55％。

如欲了解关于英特尔固态盘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olid-state-drives/solid-state-drives-ssd.html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借助硬件、软件或服务来实现。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http://www.intel.cn/content/

www/cn/zh/homepage.html

性能测试和等级评定均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和/或组件进行测量，这些测试反映了英特尔产品的大致性能。任何系统硬件、软件的设计或配置的不同均可能影响实际性能。购买者应进行多方咨询，以评估他们考虑购买

的系统或组件的性能。如欲了解有关性能测试和英特尔产品性能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performance/resources/benchmark_limitations.htm 或致电（美国）1-800-628-8686 或 1-916-356-3104。

本文旨在提供一般性的信息，并非特定指南。推荐（包括潜在成本节省）全部基于英特尔的体验，仅为预估。英特尔不确认或担保他人会得出类似结果。

本文件中包含关于英特尔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本文件不构成对任何知识产权的授权，包括明示的、暗示的，也无论是基于禁止反言的原则或其他。除英特尔产品销售的条款和条件规定的责任外，英特尔不承担任何其

他责任。英特尔在此作出免责声明：本文件不构成英特尔关于其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和/或销售的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不就其产品的（i）对某一特定用途的适用性、（ii）适销性以及（iii）对任何专利、版权或

其他知识产权的侵害的承担任何责任或作出任何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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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能耗

2.19
[千瓦/机架]

1.34
[千瓦/机架]

采用机械硬盘的

原始基础设施

采用 Ceph 的基于
英特尔® 固态盘的

解决方案*3

之前 之后

能耗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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