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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依賴或僅使用 IT 基礎架構的管理者而

言，未來公司一定得面對資料暴增的問題。 

而所建立的資料量可能是從未使用過的單位來

衡量。

為了滿足員工嶄新的靈活度與彈性需求，您的 

IT 資源需要應付越來越龐大的資料量及更為複

雜的問題，這使得高效能運算 (HPC) 成為不

可或缺的一環。但為了與企業保持關聯，這些

資料必須以有效率的方式儲存，以便隨時可用

且能快速存取。不過，使用這些更為複雜的基

礎架構時，對您的企業在產生、儲存和擷取資

料方面的需求將持續增加。

 

不久以前，HPC 技術還只有大

型研究機構、政府機關與大型企

業才能使用。現今，HPC 已實

際運用於金融、媒體與娛樂、 

醫療、製藥，以及天氣預報與氣

候預測等產業。HPC 工作負載需要能夠處理

人工智慧 (AI) 和機器學習 (ML) 等高效能資

料分析工作負載的平行運算平台。從低耗用成

本的 ARM 硬體到全世界最大的超級電腦都能

輕鬆採用，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是能滿足您

所需的平台。

當今這個時代的 HPC 具有多種資料來源與非

結構化資料類型，以及即時回應率商業需求，

可透過採用具成本效益且可擴充的備份環境，

協助您達成業務目標。SUSE Enterprise 

Storage 採用 Ceph 技術，最適合您 HPC 環境

中任何可從第 2 級備份和歸檔儲存基礎架構。

同時也非常適合非超低延遲儲存的較小型叢集。

資料爆炸 
從全球頂尖研究機構與產業分析師的工作成果

可知，大家都認同最能形容資訊量有多龐大的

一個詞，就是「非比尋常」。研究機構 IDC 相

信巨量資料加速推動了資料爆炸的情況，目前

在巨量資料與商業分析解決方案上投資最多的

產業包括了銀行業務、離散製造、專業服務、

製程製造，以及聯邦/中央政府等。1 這些都是

大量採用 HPC 的垂直產業。

研究機構 Gartner 在 2019 年 4 月指出，AI 

等顛覆性新興技術將改變所有企業的商業模式

與經濟效益，因為這些技術已嵌入至許多現有

產品與服務中，成為各產業新開發工作的核

心。2 但是其中必須注意的是，AI 系統的輸出

品質和效能表現完全取決於其可管理及處理的

資料量。越高的 AI 能力，就表示需要儲存、

歸檔和處理的資料越多。

最能形容資訊量有多 
龐大的一個詞，就是 
「非比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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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同 IDC 預測巨量資料會帶來龐大商機， 

但也注意到資料爆炸將對公司造成極大影響。IDC 

指出在傳統的內部部署環境中，對於部署和管理巨

量資料技術，相對而言有其限制，因為資料以指數

方式成長，以及擴充解決方案的複雜性和耗用成

本，克服這些挑戰的難度，才能實現企業持續成長

所需的靈活性、規模和彈性。3 

IDC 也指出，企業在面對這種問題時，有助於企業

利益的解決方案在於部署以營運支出為基礎的軟體

定義 IT 架構，無論工作負載如何增加，都能支援具

有成本效益、且高可用性的備份與歸檔儲存能力。4 

這也反映了 Gartner 在管理更大量資料方面所提出

的論點。 

 

處理運算複雜的應用程式
透過支援平行叢集並可驅動進階分析或模型的 HPC 

環境，可協助您在不停變動的業務中應對可能會發

生的工作負載增加情況。無論您身在何種產業， 

包括金融業、零售業、政府單位、媒體或娛樂業

等，這種做法都能適用。您的業務應用程式產生與

使用越多的資料，您的企業就能獲得更加實用精確

的成果。

如同 IDC 預測巨量資料會帶來龐大商機，但也注意到資料爆炸將對公
司造成極大影響。IDC 指出在傳統的內部部署環境中，對於部署和管
理巨量資料技術相對而言有其限制性。

__________

1 IDC。「Worldwide Semiannual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全球的半年期巨量資料

與分析支出指南)。https://www.idc.com/getdoc.

jsp?containerId=IDC_P33195

2 Gartner。「IT Spending Forecast, 1Q19 Update:  

AI - Use it, Build it or Sell it」(IT 支出預測，2019 年

第 1 季更新：AI - 運用、建置，或銷售)。https://

www.gartner.com/en/webinars/12001/it-

spending-forecast-1q19-update-ai-use-it-build-it-

or-sell-it

3  IDC。 「Worldwide Semiannual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全球的半年期巨量資料

與分析支出指南)。https://www.idc.com/getdoc.

jsp?containerId=IDC_P33195

4  IDC。「Worldwide Semiannual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全球的半年期巨量資料

與分析支出指南)。https://www.idc.com/getdoc.

jsp?containerId=IDC_P3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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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企業尋求新發展與潛力，需要解決的運

算問題也同時增加。這是因為 AI、ML 和大規模分

析等應用程式的效率、輸出品質及效能表現，都取

決於這些應用程式可管理和處理的資料量。換言之

越高的 AI 能力，就表示需要儲存、歸檔和處理的資

料越多。

然而，採用通用的合適技術來管理 HPC 環境中的資

料生產，仍是一大問題。此技術由於耗用成本或 IT 

複雜性過高，導致眾多小型組織無法運用，在儲存

方面也不例外。 

雖然儲存和其他基礎技術的耗用成本不斷下降， 

但通常 IT 預算不會增長，因此所有組織都必須以更

少的資源處理更多的事，表示企業需要努力以有效

的方式應付資料大幅成長後的儲存成本。

IT 部門顯然需要尋找更加經濟實惠的資料儲存方式。

這時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便能派上用場。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優勢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提供軟體定義的分散式

擴充整合儲存環境。它能將實體儲存硬體與資料儲

存管理邏輯或智慧分開，且不需要專屬的硬體元

件。這表示您可以在現成、低耗用成本的商用硬體

上部署。 

來看看這類基礎架構的擴充性能可以多大，Ceph 

叢集的一般規模可從 500 TB 開始擴充到 1 PB。 

但是，為了瞭解如何突破 Ceph 技術的執行極限，

SUSE 已著手研發高達 2.5 EB 儲存空間的專案。 

由於單一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系統管理員可

管理最多 4 PB 的資料，這代表在同等的區塊儲存

環境中，可管理六倍於管理員的資料量。

結合商用硬體與開放原始碼軟體的自然經濟，透過

使用 SUSE Enterprise Storage，您能以低廉的支

援成本進一步將採購成本降到最低。一旦系統啟動

並開始運作，便具有自我修復與自我管理的設計，

能更進一步降低管理複雜度與營運成本。

雖然在一些案例中，以 Ceph 為基礎的架構適合作

為 HPC 叢集中的主要儲存空間，但基本上，SUSE 

Enterprise Storage 在 HPC 環境中有兩種主要使

用案例。第一種是在本質上對延遲不敏感的環境

中，為少於 100 個節點的叢集提供備份與歸檔儲

存。第二種是作為將 HPC 資料從主要儲存裝置移出

一旦系統啟動並開始運作， 
便具有自我修復與自我管理的
設計，能更進一步降低管理複
雜度與營運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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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第二層儲存區，從而提供較為深層、且具成本

效益的歸檔能力，以最佳化的耗用成本協助達成效

能目標。 

緬因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說明  S U S E 

Enterprise Storage 部署如何提高成本效益與效

率，並帶動了商業價值。 

緬因大學運用以 Ceph 為基礎的儲存產品
緬因大學包含分佈全州的七個大學校區，以及緬因

大學法律學院。該大學擁有 4 萬名學生，並支援數

千名當地人士與企業，包括大學研究與發展、商務

開發、合作延伸計畫、社區與文化活動，以及多樣

其他活動。其主要研究園區和運算基地位於奧羅諾

市的緬因校園，而位於緬因州波特蘭的資料中心則

提供資料備份。 

超級電腦工程師 Steve Cousins 主持該大學負責系

統研究的 Advanced Computing Group。過去幾

年間，Cousins 的其中一項工作是尋找使基礎架構

更具擴充性，也更容易管理的方法。然而如他所

言，州立大學並沒有可供購買硬體的「雄厚資

金」，他團隊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透過捐贈而來。 

團隊知道他們無法直接簡單地購買新產品來取代原

有設備，因此他們必須分階段採用新元件，並重複

利用現有設備。

緬因大學支援多項運用 HPC 環境的研究計畫。其中

一項正在進行的專案會產生高解析度的海洋模型，

以對應氣候變化，然而專案本身便需要半個 PB 的

資料。另一個計畫使用深度學習來協助偵測腫瘤，

則需要一個含有超過 2 百萬個檔案的單一目錄。 

在某些情況下，研究團隊所簽入的個別檔案會以  

20 TB 為單位。

每年都有更多的研究專案，相對地，對資料儲存的

需求也會隨之增加。在 2012 年，該大學的儲存架構

開始承受來自各種嚴苛資料工作負載所帶來的壓

力。現有的儲存系統很難擴充，加上預算吃緊， 

大學無法負擔全面汰換基礎架構的費用。

該大學的團隊決定屏棄 Apple 叢集，並導入大小相

同的 Penguin 叢集。自此之後，他們建置了大約  

1 PB 的網路附加儲存和 Z 檔案系統 (ZFS) 儲存，

後者包含了三台位於奧羅諾和三台位於波特蘭的伺

服器。其主要儲存空間與備份總計約為 2 PB，但為

了應對擴充需求，大學新增了更多伺服器。可是這

樣做只會增加複雜度，並提高發生問題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儲存方面。團隊在 Ceph 環境方面曾有過

相關的作業經驗，認為這樣的環境能為他們的需求

提供最佳的效能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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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sins 在瞭解這樣的技術能妥善處理「尖峰時

段」且 SUSE 也導入這個解決方案後，便決定導入 

SUSE Enterprise Storage，即便根據他的印象，

這樣的解決方案還沒有應用在如他所管理的 HPC 環

境中。不過，他也與其他 HPC 環境中的系統使用者

談過，尤其是堪薩斯市聯邦準備銀行，讓他對在學中

運用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的前景深具信心。

在導入方面，Cous ins 必須選擇自行安裝或與 

SUSE 合作。他選擇了後者，不僅是因為實惠的定

價因素，也因為他們瞭解與 SUSE 合作所能獲得的

技術。 

大學團隊在第一年對系統進行了基本測試。他們希

望能重複使用許多硬體，但也知道必須購買一些檔

案伺服器，以連接儲存裝置。現有的檔案伺服器並

未針對他們想要的走向進行最佳設定。在 SUSE 的

協助下，他們以多種方式部署這項技術，確實瞭解

他們在這段過程中需要什麼。由於大學團隊需要管

理極為龐大的資料量，因此格外在意他們所想要的

效能水準。這代表中繼資料池需具有 Cousins 所說

的「優良」效能、記錄，並能確定每個伺服器需要

多少顆固態硬碟 (SSD)。

測試系統涉及一個主節點，加上三個監控節點， 

以及 2 個中繼資料伺服器和四個將 84 個磁碟分割

為兩個磁區的 OSD 節點。另外，大學亦有七部用於

記錄的伺服器，以及兩部用於中繼資料池的磁碟。

緬因大學也結合了 InfiniBand 和 10 GB VPI，主要

是因為他們有二個相距 100 英哩的據點，且在其間

使用專用光纖提供低於 4 毫秒的延遲，因此想要測

試在奧羅諾與波特蘭各有兩個  O S D 節點  (無 

InfiniBand) 的情況。

Cousins 發現，中繼資料因此設定所提供的高效能

快取而格外受益。他也發現透過 SUSE 基礎架構的

分層快取，亦有可能獲得效益。波特蘭據點主要用

途為災難備援。 

因為此方案能處理長久以來棘手的價格問題，因此

緬因大學的團隊對於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所

提供的個別伺服器耗用成本模型感到非常興奮。這

代表他們能夠建置伺服器，並降低耗用成本。這非

常適合大學建立容量的終極目標。大學團隊目前正

考慮將容量提升到 2 至 4 PB，使用包含約 36 個磁

碟的伺服器。Cousins 認為 SUSE 在此轉換作業上

這樣的支援和建議展現了 SUSE 的價值。  

但這不僅關於技術， 
也與人員問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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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妥善進行線上用途後，SUSE Enterprise Storage 

的優點更是顯而易見。Cousins 總結說：「SUSE 

Enterprise Storage 已經為我們的深度學習專案帶

來顯著改善，而且其中一項專案需要在單一目錄中儲

存 2 百萬個檔案。將這些檔案放入 SUSE Enter-

prise Storage 中，能比先前的儲存解決方案提供高

於 10 倍的效能。感謝 SUSE 解決方案的穩定性與 

簡便的管理性，以及 SUSE 團隊的優異支援後盾，

讓我們大幅縮短了管理即時與歸檔資料的時間。這樣

一來，我們的內部團隊就能專心為大學和能改變人們

生活的研究專案創造新價值。」

SUSE 優勢
從緬因大學的範例可以發現，從整合管理平行叢集環

境所需技術和工具的基本平台開始，SUSE 解決方案

明顯能為合作夥伴和客戶帶來價值。

SUSE Linux Enterprise High Performance Com-

puting 和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是未來資料

密集應用程式與服務的必備工具，您需要導入這些應

用程式與服務，才能擁有彈性與靈活度優勢。SUSE 

Linux Enterprise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

puting 是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的特殊

版本，著重於解決交易密集型運算環境中的挑戰。有

了在 HPC 環境中使用的工具和元件，SUSE Linux 

Enterprise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能支

援最新的高效能運算硬體基礎架構。 

SUSE 提供的解決方案可支援資料密集的 AI/ML 工

作負載，從基本的 HPC 平台開始，整合管理在多核

心處理器 (x86 和 ARM) 上執行的平行叢集環境所

需技術與工具。如前所述，這些應用程式所使用的資

料越多，成果就越實用，也越加精確。SUSE Enter-

prise Storage 為第二層備份與歸檔儲存提供開放式

的軟體定義方法，也能支援不需要超低延遲儲存的較

小型叢集。

當您在現有的基礎架構中整合新業務應用程式時， 

這樣的組合確實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為了最佳化資

源消耗，以實現有效率的儲存規模彈性和效能傳遞，

您必須謹慎考慮整合硬體和軟體的架構。

但這不僅關於技術，也與人員問題相關。緬因大學的

團隊因為與 SUSE 工程師合作而獲益良多，不僅能

深入瞭解他們所使用的技術，也能獲得一套關於大學

在導入技術時所需的正確程序與組態指南，才能以最

有效的方式使用系統。大學的團隊不想浪費時間等待

新技術所能提供的效能改善，而透過與 SUSE 合

作，他們的確沒有浪費到任何時間。

結論
隨著工作負載演化得更加複雜，且資料密集性更高，

所有企業都需要彈性更高、可擴充，同時也更靈活的

基礎架構。藉由運用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與 

SUSE Enterprise Linux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您可以在內部部署與雲端環境中以多

模式環境及超擴充資料密集處理方式支援平行運算。

這套解決方案能協助您大幅縮短管理即時與歸檔資料

的時間、降低整體擁有成本，並以最大的規模彈性運

作，最終能釋放您的資源，專注於創造新價值。

如需進一步瞭解，請造訪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頁面與 

SUSE 高效能運算頁面。

https://www.suse.com/products/suse-enterprise-storage/
http://www.suse.com/products/server/h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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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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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站，或致電 SUSE：

1-800-796-3700 (美國與加拿大) 

1-801-861-4500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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