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

容器支持 

容器化应用可通过网络，借助容

器化红帽 Gluster 存储实现基于

文件的持久存储。

单个全局命名空间 

将磁盘和内存资源集成在单个

受信任的存储池中。

针对文件存储的对象访问 

可以使用对象应用编程接口 

(API) 访问文件存储。

复制 

支持数据中心内的同步复制和

用于灾难恢复的异步复制。

纠删码 

通过使用系统内存储的信息来

重建丢失或损坏的数据，进一步

加强数据保护。

Bitrot Detection 错误侦测识别 

通过侦测和识别静默损坏，有效

保持数据资产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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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红帽® Gluster 存储是一个软件定义的开放式横向扩展存储平台，可帮助用户在物理、虚拟、云和基于

容器的环境中轻松管理非结构化数据。红帽 Gluster 存储将文件和对象存储与一套横向扩展架构整合，

旨在为 PB 级数据增长提供低本高效型存储和管理。

红帽 Gluster 存储能够跨物理、虚拟和云资源，提供一套持续存储方案，以帮助客户将大型、半结构化

和非结构化数据从业务负担转化为宝贵的业务资产。

红帽 Gluster 存储适用于保存各种非结构化数据，包括：

 • 富媒体内容，比如视频、图片和音频文件。

 • 备份镜像和近线存档。

 • 大数据 — 日志文件、无线电频率识别 (RFID) 数据和其他由机器生成的数据。

 • 虚拟机镜像。

红帽 Gluster 存储，基于行业领先的红帽企业 Linux® 操作系统构建而成，可帮助客户在不影响规模或

性能的情况下，部署极具成本效益和高可用性的存储产品。红帽 Gluster 存储允许用户通过多种文件和

对象协议全局访问数据，从而消除了存储数据孤岛，它还能够与行业标准级 x86 服务器无缝协作。

用户可以在企业内部、公共云基础架构、混合云和基于容器的环境中轻松部署红帽 Gluster 存储。另外，

红帽 Gluster 存储还针对存储密集型企业工作负载（比如存档和备份、富媒体内容交付、企业 Dropbox、

云和业务应用、虚拟和云基础架构存储）和新兴工作负载（比如适用于容器化应用和大数据 Hadoop 工

作负载的持久存储）进行了优化。

如今，企业需要面对分散于全球众多的数据中心内的存储数据孤岛。无论存储是位于企业内部、虚拟化

资源、基于容器的应用还是公共云基础架构中，红帽 Gluster 存储都可以对存储进行置备和管理，从而

帮助企业消除数据孤岛并实现数据统一。

容器原生存储的基础

适用于云原生应用的全面存储

随着容器技术逐渐成为主流，系统管理员期望能够实现多种企业级功能（如持久存储），以便在虚拟化

环境中使用。鉴于临时（或本地）存储无法满足需求，有状态的应用会要求应用数据的生命周期长于存

储容器的生命周期。 

红帽 Gluster 存储可为容器中运行的应用提供两种数据持久存储方案：

 • 第一种方案是将分布式软件定义存储作为网络附加存储集群，附加到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集群

中。这样，应用就能将数据持久存储在与 POSIX 也兼容的企业级存储库中。

 • 第二种方案是利用超融合技术存储到专门分配的存储容器中，以便开发人员使用 OpenShift 作为单

个控制面板，以前所未有的精细度来管理和控制存储。除了通过超融合来降低成本外，第二种的方案

另一个优点在于，数据中心操作人员无需再管理容器外部的存储。

红帽 GLUSTER 存储
面向物理、虚拟、云和容器环境的开放式、软件定义存储

产品规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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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n.redhat.com 产品规格说明 红帽 Gluster 存储

私有云、公共云和混合云的理想之选

一个由软件定义的开放式横向扩展存储平台，可于数分钟内在行业标准级 X86 硬件上完成部署

分层 

根据访问频率，自动在快速（固态

驱动器）和慢速（硬盘驱动器）层

之间移动数据。

安全性 

通过基于安全套接字层 (SSL) 

的传输加密，支持安全增强型 

Linux (SELinux) 强制模式。

快照 

通过可供用户访问以轻松恢复文

件的集群级文件系统（只读和可

读写快照），确保数据得到保护。

灵活的哈希算法 

没有元数据服务器层，从而消除

了性能瓶颈和单点故障。

轻松的在线管理

 • 基于 Web 的管理控制台

 • 专为 Linux 管理员提供的强大

而直观的命令行界面 (CLI)

 • 监视（基于 Nagios）

 • 无需停机便可扩大和缩小存储

容量

 

 GLUSTER 

...

...1TB

图 1. 私有云用例：数据中心 

无需中断运行就能灵活扩展

红帽 Gluster 存储具备无限可扩展性，可在确保数据持续可用的情况下添加或移除存储。Bitrot 

Detection 错误侦测识别有助于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此外，红帽 Gluster 存储灵活的横向扩展架构，

允许用户无缝增加存储以满足虚拟环境的动态需求。

易于部署

通过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镜像安装在服务器或支持的虚拟机监控程序（例如，红帽虚拟化和 

VMware vSphere/ESXi）上，实现快速部署。

以更低成本实现高性能

红帽 Gluster 存储使用弹性哈希算法来查找存储池中的数据（通过文件名来计算哈希值），从而消除了

导致输入/输出 (I/O) 瓶颈的常见根源和故障多发情况。此特性与大容量可扩展性相结合，以更低成本实

现更高性能。此外，该技术还通过纠删码进一步降低成本，减少存档的容量需求，并以更低的每 GB 成

本实现冷存储。

消除成本高昂的单体式存储

企业可凭借这一技术消除对于难以扩展的高成本、单体式存储阵列的依赖。借助红帽 Gluster 存储，

企业只需几分钟即可在数据中心或混合云环境中轻松部署行业标准硬件，以便实现可灵活扩展的高性

能存储。

https://www.redhat.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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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级客户端支持

 • 可实现基于文件访问的网络文

件系统 (NFS)、服务器消息块 

(SMB) 协议

 • 用于提升安全性和弹性的 

NFSv4 多头支持

 • 为对象访问提供 OpenStack® 

Swift 支持

 • 可实现高度并行化访问的 

GlusterFS 原生客户端 

与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集成

 • 容器原生存储的基本要素

 • 使用红帽 Gluster 存储构建而

成的容器原生存储，可以简化

容器化应用持久存储的置备和

管理

与红帽虚拟化集成

 • 通过红帽虚拟化管理器控制台，

实现对存储与虚拟基础架构的

集中监视和统一管理

 • 红帽超融合基础架构的基本

要素

图 2. 公共云用例：适用于 Amazon Web Services 的横向扩展网络附加存储 (NAS) 

 GLUSTER 

...

...

...

EC2

EBS

与 MICROSOFT AZURE 结合后，即可用于私有云

红帽 Gluster 存储可为 Microsoft Azure 用户提供一个与 POSIX 兼容、可大规模扩展、拥有出色弹性

且具有全局命名空间的横向扩展文件存储解决方案，从而为红帽 Gluster 存储的现有用户构建另一个

受支持的公共云环境，以供用户运行与 POSIX 兼容的文件存储工作负载。了解更多有关红帽与微软合

作关系的信息。

红帽 GLUSTER 公共云存储

一个适用于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和 GOOGLE CLOUD PLATFORM (GCP) 的高

可用性、高性能存储解决方案

单个全局命名空间

AWS 用户可将 Amazon 弹性块存储 (EBS) 和 Amazon 弹性计算云 (EC2) 实例集成在 AWS 环境中，从而

创建高度可用的虚拟化存储池。

卓越的 AMAZON EC2 体验

红帽 Gluster 公共云存储消除了单个设备的容量限制，同时还保持了整个存储池的性能平衡，从而让 

Amazon EC2 的客户可以体验到超凡的可用性与高性能。

高可用性

红帽 Gluster 公共云存储提供了同步复制和异步跨地域复制，因此数据可在 AWS 中同步映射至所有可用

性区域和异步映射到所有地区。

无应用重写

无需进行任何修改即可将现有的 POSIX 应用迁移至云端。

企业获益

如今，企业正疲于应对非结构化数据的激增，以及计算环境虚拟化的加速实施，红帽 Gluster 公共云存

储恰好提供了一套理想的云存储解决方案。无论用户的存储数据达到了 TB 级还是 PB 级，采用这一技

术后，无需添置新硬件，即可有效简化非结构化文件数据的管理。

https://www.redhat.com/zh
http://redhatstorage.redhat.com/2015/11/04/availability-of-red-hat-gluster-storage-in-microsoft-azure-2/
http://redhatstorage.redhat.com/2015/11/04/availability-of-red-hat-gluster-storage-in-microsoft-azure-2/
http://redhatstorage.redhat.com/2015/11/04/availability-of-red-hat-gluster-storage-in-microsoft-azure-2/
http://redhat.com/zh/resources/red-hat-gluster-storage-google-cloud-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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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深度集成

 • 与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兼容的文件系统可消除

数据传送开支

 • 无单点故障

 • 基于 NFS 和 FUSE 的数据使用

系统配置要求

 • Intel x86-64 Xeon CPU

 • 至少 16GB 内存

 • 至少 50GB 磁盘用于系统软件

 • 至少 1x 1GBE 或 1x 10GBE 的 

NIC

 • 每个红帽 Gluster 存储节点

至多配备 60 个 SAS 或 SATA 

磁盘以用于处理数据

 • 支持 RAID-6 和 RAID-1+0 的

闪存/带后备电源的 RAID 控

制器

 • 包含要在裸机物理服务器和

虚拟服务器上部署的所有软件

（例如，红帽虚拟化或 VMware 

vSphere/ESXi）

   

...

...

...

...

图 3. 混合云部署模型用例

适用于混合云

适用于混合云环境的开放式横向扩展存储软件

红帽 Gluster 混合云存储，为考虑在公共和私有云中进行部署的企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高度灵活性。

内置复制功能，有效实施数据保护

红帽 Gluster 混合云存储使用复制来实现数据中心和公共云之间的高可用性。同步文件复制通过提供

本地数据复制以支持业务持续性。异步复制则提供了适用于灾难恢复的远距离数据复制。

轻松迁移入云

由于红帽 Gluster 混合云存储可与 POSIX 兼容，因此，在将数据或应用从本地数据中心移至公共云时，

您无需重写应用。

简单且经济高效的数据访问

凭借红帽 Gluster 混合云存储，用户能够通过各类应用环境同时创建并提取文件及对象。用户可将数

据作为文件存储起来，并作为对象进行实时检索，反之亦然。这样便大幅降低了文件和对象存储的成本，

并消除了对单独存储数据筒仓的需求。NFSv4 集成通过广泛的客户端支持，进一步增强了对数据的访

问能力。

企业获益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混合云环境，使用外部云来托管非关键型 IT 服务，同时使用内部云来托管业务

关键型应用。凭借红帽 Gluster 混合云存储，企业可以将数据中心轻松扩展至云端并实现更高的灵活性、

统一的数据可访问性、更强的安全性和简化的管理方式，与此同时还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

https://www.redhat.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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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帽

红帽是世界领先的开源解决方案供应商，依托社区力量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及高性能的云技术、Linux、 
中间件、存储和虚拟化产品。红帽还提供屡获殊荣的支持、培训和咨询服务。作为紧密连接全球企业、 
合作伙伴和开源社区的中心，红帽致力于通过为广大客户提供实用、创新型技术产品，有效释放其宝贵 
资源以推动业务增长，并为未来 IT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查看更多红帽产品组合信息，请访问 redhat.com/zh

销售及技术支持

800 810 2100  
400 890 2100

红帽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侨福芳草地大厦 A 座 8 层   邮编: 100020  
86 10 6533 9300

与 GOOGLE CLOUD PLATFORM 结合后，即可用于混合云

通过在企业内部和 Google Cloud Platform 中部署红帽 Gluster 存储，用户不仅能对任何位置的数据和

应用进行集中存储管理，还能在转用云技术后轻松地迁移应用和工作负载。不同于基于硬件的传统存储，

红帽 Gluster 存储可以跨环境进行统一存储，从而实现所需的兼容性和敏捷性，以便用户轻松快速地采

用云技术。了解更多有关红帽与谷歌合作关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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