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Mellanox 联合 Enmotech 打造业内领
先的高性能开放架构一体机 

“在 Oracle 数据库架构的云化、
集中化的演进过程中，软硬件一
体化已经成为主流，云和恩墨
的 zData 解决方案就是为了满足
新时代的企业数据架构需求，而 

Mellanox 的业内领先的端到端高
速网络，以其高性能、高吞吐、
高稳定性，深受企业级用户的信
赖，也因而成为了 zData 极速数
据一体机的核心组件。” 

-  盖国强 云和恩墨创始人， 
Oracle ACE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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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和云的时代，互联网加速影响到每一

个角落，传统的数据库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数据库支撑平台从以小型机为主演进

到以 X86 为主，而软硬件结合的数据平台设计

优化更成为主流，zData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下

应用而生，InfiniBand 高速网络无疑是 zData 数

据平台的核心组件，Mellanox 和云和恩墨联手

为大数据时代加油！

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导致各行各业数据量的

爆发，面对业务数据的日益剧增，企业的 IT 系

统在性能、稳定性和扩展性等方面都面临前所

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有效应对云和大数据的

浪潮去拥抱变化，成为企业迫切面临的问题。 

数据驱动的时代，一切竞争的核心都会归结于 

IT 系统的竞争，然而传统数据库系统架构面临

以下困境：

  成本高： 中心化的存储系统成为 I/O 存取

的瓶颈，扩展成本高昂 

  扩展难： 小型机 + 高端存储，成本高昂，

相对比较封闭，扩展能力差。 

  管理复杂： 复杂的系统带来部署及操

作、运维和管理的复杂性 

分布式存储解决方案 zData 
为更好地保障企业数据安全，确保数据一致性

和业务连续性，同时低成本、灵活地进行系统

扩展和变更，帮助企业实现云化的系统转型，

云和恩墨专家团队提炼多年的数据服务经验，

基于 Mellanox InfiniBand 高速网络打造出业内领

先的分布式存储联合解决方案 zData. zData 方案

以 x86 服务器为基础，使用闪存卡、InfiniBand 

交换机，为 Oracle 数据库提供超高处理能力和 

IO 吞吐量。 

由于采用开放的 x86 架构，以及高带宽和低延

迟的 InfiniBand 网络，zData 可以随时在线增加

存储容量、存储节点和数据库节点，实现随时

扩容，以及扩容后系统性能和处理能力的近线

性增长。 

zData 超高性能指标 
zData Light Storage 存储软件一个资源池可以支

持上千个存储节点和计算节点，最大容量超

过 20PB，可以支持不同存储介质构成的存储资

源池。标准配置（3 个存储节点和 2 个计算节

点）即可支持超百万的 IOPS，以及超过 20GB/s 

的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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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存储管理软件zData Light Storage 

zData Light Storage 充分利用基于 x86 服务器的内部直连式存

储来创建虚拟的、可扩展的 SAN，性能优于外部传统光纤

通道 SAN，而成本和复杂性成倍降低。支持 InfiniBand 网络

下的 RDMA 协议，大幅减少 CPU 占用的同时能够显著降低 

IO 访问延迟，具有无可比拟的性能优势。RDMA 使网络适配

器可以直接访问应用程序缓冲区，从而绕过内核、CPU 和协

议堆栈，因此 CPU 可以在 I/O 传输进行期间执行更有用的任

务。这样可提高服务器中的性能，从而使应用程序工作负

载可以在高带宽网络中高效扩展。

在基准测试中，三个存储节点的 zData 架构，在 8K 的块大

小之下，可以实现超 100 万 IOPS，以及超过 20GB/s 的吞

吐量。

zData 数据库一体机 

zData 数据库一体机是云和恩墨自主研发的超融合解决方

案，通过高带宽、低时延的 InfiniBand 互联，将高性能 X86

服务器节点和以闪存为核心的分布式存储，实现了资源池

化，动态资源与性能的线性扩展，配合具备多租户功能的

数据库软件实现多租户集中管理、高可用性、可扩展性的

云数据库服务，为用户企业解决当前性能瓶颈和未来的资

源敏捷扩展问题，大幅改善用户企业管理和性能体验。

在满足企业高性能需求的同时，zData 数据库一体机实现了

一站式交付，一键式部署，自动化运维，不但降低对IT人员

的技能要求，而且大幅节省客户采购和管理成本，从而很

好的解决了传统IT架构对企业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另

外，zData 可以轻松实现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随业务变化的

多维动态发展、性能线性增长以及动态添加磁盘和存储节

点需求。

资源池化实现快速部署和动态扩展 

传统的 IT 系统扩展和变更从硬件的选购配置到数据库的安

装，会带来高昂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现在基于 zData 的 PaaS 

平台，能够低成本、低要求的实现数据库的部署、运维和

扩展，通过 zData 分布式存储管理软件将资源池化，实现资

源的按需分配和灵活回收。 

zData 架构特点：

  多维动态扩展：计算节点和存储节点可以按需动态扩

展，容量和性能线性增长 

  资源池化、云化 ：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池化，统一管

理,按需分配扩展

  高性能：x86服务器为基础、使用闪存卡、InfiniBand交

换机实现高处理能力和IO吞吐量

  安全可靠：所有组件均有冗余，存储自动镜像及故障

自动重构，无需人工干预和不影响在线业务。

结论：zData 是业内领先的高性能开放架构解决方案 

zData 解决方案是具备高计算能力、高 I/O 能力、高可用

性、高伸缩能力且极具稳健性的分布式存储架构，是具有

高并发高 IO 需求的系统的最佳选择，在众多行业和客户中

得到高度认可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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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移动 

青海移动逐步将运行于小型机和集中式存储的 Oracle数据

库迁移到基于 x86 服务器和分布式存储 zData 上，并通过 

Oracle 12c 多租户实现了数据库整合，成功地迈出了云化的

第一步。

 存储性能整体提升 10 倍以上 

 系统延迟降低 91-96%

 数据库上线准备时间降低了 90% 

 CPU 资源利用率降低 40%

 存储扩展成本降低 50% 

成功客户精选： 

贵州交警 

在经过 zData 一体机整合之后，贵州交警业务系统整体用户

体验得到了大幅改善，业务受理和办理效率均得到了用户

赞誉。 

 整体性能提升 18 倍 

 I/O 响应提升 1000 倍

 SQL 性能提升 117 倍

天安人寿 

云和恩墨凭借具备高计算能力、高 I/O 能力和高可用能力

的 zData 架构，全面支撑起了有着巨量 IOPS 需求的高并发交

易，以及海量数据吞吐需求的报表、数据仓库等系统的高效

运行，为天安人寿实现高性能需求的同时，也大幅缩减了整

个系统的时间成本与资源成本，成为保险行业业务系统一体

机化的典范。

 IO 吞吐能力提升 10 倍 

 DB Time 改善5倍

 逻辑读能力提升 8 倍

 报表处理能力提升 20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