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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简介

作为一款可扩展的大数据存储解决方案，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

统（HDFS）1 过去几年在业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如今它面临

着各种挑战。1）不断增多的大数据应用由于其多样化任务和对

性能更高的要求，给 HDFS 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方面，许

多数据分析的应用需要更高的数据读写吞吐量。另一方面，异构

存储在实际部署环境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英特尔® 傲腾™ 固

态盘和持久内存2 可以帮助缓解延迟敏感型应用的存储性能瓶

颈。但 HDFS 无法通过充分利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和持久内

存（Intel® Persistent Memory，英特尔® PMem）等，来动态

优化数据的存储。2）远端存储，如对象存储等，被广泛地应用

于备份本地 HDFS 数据。显然，有必要为 HDFS 与远端存储系

统提供更好的备份管理方案。 

英特尔® 智能存储管理（Smart Storage Management，SSM）3 

旨在应对上述挑战，为用户提供存储优化和数据管理方案。这

是英特尔在 Apache Hadoop 生态系统中发起和维护的系统方

案。SSM 可以收集和汇总 HDFS 的数据访问次数、数据属性

（大小、时长等）以及系统状态和性能指标等。它提供了一个

统一的领域特定语言（DSL，Domain-specific Language）来

支持用户定制化任务，称为 SSM Rule。SSM Rule 包括条件和 

Action 两部分。SSM 能够监测 HDFS，并在 Rule 的条件满足

后，触发相应的 Action，来实现用户的数据管理目标，如加速

数据读写性能，减少数据存储占用等。

2012 年浪潮开始切入新兴的大数据领域，陆续发布了大数据平

台产品浪潮云海 Insight4、大数据一体机等产品，开始对国内大

数据行业应用提供软件、硬件全方位的支持。

图 1. 浪潮云海 Insight 产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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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云海 Insight 是浪潮企业级大数据平台软件，集合业界主

流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包含 Hadoop 生态组件、Spark 生态组

件、流式计算生态组件、全文检索生态组件、MPP 架构组件

等，提供统一的平台化管理运维及安全体系，并实现企业级

的功能增强和性能优化，具备丰富计算框架和算法模型、超强 

SQL 支持、统一数据联邦、动态扩缩容、多租户资源隔离、多

元异构计算支持、超大规模集群、软硬结合等特性，能够帮助

行业客户轻松应对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计算、查询、分析

挖掘和数据安全等应用场景。

目前浪潮已获得大数据相关软件著作权 26 个，专利 2786 项。

云海 Insight 产品已通过工信部信通院数据联盟大数据平台

功能性能测试，完成 3 种集群规模、62 项性能测试，综合成绩

优异。

针对大数据产品面向异构平台的数据存储挑战与面向应用负载

的自适应存储优化难题，云海 Insight 从客户需求及应用效果

的角度出发同样十分关注。

智能存储管理（SSM）

大数据生态系统中的 SSM

上面的图 2 显示了 SSM 在大数据生态系统中的位置。SSM 在

存储系统（当前支持的 HDFS 和 Amazon S3）和应用（如数

据库引擎和流计算等）之间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上层应用可以

使用 SSM 提供的 client 来访问 HDFS。同时，SSM 可以通过

收集数据指标监测 HDFS 集群，并根据用户提交的 SSM Rule

来管理 HDFS 数据。 

为了说明 SSM 在 HDFS 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用途，我们来考虑一

种常见的用户场景。我们知道，HDFS 支持数据分层和集中式

缓存。在典型的产品环境中，用户会部署安装多种存储设备，

如机械硬盘、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Intel® Persistent Memory，英特尔® PMem）5 等。理想情况

下，应根据数据温度将数据动态迁移到不同的存储层上。这里

我们提到了 SSM 中的核心概念：数据温度。在典型的集群部署

中，通常 80％ 的用户任务只访问约 20％ 的数据。很多数据可

能几个月也不会访问一次。理想的存储状态是，将热数据存储

在访问速度最快的设备中，而将冷数据存储在访问速度最慢的

存储中。例如，可以将热数据迁移到固态盘，或缓存到英特尔®  

PMem 上，以提升应用的数据访问性能。但实际问题在于如何

度量数据温度以及如何智能地自动地移动数据，而无需用户

的过多干预。在后文，您将了解 SSM 如何区分热数据（hot 

data）、暖数据（warm data）和冷数据（cold data），以及 

SSM 如何将这些类型的数据迁移到 HDFS 集群中的相应存储

层，以提高数据的访问性能。 

SSM 架构 

SSM 的主要组件包括 Smart Server、Smart Agent、SSM 

Client、SSM Action、SSM Rule 和 SSM Metastore。以下部

分是这些核心组件的基本描述。

• Smart Server

Smart Server 在 SSM 中起着核心作用。它负责管理和协调 

SSM Agent、SSM Client，以及监测、收集 HDFS 的数据指

标。它还会响应来自 Web UI 的用户请求（提交、触发、暂停 

SSM Rule/Action 等）。用户可以部署一个或多个 Standby 

Smart Server，以实现高可用性。

• Smart Agent

Smart Agent 是一个独立运行的进程，需要和 Smart Server 

建立连接后才能正常工作，用于执行 Smart Server 分发的

任务。可以在集群中部署多个 Smart Agent 来扩展 SSM 处

理任务的能力。

• Smart Client

Smart Client 提供与 Smart Server 交互的服务。它可以帮

助上层应用读取被 SSM 压缩或合并的数据，并将数据访问

事件报告给 Smart Server。

• SSM Action

SSM Action 是由 SSM 执行的一次性任务，没有触发条件，

通常嵌入到 SSM Rule 中，作为 Rule 的一部分。 

• SSM Rule

SSM Rule 是一种用户定义的任务，是用领域特定语言 

（DSL）来描述。它包含两个部分：条件和 SSM Action。

图 2. SSM 与大数据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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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M Rule 的条件通过指定一些属性或指标（例如文件路

径、文件长度、数据访问次数、数据访问时间、数据修改

时间等）来过滤数据。它还支持多个条件的指定和用逻辑运

算符来描述多个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在 SSM Rule 的条件

满足后，在 Rule 中指定的 SSM Action 将被产生并分发给 

Smart Agent 来执行。

• SSM Metastore

SSM Metastore 存储大量的数据相关属性或指标，如数据

路径，数据大小，访问次数等，并向 Smart Server 提供数

据查询服务。

• Web UI

在 Web UI 中，用户可以提交 SSM Rule 或者 SSM Action 

并查看其执行状态。此外，Web UI 还显示了一些可视化的

集群统计信息。

上面的图 3 显示了 SSM 的基本架构。SmartDFSClient 是

SSM 引入的用户数据访问的 Client。当上层应用利用此客户

端访问 HDFS 文件时，SmartDFSClient 将向 Smart Server 

报告这一访问事件。然后，Smart Ser ver 将更新 SSM 

Metastore 中该文件的访问次数。访问次数是 SSM 收集的用

于测量数据温度的重要指标。

我们来看看 SSM Rule 的基本执行流程。Web UI 是用户提交

SSM Rule 或者 SSM Action 的入口。假设用户提交的是一个 

SSM Rule，它将被发送到 Smart Server，后者将把用户的

Rule 解析并转换为可执行的任务。Smart Server 会监测 HDFS 

集群，以了解是否满足 Rule 的条件。如果在 Rule 的条件中指

定了文件访问次数，例如，过滤保留在过去一个小时内访问了

至少 10 次的文件，则 Smart Server 将向 Metastore 查询数

据的访问次数并检查是否满足 Rule 条件。如果满足了，SSM 

Rule 中指定的 SSM Action 将被创建并分发给某个 Smart 

Agent。接下来，Smart Agent 将执行分配的 Action，并在任

务完成后，反馈执行的结果。

SSM 核心功能和示例

SSM 具有 5 个核心功能。

• Data Mover

Data Mover 能够在不同的存储层之间迁移数据，包括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NVMe 固态盘、SATA 固态盘和机械硬盘。

其中，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提供更高的 IO 性能。如果将

热数据移至其中，其性能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利用。数据访问

事件会被 SSM 收集统计，以度量数据温度。冷/热数据的定

义是灵活的，由用户指定的数据访问次数来限定。通过提交

Mover Rule，用户可以委派 SSM 将冷/热数据自动迁移到特

定的存储介质上。例如，如果在最近 10 分钟的时间间隔内

数据访问次数大于 3，则用户可以将此类数据视为热数据，

并定义和提交一条 Rule，SSM 会自动将此类数据移动到更

快的存储介质上。

SSM Data Mover Rule 示例：

file: path matches "/data/*" and accessCount  

(10min) > 3 | allssd

• Disaster Recovery

Disaster Recovery 提供将数据同步到其他 HDFS 集群或云

存储上的服务，提高存储系统的容灾能力。Amazon S3 也

可用作备份存储系统。SSM 会监测 HDFS 上的数据修改操

作（创建、删除、追加数据、重命名等），能够生成相应的

同步操作来帮助用户实现实时数据同步。HDFS DistCP 工具

也可以用来备份数据，但无法提供实时数据同步。另外一个

缺点是，DistCP 依靠 MapReduce 计算框架来进行数据同

步，是比较耗时的。

SSM Disaster Recovery Rule 示例：

file: every 500ms | path matches "/src1/*" | sync 

-dest hdfs://namenode2:9000/dest1/

• Small File Optimization

在大量小文件的存储场景里，HDFS 在管理名称空间和响应

应用请求上，面临很大压力。业界对小文件没有通用定义，但

通常是小于一个 HDFS block。为了优化小文件存储，SSM 

图 3. SSM 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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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将用户指定的若干小文件合并（compact）为一个大文

件，我们称为容器文件（container file）。容器文件仍存储

在 HDFS 中，但是合并的行为对上层应用是透明的。从小文

件到容器文件的映射关系由 SSM 维护。当上层应用发出访

问小文件的请求时，SSM 将根据映射信息在容器文件中找

到所需数据。

SSM Small File Optimization Rule 示例： 

file: path matches "/small_files/*" and length < 

1MB | compact

• Erasure Coding（EC）

Erasure Coding（EC）旨在优化 HDFS 中的冷数据存储。

与典型的 3 备份存储相比，EC 可以为用户节省大量的存储

空间。虽然 HDFS 用户可以针对某个 HDFS 目录设置特定的 

EC 策略，此后的新数据将采用该 EC 策略进行存储。不过，

HDFS 无法将现有的 3 备份数据直接转换为以 EC 方式存储

的数据，反之亦然。SSM EC 可在 EC 策略和备份策略之间，

或任何一对不同的 EC 策略之间，提供数据存储策略的转换。

例如，用户可以提交 SSM EC Rule，以监测某个目录下的所

有文件。如果其中的文件在 30 天内访问少于 3 次，SSM 会

将数据转变为使用指定的 EC 策略来存储。 

SSM EC 规则示例：

file: path matches "/data/*" and accessCount  

(30day) < 3 | ec -policy RS-6-3-1024k

• Compression

SSM Compression 功能旨在减少当前 HDFS 数据的存储占

用空间，同时不影响上层应用对数据的读取。压缩对上层应

用是透明的。当上层应用请求读取被 SSM 压缩后的数据

时，SSM 会将压缩数据利用相应的算法解压缩。目前支持

的压缩算法有 Zlib、Snappy、Bzip2 和 Lz4 等。 

SSM Compression 规则示例：

file: path matches "/compression/*" | compress 

-compressImpl snappy

浪潮云海 Insight 与 SSM 融合，赋智海量数据

管理

融合架构

浪潮云海 Insight 根据用户的应用场景及实际需求，针对 SSM 

进行方案性 POC 及产品定制化。融合平台提供面向新型存储

设备、高速网络、新计算的存储优化与数据优化解决方案，实

现端到端的数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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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浪潮云海 Insight 与 SSM 融合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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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运维管理

SSM 集成至云海 Insight 后，继承了平台的一站式运维管理

优势，对大数据集群提供一键式安装、可视化操作，无需后台 

Linux 运维操作，通过可视化页面进行运维操作；可部署在物

理机集群、虚拟机集群和云服务器集群。

图 5. 浪潮云海 Insight 中 SSM 服务页面

• 一键式安装

SSM 服务可一键安装部署，提供可视化向导式安装；可手

动分配节点，选择 Server 与 Agent 安装节点；透明化部署 

Server HA 功能，安装时即可选择 Server 部署数量。

• 可视化操作

提供 SSM 可视化 UI 界面，实时显示 Server 与 Agent 节点

状态，自动更新 Server 主备信息；提供 SSM 可视化功能

操作，Server 与 Agent 服务可独立停启，支持 Server 与 

Agent 服务添加与删除；可视化参数调试，界面中即可完成

配置的增删改查。

• 统一用户管理

SSM 采用与平台一致的用户体系、统一的用户管理模型，

实现以票据为基础的认证架构。

常见应用场景分析

• 数据备份与灾备

大数据时代，面向海量数据的存储安全，如何实现大数据的

实时备份，防范存储系统异常以及数据丢失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大数据平台的关键存储应具备备份能力，支持手动或

自动对关键数据进行备份；在大数据平台版本升级或平台迁

移时，应支持通过备份迁移策略进行存量数据的迁移，以保

证业务的稳定性；大数据平台的容灾目前也多为通过备份策

略定期向灾备集群同步数据来进行。

大数据平台应具备核心数据的自动备份能力、可视化备份能

力、以及跨集群的备份能力，但目前平台级备份或灾备方案

不成体系，上层业务干预较多。SSM 作为面向存储的整体

解决方案，支持自动化的数据备份，支持跨域跨集群的自动

化数据灾备，使大数据中心支持平台级系统化的备份与灾备

能力。

• 小文件处理

大数据平台的海量数据存储往往存在大量的小文件，其中结

构化的小文件可能是一条条数据，非结构化小文件可能是小

的图片、视频、音频类文件。大量的小文件如果不做合并处

理，会极大的消耗占用 NameNode 存储空间，影响 HDFS 

存取性能，同时大量小文件的访问效率也远低于访问几个大

文件。目前的通常处理方式多为通过限制集群的文件数量，

避免文件数量过多影响数据访问效率；业务层往往会做小文

件合并，控制文件数量，防止因文件数影响业务整体性能，

但仍存在业务干预过多、文件落地延迟等问题。

大数据平台应具备对业务透明的小文件自动合并、文件落地

后业务即可访问、小文件后台合并、合并过程不影响上层访

问、合并后访问路径不改变等能力。SSM 作为面向存储的

整体解决方案，支持 HDFS 透明化小文件合并，小文件落地

即可访问，合并过程业务无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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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大数据平台应对数据快速增长需要强大的数据管理功能，目

前对于存储优化策略的选择基本是由人为干预以进行决策，

选用合适的存储优化策略多依靠决策人的经验。当存储数据

量巨大、数据增量较高、数据类型混杂时，仅通过人为决策

将难以应对复杂的数据管理场景。并且，异构平台数据、应

用管理复杂，数据在应用层迁移时间长，物理带库性能差、

故障率高，导致离线数据无法快速拉起使用。

大数据平台应具备热温冷数据自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合理

使用配置策略、存储策略、迁移策略，保障数据在生命周期

内的高效利用与存储成本优化。SSM 作为面向存储的整体

解决方案，可通过一次规则（SSM Rule）定制，完成数据

生命周期的全自动化管理。

总结

SSM 在底层存储系统和上层应用之间起着关键作用。它具有

丰富的存储优化功能，可帮助用户降低存储成本并提高 I/O 性

能。SSM 能够收集大量数据指标，用于数据管理决策。

在数据管理方面，SSM 与云海 Insight 的无缝结合对平台存储

而言如虎添翼，面向分布式存储的智能管理不仅能够免去外界

触发完成数据管理，进一步细化管理粒度，而且实现了一次规

则定制即可完成全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的高效解决方案。同时，

云海 Insight 也为 SSM 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面向客户需求优

化 SSM 服务管理运维能力，提升 SSM 的易用性与安全性，从

而更好地施展智能存储管理的魔力。

https://hadoop.apache.org/
http://www.intel.com/optane
https://github.com/Intel-bigdata/SSM
https://www.inspur.com/lcjtww/2315499/2315503/2317666/index.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www.intel.com/design/literatur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