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 1.0

2018-11-30

浪潮云云硬盘服务

EBS

产品白皮书



1

浪潮云云硬盘服务 EBS 产品白皮书

商标声明

及其它浪潮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 INSPUR 浪潮及其关联公司所有。 

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

版权声明

版权 © 1996 - 2017 INSPUR 浪潮权所有，并保留对本手册及本声明的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 

本手册中出现的任何文字叙述、文档格式、插图、照片、方法、过程等内容，除另有特别注明外 ,

其著作权或其他相关权利均属于 INSPUR 浪潮。未经 INSPUR 浪潮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或形式对本手册内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摘录、备份、修改、传播、翻译成其它语言、

将其全部或部分用于商业用途。本文档中的信息归 INSPUR 浪潮所有并受著作权法保护。

信息更新

本文档及其相关计算机软件程序（以下文中称为“文档”）仅用于为最终用户提供信息，并且随时

可由 INSPUR 浪潮更改或撤回。

免责声明

本手册依据现有信息制作，其内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INSPUR 浪潮可能已经拥有或正

在申请与本文档主题相关的各项专利。提供本文档并不表示授权您使用这些专利。您可将许可

权查询资料用书面方式寄往 INSPUR 浪潮。INSPUR 浪潮在编写该手册的时候已尽最大努力保

证其内容准确可靠，但 INSPUR 浪潮不对本手册中的遗漏、不准确、或错误导致的损失和损害

承担责任。

出版时间

本文档由 INSPUR 浪潮 2018 年 11 月修改完成 



2

浪潮云云硬盘服务 EBS 产品白皮书

目 录
1. 产品简介  ---------------------------------------------------------------------------4

   1.1. 概要 -----------------------------------------------------------------------------4

   1.2. 产品优势 -----------------------------------------------------------------------4

   1.3. 使用场景 -----------------------------------------------------------------------5

   1.4. 相关概念 -----------------------------------------------------------------------5

   1.5. 产品规格 -----------------------------------------------------------------------6

   1.6. 产品限制 -----------------------------------------------------------------------7

2. 操作指南 ---------------------------------------------------------------------------8

   2.1. 创建云硬盘 ---------------------------------------------------------------------8

   2.2. 挂载云硬盘 ---------------------------------------------------------------------8

   2.3. 卸载云硬盘 --------------------------------------------------------------------15

   2.4. 扩容云硬盘 --------------------------------------------------------------------17

   2.5. 克隆云硬盘 --------------------------------------------------------------------31

   2.6. 删除云硬盘 --------------------------------------------------------------------31

   2.7. 快照 ---------------------------------------------------------------------------31

   2.8. 云硬盘的性能测试方法 --------------------------------------------------------33

3. 常见问题 --------------------------------------------------------------------------35

   3.1 一个云硬盘可以挂载到多个云服务器吗？ ---------------------------------------35

   3.2哪些因素会影响云硬盘的性能？------------------------------------------------35

   3.3云硬盘使用或购买是否有限制？------------------------------------------------35

   3.4>2T 容量的云硬盘不支持快照？ ------------------------------------------------35

   3.5 云硬盘是否支持数据时光机？ --------------------------------------------------35



3

浪潮云云硬盘服务 EBS 产品白皮书

   3.6 云硬盘是否支持与云服务器自动解绑？ -----------------------------------------36

   3.7 云硬盘是否可做系统盘？ -------------------------------------------------------36

   3.8 云盘系统盘是否支持镜像？ ----------------------------------------------------36

   3.9 云盘数据盘是否可以自建 LVM ？  ----------------------------------------------36

   3.10 若已自建 LVM 该如何扩容？ --------------------------------------------------36



4

浪潮云云硬盘服务 EBS 产品白皮书

1. 产品简介

1.1. 概要

块存储为云服务器提供高可用、弹性、高性能、低时延的数据块级随机存储。像使用传统服务器硬

盘一样，您可以对挂载到云服务器上的云硬盘做格式化、创建文件系统等操作，并对数据持久化存储，

成为许多政府和企业云服务平台的首要选择。

为了防止病毒程序、人为操作等原因而引起的云硬盘数据被篡改或者破坏，提供一种基于块存储的

数据恢复技术来挽救被损坏的数据，会在可用区内以多副本冗余方式存储，避免数据的单点故障风险。

硬盘（EBS）分为两种类型，普通云硬盘为 SATA 介质，另外一种为 SSD 云硬盘。

云硬盘（EBS）是浪潮云的一种能够灵活创建并提供高级管理功能的云硬盘设备。其采用可用区

内多份跨机柜物理机备份机制，普通云硬盘保证数据持久性 99.99999%，SSD 云硬盘保证数据持久性

99.999999%。如果希望进一步提高数据持久性，对云硬盘（EBS）开启数据时光机或者定期创建快照是

提高数据长期持久性的经济而便捷的方式。

为了适用于新时代网络存储的各项需求，云硬盘成为可以低成本易于扩容、易于管理、易于监控，

高可用的解决方案。

1.2. 产品优势

可靠性

云硬盘（EBS）采用可用区内多份跨机柜物理机备份机制，并实时同步，保证不受单机故障的影响。

普通云硬盘保证数据持久性 99.99999%，SSD 云硬盘保证数据持久性 99.999999%。

容量与弹性

云硬盘（EBS）可自由配置存储容量并能随时扩容 ，目前支持最大容量 8000G。单台云主机上可挂

载多块云硬盘，从而使云主机硬盘容量无限扩展。

易用性

云硬盘（EBS）支持快速创建、挂载、卸载、删除和扩容等操作，能够方便部署与管理 UDisk 产品并

无需重启服务器。

备份与恢复

云硬盘（EBS）支持 2 种备份方式：手动快照与数据时光机。 

手动快照可支持数据盘备份，并能通过备份来恢复或创建新的 EBS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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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方舟在全面支持手动快照功能基础之上，还支持云硬盘的实时备份功能，并能通过任意时间点

备份来恢复或创建新的 ECS 实例。

对云硬盘（EBS）开启数据方舟或者定期创建快照是提高数据长期持久性的经济而便捷的方式。如果

云硬盘（EBS）出现故障，可及时通过上一次快照或者数据方舟来恢复或创建新的实例。

1.3. 使用场景

SSD 云硬盘适用于：

I/O 密集型应用。

• 中大型关系数据库。

• NoSQL 数据库。

普通云硬盘适用于：

• 备份，日志存储场景。

• 对于容量有要求的大文件顺序读写场景。（如：hadoop 离线数据分析场景）

• 小型关系数据库场景与对数据可靠性有一定要求的开发测试场景。

1.4. 相关概念

硬盘容量

云硬盘的大小。

挂载点

云硬盘挂载于云主机的位置。

资源 ID

用户创建云硬盘后，系统会自动生成资源 ID，资源 ID 全局唯一。

扩容

当云硬盘的容量无法支撑业务时，可以对云硬盘进行扩容升级。

挂载和卸载

用户将云硬盘挂载至云主机和从云主机卸载云硬盘的操作。

快照

快照是一种有效防止数据丢失，保护数据完整的磁盘管理功能。

通过对云硬盘秒级创建快照，可以对该云硬盘某一时点的状态进行保留，并能够在需要恢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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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脱机（Windows）

云硬盘的 dismount 操作。

1.5. 产品规格

普通型云硬盘

普通云硬盘适用于数据不经常访问的低 I/O 负载的业务场景。采用磁介质作为存储介质，利用分布

式三副本机制实现高可靠的数据存储。

• 峰值 IOPS：100 ～ 3000

• 峰值吞吐量：150Mbps

• 平均延时：＜ 10ms

• 单块最大容量：8000G

SSD 云硬盘

SSD 型云硬盘提供稳定可靠的高性能随机 IO 存储

• 单盘 IOPS：min{1200+30* 容量，24000}

• 单盘吞吐量：min{80+0.5* 容量，260}MBps

• 平均时延：0.5-3ms

• 单块普通型云硬盘最大提供 4TB 存储空间



7

浪潮云云硬盘服务 EBS 产品白皮书

1.6. 产品限制

支持区域

注：SSD 云硬盘最大支持 4T 容量，普通云硬盘最大支持 8T 容量。

单个账户配额

1000 块

单台云服务器可挂载云硬盘限制

无，目前对挂载云硬盘数量没有限制。但我们建议单台云主机挂载不要超过 5 块。

云硬盘欠费回收策略

云硬盘计费模式分：按年、按月、按时。

按年、按月计费策略下，若欠费 7 天会自动回收该云硬盘进入回收站，在回收站驻留 7 天后自动删除。

按时计费策略下，若欠费 1 天会自动回收该云硬盘进入回收站，在回收站驻留 7 天后自动删除。

注：自动删除后，数据不可恢复。

地 域 SSD 云硬盘

北京一可用区 A

北京二可用区 A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普通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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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指南

2.1. 创建云硬盘

可创建云硬盘，支持普通云硬盘和 SSD 云硬盘。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点击 创建云硬盘。

3) 在创建云硬盘界面，输入硬盘名称， 选择 磁盘类型，设置硬盘容量，并设置好付费方式和购买数量。

4) 确认无误后点击 确定，进入订单确认页，支持成功后，云硬盘开始创建。

5) 创建成功后可在云硬盘列表处查看到该云硬盘，并且处于未挂载状态。

2.2. 挂载云硬盘

挂载云硬盘到云服务器，一个云服务器可挂载多块云硬盘，建议最多挂 5 块。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硬盘列表选择要挂载的云硬盘，在操作列中点击 挂载。

3) 在挂载页面选择需要挂载的云服务器，点击 确定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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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云硬盘

Windows:

以 windows 2008 为例，远程登录 windows 操作系统，在“磁盘管理”页面，选中要挂载的磁盘 , 右击

选择“联机”即可挂载。如下图

第二步，选择该硬盘，右击选择“初始化云硬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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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选择以 MBR( 主启动记录 )，如下图

第三步，有右击未分配的磁盘，选择“新建简单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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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建向导一直往下即可，最后点击“完成”即可。

此时就可以在”我的电脑“中查看到新增加的云硬盘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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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1) 使用 fdisk -l 查看数据盘的信息，可以看到图中数据盘 /dev/vdb( 此名称因系统而异 )。

2) 执行 fdisk /dev/vdb 对数据盘进行分区： 根据提示，依次输入“n”，“p”“1”，两次回车，“wq”，就

可以分区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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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fdisk -l 查看新的分区，图中可以看到新的分区 /dev/vdb1 已经建立完成 ( 此名称因系统而异 )。

4) 使用 mkfs.ext3 /dev/vdb1 对新分区进行格式化，格式化的时间会因为分区空间大小而不同（也

可以 mkfs.ext4 进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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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格式化分区后，使用 mount 命令进行挂载，可以用 mkdir 新那一目录然后挂载到这个目录下。

6. 执行命令

# echo '/dev/vdb1 /data ext3 defaults 0 0' >> /etc/fstab

写入新分区信息文件，以便下次机器重新启动后能自动挂载。然后使用“cat /etc/fstab”命令查看，出

现以下信息就表示写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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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卸载云硬盘

从云服务器卸载云硬盘，卸载前需要登录操作系统中 umount 该硬盘，否则可能会导致文件系统损

坏且无法正常关闭云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操作系统 Umount。

a) Linux 操作系统

umount /dev/vdc

b) Windows 系统

i. 首先在磁盘管理器中选中云磁盘，右键选择“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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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选中云硬盘，右键点击“卸载”。

这两个操作相当于在 Windows 系统中对云硬盘进行了 dismount 操作。

（注意：本地盘和云硬盘要注意区分）

如果只有一个 C 盘，此时第二个便是云硬盘，建议在扩容前对云硬盘进行备份（如快照和克隆）。

在控制台云硬盘列表页选择需要扩容的云硬盘，将其卸载。这时云硬盘状态会从“已挂载”变为“可用”。

2)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3)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硬盘列表选择要卸载的云硬盘，在操作列中点击 卸载。

4) 在卸载页面选择需要卸载的云服务器，点击 确定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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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扩容云硬盘

当云硬盘容量不足时，可以扩容云硬盘，扩容后不可减退，只有卸载后的云硬盘才可以扩容。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盘管理选项卡页面，选择需要扩容的云硬盘，在操作列 扩容，若云硬盘已经挂载则 扩容 禁用。

3) 设置扩容后的容量，普通盘最大扩容容量为 8000GB，SSD 最大扩容容量到 4000GB。

4) 确认无误后点击 确定。进入确认订单后支付成功后即可进入扩容。

使用扩容容量

1) 扩容文件系统（Windows）

以 windows 2008 为例，在“我的电脑”-> 点击“管理“-> 展开“存储”-> 点击“磁盘管理”，先挂载该云硬盘，

如图右击该磁盘选择“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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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该磁盘原有部分，右击选择“扩展卷”。根据向导一直点击“下一步“即可完成硬盘扩展。

2) 扩容文件系统（Linux）

该操作指南适用于 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

注意 1：如果云硬盘已经 mount 了，先进行 umount 操作。该云硬盘的所有分区都需要进行 umount

操作。

注意 2：以下操作仅这对原有分区进行扩容，如果需要将云硬盘扩容的空间应用到新的分区中，直接

新建分区即可。

 a)  查看分区情况

fdisk –l 查看分区情况

如果 fdisk -l 查看到下图的情况，说明该盘原来是通过 parted 工具进行分区的，但是 parted 和 fdisk

不能同时使用，否则会导致分区的起始扇区不一致。此时应该使用 parted 工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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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下图，则通过 fdisk 工具分区。

b)  fdisk 工具分区

fdisk -l 查看分区号以及起始磁柱的位置，如下图，分区号为 /dev/vdb1，起始磁柱位置为 2048。

这个数字需要牢记，下面重新分区时会用到。

fdisk /dev/vdb

对该盘进行重新分区，输入 d 删除原有分区，输入 n 进行分区，再输入 p 和 1，到需要输入新分区起

始磁柱时，输入之前记下的数字 2048，这样可以防止数据丢失。分区完成后，进行 wq 保存设置，使分

区生效。

[root@localhost ~]# fdisk /dev/vdb

Welcome to fdisk (util-linux 2.23.2).

Changes will remain in memory only, until you decide to write them.

Be careful before using the write command.

Command (m for hel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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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dev/vdb: 161.1 GB, 161061273600 bytes, 314572800 sectors

Units =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 label type: dos

Disk identifier: 0x56dfaf3f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vdb1            2048   104859647    52428800   83  Linux

Command (m for help): d

Selected partition 1

Partition 1 is deleted

Command (m for help): n

Partition type:

   p   primary (0 primary, 0 extended, 4 free)

   e   extended

Select (default p): p

Partition number (1-4, default 1): 1

First sector (2048-314572799, default 2048): 2048

Last sector, +sectors or +size{K,M,G} (2048-314572799, default 314572799): +130G

Partition 1 of type Linux and of size 130 GiB is set

Command (m for help): p

Disk /dev/vdb: 161.1 GB, 161061273600 bytes, 314572800 sectors

Units =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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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label type: dos

Disk identifier: 0x56dfaf3f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vdb1            2048   272631807   136314880   83  Linux

Command (m for help): 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Syncing disks.

Welcome to fdisk (util-linux 2.23.2).

Changes will remain in memory only, until you decide to write them.

Be careful before using the write command.

Command (m for help): p

Disk /dev/vdb: 161.1 GB, 161061273600 bytes, 314572800 sectors

Units =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 label type: dos

Disk identifier: 0x56dfaf3f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vdb1            2048   104859647    52428800   83  Linux

Command (m for help): d

Selected partition 1

Partition 1 is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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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m for help): n

Partition type:

   p   primary (0 primary, 0 extended, 4 free)

   e   extended

Select (default p): p

Partition number (1-4, default 1): 1

First sector (2048-314572799, default 2048): 2048

Last sector, +sectors or +size{K,M,G} (2048-314572799, default 314572799): +130G

Partition 1 of type Linux and of size 130 GiB is set

Command (m for help): p

Disk /dev/vdb: 161.1 GB, 161061273600 bytes, 314572800 sectors

Units =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 label type: dos

Disk identifier: 0x56dfaf3f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vdb1            2048   272631807   136314880   83  Linux

Command (m for help): 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Syncing disks.

在扩容分区后，需要通过 e2fsck 检查分区，通过 resize2fs 调整该分区的文件系统大小

e2fsck -f /dev/vdb1

resize2fs /dev/v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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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arted 工具分区

parted /dev/vdc print 查看扩容情况，如下图，可以发现分区为 50GB，而云盘已扩容至 215GB。

输入 rm 1 删除原有分区

下一步将原分区删除并在相同的起始扇区创建一个新的分区

parted /dev/vdc

输入 unit s，将显示和操作单位变成扇区个数，然后输入 print 查看起始扇区。如下图，该值需要记住，

新建分区时需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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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mkpart primary 2048s 100% 新建一个分区（其中 2048s 为之前分区的起始扇区位置）

进行 umount 操作后，在控制台进行云硬盘扩容

fdisk -l 查看，发现磁盘已经扩容为 50GB 了

确认分区已经新建成功后，输入 quit 退出工具

在扩容分区后，需要通过 e2fsck 检查分区，通过 resize2fs 调整该分区的文件系统大小

e2fsck -f /dev/vdc1

resize2fs /dev/vdc1

3) 扩容裸盘（Linux）

该操作指南适用于 ext2/ext3/ext4 文件系统。

如果云硬盘之前没有进行划分分区，直接以裸盘格式使用，则使用如下方法进行扩容：

df –h 查看挂载信息，发现磁盘大小为 3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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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检查文件系统并扩容文件系统

e2fsck -f /dev/vdb

resize2fs /dev/vdb

完成后重新挂载磁盘，发现文件系统已经扩容为 5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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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扩容 XFS 文件系统（Linux）

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扩容 XFS 文件系统，可能会报错超级块不可用。

一般是因为 ext 文件系统的扩容工具无法识别 XFS 文件系统的超级块。

我们使用下面的方法对 XFS 文件系统进行扩容：

在控制台扩容磁盘后，重新挂载到云服务器，可以看到，磁盘已经从 100GB 扩容到 150GB，但是文

件系统仍然是 100GB。

不需要卸载已经挂载的磁盘，否则可能会扩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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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S 扩容可以是裸盘，也可以是分区

xfs_growfs /dev/vdb

可以看到，磁盘已经扩容完成

5) 扩容 LVM 磁盘（Linux）

该方法适合标准情况，如果有特殊的分区，请自行根据实际场景处理。

扩容前先将挂载的分区 umount，然后取消逻辑卷的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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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台进行扩容操作后，看到如下图的扩容信息

fdisk /dev/vdb 对磁盘进行分区，新建一个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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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有两个分区。下面将新建的分区加入到卷组

vgdisplay 看到有新增的 Free PE（35838）

lvextend -l +35838 /dev/VolGroup1/LogVol1 进行扩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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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display 看到 Free PE 已变成 0

执行文件系统检查和扩容

e2fsck -f /dev/VolGroup1/LogVol1

resize2fs /dev/VolGroup1/LogVol1

挂载分区后可以看到已经扩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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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克隆云硬盘

当需要对数据进行复制时，云硬盘提供了克隆功能。克隆是将云硬盘中的数据创建一个相同的镜像

副本，并可以挂载到云服务器上进行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选择需要克隆的云硬盘，在操作列点击 克隆。

3) 在克隆页面，输入克隆盘的名称，容量不可修改。

4)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进入确认支付页面，支付成功后即可。

2.6. 删除云硬盘

删除云硬盘。注意云硬盘需要处于未挂载状态才能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硬盘列表选择要删除的云硬盘，在操作列中点击 删除。

3) 删除后云硬盘的自动备份将一并删除。

2.7. 快照

2.7.1 创建快照

可手动创建云硬盘快照，快照免费。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硬盘列表选择要创建快照的云硬盘，在操作列中点击 快照。

3) 输入快照名称（必填），描述（选填）。

4)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即可创建。

2.7.2 恢复磁盘

恢复快照数据到数云硬盘。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快照理选项卡页面，在快照列表选择快照，在操作列中点击 恢复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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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页面中点击确定即可。

4) 恢复后，恢复的云硬盘将变更为恢复中状态。

2.7.3 恢复磁盘

恢复快照数据到数云硬盘。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快照管理选项卡页面，在快照列表选择快照，在操作列中点击 恢复磁盘。

3) 在弹出的页面中点击确定即可。

4) 恢复后，恢复的云硬盘将变更为恢复中状态。

2.7.4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通过快照创建一个云硬盘。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快照管理选项卡页面，在快照列表选择快照，在操作列中点击 新建磁盘。

3) 在新建磁盘界面，备份方案选择 基础快照。

4) 输入云硬盘名称，容量不可变更。

5)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进入确认支付页面，支付成功后即可。



33

浪潮云云硬盘服务 EBS 产品白皮书

2.7.5 删除快照

删除一个快照。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快照管理选项卡页面，在快照列表选择要删除的快照，在操作列中点击 删除。

3) 在删除页面点击确定即可删除。

2.8. 云硬盘的性能测试方法

云硬盘的性能一般使用下面三个指标来衡量：

• IOPS：每秒进行读 / 写操作的次数，单位为个（次）。

• 吞吐：每秒读写数据量，单位为 MBps。

• 时延：一个 IO 操作的发送到接收确认所花费的时间，单位为 ms。

FIO 是常用的测试磁盘性能的工具，建议使用 libaio 的 I/O 引擎进行测试，用户在测试云硬盘时可自

行安装 FIO 和 libaio。

不同场景下 FIO 的测试命令基本一致，只需改变 3 个参数（iodepth，blocksize，rw）。

常见测试用例如下：

• 测试时延：iodepth=1，bs=4k，rw=randread

fio --filename=/dev/vdb -iodepth=1 -rw=randread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00G  

-numjobs=1 -group_reporting -direct=1 -name=test --runtime=300

• 测试 IOPS：iodepth=128，bs=4k，rw=randwrite/randread/randrw

fio --filename=/dev/vdb -iodepth=128 -rw=randread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00G  

-numjobs=1 -group_reporting -direct=1 -name=test --runtime=300

• 测试吞吐：iodepth=64，bs=1M，rw=randwrite/randread/randrw

fio --filename=/dev/vdb -iodepth=64 -rw=randread -ioengine=libaio -bs=1M -size=100G  

-numjobs=1 -group_reporting -direct=1 -name=test --runtime=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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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 数 值

filename

iodepth

rw

ioengine

bs

size

numjobs

group_reporting

direct

name

runtime

/dev/vdb

1

randread

libaio

4k

100G

1

无

1

test

300

指定测试的磁盘为 /dev/vdb

请求的 IO 队列深度

读写模式

IO 引擎配置，建议使用 libaio 异步 IO 引擎

每次 IO 请求的块大小

IO 测试的寻址空间，一般设置为云硬盘的大小

测试线程数，一般设置为 1

测试结果显示模式，打印各个 job 汇总的统计值

测试时忽略 IO 缓存，数据直写磁盘

测试名称

测试时间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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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问题

3.1 一个云硬盘可以挂载到多个云服务器吗？

出于安全考虑，一个云硬盘只能挂载到一个云服务器上。

3.2 哪些因素会影响云硬盘的性能？

• 新创建云硬盘的 IOPS 可能会较低，等热身一段时间之后，IOPS 会达到 SLA 的水平。

• 你的应用程序是否发送了足够的 I/O 请求，这可以通过查看云硬盘的队列深度来查看。

3.3 云硬盘使用或购买是否有限制？

单次批量购买云硬盘数量最多为 10 块。

单个账户云硬盘配额 1000 块。

目前对挂载 EBS 云硬盘数量没有限制。但我们建议单台云主机挂载不要超过 5 块。

建议不要在云服务器上对云硬盘进行分区，以免影响云硬盘的扩容。

3.4>2T 容量的云硬盘不支持快照？

暂不支持。

目前 >2T 容量云硬盘不支持快照、数据时光机、扩容与按时计费功能。<2T 容量云硬盘扩容最大只

能到 2T。我们目前正在努力中，后续会添加功能支持。

3.5 云硬盘是否支持数据时光机？

支持。

目前 >2T 容量云硬盘不支持方舟，我们目前正在努力中，后续会添加功能支持。

3.6 云硬盘是否支持与云服务器自动解绑？

不支持。

出于数据安全考虑，我们建议您在系统中手动卸载云硬盘后，再通过控制台解绑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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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云硬盘是否可做系统盘？

支持。您可在创建主机过程中，选择使用云硬盘来创建云盘主机。

云盘系统盘默认大小 Linux 20GB，Windows 40GB。

注：云盘系统盘不支持单独挂载、卸载、扩容、删除、克隆、快照、数据时光机、续费、更改业务组功能。

3.8 云盘系统盘是否支持镜像？

云盘主机支持镜像。

3.9 云盘数据盘是否可以自建 LVM ？

可以。

但建议您不要自建 LVM 等逻辑卷，因快照针对于独立的每个磁盘，LVM 创建使用后会导致回滚快照

后数据差异。

添加到 PV 内的云硬盘目前并不支持扩容，若卸载云硬盘会造成 LVM 报错。

3.10 若已自建 LVM 该如何扩容？

可以通过新申请云硬盘，添加到 PV 内达到扩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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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获取更多产品白皮书，请访问

https://cloud.inspur.com/docs/

欢迎了解更多浪潮云官网特惠活动及线下巡展活动，详情点击：

https://cloud.inspur.com/snipet/913.html

探索灵活云环境，释放数据价值
浪潮云期待帮助更多企业上云，推动产业数字化

售前咨询热线：400-607-6657

Emai l  :  c loud@inspur.com

浪潮云官网 关注浪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