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XSAN
助力华南理工图书馆

实现高密存储
引言 ：

Nexsan 针对华南理工大学 图书馆面临的电子资源存

储需求非常复杂的现状，整合旧有存储资源，

采用 SATABeast 磁盘阵列为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实

现了经济高效的数字图书馆存储解决方案，

图书馆陶主任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肯定

了 SATABeast 的 高密度、高性价比的 优势 。

数据增长凸显存储新需求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创办于1952 年 , 是全国重点理工科高校大型图

书馆。目前，它由总馆、南校区图书馆和化机分馆组成，3 座馆舍

总面积共有 67168 平方米。

图片一：华南理工大学校园一角

近年来图书馆重视发展电子文献资源，根据学校“ 211 工程”、“

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以及师生对多元化信息的需求，有计划的

重点引进国内外各种题录、文摘、全文型网络、光盘数据库。现已

拥有国内外重要网络、光盘数据库173 个，包括世界著名科技文献

检索工具以及在全球享有盛誉、学术价值很高的电子期刊全文库、

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电子图书等 。



无论是自建资源，还是引进资源，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总量都十分巨大，目前其电子资源总量已达到 60TB 

的规模。

另外，从目前图书馆的主要数据增长来源来分析，陶主任认为，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图书镜像站点增

长量大，存书量很大，清晰版电子图书推出后，其容量增加一倍，目前至少要花掉 4T 的存储空间；二是视频增长量

大，报告、教学类的视频目前比较常见；三是教授、学生的原创学术论文不断增加，其存储和备份需求明显。

可见，作为一家特大型高校图书馆，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面临的电子资源存储需求非常复杂。特别是随着资源本身

建设进程的加快，这种复杂性还在不断增强。虽然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计算机系统的整体部署比较早，机房建设也

比较早，但面临这些发展变化时，陶主任指出，图书馆前 40T 数据积累花费了很多年，但后 40T 数据积累可能也就

两三年左右，关键是以前 PDF文本占有存储空间很小，当前流媒体的数据占有存储空间比较大。针对之前 图书馆 计

算机系统 整体情况 ，部署了 40 台 PC 服务器，4 台小型机，以及比较早的存储系统，容量不是很大，为此，在 引进 

Nexsan SATABeast 磁盘阵列之后，存储容量 可以扩展到 80T。

SATABeast 彰显经济、灵活、高效三大优点
事实上，Nexsan 针对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面临的电子资源存储需求非常复杂的现状，整合旧有存储资源，利用 

SATABeast 磁盘阵列为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实现了经济高效的数字图书馆存储解决方案。针对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在这几年的数据存储增长方面表现出的特点，陶主任也进一步介绍说，数据增长在加速，图书馆数据存储要求扩展

性好，但存储空间不需要增加很大，毕竟增加新存储成本并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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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二：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大楼



况且即使更新了新存储也只能接旧机头，性能低，价格不便宜。因而，存储使用 2- 3 年后 在原来架构上直接扩容，倒

不如直接采购新的。但Nexsan 的 SATABeast 磁盘阵列有 42 个盘位，刚开始投入使用期间占用不了那么多盘位，以后

如果有需求时再采购新硬盘灵活扩充，这相对于采购机柜来说，还是要便宜得多。

现在，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的计算机存储环境主要依靠 Nexsan的 SATABeast 建立了一个不仅具有超大容量，而且具

有良好扩展性的集中存储架构 。并且通过网络设备与视频监控应用系统、视频会议应用系统、校园安全监控集中存储

、以及原来的旧有存储系统等等，建立了有效的互联。在使用 Nexsan 的 SATABeast 存储解决方案之后，对华南理工

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存储和保护带来了明显的变化。“SATABeast 存储方式比较灵活，之前采用 SAN结构，不是很灵活

，Nexsan 每一个控制器均配备 2 个8GB FC 接口和 2 个 1GB 的 iSCSI 接口，同时提供对两种数据通讯协议的支

持，可以根据系统性能的不同与网络拓扑的具体差异，选择单一连接方式或进行混合部署。也不用再增加新卡，可以

与服务器网口进行灵活对接。”作为在2000 年左右就开始涉足研究图书馆存储 系统的陶主任，对产品和技术也非常熟

悉，但他的存储之道就是“够用就好”。毕竟图书馆对安全级别要求不高，即便是数据量大，只要保证数据不丢失就

可以了。

对于图书馆来说，数据访问要求应该比较高，其实，Nexsan 的 SATABeast 在这个方面尤其专长，那么为了给读者更

好的服务体验，SATABeast 提供 4 个4Gb FC 接口和 4 个千兆 ISCSI 接口，在数据访问上可以做到更好。陶主任也反映

这样的存储系统架构目前已经够用。

可用、高密度带来更高性价比 高
从整个存储方案来看，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在存储底层使用了SATABeast 来搭建，同时采用了FC SAN 和 IP SAN 结合

的架构，FC SAN 架构在海量数据的存取、读写速度、I/O 响应速度和备份容灾等普遍商业应用上占尽优势。而对于IP 

SAN 架构，采用了 千交换机（默认配置 8 个端口）作为 IP - SAN 核心交换设备。书生、万方两台服务器均通过千兆网

卡接入 IP SAN 存储交换机中，然后再连接到磁盘阵列的ISCSI 接口。陶主任表示：“基于 ISCSI 技术构建的 IP SAN, 

完全兼容传统的以太网设备，提供了灵活的扩展性与可用性，可以有效降低在存储连接设备方面的投资，

对于我们图书馆而言，也使得原有的技术知识得以有效延用，在系统的实施与管理方面更为成熟。”

显然，基于 ISCSI 协议，服务器直接使用网线通过千兆交换机与磁盘阵列相连，而客户端均可以通过 TCP/IP 网络访问

数据中心的应用，操作简单，便于管理与维护，而且性价比更高。在集中存储方面，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也在将一些

图书数据和视频资料数据统一存储管理，集中管理起来，分散资源全部集中在一个存储环境里面。“之前旧有的小 存

储资源已经迁移到SATABeast ，新的管理界面简单、灵活。”不过，目前陶主任表示，采取了两台主存储的模式，

一台存储，用于重要数据备份；另一台存储用于存储应用。上述 SATABeast 存储方案全面上线后，已在华南理工图书

馆 稳定运行 。图书馆陶主任对方案的实施效果表示肯定，他最后指出，Nexsa n 的 SATABeast 存储解决方案优点突

出，如绿色节能、性价比高、成本效益好等等。其性比高，可灵活扩展到存储容量，同时成本效益好，提供这么多盘

位，不用使用新规则，方便扩展。同样地，高密度存储就必然减少机柜使用数量 ，能耗自然相对少。加之 SATABeast 

还具备节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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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非常看重它的存储密度，4U 空间有 42 个盘位，可以提供 84T 存储空间。显然非常节约空间，可以为数据机房带

来更方便。原来 40T 需要使用 7 个机柜。简单计算一下成本，一个机柜装有 14- 16 盘位，机柜耗电也高。可见，机房环

境很值钱，空间节约，成本自然节约。因而， SATABeast 高 可 用 、 高 密 度 存 储 也 给 用 户 带 来 了 更 高 性 价 比 。

NEXSAN SATABEAST

图片三： Nexsan SATABeast 数字图书馆存储解决方案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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