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存储性能监控解决方案
■
■
■
■

以准实时方式对特定时间段的存储性能进行集中的全面监控。
分析趋势，改进资源的容量规划，例如存储、计算和网络。
根据业务需求定制性能指标的监控方式。
创建易于理解的详细分析和图形化呈现。

产品资料

Hitachi Content Monitor: 增强 Hitachi Content Platform 的存储监控
存储性能监控
存储是 IT 基础架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存储
专业人员必须确保能够充
分衡量整个企业的存储效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社区
加入

率。 有效地监控不断扩
展的大规模存储环境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
任务。由于多个存储设备在不同位置运行，
管理员通常要花大量时间排查存储性能问
题。某些性能指标可能通过提供管理控制
台查看，而深入了解其他指标可能需要借
助其他工具和第三方提供的支持，这样做
的成本很高。此外，尝试关联不同存储设
备上的性能事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可

图 1. 通过 Hitachi Content Monitor，您可以从一个管理控制台以准实时的方式监控多个

能会导致故障排除速度变慢，从而对生产

Hitachi Content Platform 集群。

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企业需要一种集中
且可扩展的全面存储性能监控解决方案，
而且该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定制且易于使
用。

Hitachi Content Monitor 为
Hitachi Content Platform 提供
了增强的监控能力
Hitachi Content Platform (HCP) 是一个
可全面扩展、多层、多租户、混合云解
决方案，适用于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
组织。

尽管 HCP 已经提供了监控功能，但
Hitachi Content Monitor (Content
Monitor)是一个紧密集成、经济高效的
附加组件，用于对 HCP 存储节点提供
增强的监控和详细的性能指标可视化。
Content Monitor 与 HCP 的紧密集成有助
于全面深入了解 HCP 性能，改进容量规
划，并且最大限度地缩短故障排除时间。
Content Monitor 的人工智能特性可以检
测 HCP 性能异常，在问题发生之前主动
解决问题。这些特性还可以根据历史行为
预测未来的 HCP 性能。

可定制的预置控制面板提供了关键 HCP
事件和性能冲突的直观视图。超出定义的
阈值时，它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和系统日志
通知。汇总多个 HCP 性能指标，在单个
视图中显示，并将事件相互关联，以供更
深入地了解 HCP 行为（见图 1）。
借助 Content Monitor -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产品的一个特性，
您能够通过单个管理控制台以准实时的
方式监控多个 HCP 集群，以获取有关
容量、I/O、利用率、吞吐率、延迟等
信息（见图 2）。
Content Monitor 可快速安装，而且易于
配置和使用。

HITACHI CONTENT MONITOR: 易
于使用且可定制
快速安装，配置简单，易于使用。



在几分钟内安装完成。
注册源 HCP 集群并选择需要
监控的相关信号。



基于所选 HCP 源而自动预览可
用的可视化。



汇总多个来源的指标，用于轻
松识别异常以及与基准的偏差。



以一分钟为间隔查看准实时
性能更新。



可导出、导入和克隆可定制的预置
控制面板。

图 2. 通过单个管理控制台以准实时的方式监控多个 HCP 集群 。查看容量、I/O、利用率、吞吐

可定制的可视化图表举例

率、延时等信息。



HITACHI CONTENT MONITOR 的要求
组件
Hitachi Content Platform
Hitachi Content
Intelligence

v8.0（推荐），v7.3 或更高版本
HCP G 系列，HCP VM
v1.3 或更高版本
每个 Hitachi Content Monitor 实例需要 4 核许可证
64 位 Linux 版本
Docker 1.13.1 或更高版本

配置*
最低
（每秒约 1200 个 HCP
事件）
推荐（每秒约 3200 个
HCP 事件）
Content Monitor 实例



租户的存储：每个租户使用的
存储分类。



网络 I/O：后端和前端网络的数据
传输速率。




磁盘 I/O：磁盘 I/O 速率。
CPU I/O 等待时间：CPU I/O
等待时间百分比。



CPU 利用率：CPU 利用率
百分比。



磁盘利用率：磁盘利用率百
分比。
HTTP 连接：HTTP 连接数量.
对象：系统中的对象数量。
主存储：使用的主存储。
延时：平均延时、中值延时、最

要求







Content Monitor 实例的要求

CPU: 8 核

RAM: 32 GB

磁盘：600
GB

CPU: 24 核

RAM: 64 GB

磁盘：2 TB
通过添加实例扩展整体系统性能。参见下面的例






小延时和最大延时。


操作/秒：每秒操作数量。

高可
用性



吞吐率：平均吞吐率、中值吞吐
率、最小吞吐率和最大吞吐率。



操作大小：总体、平均和中值
操作的大小。

子。
一般规模配置举例**

租户的对象：每个租户的对象
分类。

监控…

1 个 Content Monitor 实例

8 个 HCP 节点，20 亿个事件保存 30 天

否

2 个 Content Monitor 实例

8 个 HCP 节点，40 亿个事件保存 30 天

否

4 个 Content Monitor 实例

16 个 HCP 节点，80 亿个事件保存 30 天

是

8 个 Content Monitor 实例

24 个 HCP 节点，160 亿个事件保存 30 天

是

*关于更详细的规模配置要求，请参阅《安装指南》。
**一般规模配置举例基于每个 HCP 节点每秒处理 75 个事件的典型操作行为。Hitachi Content Monitor 的要求由不
同的 HCP 行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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