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第三平台的挑战

第三平台主导的时代已经来临，它涉及数十亿社交媒体交互、移动应用程序用户

和物联网设备，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大数据的积累。这也形成了关系数据库无法

解决的技术难题。为了对这些大数据进行分析并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开发人员正

在 Couchbase NoSQL 平台上构建可大规模扩展的分布式三层云应用程序。这

些应用程序在日常运营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为它们在零售、电信、媒体、娱

乐、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能源等各个行业不断改善客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

初始部署的局限

尽管 NoSQL 概念验证和初始部署在计算和存储需求方面规模一般都较小，但这种

部署在存储容量和性能以及对整个企业的可见性和重要性方面正不断提高。

通常，初始部署依靠使用服务器中的内部驱动器以及基于网络的复制来提供冗余

层，但这种架构在进行扩展以满足更多需求时明显存在诸多不足：

• 存储管理变得复杂而且缺乏灵活性。

• 在发生故障时，可靠性和性能会严重影响日常运营。

• 处理能力和存储无法独立扩展以满足业务需求。

• 网络成本和复杂性因复制和故障重新分布模式而上升。

解决方案

全闪存 E2800 和 EF560 存储解决方案将强大的全功能存储管理软件、无懈可击的

阵列机箱和最新固态磁盘创新集于一身，可提供卓越的技术和业务价值。这些存

储系统在可靠性方面创造了 99.999% 甚至更高的骄人纪录，而且处理各种不同工

作负载均有不俗表现。

NetApp EF560 提供亚毫秒级访问延迟和高达 82.5 万次 IOPS。它可以扩展到 
384 TB 并实现 12 GBps 的吞吐量。此外，由于实施了动态磁盘池 (Dynamic Disk 
Pool, DDP)，即使发生磁盘故障，对卓越性能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这同时也意味

着，您的 Couchbase 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可以更快地从磁盘故障中恢复。

主要优势

• 通过卓越的可用性最大限度地延长 
Couchbase 集群的正常运行时间

• 在数据重建期间实现更高的性能

• 整合整个环境的存储管理

• 通过减小 vBucket 复制因子节省存储

容量

• 轻松简便地创建、删除和扩展卷及卷组

• 对数据进行加密而不影响性能

• 借助世界一流的 NetApp® AutoSupport® 
让自己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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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架构部署备用方案

为了满足高性能和低容量的 NoSQL 需求，可以将全闪存 
E2800 和 EF560 解决方案部署为光纤通道 SAN（图 1）。或

者，为了满足更大的容量需求，可以使用多高速直连横向扩

展架构部署这两种解决方案（图 2）。

由于全闪存 E2800 和 EF560 具有高可用性的特点，因此它

们在减少复制需求的同时，仍可以为 Couchbase 集群提供

最长正常运行时间，让最终用户获得极致体验。采用卓越的 
DDP 技术，即使无法完全消除环境中因磁盘故障或添加容量

而重新平衡导致的性能降级，但也可以显著减轻其影响。

存储管理因采用集中式用户界面而实现简化，因此可以轻松

创建并立即配置新卷、卷组或 DDP 供 Couchbase 集群服务

器使用。此外，为了根据需要为 Couchbase 环境提供更多

容量和（或）性能，可以动态增加现有卷、卷组和 DDP 的
大小。存储管理简化意味着可以为管理员减少耗时的重复性

任务，将节省下来的时间更多地用于整体运营。 

对于要求苛刻的  Couchbase NoSQL 工作负载来说，

NetApp 全闪存 E2800 和 EF560 相对于内部驱动器具有显著

的优势，其中包括无与伦比的存储管理功能、出色的一致性

能、99.999% 的可靠性、高可用性和低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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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适用于 Couchbase 的 NetApp EF560 部署为光纤通道 SAN 存储。



关于 NetApp 
全球众多知名企业均依靠 NetApp 提供的软件、系统及服务

来管理和存储数据。NetApp 凭借优秀的团队协作、丰富的

专业知识，以及倾力帮助客户不断开创未来的精神，赢得了

客户的青睐。

www.netapp.com/cn/

关于 Couchbase
Couchbase 提供全球性能最高的 NoSQL 分布式数据库

平台。全球各地的开发人员均使用 Couchbase 平台构建

企业 Web 应用程序、移动应用程序和物联网应用程序，

以实现对海量数据卷的实时支持。Couchbase 平台包括 
Couchbase、Couchbase Lite（首个移动 NoSQL 数据库）

和 Couchbase Sync Gateway。Couchbase 专为全球部署

设计，可配置跨数据中心复制，以便更灵活地存储数据，提

高数据的可用性。所有 Couchbase 产品均为开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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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适用于 Couchbase 的 NetApp EF560 部署为直连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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