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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为大规模系统实施可靠的事务处理超出许多软件开发人员的能力。但是，商用关系数据库
管理系统 (RDBMS) 产品使开发人员可以创建他们以其他方式无法创建的许多应用程序。尽
管使用 RDBMS 解决了许多软件开发问题，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 — 如何在软件
开发和测试生命周期内确保 RDBMS 与应用程序之间的代码和数据一致性。  

在过去，容器化应用程序和数据库服务（例如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之间的集成具有挑战
性。软件开发人员通常必须等待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来创建生产副本，而他们在生产数据
库系统中忙于故障处理。这种延迟导致敏捷开发过程出现中断。 

容器技术使开发团队能够快速调配隔离的应用程序，而不会出现传统的复杂性。对于许多
公司来说，要提高工作效率和缩短实现价值的时间，容器的使用从专注于软件开发的部门
开始。这一过程通常始于为基于微服务体系结构的应用程序安装、实施和使用容器。  

解决方案概览 

此解决方案展示了如何使用容器中的 Oracle 数据库、Kubernetes 和 Dell EMC PowerFlex 

系列（以前称为 Dell EMC VxFlex 系列）的容器存储接口 (CSI) 驱动程序来转变开发过
程。利用编排和自动化，开发人员可以自行调配 Oracle 数据库，从而提高灵活性和工作效
率，同时在为开发和测试环境创建生产副本时节省大量时间。 

我们专注于软件开发和测试应用场景，因为许多分析师一致认为，这个市场是在 Docker 容
器中使用 Oracle 数据库来解决重大业务难题的唾手可得的机会。对于采用 Oracle 的应用
程序，目前的开发方法包括各种平台和工具。该过程过于复杂，容易造成进度延误和成本
超支。对 IT 专业人员有优势并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更加混杂和熟悉环境的任何路径都可能
会获得大量采用，并且阻力更小或风险更低。 

文档用途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将详述 Oracle 数据库生态系统中提供的信息。我们提供两个应用场
景，突显在 Docker 容器中运行 Oracle 数据库所获得的开发和测试好处。此外，我们还探
讨了 Oracle 数据库、Docker 容器、CSI 规范的 Kubernetes 实现以及 Dell Technologies 

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汇。使用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通过 PowerFlex 存储
从 Kubernetes 实现全面的自动化和编排。借助 CSI 驱动程序，客户可以使用 Kubernetes 

自动执行 PowerFlex 的存储资源调配，从而提高管理效率。我们提供的应用场景旨在展示
开发人员和其他人如何通过 PowerFlex 系列存储产品轻松地在 Docker 容器中使用 

Oracle。  

受众 

本白皮书面向希望了解在开发和测试环境的 Docker 容器中实施 Oracle 可带来哪些好处的 

IT 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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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重视您的反馈 

Dell Technologies 和本文档的作者欢迎您提供有关解决方案和解决方案文档的反馈。通过
电子邮件与 Dell Technologies 解决方案团队联系，或者通过完成我们的文档调查提供您的
意见。  

作者：Indranil Chakrabarti 

参与者：Anurag A C、Ramamohan Reddy K、Phani MV、Robert Percy、Reed Tucker 

注意：有关此解决方案的附加文档的链接，请参阅适用于 Oracle 的 Dell Technologies 解决方案信

息中心。 

mailto:EMC.Solution.Feedback@emc.com?subject=《Docker%20上的%20Oracle%20容器》白皮书%20H18132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SolutionsSurveyExt
https://infohub.delltechnologies.com/t/oracle/
https://infohub.delltechnologies.com/t/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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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简介 

我们的应用场景展示了在 Dell EMC 平台上托管的应用程序开发和测试环境中使用 Oracle 

容器的优势。这两个应用场景的测试环境包括四台 Dell EMC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它
们是 Dell EMC VxFlex 就绪型节点的组成部分），还包括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它托管在我们的 Dell EMC 实验室。有关解决方案配置的体系结构图和详细信
息，请参阅附录 A：解决方案体系结构和组件规格。 

这些应用场景展示了 Docker、Kubernetes 和 CSI Driver for PowerFlex 如何加快应用程序
开发生命周期。借助此解决方案，开发人员可以在容器中调配 Oracle 数据库，而不会出现
与安装数据库和调配存储有关的复杂性。 

容器是一个轻量级、独立、可执行的软件包，包括运行应用程序所需的一切：代码、运行
时、系统工具、系统库和设置。容器将软件与其环境隔离开来，并且不管开发和暂存之间
有任何差异，都能确保一致地工作。容器共享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内核，不需要每个应用程
序使用一个操作系统，从而提高了服务器效率并降低了服务器和许可成本。 

下图概述了 Docker 容器的一些典型应用场景： 

 

 

图 1. Docker 容器 — 应用场景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software-defined/vxflex-ready-nodes.htm#scroll=of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software-defined/vxflex-ready-nodes.htm#scroll=off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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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平台和组件 

下表列出了为此解决方案中描述的两个应用场景构建虚拟化容器基础架构所需的组件： 

表1. VxFlex 就绪型节点的组件规格 

组件 详细信息 

计算主机 

 

4 台 Dell EMC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 

处理器 2 个英特尔至强 Platinum 8268 CPU @ 2.70 GHz 

24/48 个核心 — 96 个逻辑处理器 (HT) 

内存 DRAM：384 GB 

存储 6 个 1788.5 GB SSD 

网络 服务器 1：10.230.79.120 

服务器 2：10.230.79.122 

服务器 3：10.230.79.124 

服务器 4：10.230.79.126  

虚拟机（来宾） 服务器 1：PowerFlex，SDS 

服务器 2：PowerFlex，SDS 

服务器 3：PowerFlex，SDS 

服务器 4：PowerFlex，SDS 

虚拟机管理程序 ESXi 6.7  

 

下表列出了软件组件： 

表2. 软件组件 

名称  版本/产品 

HCI PowerFlex 3.0.x 

VMware vCenter 6.7 

操作系统 Oracle Linux 7.6 

Docker 19.03.2 

Kubernetes 1.14.9 

Oracle Oracle 12c，19c 

CNI 插件程序 Flannel/Calico 

CSI 插件程序 PowerFlex CSI 插件程序，版本 1.0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software-defined/vxflex-ready-nodes.htm#scroll=of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solutions/software-defined/vxflex-ready-nodes.htm#scroll=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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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PowerFlex 建议： 

• 保护域中需要至少四台物理服务器。 

• 在专用的 Storage Virtual Machine (SVM) 上安装 Meta Data Manager (MDM) 和 

Storage Data Server (SDS) 组件；Storage Data Client (SDC) 直接安装在 ESXi 主
机上。  

下表定义了本白皮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 

表3. 术语和定义 

术语 描述 

容器 一种软件定义的虚拟化形式，将应用程序及其依赖项打包在一起。Docker 是

一种广泛使用的容器格式，基于 Linux 容器技术。由于 Docker 容器是公认

的标准，许多预构建的容器映像可在支持 Docker 格式的系统上部署。 

Kubernetes 

群集 
开源容器编排系统的一个高可用性实例，可自动执行应用程序部署、扩展

和管理。Kubernetes 群集的一些可能的抽象层是应用程序、数据平面、控

制平面、群集基础架构和群集操作。Kubernetes 群集包括一组称为节点的

计算机。 

Kubernetes 

群集节点 
运行容器化应用程序的物理机或虚拟机 (VM)。Kubernetes 群集可以由物理

机和虚拟机节点混合组成。群集的一个节点指定为主节点，用于控制群集。

其余节点为工作节点。Kubernetes 主节点负责在工作节点之间分配工作以及

监测群集的运行状况。 

Kubernetes 
pod 

保证安置在同一个工作节点并可共享资源的一个或多个容器。Kubernetes 的

基本调度单元和最小部署单元是一个 pod。Kubernetes pod 在群集中分配唯

一的 IP 地址，使 pod 中的应用程序使用端口时不会出现冲突风险。

Kubernetes 主节点会自动将 pod 分配给群集中的节点。 

 

有关这些和其他 PowerFlex 网络元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DELL EMC PowerFlex 网络最佳
实践和设计注意事项白皮书。 

下表列出了 Docker 容器中的 Oracle 应用场景体系结构的 VMware 组件： 

表4. Docker 容器中的 Oracle 应用场景体系结构的 VMware 组件 

VMware 组件 版本 

vCPU/VM 32 

内存/虚拟机 320 GB 

操作系统 Oracle Linux 7.6 

Docker 19.03.2 

Kubernetes 1.14.9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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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1 概览 

在第一个应用场景中，我们按照许多公司开始使用容器的方式行事 — 安装 Docker 并建立
一个正常运转的开发环境。我们的目标是在容器中快速调配 Oracle 数据库，然后使用 

VxFlex 就绪型节点连接示例数据库模式的副本。通过在容器中运行的 Oracle 12c 和 19c 数
据库，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 Oracle SQL Developer Web 界面访问数据库，从而模拟典型
的企业 Web 应用程序。然后，我们移除容器并清理环境，以便为下一次冲刺腾出资源。 

应用场景 2 概览 

第二个应用场景继续容器化应用程序之旅，为 Kubernetes 使用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为开发和测试环境实现更大程度的自动化和易管理性。我们从手动调配存储转
变为自动资源调配。使用 Kubernetes，我们的开发人员可从本地私有注册表控制和调配 

Oracle 数据库和容器，以及从 Dell EMC PowerFlex 存储系统控制和调配数据库存储。从 

Github 站点提取 Oracle 数据库模式应用程序后，开发人员使用 Kubernetes 为数据库的持
久卷容器 (PVC) 创建快照，从而保护数据库代码和数据的更新状态。经过一轮破坏性测试
之后，开发人员使用 Kubernetes 和快照 PVC 将数据库恢复为保留状态。技术文档工程师
提供修改后的数据库以记录代码更改，而开发人员移除容器并清理环境。 

应用场景比较摘要 

下表提供了两种应用场景的简要比较： 

表5. 应用场景比较  

行动 应用场景 1：仅 Docker 
应用场景 2：Kubernetes 和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调配容器 手动，使用脚本 自助服务（全面自动化） 

从 Github 调配 Oracle 模式应用程序。 存储和操作系统管理员任务 

移除容器和持久存储 手动，使用脚本 

 

 

https://github.com/oracle/db-sample-schemas.git
https://github.com/oracle/db-sample-schemas.git
https://github.com/oracle/db-sample-schemas.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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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容器的虚拟化 

支持在虚拟硬件上运行软件应用程序的两种主要方法为：  

• 使用虚拟机 (VM) 和虚拟机管理程序  

• 使用基于容器的虚拟化 — 也称为操作系统虚拟化或容器化  

更陈旧、更普适的虚拟化方法，最早由 Burroughs Corporation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发，
该方法使用虚拟机和虚拟机管理程序。随着 IBM 大型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商业
化，这个方法得以复制。IBM VM/CMS、VMware ESXi 和 Microsoft Hyper-v 等平台使用的
主要虚拟化方法从一个虚拟机管理程序层开始，该层对计算机物理组件进行抽象化。此抽
象实现了由多台虚拟机（每台虚拟机运行一个来宾操作系统）共享组件。最近的开发都是
基于容器的虚拟化，使用单个主机操作系统支持作为虚拟应用程序运行的多个进程。 

下图对比了基于虚拟机的虚拟化和基于容器的虚拟化。在基于容器的虚拟化中，来宾操作
系统组件和任何独立软件应用程序的组合构成了在主机服务器上运行的容器，如 App 1、
App 2 和 App 3 框所示。  

 

图 2. 主要虚拟化方法 

开发这两种类型的虚拟化都是为了提高计算机硬件投资的效率，以便并行支持多个用户和
应用程序。通过简化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容器化进一步提高 IT 运营的工作效率。应用程
序开发人员通常在其程序运行的服务器环境之外工作。为了更大限度减少库版本、依赖项
和配置设置的冲突，开发人员必须多次重新创建生产环境以进行开发、测试和试生产集
成。IT 专业人员发现，由于核心操作系统可以独立于应用程序容器进行配置，因此更易于
在多个环境中一致地部署容器。 

Docker 容器 

Docker 生态系统由容器运行时环境和用于定义和构建应用程序容器的工具组成。它还可以
管理运行时环境与主机操作系统之间的交互。 

共有两个 Docker 运行时环境 — 社区版和企业版。社区版是免费的，提供尽力而为的社区
支持。在我们的应用场景测试中，我们使用的是企业版，因为它更适合在生产环境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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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情况下使用。企业版需要根据环境中的核心数量购买许可证。组织可能拥有已获许可
和未经许可的 Docker 运行时，并且必须实施安全措施，从而确保在支持至关重要的环境中
部署了正确的版本。  

Docker 注册表支持用于在中央存储库存储和交付 Docker 映像的技术。注册表可以是公有
的，例如 Docker Hub，也可以是私有的。Docker 用户通过从 Docker Hub 下载压缩映像来
安装本地注册表。压缩映像包含特定于来宾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所有必需容器组件。根
据互联网连接速度和可用性，本地注册表可以减轻与使用公有注册表相关的许多挑战，例
如在映像下载时出现的高延迟。Docker Hub 提供了选项，让用户可以将私有映像上传到公
有注册表。但是，本地私有注册表可以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更低的部署延迟。  

私有注册表可以驻留在云或本地数据中心。在确定将私有注册表安置在何处时，调配速度
和调配频率是要考虑的两个因素。在数据中心内托管的私有注册表可以受益于局域网的速
度和可靠性，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快速调配映像。对于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实
施了本地私有注册表，以实现快速调配，而不会像在云中托管那样带来复杂性和成本。 

利用容器实现虚拟化的好处 

对于已为 VMware 虚拟化实现标准化的数据中心架构师，面临的一个逻辑问题是，在虚拟
机上托管容器是否可以获得好处。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 在 VMware vSphere 虚拟机上托
管容器可提高安全性和增强隔离，并支持在一台服务器上使用多个主机操作系统。 

我们用于此测试的 VxFlex 就绪型节点基础架构托管了两个并行项目。这些项目在相同的软
件定义的存储上运行，但需要彼此隔离。在我们的测试中，我们实施了 VMware vSphere 

虚拟机安全性，以防止各自项目团队以外的任何人意外地访问资源。 

为容器使用虚拟机虚拟化的另一个主要好处是能够在同一台服务器上使用多个主机操作系
统。使用一个主机操作系统的裸机实施将迫使两个项目使用相同的堆栈：操作系统、
Docker、Kubernetes 和 PowerFlex CSI 插件程序。或者，这些项目将使用单独的物理服务
器来隔离不同的容器软件堆栈。 

在我们的项目中使用 VMware 为我们带来了隔离和整合好处，可以在同一 VxFlex 就绪型节
点基础架构的虚拟机内运行多个容器堆栈。此项目未包括性能测试，但为任何生产系统测
试性能（包括虚拟化容器基础架构）是必不可少的。虚拟化为应用程序堆栈添加了另外一
层。必须对容器和虚拟机进行优化以获得更好的性能。例如，虚拟机配置（vCPU、vMem 

和存储）必须符合容器化应用程序的性能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VMware 文档网站
中的《Best Practices for Storage Container Provisioning》。 

请注意，此解决方案适用于本节中介绍的没有 VMware 虚拟化层/环境的裸机。  

Kubernetes 

现代应用程序（主要是与其依赖项和配置捆绑在一起的微服务）越来越多地使用容器技术
来构建。Kubernetes（也称为 K8s）是一个开源平台，可大规模部署和管理容器化应用程
序。2014 年，Google 对 Kubernetes 容器编排系统开放了源代码。 

 

 

https://hub.docker.com/search?q=restsql&type=image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docs.vmware.com/en/VMware-vSphere/6.5/com.vmware.vsphere.storage.doc/GUID-5241FE91-B275-4315-8870-0A989779B5B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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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 Kubernetes 体系结构： 

 

 

图 3. Kubernetes 体系结构 

有关 Kubernetes 组件和概念的附加信息，请参阅《Kubernetes Components》。 

Kubernetes 大规模容器编排功能包括： 

• 自动扩展、复制和回收容器 

• 容器内通信，例如 IP 共享 

• 用于创建和管理多个容器的单个实体（一个 pod） 

• 容器资源使用情况和性能分析代理、容器顾问 (cAdvisor)。cAdvisor 使容器用户可以
了解正在运行的容器的资源使用情况和性能特征。它是一个守护程序，用于收集、聚
合、处理和导出有关正在运行的容器的信息。 

• 网络可插拔体系结构 

• 负载平衡 

• 运行状况检查服务 

在应用场景 2 的模拟开发和测试场景中，我们使用 Kubernetes 容器编排系统在一个 pod 

中部署两个 Docker 容器。  

 

Kubernetes 群集包含至少一台群集主计算机和多台称为节点的工作计算机。这些主计算机
和节点计算机运行 Kubernetes 编排系统。群集是 Kubernetes 对象（包括容器化 Oracle 数
据库应用程序）的基础，所有这些对象都在群集内运行（图 12）。Kubernetes 群集有以下
组件： 

• 负载平衡器 — 在专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虚拟机（以及 Docker 注册表）上运
行一台 NGINX 负载平衡器，为虚拟机启用 VMware 容错 (VMware FT)。 

• 本地 Docker 注册表 — 为简便起见，在负载平衡器虚拟机上部署一个 Docker 注册
表容器。要获得更好的控制和安全性，请在其自己的专用虚拟机或使用 HA 配置的虚
拟机上部署本地 Docker 注册表。 

• Kubernetes 主节点 — 如果出现故障，一个专用 Oracl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虚拟机为 Kubernetes 主节点提供高可用性。在主节点上部署 etcd。您也可以在自己
的专用虚拟机中部署独立的 etcd 群集节点。图 12描绘了体系结构。 

Kubernetes 群集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overview/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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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ernetes 工作节点 — 一个专用 Oracle Linux 虚拟机用作工作负载驱动程序节
点。我们将数据库和客户数据群集 pod 放在这些虚拟机上。图 10描绘了细节。 

 

Kubernetes CSI 插件程序实施容器存储接口协议，它使 Kubernetes 群集中的容器化应用
程序能够使用块存储。为了解决持久存储的难题，PowerFlex 提供了独特的 CSI 插件程
序。使用 PowerFlex 的 CSI 插件程序，我们的客户可在本地为基于容器的应用程序提供持
久存储，实现开发和生产规模。 

Kubernetes CSI 规范作为标准开发，通过编排层将任意数据块和文件存储系统公开为容器
化工作负载。Kubernetes 以前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卷插件程序，它是核心 Kubernetes 代码
的一部分，与核心 Kubernetes 二进制文件一起发送。然而，在采用 CSI 之前，当代码为
“入树”时，向 Kubernetes 添加对新卷插件程序的支持很有挑战性。如果供应商希望在 

Kubernetes 中添加对其存储系统的支持，或甚至希望修复现有卷插件程序中的问题，他们
将不得不与 Kubernetes 发布流程保持一致。此外，第三方存储代码还会在核心 

Kubernetes 二进制文件中引起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Kubernetes 维护人员通常难以（或有
时候根本无法）测试和维护代码。  

CSI 规范的采用使 Kubernetes 卷层真正具有可扩展性。第三方存储提供商可以借助 CSI 编
写和部署插件程序，以便在 Kubernetes 中公开新的存储系统，而无需触及核心 

Kubernetes 代码。此功能为 Kubernetes 用户提供了更多存储选项，使系统更加安全和可
靠。我们的应用场景 2 使用 Dell EMC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来展示 

Kubernetes 存储自动化的优势，从而突出了这些好处。 

 

图 4. 采用 CSI 驱动程序的 PowerFlex 和 Kubernetes 体系结构 

 

PowerFlex CSI 驱动程序使客户可以在使用 Kubernetes 时自动执行存储活动。功能包括： 

• 持久卷 (PV) 操作 — 从快照创建、列示、删除和创建 

• 动态卷调配 — 按需创建持久卷，无需任何手动步骤 

• 快照功能 — 创建、删除和列示 

Kubernetes 容器
存储接口规范 

利用 Dell EMC 

PowerFlex CSI 

驱动程序实现 

Kubernetes 自
动化 

https://kubernetes-csi.github.io/docs/introduction.html
https://kubernetes-csi.github.io/docs/introduction.html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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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前缀支持 LUN 识别。对于持久卷，CSI 插件程序在工作节点上同时支持 ext4 和 xfs 文件
系统。GitHub dell/csi-vxflexos 页面提供了适用于最新 PowerFlex CSI 驱动程序的安装详细
信息和下载链接。您还可以从 GitHub 下载驱动程序产品指南。  

注意：Dell Technologies 还在 GitHub 上为以下系统提供 CSI 驱动程序： 

• Dell EMC XtremIO  

• Dell EMC PowerScale  

• Dell EMC PowerMax 

• Dell EMC Unity 

 

Kubernetes 是一个开源容器编排系统。Dell Technologies 是云原生计算基金会 (CNCF) 的
白金会员，它支持持续 Kubernetes 开发。VMware、Red Hat 和 Canonical 等公司基于通
用开源版本制作了他们自己的受支持 Kubernetes 版本。在本白皮书介绍的应用场景中，我
们使用开源 Kubernetes，因为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从而涵盖更多设计。例如，支持的
主要平台包括大部分 Linux 版本和云（例如，Google GCP、Amazon AWS 和 Microsoft 

Azure）。开源 Kubernetes 可免费获得支持，由 Kubernetes 社区提供支持；但是，需要
企业级支持的客户必须寻找其他版本。 

由 VMware 和 Pivotal 联合开发的 VMware Enterprise PKS 是 Kubernetes 的企业级实施，
具备深度 NSX-T 集成和内置私有注册表。VMware 和 Pivotal 承诺支持上游 Kubernetes，
所以客户可以在新 Kubernetes 版本发布后的几周内获得新版本的 PKS。对于已在 VMware 

vSphere 上进行了标准化的客户，PKS 是该平台的自然延伸。 

Red Hat OpenShift 是一个平台，用于管理本地数据中心和云（例如，Azure Red Hat 

OpenShift）中的容器。Red Hat OpenShift 是 CNCF 认证的 Kubernetes 计划的一部分，
可确保兼容您的容器工作负载。OpenShift 易于安装、注重安全性和提供企业级支持，很多
公司选择使用它。适用于 Red Hat OpenShift 容器平台的 Dell Technologies 解决方案信息
中心提供了一个文档库，其中包括相关技术指南和白皮书。 

Canonical 提供了一个纯粹的上行 Kubernetes 平台，用于在各种云（包括所有主要公有
云）中，以及在裸机和虚拟化基础架构的私有数据中心内管理容器。Canonical 还在用于公
有云、VMware、OpenStack 和裸机的 Ubuntu 上为 Kubernetes 提供企业级支持。 

Kubernetes 存储类 

在本白皮书中介绍的任一个应用场景中，我们都不会直接使用 Kubernetes 存储类；但 

Kubernetes 存储类与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插件程序密切相关。PowerFlex 

为 Kubernetes 使用与容器存储接口 (CSI) 兼容的驱动程序，为块存储集成提供广泛的功
能。使用存储类时，持久应用程序可直接为任何持久卷要求动态调配 PowerFlex 卷。
Kubernetes 为管理员提供了一个选项，用于描述不同级别的存储功能，并通过服务质量 

(QoS) 级别、备份策略或其他特定于存储的服务来区分它们。Kubernetes 与这些类表示无
关。在其他管理系统中，这个概念有时被称为存储配置文件。PowerFlex 具备独特特性，
使其成为有状态应用程序的 Kubernetes 的很好补充。动态卷调配期间需要存储类对象，但
我们在应用场景中执行的是静态卷调配，下面的几个小节会讨论这一点。 

在安装过程中，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在 Kubernetes 中创建三个存储类。预
先定义了 PowerFlex 类，可以从 Kubernetes 控制面板查看。用户可以使用这些存储类来
指定要为阵列上创建的持久存储提供的带宽量。 

Kubernetes 实施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infohub.delltechnologies.com/t/red-hat-openshift-container-platform/
https://infohub.delltechnologies.com/t/red-hat-openshift-container-platform/
https://www.dell.com/community/Containers/FAQ-CSI-Driver-for-VxFlexOS/td-p/7285716
https://www.dell.com/community/Containers/FAQ-CSI-Driver-for-VxFlexOS/td-p/7285716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storage/dynamic-provisioning/
https://cloud.ibm.com/docs/containers?topic=containers-kube_concepts#static_provisioning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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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义性能限制，使用 PowerFlex 预定义的存储类高效地扩展环境。例如，一个存储类

仅包含 100 个容器，从而限制了容器化应用程序，因此它们的消耗不超过为其分配的带

宽。此类限制有助于在整个环境中保持更可靠的存储性能。  

使用基于 QoS 的存储类可以帮助使容器化应用程序消耗的资源和存储带宽的总量保持平

衡。如果场景中所需的存储类必须比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创建的存储类更

可自定义，则可以在 Kubernetes 中配置 PowerFlex 存储系统 QoS。在创建自定义 QoS 策

略时，您可以定义每 GB 的最大带宽，或最大 IOPS。您还可以定义一个突发百分比，在带

宽量或 IOPS 高于最大限制时容器可使用这个百分比的带宽来临时提升性能。  

使用预定义存储类和自定义 QoS 策略的好处包括： 

• 为关键应用程序提供保证服务 

• 对非生产容器设置性能限制，消除“noisy neighbor”问题 

Linux 上的 Oracle 和 Docker 容器 

在 2017 年 4 月的 DockerCon US 活动中，Oracle 宣布，Docker Store 将开始提供 Oracle 

12c 数据库软件应用程序以及其他 Oracle 产品，Docker Store 是 dev-ops 开发人员的标

准。Dev-ops 开发人员在 Docker Store 下载映像已超过 40 亿次，他们越来越多地将 

Docker Store 视为高质量精选内容的权威来源。使用容器化 Oracle 数据库的另一个好处

是，管理员、开发人员和客户无需担心修补和升级其 Oracle 数据库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利

用 Docker 容器轻松部署与所有运行时依赖项打包在一起的应用程序。其基本目标是构建功

能，从而打造基于微服务的容器应用程序，无需更改代码或基础架构。这种方法实现了数

据中心之间的可移植性且无需更改传统应用程序，敏捷地处理传统应用程序以加快部署。  

最后，在这些容器化应用程序的规模达到数千个时部署它们超出了人类的能力。在此任务

中，Kubernetes pod（一组容器）有助于开源容器编排。未来，Oracle Docker 容器可能会

运行微服务，而 Kubernetes 将用于容器编排。此外，在 Docker 容器内运行的微服务将使

用消息传送服务与 Oracle 数据库进行通信。 

本白皮书专门论述适用于 Oracle Linux 的 Oracle 容器。我们建议您向 Dell Technologies 

核实，确保在您的 Kubernetes 环境中使用最新的已认证 CSI 插件程序。 

下图显示了一个采用 Docker 和 Kubernetes 的典型融合 Oracle 数据库体系结构：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U9rfdz-9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U9rfdz-9Q
https://hub.docker.com/_/oracle-database-enterprise-edi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acle_Linux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www.red-gate.com/simple-talk/sql/oracle/getting-started-with-oracle-database-12c-multitenant-architecture/
https://www.red-gate.com/simple-talk/sql/oracle/getting-started-with-oracle-database-12c-multitenant-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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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采用 Docker 和 Kubernetes 的 Oracle 数据库体系结构 

 

Docker 卷可以定义要由 Docker 容器管理的存储。在 Docker 目录结构下（例如，
/var/lib/docker/volumes）维护存储，并可以从 Docker CLI 或通过 Docker API 进行管理。
Docker 引擎管理卷，与主机的直接访问隔离开来，如下图所示： 

 

图 6. Docker 卷 

Docker 数据卷的优势包括： 

• 卷在 Linux 和 Windows 容器中运行。  

• 可以在各个容器之间安全地共享卷。  

• 任何容器都可以将内容预填充到新卷中。  

Docker 卷（在容
器存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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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好处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Docker 文档中的卷。对于此解决方案，Linux 管理员为应用
场景 1 使用了 Docker 数据卷，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说明。 

 

在应用场景 1 中，Linux 管理员还可以使用 Linux 绑定装载将 Oracle 数据库容器连接到已
为服务器调配的 PowerFlex 存储。Docker 指南指出绑定装载速度很快，使得此方法非常适
合用于将存储连接到容器。如下图所示，绑定装载可以位于主机操作系统的任何位置，并
且不由 Docker 进行管理： 

 

图 7. Linux 绑定装载 

Linux 绑定装载
（在主机存储中） 

https://docs.docker.com/storage/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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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ge 系列服务器 

Dell EMC PowerEdge 系列服务器为高价值数据管理和分析工作负载提供可扩展的业务体
系结构、智能自动化和集成安全性。基于开放式标准 x86 技术的 PowerEdge 机架、塔式和
模块化服务器基础架构产品组合可帮助您快速从数据中心扩展到云。PowerEdge 服务器在
我们的所有产品选项中提供相同的用户体验和集成管理体验；因此，您有一套操作手册，
可用于修补、管理、更新、刷新和淘汰您的所有资产。 

R640 服务器为 1U 外形规格，可容纳多达两个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每个处理器配备
多达 28 个计算核心。它支持 Linux 常用的企业部署版本 — Canonical Ubuntu、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和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R640 服务器支持一系列内存配置，以
满足要求严苛的数据库和分析工作负载。它包括 24 个插槽，适用于寄存式 ECC DDR4 低
负载 DIMMS (LRDIMM)，其速度高达 2933 MT/s，并且可扩展内存高达 3 TB。板载存储可
配置为： 

• 前置驱动器托架，最多可容纳 10 个 2.5 英寸硬盘 SAS/SATA SSD，最大 76.8 TB  

• 最多 10 个 NVMe 驱动器，最大 64 TB  

• 最高可配 4 个 3.5 英寸硬盘 SAS/SATA 驱动器，最大 56 TB 

对于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选择了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三台 R640 服务器用作 

PowerFlex 控制器节点，四台 R640 服务器用作 PowerFlex 客户节点。总而言之，
PowerEdge R640 是一款 1U 机架式服务器，最多支持： 

• 两个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 24 个 DIMM 插槽，支持高达 1536 GB 内存 

• 两个交流或直流电源装置 

• 10 + 2 SAS、SATA 或近线 SAS 硬盘或 SSD 

有关 Dell Technologies 工程师为应用场景使用的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配置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附录 A解决方案体系结构和组件规格。 

有关 PowerFlex 群集控制器节点设置和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Dell EMC 

PowerFlex：网络最佳实践和设计注意事项》白皮书。 

Dell Technologies 超融合基础架构 — PowerFlex 系列概述 

PowerFlex（以前称为 VxFlex OS）是 PowerFlex 系列的软件基础。它是一个横向扩展、
软件定义的块存储服务，旨在提供灵活性、弹性和简便性，实现可预测的高性能和大规模
抗风险能力。PowerFlex 系列（包括 PowerFlex 设备和 PowerFlex 机架）完全受支持，并
可根据客户规范进行配置。VxFlex 就绪型节点是经过验证的服务器构建块，配置为与 

PowerFlex 一起使用。它们有数千个配置选项，适用于希望自己构建环境的客户。 

客户有多个配置选项 — 从固态硬盘 (SSD) 到更新的存储技术，例如高速非易失性内存 

(NVMe) 或外围组件高速互连 (PCIe) 闪存。借助这些选项，客户可以创建符合其容量和性
能要求的存储层。还可以使用服务质量 (QoS) 设置，这是对存储分层的补充。客户可以使
用 QoS 来定义最大 IOPS、每 GB 最大 IOPS、最大带宽和每 GB 最大带宽。 

https://i.dell.com/sites/csdocuments/Product_Docs/en/poweredge-r640-spec-sheet.pdf
https://i.dell.com/sites/csdocuments/Product_Docs/en/poweredge-r640-spec-sheet.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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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虚拟化软件支持数据压缩，从而节省 SSD 上的宝贵存储空间。默认情况下不会
启用压缩；而必须在创建卷时指定。如果卷不支持压缩，则默认使用精简资源调配。精简资
源调配是一种技术，通过仅分配已使用的空间来保留存储空间，从而更高效地使用存储。 

PowerFlex 机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系统，可为现代数据中心工作负载、IaaS 和 PaaS 云基
础架构计划提供卓越的性能、可靠性、可扩展性、敏捷性和灵活性。该系统搭载 

PowerFlex 软件定义的存储，基于业界卓越的企业级 PowerEdge 服务器。它是一个机架级
超融合系统，附带专有的智能物理基础架构 (IPI) 机柜，并提供集成网络和专用系统管理控
制平面。 

 

图 8. PowerFlex 集成机架的好处 

PowerFlex 集成机架采用模块化设计，使您能够在环境中添加标准化基础架构单元。借助
这种可扩展模式，您可以以较小增量扩展基础架构，帮助消除其他方法所遇到的过量配
置。下图说明了总体 PowerFlex 体系结构： 

 

图 9. PowerFlex 集成机架可扩展性 

整个系统根据经过验证和测试的最佳实践在 Dell Technologies 工厂中构建和配置。除了出
色的性能和可扩展性之外，所有组件均享受一站式支持，并通过适合所有组件（包括软件
和固件）且经过验证的自动版本认证矩阵 (RCM) 实现端到端生命周期管理，客户可以从中
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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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包括三个主要组件：  

• Meta Data Manager (MDM) — MDM 负责管理元数据和核心功能（例如，自动重建
和重新平衡），确保在介质和服务器出现故障时仍能进行数据访问。PowerFlex 群集
有多个 MDM 部署为主、从、备用和仲裁，确保高可用性。在任何时刻，PowerFlex 

群集都有一个主 MDM、一个或两个从 MDM，以及一个或两个仲裁 MDM。或者，群
集可以有最多 10 个备用 MDM。添加这些备用 MDM 时，抗风险能力得到了改善，
而通过三个备用 MDM 和两个仲裁 MDM 可实现 99.9999% 的可用性。 

• Storage Data Client (SDC) — SDC 在服务器的内核中运行，表现得像一个虚拟 

HBA，提供具有高可用性的存储群集连接，并根据应用程序工作负载的要求使用存
储。在运行应用程序工作负载的同一台服务器上安装 SDC，并让操作系统将 

PowerFlex 卷当作本地磁盘。 

• Storage Data Server (SDS) — SDS 是为存储群集提供存储的守护程序。SDC 与 

SDS 直接通信。SDC 从应用程序获取 I/O 请求时，它会检测缓存的元数据映射，并
将请求直接发送到 SDS，SDS 包含请求的数据。对于读取操作，SDC 看到卷元数据
映射，并使用拥有数据的网络将请求发送至 SDS。卷元数据映射为该卷映射 SDS 数
据块。如果 I/O 是写入，则 SDC 会检测卷元数据映射并将写入请求发送到具有可用
块存储的 SDS。SDS 同时将数据的辅助副本写入保护域中的另一个 SDS。另一个 

SDS 成为该数据块的辅助 SDS。写入辅助副本时，主 SDS 向 SDC 发送确认信息，
完成 I/O 请求。  

PowerFlex 有一个高效的分散块 I/O 流，它与分布式、切片卷布局相结合。此设计实现大规
模并行 I/O 系统，最多可以扩展到几百个节点。PowerFlex 提供多个部署选项，将 HCI 和
精心设计的系统的灵活性提升到更高水平。 

 

在 VMware 环境中，PowerFlex SDS 在称为存储虚拟机 (SVM) 的特殊虚拟机中作为 

vSphere 安装套件 (VIB) 来安装。换言之，MDM 和 SDS 组件安装在专用 SVM 上，而 

SDC 直接安装在 ESXi 主机上。存储虚拟机 (SVM) 必须具有管理 IP 地址和数据网络的另
一个地址。数据网络是 SDS 和 SDC 之间（用于读/写）以及 SDS 之间（用于重建和重新
平衡）的流量来源。 

通过存储池定义的 PowerFlex 卷映射到 ESXi 主机，然后可以格式化为 VMFS 数据存储，
也可以用作 RDM 设备。当 SDC 映射到卷时，它会立即获得卷的访问权限，并将其作为标
准块设备在本地公开给应用程序。使用 SVM 执行 DirectPath 设备管理，通过两个数据网
络实现更好的高可用性和性能。 

 

在 PowerFlex GUI 中，您可以执行标准配置和维护活动，并监控存储系统的运行状况和性
能。您可以使用 PowerFlex GUI 来检索总体 PowerFlex 性能指标，并检查各种元素。 

从 PowerFlex GUI 中，选择 Backend > Storage。  

控制面板显示以下性能指标： 

• 总体系统 IOPS 

• 总体系统带宽 

• 读/写统计信息 

• 平均 I/O 大小 

PowerFlex 组件 

VMware 存储虚
拟化 

PowerFlex GU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M-aware_stor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M-aware_storage
https://blogs.vmware.com/vsphere/2011/09/whats-in-a-vib.html
https://blogs.vmware.com/vsphere/2011/09/whats-in-a-vib.html
https://cpsdocs.dellemc.com/bundle/VXF_DEPLOY/page/GUID-58DF3063-7FA5-4DC9-9CB8-53B9B44136F4.html
https://cpsdocs.dellemc.com/bundle/VXF_DEPLOY/page/GUID-58DF3063-7FA5-4DC9-9CB8-53B9B44136F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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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索特定于卷的性能指标（例如，读/写大小、读/写 IOPS 和读/写带宽），请选择 

Frontend > Volumes > Volume Monitor。 

 

PowerFlex Manager 是 PowerFlex 集成机架管理和编排 (M&O) 工具，为资源调配、管
理、监测、警报、生命周期管理和报告提供一个简单的界面。它可以减少为 PowerFlex 集
成机架实施、调配和管理操作所需的耗时、手动操作，从而提高效率。您可以通过自动化
来部署和管理 PowerFlex 集成机架的操作。 

通过使用 PowerFlex Manager，您可以： 

• 快速发现和清点 PowerFlex 集成机架部署中的节点 

• 通过增加或移除节点来扩大或缩小 PowerFlex 集成机架环境 

• 运行符合 IT 运营管理实践的 PowerFlex 集成机架 

• 监测、警报、报告和故障处理技术问题 

• 为双层体系结构提供支持 

• 在服务内添加或删除卷 

• 将配置存储为服务模板，以实现轻松、一致的部署 

PowerFlex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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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1：容器化开发和测试环境的手动资源调配 

应用场景 1 包括在开发和测试环境中运行的 Oracle 12c 和 19c 容器。作为此应用场景的一
部分，我们创建了四台虚拟机： 

• 两台虚拟机分别运行 Oracle 12c 和 19c 容器，每台虚拟机都配备 300 GB 硬盘、2 

个 vCPU 和 20 GB 内存。这些虚拟机命名为 UC1_12C 和 UC1_19C。 

• 第三台虚拟机用于 Oracle SQL Developer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为容器内的 12c 和 

19c Oracle 数据库与外部网络之间提供 GUI 接口。  

• 第四台虚拟机用于存储容器注册表，以便在本地提供 Oracle 数据库映像。下图说明
了应用场景 1 体系结构： 

 

图 10. 应用场景 1 — 体系结构 

在应用场景 1 中，我们按如下所示手动调配上面所述的基于容器的开发和测试环境：  

1. 安装 Docker。 

2. 激活 Docker EE 许可证。  

3. 在 Docker 容器中运行 Oracle 12c 数据库。  

4. 在 Docker 容器中构建和运行 Oracle 19c 数据库。  

5. 将从 GitHub 提取的 Oracle 模式示例导入到 Oracle 12c 和 19c 数据库。  

6. 安装 Oracle SQL Developer 并从容器查询表。 

步骤 1：安装 Docker 

在此步骤中，我们在两台虚拟机（UC1_12C 和 UC1_19C）的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7.6 

上安装 Docker。安装 Docker 之前，请确保： 

• 两台虚拟机上已安装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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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操作系统与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的 Yum 存储库之间有互联网连接  

满足这些先决条件后，请执行以下步骤，安装 Docker 的社区版： 

1. 在 Oracle Linux 7.6 上启用内核 UEKR5。 

[root@docker ~] #yum-config-manager --enable ol7_UEKR5 

2. 启用附加组件。 

[root@docker ~] # yum-config-manager --enable *addons 

3. 使用 Yum 更新存储库。 

[root@docker ~] # yum update 

4. 安装 Docker Engine。 

[root@docker ~] #yum install docker-engine 

5. 启用 docker 服务。 

[root@docker ~] #systemctl enable docker 

6. 启动 docker 服务。 

[root@docker ~] #systemctl start docker 

7. 检查 docker 版本。 

[root@docker ~] #docker version 

步骤 2：激活 Docker 企业版许可证  

要激活 Docker 企业版 (EE) 许可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下载 Docker 许可证密钥 (docker_subscription.lic) 并复制到本地 Docker 

主机。 

2. 激活许可证密钥。 

[root@12c-docker ~] # sudo docker engine activate –license 
docker_subscription.lic 

3. 验证是否已成功应用许可证密钥。 

[root@12c-docker ~] #docker info 

4. 拉取示例“Hello-World”映像以验证 Docker。 

[root@12c-docker ~] #docker pull hello-world 

5. 运行“hello-world”。 

[root@12c-docker ~] #docker run hello-world 

步骤 3：在 Docker 上运行 Oracle 12c 容器  

要从 Oracle 注册表中提取 Oracle 映像，请从 Oracle 容器注册表 (OCR) 运行 Oracle 12c 

容器。  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本地主机上，登录到 Oracle 容器注册表并提供凭据。 

[root@12c-docker ~] # Docker login container-

registry.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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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网页浏览器，登录到 OCR，提供您的 Oracle 支持 ID 和密码，然后选择一个
数据库。 

3. 选择 Oracle 数据库 12.2.0.1 Docker 映像。 

4. 从 OCR 提取 12c Docker 映像。 

注意：创建和管理根据 Docker 文件在本地构建的映像通常需要大量工时，而如果能够从可信来源

访问高质量的容器映像，即可节省大量工时。在尝试部署容器映像之前，请始终检查要求。 

[root@12c-docker ~] # docker pull container-

registry.oracle.com/database/enterprise:12.2.0.1 

5. 显示 Docker 映像。 

[root@12c-docker ~] #docker images 

6. 为了节省带宽，我们建议使用该选项设置私有 Docker 注册表以运行容器。按照以
下步骤设置本地私有注册表： 

a. [root@12c-docker ~] # mkdir -p /opt/registry/data 

b. [root@12c-docker ~] # mkdir -p /var/lib/registry 

c. [root@12c-docker ~] #docker run -d -p 5000:5000 --name 

registry -v /opt/registry/data:/var/lib/registry/ --

restart always registry 

7. 使用本地主机标记 Oracle 12c 映像。 

[root@12c-docker ~] #docker tag container-

registry.oracle.com/database/enterprise:12.2.0.1 

localhost:5000/ora12C 

8. 将 Oracle 12c 映像推送到本地存储库。 

[root@12c-docker ~] # docker push localhost:5000/ora12c 

注意：如果您自定义 Oracle 容器映像，则可以将基础映像和任何自定义保存到本地私有注册表中，

如果需要，还可以为您的业务应用场景提供适当的注释。 

9. 检查本地存储库的内容。  

[root@12c-docker ~] # ls -ll 

/opt/registry/data/docker/registry/v2/repositories/ 

10. 在主机操作系统上，创建名为“test”的 Docker 卷并将其装载到 /home/oracle。
Oracle Linux 管理员还可以使用绑定装载来确保本地持久存储并避免数据丢失。
（将绑定装载添加到服务器的文件系统表 (fstab) 中的文件系统表。）虽然绑定装
载更适合容器环境内的 Oracle 数据库使用，但卷是保留由 Docker 容器生成和使用
的数据的优选机制。换言之，相对于绑定装载，卷有多项优势；Docker 文档中说
明了这些优势。对于应用场景 1，Dell Technologies 使用了 Docker 卷。要创建 

Docker 卷，请运行以下命令： 

a. [root@12c-docker ~] #docker volume create --driver local 

--opt type=none --opt device=/home/oracle/ --opt o=bind 

test 

b. [root@12c-docker ~] #docker volume create -d local -o 

Mountpoint=/home/oracle --name=test 

https://docs.docker.com/storage/bind-mounts/
https://docs.docker.com/storage/volumes/
https://docs.docker.com/storage/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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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创建任何必需的组和用户。要在 Oracle 数据库内实施安全性和访问机制，请创建
组和有效的权限，并将其添加到 Oracle 用户，如下面的步骤中所述。 

a. [root@12c-docker oracle] # groupadd -g 54321 oinstall 

b. [root@12c-docker oracle] # groupadd -g 54322 dba 

c. [root@12c-docker oracle] # useradd -u 54321 -g oinstall 

-G dba oracle 

12. 由于我们在本地主机上的 /home/oracle 目录中托管数据库文件，因此请更改此
目录的权限，避免后续命令出现权限问题： 

a. [root@12c-docker oracle] # chown -R oracle: dba 

/home/oracle 

b. [root@12c-docker oracle] # chmod -R 777 /home/oracle 

13. 使用下面所示的参数在容器内创建 Oracle 数据库： 

[root@12c-docker ~] #docker run -d --name database12c -p 

1521:1521 -p 5500:5500 -e ORACLE_SID=ORCLCDB -e 

ORACLE_PDB=orclpdb1 -e ORACLE_PWD=oracle -v test:/ORCL 

localhost:5000/ora12c 

14. 登录 12c 容器。在此步骤中，我们在容器中执行交互式 bash shell，以便运行在 

Docker 容器内运行的 Oracle 12c 数据库服务。随后，我们将登录到驻留在容器内
的 Oracle 12c 数据库。 

[root@12c-docker ~] # docker exec -it 3804167e17da 

bash[oracle@3804167e17da ~] $ sqlplus "/ as sys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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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在 Docker 中构建和运行 Oracle 19c 容器  

此步骤与步骤 3 类似，不同之处是从 Github 存储库提取 Oracle 19c 数据库映像（与 

Oracle 12c 数据库映像不同）。  

1. 从 GitHub 下载适用于 Oracle 19c 的构建文件（映像）。 

[root@19c-docker ~]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arcelo-

ocha/docker-images.git 

2. 下载 Oracle 19c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并复制到下面所示的位置。 

[root@19c-docker ~] # pwd 

/root/dockerimages/OracleDatabase/SingleInstance/dockerfiles

/19.3.0 

3. 构建 Docker 映像。 

[root@19c-docker ~] #./buildDockerImage.sh -v 19.3.0 -e –I 

4. 将 19c Docker 映像推送到本地私有注册表。 

a. [root@19c-docker ~] # docker run -d -p 5000:5000 --name 

registry -v /opt/registry/data:/var/lib/registry/ --

restart always registry 

b. [root@19c-docker ~] # docker tag oracle/database:19.3.0-

ee localhost:5000/ora19 

c. [root@19c-docker ~] # docker push localhost:5000/ora19 

5. 在主机操作系统上，为了确保持久性，请创建指定的 Docker 卷。 

[root@19c-docker ~] # docker volume create --driver local --

opt type=none --opt device=/home/oracle/ --opt o=bind test 

[root@19c-docker ~] # docker volume create -d local -o 

Mountpoint=/home/oracle --name=test 

6. 创建任何必需的组和用户。 

a. [root@19c-docker oracle] # groupadd -g 54321 oinstall 

b. [root@19c-docker oracle] # groupadd -g 54322 dba 

c. [root@19c-docker oracle] # useradd -u 54321 -g oinstall 

-G dba oracle 

7. 在本地主机上，我们在 /home/oracle 目录中托管数据库文件。要避免后续命令出
现权限问题，请更改此目录的权限。 

a. [root@19c-docker oracle] # chown -R oracle: dba 

/home/oracle 

b. [root@19c-docker oracle] # chmod -R 777 /home/oracle 

8. 运行容器。 

[root@19c-docker ~] #docker run -d --name database19c -p 

1521:1521 -p 5500:5500 -e ORACLE_SID=ORCLCDB -e 

ORACLE_PDB=orclpdb1 -e ORACLE_PWD=oracle -v test:/ORCL 

localhost:5000/ora12c 

https://github.com/oracle/docker-images
https://github.com/oracle/docker-images
https://github.com/oracle/docker-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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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登录 19c 容器。 

[root@19c-docker ~] # docker exec -it d9a40ee6ca10 bash 

[oracle@d9a40ee6ca10 ~] $ sqlplus "/ as sysdba" 

步骤 5：从 GitHub 导入示例模式  

在此步骤中，我们从 Github 位置提取现成的 Oracle 19c 模式存储库，并将其转储到本地卷
中。此存储库包含与 Oracle 数据库企业版一起安装的 Oracle 数据库示例模式的副本。在
存储库中，我们通过运行脚本 @mksample 将 HR 模式导入到 Oracle 19c 数据库中。   

要从 GitHub 提取示例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导入示例模式。 

[root@12c-docker ~]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oracle/db-sample-schemas.git 

2. 将这些示例模式复制到容器可访问的 Docker 卷。 

[root@12c-docker oracle_sample_schema] # cp -R db-sample-

schemas/ /home/oracle/ 

3. 将脚本内的文件夹路径修改为容器内的路径。例如： 

[root@12c-docker db-sample-schemas] # perl -p -i.bak -e 

's#__SUB__CWD__#'/opt/oracle/oradata/db-sample-schemas'#g' 

*.sql */*.sql */*.dat 

4. 在容器中运行脚本“mksample”，以在数据库中创建示例模式。在出现提示时，
为 sys、system 用户和所有其他模式提供凭据。 

sql>alter session set container=ORCLPDB1; 

sql>@mksample 

步骤 6：安装 Oracle SQL Developer 并从容器查询表 

在此步骤中，我们从 Oracle 下载网站下载 Oracle SQL Developer，并将 Oracle SQL 

Developer 安装到第四台虚拟机中，如图 10 所示。Oracle SQL Developer 是一个客户端软
件，可用于连接到任何 Oracle 12c 和 19c 数据库，以便在 Oracle 数据库内执行数据操作。
通过从 Oracle SQL Developer 到 Oracle 数据库运行不同的 SQL 查询（图 11），我们确定 

Oracle 数据库可操作  

要安装 Oracle SQL Developer，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https://www.oracle.com/tools/downloads/sqldev-v192-downloads.html 下载 

Oracle SQL Developer 19.2.1 Downloads for Linux 64 bit rpm with Oracle jdk 

13.0.1。 

2. 安装 Oracle SQL Developer rpm 软件包。 

[root@12c-docker ~ #rpm -ivh sqldeveloper-

19.2.12.247.2212.noarch.rpm 

3. 打开 sqldeveloper。 

[root@12c-docker ~] #sqldeveloper 

https://github.com/oracle/db-sample-schemas
https://github.com/oracle/db-sample-schemas
https://www.oracle.com/tools/downloads/sqldev-v192-downloads.html
https://www.oracle.com/tools/downloads/sqldev-v192-downloads.html
https://www.oracle.com/tools/downloads/sqldev-v192-downloa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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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连接用户：hr 密码服务名称：ORCLPDB1，如下图所示。 

5. 现在，您可以按下图所示对表进行查询： 

 

图 11. 查询表 

应用场景 1 回顾  

我们第一个应用场景的主要优势是，我们使用 Docker 容器，而不是传统的手动安装和配置
方法来构建典型的 Oracle 数据库环境，从而可节省时间。传统的构建过程非常复杂，需要
大量时间和规划。利用 Docker 容器，传统的构建流程转变为自助式按需体验，使开发人员
和其他人能够快速部署应用程序。使用 Docker 容器具有许多优势。这第一个应用场景的主
要优势是在几分钟内就能运行 Oracle 数据库容器。  

在为这个应用场景设置 Docker 容器环境的同时，我们吸取了关于服务器环境配置的宝贵经
验教训，以及环境配置对 Docker 许可成本的影响。应用场景 1 规划还展示了选择更适合典
型开发和测试环境要求的 Docker 注册表位置以及存储配置选项的重要性。 

 

Dell Technologies 提供多种服务器，使客户能够配置其计算资源以满足业务需求。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优化了 Docker 企业版的每核心许可。我们建议花时间设计一个 

PowerEdge 服务器环境，更大程度地实现 Docker 许可投资的价值。在 Docker 环境中实现
更大回报的关键是整合，更大限度地提高 CPU 利用率。  

 

在选择 Docker 注册表的位置时，请考虑易用性和支持、容器调配速度以及容器调配的频
率。容器调配速度和频率要求有助于确定注册表的位置。例如，对于低速和低频调配，基
于云的注册表方法可能非常适合。对于高频和高速调配，使用 LAN 的本地私有注册表非常
适合。  

服务器环境配置 

Docker 注册表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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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PowerFlex 存储阵列调配存储既快速又轻松，但这是一个手动过程，需要在开发人员和
存储管理员之间进行协调。在这个应用场景中，我们演示了存储的手动调配，这非常适合
小型开发环境。对于较大的开发环境或对自动化感兴趣的客户，无论环境大小如何，应用
场景 2 展示了 Kubernetes 如何与 CSI Driver for PowerFlex 相结合，加快存储资源调配。  

在应用场景 1 中，我们使用了 Docker 卷，但我们可以使用绑定装载，以便 Docker 可以实
施主机内存储以实现更高的性能。此方法非常适合将存储连接到容器，并且可以位于主机
操作系统的任何位置。当使用绑定装载时，任何服务器处理器或人员都可以访问该目录。
但是，管理员可以通过在所有者和组级别保护数据库文件以及使用目录和文件权限，从而
管理此访问。  

 

下表简要介绍了我们在应用场景 1 中实施容器化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时所作的决策。 

表6. 应用场景 1 中的业务决策摘要 

选项 决策 说明 

Docker 社区版或企业版 企业版 提供认证映像和业务支持 

基于云的私有注册表或本地

私有注册表 

本地私有注册表 提供更快的容器调配，但增加

了复杂性和支持要求 

CSI Driver for PowerFlex 产

品指南或自动资源调配 

手动存储资源调配 适用于此应用场景的有限要求 

Docker 卷或绑定装载 我们在应用场景 1 中使用了 

Docker 卷。但客户可以改为在

此应用场景中使用绑定装载。 

Docker 容器中的 Oracle 数据

库速度快、灵活且易于部署。  

 

 

存储资源调配 

业务决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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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以下主题： 

应用场景 2：自动调配容器化开发和测试环境 ...................................................... 38 

步骤 1：设置 Kubernetes 群集........................................................................... 39 

步骤 2：设置 Kubernetes 控制面板 ................................................................... 44 

步骤 3：设置 Kubernetes 负载平衡器 ................................................................ 45 

步骤 4：配置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 46 

步骤 5：在 PowerFlex 上创建持久卷声明 (PVC) 和 Oracle Pod ........................ 50 

步骤 6：创建快照和恢复持久卷 ........................................................................... 52 

步骤 7：验证数据持久性和恢复快照 .................................................................... 53 

应用场景 2 回顾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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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2：自动调配容器化开发和测试环境  

在应用场景 1 中，我们展示了 Oracle Linux 操作系统、PowerFlex 存储系统和 VMware 

vSphere 虚拟化堆栈上的容器手动调配。下一步将通过容器编排 (Kubernetes) 有效地实现
容器和存储的自动化资源调配，从而进一步加快软件开发环境的资源调配。当必须管理成
百上千个容器时，这一点更加重要。在 Docker 容器内实施 Oracle 数据库可确保不同环境
实现一致、分离和可靠的行为。在这个应用场景中，开发人员使用 Kubernetes 和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调配应用场景 1 中所述的现有基础架构上的容器中的 

Oracle 数据库。 

应用场景 2 展示了 CSI 插件程序与 Kubernetes 和 PowerFlex 存储集成的价值。使用 

PowerFlex 编排的 Kubernetes 在持久存储上提供容器策略。此策略展示了从生产 Oracle 

数据库扩展开发和测试环境的便利性、简易性和速度。  

应用场景 2 在 Kubernetes 群集内的开发和测试环境中运行 Oracle 12c 和 19c 数据库容
器，如下所示。 

 

图 12. 应用场景 2 — 体系结构 

 

如应用场景 2 的体系结构图（上方）所示，Kubernetes 群集内运行一个主节点和三个工作
节点。Kubernetes 主节点是在群集中的单个节点上运行的进程的集合，它被指定为主节
点。这些进程为：kube-apiserver、kube-controller-manager 和 kube-scheduler。群集中每
个单独的工作节点运行两个进程： 

• kubelet 与 Kubernetes 主节点通信。 

• kube-proxy 是一个网络代理，反映了每个节点上的 Kubernetes 网络服务。 

应用场景 2 体系
结构说明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
https://kubernetes.io/docs/admin/kube-apiserver/
https://kubernetes.io/docs/admin/kube-controller-manager/
https://kubernetes.io/docs/admin/kube-sched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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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在 ESXi 环境中，PowerFlex SDS 和 MDM（前面介绍过）部署在名为存储虚
拟机 (SVM) 的特殊虚拟机中。存储虚拟机 (SVM) 必须具有管理 IP 地址和另一个用于数据
网络的地址，而 SDS 和 SDC（前面介绍过）之间的流量用于读/写。在 Kubernetes 群集
中，我们安装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这是一个通过 PowerFlex 提供持久存
储的插件程序。该驱动程序有两个组件：CSI 控制器和 CSI 代理。CSI 控制器有助于各个
工作节点之间的控制、协调和通信，而 CSI 代理将目标节点/服务器的状态发送到 CSI 控
制器进行管理。下表列出了不同 Kubernetes 工作节点中的应用场景 2 对象的各种组件分
布情况： 

表7. 不同 Kubernetes 工作节点的应用程序/对象分布 

Kubernetes 虚拟机 应用程序/对象 POD 

Kubernetes 工作节点 1 VM1 CSI 控制器 POD1 

CSI 代理 POD2 

VM2 Oracle 容器注册表 

Kubernetes 工作节点 2 VM1 Oracle 12c 数据库 POD1 

 CSI 代理 POD2 

Kubernetes 工作节点 3 VM1 Oracle 19c 数据库 POD1 

 CSI 代理 POD2 

 VM2 Oracle SQL Developer 

 

应用场景 2 在 VxFlex 就绪型节点上运行，该节点在可扩展、可靠且易于部署的构建块中将 

PowerEdge 服务器 PowerFlex 软件结合在一起，实现超融合或服务器 SAN 体系结构、异
构虚拟化环境和高性能数据库。VxFlex 就绪型节点提供灵活的部署选项、快速和轻松的部
署、企业级的抗风险能力和出色的可扩展性。 

 

在应用场景 2 中，我们手动执行以下任务，从而调配基于容器的开发和测试环境： 

1. 设置 Kubernetes 群集 

2. 设置 Kubernetes 控制面板 

3. 设置 Kubernetes 负载平衡器 

4. 配置 CSI Driver for PowerFlex 

5. 在 PowerFlex 上创建持久卷声明 (PVC) 和 Oracle Pod 

6. 创建快照和恢复持久卷  

7. 验证数据持久性和快照恢复 

步骤 1：设置 Kubernetes 群集 

对于应用场景 2，我们展示了基本 Kubernetes 安装，演示如何让我们 LAN 上的容器编排
系统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控制能力，以及如何自定义配置。在执行先决任务之前，

调配环境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
https://www.dell.com/zh-cn/work/shop/povw/vxflex-ready-nodes
https://www.dell.com/zh-cn/work/shop/povw/vxflex-ready-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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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管理员将执行 Kubernetes 的自定义安装，如下所述。Kubernetes 群集为已在
应用场景 1 中描述的 Docker 容器的手动任务实现自动化。  

设置 Kubernetes 包括以下任务： 

• 满足先决条件 

• 安装 Kubernetes 

• 初始化 Kubernetes 群集 

• 将工作节点添加到 Kubernetes 群集 

 

在设置 Kubernetes 群集之前，请完成以下先决任务： 

• 将 SELinux 设置为允许模式。 

• 配置防火墙。 

• 确保已加载 br_netfilter 模块。 

• 禁用所有节点的交换。 

以下部分提供了执行这些任务的详细信息。 

将 SELinux 设置为允许模式 

将 SELinux 设置为允许模式使容器能够访问 pod 网络所需的主机文件系统。  

# /usr/sbin/setenforce 0 

# sed -i 's/^SELINUX=enforcing$/SELINUX=permissive/' 

/etc/selinux/config 

配置防火墙 

要配置防火墙，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如果您需要直接在部署 Kubernetes 的节点上运行防火墙，请务必遵守以下要求： 

a. 防火墙必须支持伪装。 

# firewall-cmd --add-masquerade --permanent 

b. 所有节点都必须能够接受主节点的 TCP 端口 10250 上的连接。 

# firewall-cmd --add-port=10250/tcp --permanent 

c. UDP 端口 8472 上必须允许流量。 

# firewall-cmd --add-port=8472/udp --permanent 

d. 确保 Kubernetes 所需的所有端口均可用。例如，主节点上的 TCP 端口 6443 

必须可访问，以允许其他节点访问 API 服务器。在主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firewall-cmd --add-port=6443/tcp –permanent 

e. 重新启动防火墙，使这些规则生效。 

所有节点都必须能够在 Kubernetes pod 所用的网络结构中的每个端口上接收所有其
他节点的流量。 

• 如果您要求不 在部署 Kubernetes 的节点上直接运行防火墙，请输入以下命令：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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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 

#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 

确保已加载 br_netfilter 模块  

确保 br_netfilter 模块存在并已加载。此模块通常已加载，您不太可能需要手动加载此模块。  

1.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是否已加载 br_netfilter 模块： 

# lsmod|grep br_netfilter 

2. （可选）如有必要，请输入以下命令，手动加载 br_netfilter 模块： 

# modprobe br_netfilter 

# echo "br_netfilter" > /etc/modules-

load.d/br_netfilter.conf 

3. Kubernetes 要求遍历网桥的数据包由 iptables 处理，以用于过滤和端口转发。确
保在所有节点上的 sysctl 配置文件中将 net.bridge.bridge-nf-call-

iptables 设置为 1。 

# cat <<EOF >  /etc/sysctl.d/k8s.conf 

net.bridge.bridge-nf-call-ip6tables = 1 

net.bridge.bridge-nf-call-iptables = 1 

EOF 

# /sbin/sysctl -p /etc/sysctl.d/k8s.conf 

禁用所有节点的交换 

输入这些命令以检查性能下降。  

# sed -i '/swap/d' /etc/fstab 

# swapof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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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场景 2 中，我们使用一个主节点和三个工作节点。 

要安装 Kubernetes，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在所有 Kubernetes 节点上完成网络配置，并且所有节点都可以互相通信和使
用互联网。将主机名和 IP 地址放入所有节点上的 /etc/hosts 文件中。对 

Kubernetes 主节点和工作节点的 IP 地址的所有引用都存储在此主机文件中，由不
同的 Kubernetes 进程使用。 

2. 确保在所有 Kubernetes 节点上安装了 Docker 企业版。要检查 Docker 服务是否正
在运行，请输入以下命令： 

[root@docker ~] # systemctl status docker 

 

要检查 Docker 版本，请输入以下命令： 

[root@docker ~] #docker version 

 

3. 如果尚未安装 Docker 企业版，请按照步骤 2：激活 Docker 企业版许可证中所述的
步骤进行安装。 

4. 添加 Kubernetes 存储库，也就是创建 etcd 存储库，它是 Kubernetes 群集状态的
主要键值数据存储，如图 12 中所示。 

# cat <<EOF > /etc/yum.repos.d/kubernetes.repo 

[kubernetes] 

name=Kubernetes 

baseurl=https://packages.cloud.google.com/yum/repos/kubernet

es-el7-x86_64  

enabled=1 

gpgcheck=1 

repo_gpgcheck=1 

gpgkey=https://packages.cloud.google.com/yum/doc/yum-key.gpg 

https://packages.cloud.google.com/yum/doc/rpm-package-

key.gpg 

EOF 

5. 安装 Kubernetes 软件包 kubeadm、kubelet 和 kubectl。如果要安装特定版本的 

Kubernetes（例如 1.14.9），请现在指定版本。 

# yum install kubelet-1.14.9 kubectl-1.14.9 kubeadm-1.14.9 

# systemctl enable kubelet  

# systemctl start kubelet 

注意：前面的部分和图 12 中说明了所有这些 Kubernetes 进程。Kubernetes 现在已加载到所有节

点上，可随时进行配置。 

  

安装 Kubernetes 

file:///C:/Users/Tucker5/Downloads/packages.cloud.google.com/yum/doc/rpm-package-
file:///C:/Users/Tucker5/Downloads/packages.cloud.google.com/yum/doc/rpm-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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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步骤可帮助您初始化 Kubernetes、设置群集以及测试 Oracle 12c 和 19c 应用程序。

本部分的步骤验证了 Kubernetes 群集的可操作性，并测试了 Kubernetes 主节点与工作节

点之间的网络通信。   

1. 要初始化 Kubernetes 群集，请在主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kubeadm init --pod-network-cidr=192.168.0.0/16 --

kubernetes-version=1.14.9  --ignore-preflight-

errors=Swap,FileContent--proc-sys-net-bridge-bridge-nf-call-

iptables,SystemVerification 

其中： 

▪ pod-network-cidr =192.168.0.0/16 是 pod 网络的 IP 地址范围。（我们使用的是

“calico”虚拟网络。如果您想使用 weave-net 或 flannel 等其他 pod 网络，请

更改 IP 地址范围。）不同 pod 网络有不同的 IP 地址。例如，对于 flannel，地

址可以是 10.244.0.0/16。 

▪ kubernetes-version=1.14.9 是您在 Kubernetes 节点上安装的 Kubernetes 版本 

2. 初始化完成后，在主节点上执行以下步骤，复制节点加入命令并保存它，以便在下

一个部分向群集添加工作节点时使用： 

# mkdir -p $HOME/.kube 

# sudo cp -i /etc/kubernetes/admin.conf $HOME/.kube/config 

# sudo chown $(id -u):$(id -g) $HOME/.kube/config 

3. 将 pod (calico) 网络部署到 Kubernetes 群集。 

# kubectl apply -f 

https://docs.projectcalico.org/v3.10/manifests/calico.yaml 

4.  检查 Kubernetes 系统 pod。 

#kubectl get pods --all-namespaces 

 

1. 连接到每个工作节点并运行我们在前面步骤中复制的 kubeadm join 命令。将 

Kubernetes 工作节点添加到 Kubernetes 主节点后，即可完成群集创建过程。 

# kubeadm join 10.230.87.241:6443 --token 

sntfta.wjsndor3q8zqrpjz --discovery-token-ca-cert-hash 

sha256:2e46cf8ffb2838bfee7d419d6bc27b27e0713f98741b84c8cb673

bc34f49e017 

注意：同步主节点和工作节点上的系统时间。 

2. 连接到主节点并检查节点的状态。 

# kubectl get nodes 

 

 

 

初始化 

Kubernetes 群集 

将工作节点添加到 

Kubernetes 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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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设置 Kubernetes 控制面板 

Kubernetes 控制面板是一个基于 Web 的 Kubernetes 用户界面，可用于将诸如 Oracle 数
据库等容器化应用程序部署到 Kubernetes 群集、对您的容器化应用程序进行故障处理以及
管理群集资源。您可以使用控制面板了解在群集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以及创建或修改单个 

Kubernetes 资源（例如部署、作业、守护程序集等）。  

 

图 13. Kubernetes 控制面板 

设置 Kubernetes 控制面板的步骤如下： 

1. 要为 Kubernetes 群集创建控制面板，请连接到 git 存储库并下载以下必需的 yaml 

文件： 

▪ influxdb.yaml 

▪ heapster.yaml 

▪ dashbord.yaml 

▪ sa_cluster_admin.yaml  

2. 创建以下控制面板配置文件： 

#kubectl create -f influxdb.yaml 

#kubectl create -f heapster.yaml 

#kubectl create -f dashbord.yaml 

#kubectl create -f sa_cluster_admin.yaml 

3. 显示服务帐户的令牌。 

#kubectl -n kube-system describe sa dashboard-admin 

4. 使用上一步中显示的服务帐户令牌，获取控制面板登录的令牌并复制它。 

#kubectl -n kube-system describe secret <sa token copied 

above> 

https://kubernetes.io/docs/tasks/access-application-cluster/web-ui-dashboard/
https://kubernetes.io/docs/tasks/access-application-cluster/web-ui-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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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网页浏览器中，使用此 URL 格式访问 Kubernetes 控制面板： 

https://<ip address of master node>:32323 

 

例如：https://10.230.87.241:32323 

6. 选择令牌选项，指定您在步骤 3 中的命令行收到并在步骤 4 中复制的同一个令牌值。 

7. Kubernetes 控制面板显示各种导航选项，如下图所示： 

 

 

图 14. Kubernetes 控制面板 

步骤 3：设置 Kubernetes 负载平衡器 

Kubernetes 中的负载平衡用于更好地平衡外部网络流量的负载分布。  负载平衡通过一个
名为 kube-proxy 的功能来实现，该功能管理服务所用的虚拟 IP。  要从外部网络访问 

Kubernetes 群集中的部署，我们必须设置负载平衡器。在此设置中，我们使用 MetalLB 作
为负载平衡器。 

1. 要安装 MetalLB，请在主节点上应用清单。 

#kubectl apply -f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google/metallb/v0.8.3/mani

fests/metallb.yaml 

此命令在 metallb-system 命名空间下的 Kubernetes 群集中部署 MetalLB。 

2. 要配置 MetalLB，请通过向文件添加以下内容来创建 config yaml 文件 (metallb-

config.yaml)： 

apiVersion: v1 

kind: ConfigMap 

metadata: 

  namespace: metallb-system 

  name: conf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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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 | 

    address-pools: 

    - name: default 

      protocol: layer2 

      addresses: 

      - 10.230.87.180-10.230.87.190 

3. 运行 create 命令。 

#kubectl create -f metallb-config.yaml 

4. 配置负载平衡器后，创建名为“LoadBalancer”的服务类型以进行部署。此服务生
成一个 IP 地址，帮助将 pod 与外部网络连接起来。 

步骤 4：配置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是安装在 Kubernetes 中的插件程序，使用 PowerFlex 

提供持续存储。除了我们的 Kubernetes 环境，我们还需要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来完成自动化流程。CSI 插件程序是 Kubernetes 定义的标准，Dell 

Technologies 和其他人使用它向容器编排系统公开数据块和文件存储。CSI 插件程序统一
了许多容器编排系统（包括 Mesos、Docker Swarm 和 Kubernetes）之间的存储管理。 

Helm Charts 启动 CSI 驱动程序的安装。Helm Chart 使用 shell 脚本安装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此脚本会安装 CSI 驱动程序容器映像和所需的 Kubernetes sidecar 

容器。 

要配置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请执行以下操作： 

• 安装 Kubernetes（有关安装 Kubernetes 的信息，请参见上一节的内容）。 

• 确定已在要使用的 PowerFlex 存储池上启用补零。使用 PowerFlex GUI 或 

PowerFlex CLI 检查此设置。 

然后完成以下任务（在以下部分详细定义），配置 CSI 驱动程序： 

• 启用 Kubernetes 特性门控 

• 配置 Docker 服务 

• 安装 Helm 软件包管理器 

• 安装 PowerFlex 存储数据客户端 (SDC) 

• 安装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
https://helm.sh/docs/topics/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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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之前，启用所需的 Kubernetes 特性门控。在本例
中，我们启用 VolumeSnapshotDataSource 特性门控，如下面的步骤中所示： 

1. 在每个 Kubernetes 主节点和工作节点上，要为 kubelets 设置特性门控设置，请编
辑 /var/lib/kubelet/config.yaml 文件，在末尾添加以下行： 

VolumeSnapshotDataSource: true 

2. 在主节点上，设置 kube-apiserver.yaml 文件的特性门控设置： 

vi /etc/kubernetes/manifests/kube-apiserver.yaml 

将下面一行附加到 kube-apiserver.yaml 文件中。 

- --feature-gates=VolumeSnapshotDataSource=true 

3. 在主节点上，按如下所示，设定 kube-controller-manager.yaml 文件的特
性门控设置： 

vi /etc/kubernetes/manifests/kube-controller-manager.yaml 

将下面一行附加到 kube-controller-manager.yaml 文件： 

- --feature-gates=VolumeSnapshotDataSource=true 

4. 在主节点上，按如下所示，设定 kube-scheduler.yaml 文件的特性门控设置： 

vi /etc/kubernetes/manifests/kube-scheduler.yaml 

将下面一行附加到 kube-scheduler.yaml 文件： 

- --feature-gates=VolumeSnapshotDataSource=true 

5. 在每个节点上，编辑 /usr/lib/systemd/system/kubelet.service.d/10-

kubeadm.conf 文件的变量 KUBELET_KUBECONFIG_ARGS，如下所示： 

Environment="KUBELET_KUBECONFIG_ARGS=--bootstrap-

kubeconfig=/etc/kubernetes/bootstrap-kubelet.conf --

kubeconfig=/etc/kubernetes/kubelet.conf --feature-

gates=VolumeSnapshotDataSource=true" 

 

6. 使用以下命令在所有节点上重新启动 kubelet： 

systemctl daemon-reload 

systemctl restart kubelet 

 

安装 CSI 驱动程序之前，在所有 Kubernetes 节点的 Docker 中配置装载传播。由容器装载
的装载传播卷，可与同一 Pod 中的其他容器（或甚至是同一节点上的其他 Pod）分享。 

1. 编辑 /etc/systemd/system/multi-

user.target.wants/docker.service 文件的服务部分，如下所示： 

Docker.service 

[Service] 

… 
MountFlags=shared 

 

启用 Kubernetes 

特性门控 

配置 Docker 服务 

https://kubernetes.io/docs/reference/command-line-tools-reference/feature-gates/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storage/volumes/#mount-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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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启动 Docker 服务。  

systemctl daemon-reload  

systemctl restart docker 

 

Helm 是一个软件包管理器。一个名为 Tiller 的配套服务器组件在您的 Kubernetes 群集上
运行，侦听来自 Helm 的命令，并处理群集上的软件版本配置和部署。在《Getting 

Started with Helm/Tiller in Kubernetes》找到有关 Helm 和 Tiller 的详细信息。成功安装 

Helm 客户端和 Tiller 后，您可以使用 Helm 来管理步骤 4：配置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中所述的图表。 

curl 工具从命令行提取给定的 URL，以便将 web 文件保存到本地客户端，或将其传送到另
一个程序。按如下所示，使用 curl 在主节点上安装 Helm 和 Tiller 软件包管理器： 

1. 键入以下命令： 

cur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helm/helm/master/scripts/g

et > get_helm.sh 

2. 更改脚本的权限。 

chmod 700 get_helm.sh 

3. 运行脚本。 

./get_helm.sh 

4. 启动 Helm。 

helm init 

5. 测试 Helm 安装。 

helm version 

6. 为 Tiller 设置服务帐户。 

a. 创建 rbac-config.yaml 文件，并将以下内容添加到文件：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Account 

metadata: 

name: tiller 

namespace: kube-system 

--- 

kind: ClusterRoleBinding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beta1 

metadata: 

name: tiller-clusterrolebinding 

subjects: 

- kind: ServiceAccount 

name: tiller 

namespace: kube-system 

roleRef: 

kind: ClusterRole 

安装 Helm 软件
包管理器 

https://helm.sh/
https://v2.helm.sh/docs/install/
https://medium.com/@anthonyganga/getting-started-with-helm-tiller-in-kubernetes-part-one-3250aa99c6ac
https://medium.com/@anthonyganga/getting-started-with-helm-tiller-in-kubernetes-part-one-3250aa99c6ac
https://medium.com/@anthonyganga/getting-started-with-helm-tiller-in-kubernetes-part-one-3250aa99c6ac
https://medium.com/@anthonyganga/getting-started-with-helm-tiller-in-kubernetes-part-one-3250aa99c6ac
https://curl.haxx.se/docs/manpage.html
https://curl.haxx.se/docs/manp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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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cluster-admin 

apiGroup: "" 

b. 创建服务帐户。 

kubectl create -f rbac-config.yaml 

c. 将服务帐户应用到 Tiller。  

# helm init --upgrade --service-account tiller 

 

要在所有 Kubernetes 节点上安装 PowerFlex Storage Data Client (SDC)，请按照以下步骤
操作： 

1. 从 Dell EMC 在线网站支持下载 PowerFlex SDS。文件名为 EMC-ScaleIO-sdc-

3.0-1000.208.el7.x86_64。 

2. 将 MDM_IP 导出到以逗号分隔的列表中。此列表包含 MDM 的 IP 地址。 

export MDM_IP=192.168.152.25,192.168.160.25 

3. 在每个 Kubernetes 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安装 SDC。 

#rpm -iv ./EMC-ScaleIO-sdc-3.0-1000.208.el7.x86_64.rpm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通过提供以下功能来推进应用场景 2：  

• 持久卷 (PV) 功能 — 创建、列示、删除和从快照创建 

• 动态和静态 PV 资源调配 

• 快照功能 — 创建、删除和列示 

• 支持以下访问模式： 

▪ single-node-writer 

▪ single-node-reader-only 

▪ multi-node-reader-only 

▪ multi-node-single-writer 

• 支持 HELM charts 安装程序 

要安装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从 github.com/dell/csi-vxflexos 下载安装源文件。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 

2. 命名空间提供了一种在多个用户之间划分群集资源的方法。  此步骤在 Kubernetes 

群集中创建 vxflexos 命名空间：  

#kubectl create namespace vxflexos 

3. 使用 PowerFlex 用户名和密码创建 Kubernetes Secret。使用 secret.yaml 文件
创建具有以下值的机密，以便匹配默认的安装参数： 

Name: vxflexos-creds 

Namespace: vxflexos 

安装 PowerFlex 

Storage Data 

Client 

安装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configuration/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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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Version: v1 

kind: Secret 

metadata: 

  name: vxflexos-creds 

  namespace: vxflexos 

type: Opaque 

data: 

  # set username to the base64 encoded username 

  username: YWRtaW4= 

  # set password to the base64 encoded password 

  password: QFZhbnRhZ2U0 

4. 运行 helm 顶层目录中的 get_vxflexos_info.sh 脚本，从 PowerFlex Storage 

Data Client (SDC) 收集信息。此脚本显示 PowerFlex 系统 ID 和 MDM IP 地址。 

5. 要自定义安装设置，请将 csi-vxflexos/values.yaml 复制到与名为 

myvalues.yaml 的 install.vxflexos 在相同目录中的文件。  

6. 编辑 myvalues.yaml 文件，为您的安装设置以下参数。 

a. 将 systemName 字符串变量设置为 PowerFlex 系统名称或系统 ID。通过运行
本程序步骤 4 中的 get_vxflexos_info.sh 脚本来获得此值。 

systemName: 31846a6a738a010f 

b. 将 restGateway 字符串变量设置为系统的 REST API 网关的 URL。  

restGateway: https://10.230.87.31 

c. 将 storagePool 字符串变量设置为默认（现有）存储池名称。  

storagePool: R640_SP2 

d. 将 mdmIP 字符串变量设置为 MDM IP 地址的逗号分隔值列表。 

mdmIP: 192.168.152.25,192.168.160.25 

e. 设置 volumeNamePrefix 字符串变量，以便驱动程序创建的卷具有默认前
缀。如果一个 PowerFlex 系统为多个不同的 Kubernetes 安装或用户提供服
务，则这些前缀可帮助您区分它们。 

volumeNamePrefix: k8s 

7. 运行 sh install.vxflexos 命令以继续安装。脚本运行完成后，它会显示 pod 

的状态（通过调用 kubectl get pods -n vxflexos）。 

步骤 5：在 PowerFlex 上创建持久卷声明 (PVC) 和 Oracle Pod 

持久卷声明 (PVC) 是存储请求，类似于 pod 请求计算资源的方式。PVC 为底层存储提供抽
象层。例如，管理员可以创建静态持久卷 (PV)，以后可以绑定到一个或多个持久卷声明。  

创建 Kubernetes 群集并安装 CSI driver for PowerFlex 后，使用 yaml 文件创建持久卷。  

接下来，按照以下步骤在这些卷上创建 pod： 

1. 以下是用于创建持久卷声明 (PVC) 的 yaml 文件，用于部署 Oracle 12c pod 和 

Oracle 12c 负载平衡器服务。 

https://docs.cloud.oracle.com/en-us/iaas/Content/ContEng/Tasks/contengcreatingpersistentvolumeclaim.htm
https://docs.cloud.oracle.com/en-us/iaas/Content/ContEng/Tasks/contengcreatingpersistentvolumeclai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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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声明文件如下所示： 

#1-pvc.yaml 

apiVersion: v1 

kind: PersistentVolumeClaim 

metadata: 

  annotations: 

    volume.beta.kubernetes.io/storage-provisioner: csi-

vxflexos 

  finalizers: 

  - kubernetes.io/pvc-protection 

  name: pvc-1 

  labels: 

    app: oracledb12c 

spec: 

  accessModes: 

  - ReadWriteOnce 

  resources: 

    requests: 

      storage: 8Gi 

  storageClassName: vxflexos  

Oracle 12c pod 部署文件如下所示： 

#2-deployment-Oracle12c.yaml  

apiVersion: apps/v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name: orcldb12c 

  labels: 

    app: oracledb12c 

spec: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oracledb12c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app: oracledb12c 

    spec: 

      containers: 

      - image: regsrv.brora.com:5000/ora12c 

        name: orcldb 

        ports: 

        - containerPort: 1521 

          name: orcldb 

        volumeMounts: 

        - name: data 

          mountPath: /ORCL 

      imagePullSecrets: 

        - name: oradoc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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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Context: 

        runAsNonRoot: true 

        runAsUser: 54321 

        fsGroup: 54321 

      volumes: 

        - name: data 

          persistentVolumeClaim: 

            claimName: pvc-1 

Oracle 12c 负载平衡器服务文件如下所示： 

#3-service-Oracle12c.yaml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oracledb12c 

spec: 

 type: LoadBalancer 

 selector: 

   app: oracledb12c 

 ports: 

   - name: client 

     protocol: TCP 

     port: 1521 

selector: 

   app: oracledb12c 

2. 为持久卷声明、Oracle pod 部署和负载平衡服务创建 yaml 文件。 

# kubectl create -f 1-pvc.yaml 

# kubectl create -f 2-deployment-Oracle12c.yaml 

# kubectl create -f 3-service-Oracle12c.yaml 

3.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创建的持久卷和 pod 是否有 Oracle 12c 容器数据库： 

# kubectl get pv 

# kubectl get pvc 

# kubectl get pods -o wide 

# kubectl get deployments 

# kubectl get svc 

步骤 6：创建快照和恢复持久卷  

在步骤 5 中创建 PVC 后，使用这些 yaml 文件创建快照，并在安装新 pod 后执行卷恢复。
此步骤的目标是在 PowerFlex 快照和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的帮助下创建
“时间点数据库”。为备份的快照创建持久卷的示例 yaml 文件如下： 

# 

apiVersion: snapshot.storage.k8s.io/v1alpha1 

kind: VolumeSnapshot 

metadata: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storage/persistent-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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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pvc-1-snap 

  namespace: default 

spec: 

  snapshotClassName: vxflexos-snapclass 

  source: 

    name: pvc-1 

    kind: PersistentVolumeClaim 

为恢复备份的快照创建持久卷声明的示例 yaml 文件如下： 

# 

apiVersion: v1 

kind: PersistentVolumeClaim 

metadata: 

  name: pvc-1-restore 

  namespace: default 

spec: 

  storageClassName: vxflexos 

  dataSource: 

    name: pvc-1-snap 

    kind: VolumeSnapshot 

    apiGroup: snapshot.storage.k8s.io 

  accessModes: 

    - ReadWriteOnce 

  resources: 

    requests: 

      storage: 8Gi 

步骤 7：验证数据持久性和恢复快照  

在此步骤中，我们使用 PowerFlex 快照机制创建 Oracle 19c 数据库备份。我们还使用快照
恢复来验证新创建的 Oracle 19c 数据库中的数据持久性。目标是证明我们可以轻松恢复新
创建的 pod 中的 19c 数据库。  

按照本部分中的步骤创建 yaml 文件，从而创建卷、为卷制作快照和恢复卷，以及部署 

Oracle 19c。在此应用场景中，要显示持久性和快照恢复，我们使用下表所示的 yaml 文件： 

表8. yaml 文件  

Yaml 文件 描述 

1-initial-19c-

deployment.yaml 
创建持久卷以及 Oracle 19c 部署和服务。 

2-snap1-

pvc19c.yaml 
为在步骤 1 中创建的 PVC 创建快照。 

3-restore1-19c-

deployment.yaml 
根据步骤 2 中创建的快照创建 PVC，然后创建 Oracle 19c 部署和服务。 

4-snap2-

pvc19c.yaml 
为步骤 1 中创建的 PVC 创建另一个快照。 

5-restore2-19c-

deployment.yaml 
根据步骤 4 中创建的快照创建 PVC，然后创建 Oracle 19c 部署和服务。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storage/persistent-volumes/#persistentvolume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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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验证持久性和快照恢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 yaml 文件 1-initial-19c-deployment.yaml 创建 Oracle 19c pod。此
命令首先创建一个持久卷，然后创建 Oracle 19c 部署和服务。然后，它将新的持
久卷装载到 Oracle 19c 容器中。  

# kubectl create -f 1-initial-19c-deployment.yaml 

a. 在 Kubernetes 控制面板中，检查 PowerFlex GUI 和 Oracle 19c pod 中新创
建的持久卷。 

b. 使用 Oracle SQL Developer，使用从负载平衡器生成的外部 IP 地址连接到这
个容器数据库。（在这个应用场景中，外部 IP 为 10.20.87.183。） 

c. 使用 Oracle SQL Developer 将测试数据添加到数据库。  

d. 登录到 pod，检查从 PowerFlex 装载到 Oracle 19c 容器的卷。 

2. 使用文件 2-snap1-pvc19c.yaml 创建 PVC 的第一个快照。 

# kubectl create -f 2-snap1-pvc19c.yaml 

a. 使用 PowerFlex GUI 检查新创建的快照。 

b. 使用 Oracle SQL Developer，向初始 Oracle 19c 数据库再添加一行。 

 

图 15. 向 Oracle 19c 数据库添加一行 

3. 使用快照创建 Oracle 19c pod。此步骤通过装载已恢复的卷，从快照恢复 PVC 并
部署 Oracle 19c 数据库及其服务。  

a. 使用 3-restore1-19c-deployment.yaml 文件恢复 Oracle 19c 数据库。 

# kubectl delete -f 3-restore1-19c-deployment.yaml 

b. 检查 pod 和恢复的 PVC。  

# kubectl get pods -o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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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 Oracle SQL Developer，使用从负载平衡器 (10.230.87.184) 获取的外部 

IP 连接到恢复的 Oracle 19c pod。检查我们在创建快照之前输入的初始行。  

4. 使用文件 4-snap2-pvc19c.yaml 创建初始 PVC 的第二个快照。 

# kubectl create -f 4-snap2-pvc19c.yaml 

使用 Oracle SQL Developer，向初始 Oracle 19c 数据库再添加一行。此时，我们
有第二个快照，其中包括初始 19c 数据库及其所有现有行，外加额外一行。  

5. 使用第二个快照创建 Oracle 19c pod。此步骤通过装载已恢复的卷，从第二个快照
恢复 PVC 并部署 Oracle 19c 数据库及服务。  

a. 使用 5-restore2-19c-deployment.yaml 文件恢复 Oracle 19c 数据库。 

# kubectl delete -f 5-restore2-19c-deployment.yaml 

b. 检查 pod 和恢复的 PVC。  

# kubectl get pods -o wide 

c. 使用 Oracle SQL Developer，使用从负载平衡器 (10.230.87.185) 获取的外部 

IP 连接到第二个恢复的 Oracle 19c pod。检查我们在创建第二个快照之前输
入的所有行。  

6. 删除在上一步中由 yaml 文件 restore2-19c-deployment.yaml 创建的 pod，
展示卷的持久性。删除初始 pod 后，它会使用现有的 PVC 自动重新创建自身及其
准确数据。 

a. 显示 pod 名称。 

# kubectl get pods -o wide 

b. 删除初始 pod。 

# kubectl delete pod pod_name 

c.  删除 pod 后，验证是否已创建另一个具有相同 PVC 的 pod。 

# kubectl get pods -o wide 

7. 使用 Oracle SQL Developer 比较原始环境和已恢复环境之间的数据。在原始 pod 

中，数据由现有数据和额外一行组成。在删除后环境中，在新 pod 内创建的 

Oracle 19c 数据库中的数据与原始环境 pod 中的数据相同。 

最后，使用 Kubernetes 控制面板显示所有 pod、部署、服务和 PVC。 

应用场景 2 回顾 

在我们的第二个应用场景中，使用 Kubernetes 与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简
化并自动调配和删除容器和存储。在这个应用场景中，我们使用 yaml 文件以及 kubectl 命
令来部署和删除容器和 pod。 

这个应用场景展示了我们如何轻松地摆脱脚本编写的复杂性，并使用命令行来实施可加快
容器管理的自助服务模式。随着 Docker 容器环境的发展，迁移到自助服务模式可消除瓶
颈，从而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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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ubernetes 等容器编排系统是数据库开发人员容器之旅的下一个步骤。随着容器化应
用程序的增长，我们需要实现自动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发人员可以摆脱与脚本编
写相关的复杂性，并使用 Google Kubernetes Engine (GKE) 来实现开发人员的目标。CSI 

插件程序与 Kubernetes 集成，展现 PowerFlex 的能力，使开发人员能够： 

• 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包括从 GitHub 站点提取的示例模式。  

• 保护现有 Oracle 数据库的工作，在创建快照之前作出更改。我们可以保护任何状
态。使用适合 Dell EMC PowerFlex 的 CSI 插件驱动程序创建在 Kubernetes 中安装
的快照，以便提供持久存储。 

• 即使在删除容器和连接的存储后，也可以使用快照将 Oracle 19c 数据库恢复为其删
除前状态。 

这种支持的强大能力在于，像这样的步骤通常需要多个角色（例如，开发人员和其他人与存
储和数据库管理员合作）和更多时间。Kubernetes 与 CSI 插件程序结合，使开发人员和其
他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并减少复杂性。节省时间即意味着可以更快地完
成编码项目，同时让开发人员和业务部门员工以及客户受益。总的来说，我们第二个应用场
景的主要优势是，可以从手动管理的容器环境转变为具有更多存储能力的编排系统。  

CSI 插件程序：附加 Dell EMC 选项  

除了使用 PVC 创建快照之外，适合 PowerFlex 机架和 PowerFlex 设备的 Dell EMC 插件
程序还可在 Kubernetes 插件空间内提供广泛的功能。PowerFlex 机架和 PowerFlex 设备
使用 PowerFlex 和 PowerEdge 服务器创建基于服务器的 SAN。结合本地服务器和存储资
源，创建具有不同性能级别的数据块存储的虚拟池。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PowerFlex 

and VxFlex Ready Nodes for Kubernetes》。适合 PowerFlex 集成机架和 PowerFlex 设备
的 CSI 插件程序可从 Docker Hub 获取。  

有关 Dell EMC 的 CSI 插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Dell EMC 存储自动化和开发人员资源》。 

 

https://cloud.google.com/kubernetes-engine
https://www.dellemc.com/en-us/collaterals/unauth/data-sheets/products/ready-solutions/vxflex_kubernetes_solution_brief.pdf
https://www.dellemc.com/en-us/collaterals/unauth/data-sheets/products/ready-solutions/vxflex_kubernetes_solution_brief.pdf
https://www.dellemc.com/en-us/collaterals/unauth/data-sheets/products/ready-solutions/vxflex_kubernetes_solution_brief.pdf
https://www.dellemc.com/en-us/collaterals/unauth/data-sheets/products/ready-solutions/vxflex_kubernetes_solution_brief.pdf
https://hub.docker.com/r/dellemc/csi-vxflexos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storage-automation-and-developer-resourc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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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陈述 

创新推动转型。使用 Docker 容器和 Kubernetes 的关键优势是可以转向快速应用程序部署
服务。Oracle 和许多其他公司已经采用了容器，并提供了应用程序的映像，例如用于 

Oracle 12c 数据库的映像，可以在数天内部署好并在数秒内进行实例化。将安装和其他重
复性任务替换为打包应用程序，使开发人员能够快速处理数据库。使用 Docker 和 

Kubernetes 很方便，并且可以快速调配持久存储，从而减少等待时间并使开发人员能够跟
上思维速度，因而可转变开发方式。使用 Docker 容器也可减轻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的工
作负载。他们不必在执行生产数据库维护以及将生产副本复制给开发人员进行开发和测试
工作方面分散注意力。 

虽然在应用场景 1 中转变为 Docker 容器使我们的开发人员受益匪浅，但调配和连接存储需
要手动进行，拖慢了应用程序开发的整体速度。手动存储资源调配的挑战有两个方面：多
样性和速度。随着 IT 组织添加更多应用程序映像，多样性增加了管理和支持复杂性。速度
（调配应用程序的频率）往往会随着选择的增多而增大。提高速度是一个增长指标，但也
会给 IT 组织解决自动化问题带来压力。  

第二个转变是增加了 Kubernetes 编排系统和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Kubernetes 带来了丰富的用户界面，简化了容器和持久存储的调配。在我们的测试中，我
们发现 Kubernetes 和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结合，使开发人员能够调配容器
化应用程序和持续存储。此解决方案采用简单的点击式功能，让存储管理员可以腾出宝贵
的时间，专注于业务关键型任务。 

Kubernetes 通过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得以增强，能够将 PowerFlex 存储卷
连接到容器化应用程序并进行管理。我们的开发人员使用熟悉的 Kubernetes 界面来修改从 

Github 存储库数据库收集的 Oracle 数据库模式副本，并将其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容器。
修改数据库后，开发人员使用 PowerFlex 的快照功能并创建数据库的时间点拷贝来保护所
有进度。  

迁移到 Docker 和 Kubernetes 基础架构，从而可提供更快、更一致的方式来打包和部署 

Oracle 数据库。2017 年，Oracle 开发人员在 Docker Store 中提供了 Oracle 12c 数据库。
为 Docker 和 Kubernetes 提供支持的开源社区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无需手动或脚本安装程
序，只有业务部门才需要自定义。Dell EMC 通过适合企业的 PowerFlex 和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增加存储的价值，简化了应用程序的交付。本白皮书的目标是快速启
动您的应用程序开发转型，帮助您获得这些好处。Dell Technologies 会向您展示如何提供
基础架构来优化您的容器化应用程序，以便能够快速部署、启动和使用 Oracle 12c 和 19c 

数据库。 

https://github.com/oracle/db-sample-schemas.git
https://github.com/oracle/db-sample-schemas.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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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Technologies 文档 

• Dell.com/support 专注于通过成熟的服务和支持满足客户需求。  

• DellTechnologies.com 上的 Dell EMC 技术资源中心提供了专业知识，帮助确保客户
在 Dell EMC PowerFlex 机架式平台上取得成功。  

• VxFlex 数据表 

•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产品指南 

• Dell EMC PowerFlex 网络最佳实践和设计注意事项白皮书 

•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产品指南 

• 适用于 Kubernetes 的 VxRack FLEX 和 VxFlex 就绪型节点 

Kubernetes 文档 

以下 Kubernetes 文档提供了附加的相关信息： 

• Kubernetes 概念 

Docker 文档 

以下 Docker 文档提供了附加的相关信息： 

• Docker Hub 

Oracle 文档 

以下 Oracle 文档提供了附加的相关信息： 

• Oracle 12c 数据库管理员指南 

• Oracle 19c 数据库管理 

VMware 文档 

以下 VMware 文档提供了附加的相关信息： 

• 存储容器资源调配的最佳实践 

 

http://www.dell.com/support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vxfl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cn/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vxflex.htm
https://www.dellemc.com/resources/zh-cn/asset/data-sheets/products/converged-infrastructure/vxrack-flex-data-sheet.pdf
https://www.dellemc.com/resources/zh-cn/asset/data-sheets/products/converged-infrastructure/vxrack-flex-data-sheet.pdf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https://www.dellemc.com/en-us/collaterals/unauth/data-sheets/products/ready-solutions/vxflex_kubernetes_solution_brief.pdf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overview/what-is-kubernetes/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overview/what-is-kubernetes/
https://hub.docker.com/
https://docs.oracle.com/en/database/oracle/oracle-database/12.2/admin/index.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database/oracle/oracle-database/12.2/admin/index.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database/oracle/oracle-database/19/administration.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database/oracle/oracle-database/19/administration.html
https://docs.vmware.com/en/VMware-vSphere/6.5/com.vmware.vsphere.storage.doc/GUID-5241FE91-B275-4315-8870-0A989779B5B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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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图 

下图展示了系统体系结构的设计： 

 

图 16. 解决方案体系结构 

借助 PowerFlex 系列产品，组织可以使用 PowerFlex 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业务目标和需求。 

PowerFlex 机架是一个机架级系统，经过精心设计，拥有集成网络，使客户能够满足现代
数据中心的可扩展性和管理要求。借助这个全包式系统，业务部门可以购买并构建可运行
传统和新兴业务应用程序或部署云原生应用程序的基础架构平台，从而降低成本和风险。 

PowerFlex 机架是软件定义的存储平台，通过将计算和高性能存储资源整合到一个托管的
统一网络中，提供灵活性、弹性和简易性，同时大规模实现可预测的性能和抗风险能力。
这个机架级系统经过精心设计，拥有集成网络，使客户能够满足现代数据中心的可扩展性
和管理要求。 

PowerFlex 机架预装架顶式 (ToR)、聚合和带外 (OOB) 管理交换机，可提供适合的网络流
量。PowerFlex 使用 Cisco Nexus 聚合交换机进行设计，可提供与外部网络的 10/40 GbE 

IP 上行链路连接，实现卓越的性能。通常，网络瓶颈会限制 HCI 系统的规模。机架中的 

10/25 GbE ToR 交换机可消除这些限制，并可满足未来发展之需。 

PowerFlex 设备是完全集成的设备，使客户能够满足现代数据中心的可扩展性和管理要
求。借助这个全包式系统，业务部门可以通过一个易于管理、专用的解决方案来降低成本
和复杂性。在购买并构建可运行传统和新兴业务应用程序或部署云原生应用程序的基础架
构平台时，PowerFlex 可以降低风险。 

VxFlex 就绪型节点支持将业界卓越的 PowerEdge 服务器与可扩展、可靠且高度可配置的
构建块中的 PowerFlex 融合在一起。客户可以选择将 VxFlex 就绪型节点部署在两层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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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纯存储）或部署在 HCI/单层体系结构中。无论他们选择什么配置，VxFlex 就绪型节
点均可适合其现有基础架构。VxFlex 就绪型节点产品中未提供 PowerFlex Manager。 

服务器层 

服务器层包含两组独立的服务器： 

• 三台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用作 PowerFlex 控制器节点 

• 四台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用作 PowerFlex 客户节点 

PowerEdge R640 是 1U 机架式服务器，最多支持：  

• 两个英特尔至强处理器可扩展系列处理器  

• 24 个 DIMM 插槽，支持高达 1536 GB 内存 

• 两个交流或直流电源装置 

• 10 + 2 SAS、SATA、近线 SAS 硬盘或 SSD 

有关 PowerFlex 群集控制器节点设置和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Dell EMC 

PowerFlex 网络最佳实践和设计注意事项》白皮书。 

下表列出了 PowerEdge R640 配置详细信息。虽然 R640 服务器的资源上限更高，但这些
配置足以支持功能设计，显示 Oracle 数据库实例容器化的优势。 

下表列出了三个 PowerFlex 控制器节点的 R640 服务器配置详细信息：   

表9.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配置 

组件  详细信息 

机箱 1 个 CPU 配置  

内存 6 个 DDR4 双列 32 GB @ 2666 MHz 

处理器 1 个英特尔至强 Gold 6230 CPU @ 2.10 GHz，16c 

rNDC Intel 2P X710/2P I350 rNDC 

附加 NIC 英特尔 10 GbE 2P X710 适配器和英特尔以太网 10G 2P X550-t 适配器 

电源 2 个戴尔 900 W  

iDRAC iDRAC9 Enterprise 

物理磁盘 5 个 1.7 TB SAS SSD，用于存储 

 

下表列出了四个 PowerFlex 客户节点的 R640 服务器配置详细信息：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https://www.dellemc.com/en-ie/collaterals/unauth/white-papers/products/ready-solutions/h17332_dellemc_vxflex_os_networking_best_practices.pdf


附录 A: 解决方案体系结构和组件规格  

 

64 使用 Kubernetes 管理的 Docker 容器运行 Oracle 

使用 Dell EMC 基础架构的软件开发应用场景 

白皮书 

 

表10. PowerEdge R640 服务器配置 

组件  详细信息 

机箱 2 个 CPU 配置 

内存 12 个 DDR4 双列 32 GB @ 2666 MHz 

处理器 2 个英特尔至强 Platinum 8268 CPU @ 2.70 GHz，24c 

rNDC Intel 2P X710/2P I350 rNDC 

附加 NIC 2 个 MLNX 25 GbE 2P ConnectX4LX 适配器 

电源 2 个戴尔 1,260 W  

iDRAC iDRAC9 Enterprise 

物理磁盘 2 个 224 GB SATA SSD，用于启动磁盘 

5 个 1.7 TB SAS SSD，用于存储 

网络层 

网络层包括： 

• 两个 Cisco 93180YC-EX 1/10/25 GbE 网络交换机 — 为 VxFlex 群集提供数据连接。  

• 两个 Cisco 3172TQ 1/10 GbE 网络交换机 — 为 VxFlex 群集提供 OOB 管理网络连接。 

• 每个机柜均配有冗余接入交换机 (Cisco 93180YC-EX)。在第一个机柜中安装一对聚
合交换机，并在访问/聚合网络拓扑中进行配置。如果存在多个机柜，则可以将聚合
交换机分布或安装到其他机柜中。 

VMware vSphere 分布式交换机 (VDS) 在 PowerFlex 机架中管理虚拟网络。VDS 包含多个
端口组。每个端口组都使用网络标签和关联的 VLAN 进行标识。每个节点都向 VDS 上行链
路提供物理适配器或 vmnics，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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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PowerFlex 机架中的虚拟网络 

对于超融合节点，各个 PowerFlex 机架数据网络使用单独的虚拟交换机。传输数据流量的
端口不使用虚拟端口通道进行聚合，而是配置为简单的访问端口。PowerFlex 软件会重复
使用这两个网络。所有其他通信通过一个单独的虚拟交换机进行，该交换机承载所有其他 

VLAN。客户 VLAN（此处未显示）也会添加到此虚拟交换机。纯存储节点具有类似的排列
方式，但不使用虚拟交换机。PowerFlex 机架数据网络使用两个端口，PowerFlex 管理网
络使用一对端口。与超融合节点类似，两个 PowerFlex 机架端口是未聚合访问端口，而两
个管理端口则配置为接合接口。这些端口的交换机连接是虚拟端口通道的一部分。VMware 

和客户 VLAN 不会添加到纯存储节点。 

适合 Dell EMC PowerFlex 的 CSI 插件程序 

为了应对持久存储的挑战，适合 Dell EMC PowerFlex 存储群集的 Dell EMC CSI 插件程序
支持 Kubernetes 群集中的容器化应用程序，以便使用块存储。V CSI 插件程序实施了 

Kubernetes CSI 规范，并使组织能够在开发和生产规模下在本地为基于容器的应用程序提
供持久存储。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 CSI Driver for Dell EMC PowerFlex 产品指南。 

https://github.com/dell/csi-vxflexos/blob/master/CSI%20Driver%20for%20VxFlex%20OS%20Product%20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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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组件 

表11. 软件组件和详细信息 

组件名称 详细信息 

PowerFlex 3.0.1000.208 

VMware vCenter 和 ESXi 6.7 u3 

操作系统版本 Oracle Linux 7.6 - Mapio，内核：4.14.35-

1818.3.3.el7uek 

Docker 18.09.6 企业版 

Kubernetes 1.14.9 

Pod 网络  Calico 0.11.0-amd64 

MetalLB（负载平衡器） 0.7.3 

Oracle 数据库企业版  Oracle 12c，Oracle 19c 

Helm 2.16.0 

CSI 插件程序 PowerFlex CSI 插件程序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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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纵向扩展数据库分析工作负载 

本附录提供以下主题： 

使用英特尔傲腾 DC 永久性内存纵向扩展数据库分析工作负载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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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英特尔傲腾 DC 永久性内存纵向扩展数据库分析工作负载  

使用英特尔傲腾 DC 永久性内存，纵向扩展 Oracle 数据库内的繁重数据库分析工作负载。  

进一步的内容包括将应用场景纵向扩展到超过 500 GB DRAM，尤其是在使用 Oracle 内存
中数据库或分析密集型工作负载时。增加内存密度可使整个 Oracle 工作负载放入内存中，
从而大幅提高性能。在 Oracle Open World 2019 展示了性能改进。有关更多，请观看：  

• Database In-Memory on Intel Optane DC Persistent Memory 视频 

• Delivering Enterprise Value Through Trailblazing Innovations with Oracle: Oracle 

OpenWorld 2019 视频  

下表中显示的配置是英特尔傲腾 DC 永久性内存的建议配置。傲腾 DC 永久性内存配置为
内存模式，不需要任何 Oracle 软件更改。 

表12. 1 个 CPU 配置组件和详细信息 

组件  详细信息 

机箱  1 个 CPU 配置 

内存  

 

6 个 DDR4 双列 16 GB @ 2666 MHz 

4 个英特尔傲腾 PMem 128 GB @ 2666 MHz 

处理器  1 个英特尔至强 Gold 6230 CPU @ 2.10 GHz，16c 

 

表13. 2 个 CPU 配置组件和详细信息 

组件  详细信息 

机箱  2 个 CPU 配置 

内存  

 

12 个 DDR4 双列 16 GB @ 2666 MHz 

4 个英特尔傲腾 PMem 128 GB @ 2666 MHz 

处理器  2 个英特尔至强 Platinum 8268 CPU @ 2.70 GHz，24c 

 

 

 

file:///C:/Users/Tucker5/Downloads/Database%20In-Memory%20on%20Intel%20Optane%20DC%20Persistent%20Memory
file:///C:/Users/Tucker5/Downloads/Delivering%20Enterprise%20Value%20Through%20Trailblazing%20Innovations%20with%20Oracle:%20Oracle%20OpenWorld%202019
file:///C:/Users/Tucker5/Downloads/Delivering%20Enterprise%20Value%20Through%20Trailblazing%20Innovations%20with%20Oracle:%20Oracle%20OpenWorld%20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