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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Dell EMC®
 Isilon®

 平台将可扩展体系结构与分布式软件相结合，以优化用于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的数据存

储。Isilon 横向扩展网络连接存储是一种由排列在群集中的存储节点组成的完全分布式对称系统。Isilon 

OneFS® 操作系统将节点的内存、I/O、CPU 和磁盘结合起来，从而将一个全局命名空间呈现为单个文件系统。 
 

每个节点为群集增加容量、性能和弹性，并且每个节点都能处理来自 EDA 客户端的请求，同时充分利用整个

群集的性能。Isilon 体系结构不包含任何单一数据主节点，没有控制器头的概念，也不包含任何 RAID 组，因此

这是一个高效、可扩展的体系结构，解决了 EDA 数据存储方面存在的问题。 
 

传统 EDA 存储体系结构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它们会造成性能瓶颈，而且还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加重。控制器

是主要瓶颈：将过多的容量连接到控制器可能会使之饱和。存储系统造成的瓶颈会降低并发作业的时钟性能，

从而延长了将芯片推向市场所花费的时间。 
 

分布式 Isilon 体系结构消除了控制器的单头 CPU 饱和点。运行大量并发作业通常会产生大量元数据操作，而不

会使存储系统饱和，从而缩短上市时间。 
 

传统存储系统还存在磁盘空间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跨存储孤岛的容量利用率分布不均，所以需要额外工作，

以便跨聚合手动重新平衡卷和手动迁移数据以实现均匀水平，这些工作都会增加运营费用。利用率低下还会增

加资本支出，因为必须预留额外的容量作为存储开销。 
 

相比之下，OneFS 将通过可更大限度提高存储效率的布局算法在群集节点之间均匀分发数据。Isilon 系统会持

续重新分配数据以节省空间，并消除传统 EDA 存储系统所需的大部分容量开销。Isilon 高效利用磁盘空间，可

减少资本支出和运营费用。 
 

传统存储系统具有多个管理点。每个文件管理器必须单独管理，并且管理开销会增加总拥有成本和运营费用。

缺乏集中化管理还让 EDA 公司处于战略劣势，因为这会削弱他们通过扩展存储来适应不断扩展的数据集和业

务需求波动的能力，从而妨碍其为缩短上市时间而开展的工作。Isilon 体系结构凭借单一卷，通过集中化数据

管理提供了高投资回报。 
 

通过进行多维度扩展以应对 EDA 数据的增长，Isilon 群集让您能够适应多变的存储需求，以经济高效的增量方

式无中断地添加容量和提高性能，以及改善并发作业的时钟运行时间。本白皮书介绍了 EMC Isilon 群集如何提

供性能、可扩展性和效率，以优化数据存储，实现电子设计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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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A 工作流、基础架构和工作负载 
芯片设计的工作流、工作负载和基础架构与指数级数据增长以及该行业极其敏感的上市时间问题，共同构成了

优化用于存储 EDA 数据的系统的明确要求。通过总结 EDA 的典型工作流、基础架构和工作负载可以做好准

备，识别削弱大多数 EDA 存储系统的性能、效率和弹性的问题。 
 

1.1 工作流 
大多数 EDA 工作流包括以下阶段： 

 

• 前端设计阶段（逻辑设计） 

o 设计规范 

o 功能验证 

o 合成 

o 逻辑验证 

• 后端设计阶段（物理设计） 

o 布局和布线 

o 静态时序分析 

o 物理验证 

o 流片 
 

这些阶段彼此交互，构成了 EDA 的数字设计流程： 
 

 

图 1 简化的 EDA 数字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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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端设计阶段，工程师通过将源文件编译为芯片模型来搭建芯片设计。然后，工程师通过在大型计算网格中

调度和运行作业来验证芯片设计。调度程序将构建和模拟作业分发到计算资源上的可用插槽。工程师优化设计

的工作流是迭代的，也是生成大多数模拟作业的前端设计阶段。高效地创建、调度和执行构建及模拟作业，可

以缩短将芯片推向市场所花费的时间。 
 

该前端阶段在并行运行大量作业时，会生成一个输入/输出 (I/O) 密集型工作负载：EDA 应用程序读取和编译数

百万个小的源文件，来构建和模拟芯片设计。 
 

存储系统管理各种设计项目和文件，以便不同的用户、脚本和应用程序都能访问数据。在前端验证阶段，数据

访问模式往往是随机的，包含大量小文件。由于需要并行运行大量作业，从而生成随机 I/O 模式，所以前端工

作负载要求较高的并发水平。 
 

而在后端设计和验证阶段，数据访问模式变得更加有顺序。后端工作负载的作业数量往往较少，且具有运行时

段较长的顺序 I/O 模式。 
 

芯片设计阶段涉及的所有作业输出可能产生数 TB 的数据。尽管该输出通常被视为暂存空间，但这些数据仍需

要最高存储层以提高性能。 
 

在存储系统内，EDA 工作流往往按照设计阶段，将大量文件存储在大型存储系统上的深层目录结构中的单一目

录中。性能敏感的项目目录（包括用于暂存和非暂存目录的目录）在文件系统中占大多数。 
 

这些目录包含源代码树、前端 RTL 文件（以硬件描述语言 [HDL] 定义逻辑）、对晶圆厂库进行合成后编译的二

进制文件，以及功能验证和其他模拟的输出。通常情况下，包含源代码的前端 RTL 项目目录极小，而用于模拟

的项目目录则占据了存储系统总体容量利用率的大部分。 
 

表 1 芯片设计数据的典型项目目录布局 

功能 目录示例 

前端设计数据 /projects/chip1_FE 
/projects/chip1_RTL 

模拟暂存空间 /projects/chip1_scratch 
/projects/chip1_verif 

物理布局 /projects/chip1_layout 
/projects/chip1_pnr 

物理验证 /projects/chip1_physical_verif 

 
 

在存储系统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类型的目录结构可能会对延迟产生影响。如果在另一用户尝试与 

/project/chip1_verif 目录交互时，EDA 工程师针对该目录运行 500 项作业，那么该用户的响应时间可能会出现

明显延迟。 
 

这些项目的工作流要求在夜间备份数据并拍摄目录的快照，有时需要保留多达一个月以上的项目目录快照。存

储系统还可能包括用户的主目录，以及安全但经济高效的设计模块归档，以便在未来项目中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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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端阶段生成可在逻辑上运行的设计后，物理设计阶段会将逻辑设计转换为映像，对其进行验证，并准备将

其交付至晶圆厂用于制造芯片。在物理设计和验证阶段，文件大小增加，并且数据访问模式变得更加顺序化。

最终得到一个大小可达数十 GB 的顶层 GDS 文件。 
 

然后，该 GDS 文件会经过一个顶层验证过程，以确保设计没有错误。最后一个阶段会使用软件执行多次设计

规则检查 (DRC) 迭代和一次布局与原理图比较测试 (LVS)。DRC 确保芯片的布局符合无缺陷制造所需的规

则，而 LVS 则保证布局代表了您想要制造的电路。对于纳米技术而言，可制造性设计 (DFM) 解决方案还有助

于提高良率。 
 

如果 EDA 公司缺少一个能够严格按照截止日期对大型文件执行多次 DRC、LVS 和 DFM 检查迭代的存储系

统，那么该公司可能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布局执行尽职调查，结果导致在制造期间出现代价昂贵的延误或导致

良率下降。 
 

鉴于文件和目录的数量庞大，设计文件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以及这些文件所需的验证测试，存储

系统必须能够轻松进行文件管理，同时提供无缝、高性能的访问。 
 

1.2 基础架构 
典型的 EDA 基础架构将大型计算场与存储服务器、应用程序服务器、许可证服务器、备份系统、基础架构服

务器和其他组件相结合，所有这些组件都与一个以太网网络相连。EDA 使用大型计算网格（即构建服务器场）

进行高性能计算，并且该网格通常由 1,000 多个核心构成。 
 

计算场的密度持续增加。在过去，计算场是非商用 UNIX 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只有有限的计算周期量（例如 6U 

机箱中的 4 个 CPU），系统密度不高，速度也不快。相比之下，现在的计算网格则由数百个商用 Linux 服务器

组成。 
 

存储服务器也呈指数级增长。在过去，存储并非瓶颈，而现在，凭借更密集的商用计算硬件和更多的核心（大

型 EDA 设计公司的核心数多达 30,000 至 50,000 个），计算网格变得密集而全面，导致存储成为瓶颈。在许

多 EDA 公司，存储系统仍采用传统的双控制器头体系结构，如传统的纵向扩展 NAS 系统等。 
 

1.3 工作负载 
计算网格中的客户端和应用程序决定了存储系统工作负载的特征： 

 

大多数 EDA 工作负载通过网络文件系统 (NFS) 访问存储系统。在整个 EDA 行业，从小型随机工作负载到大型

顺序工作负载，I/O 特征因工具和设计阶段而异。一般而言，工作负载往往是随机输入输出操作和顺序输入输

出操作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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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工作流需要高并发水平甚于高吞吐量。当数百个功能和逻辑验证作业在深层目录结构上并发运行时，该工

作负载会引发大量的元数据开销，从而在存储系统上产生高 CPU 使用量。数据访问模式为随机模式。在很多

情况下，大多数文件系统操作会检索属性，执行查找或访问其他元数据。导致存储子系统饱和，使控制器成为

纵向扩展体系结构中的瓶颈的原因，往往是工作负载的元数据密集性。 
 

与前端工作流不同，后端设计流程中运行的作业数量较少，但由于文件大小的增加，它需要增加吞吐量。相较

于功能验证，物理验证的数据访问模式变得更加顺序化，并且工作负载现在呈现更多的读写操作和顺序数据访

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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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增长和挑战 
与所有非结构化数据一样，EDA 数据呈指数级增长。对于每个 EDA 项目的每个设计阶段，需要存储的数据都

会增多。 
 

2.1 数据增长 
 
 

 

图 2 整个垂直市场中非结构化数据的增长 
 

在 EDA 中，随着技术节点转换为更小的几何结构，数据也在增长：EDA 公司期望实现 10 nm 及以下的制程。

随着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密集，即使最终交付给铸造厂的结果只有几十个 GB 的 GDS-II 文件，但是当设计

准备好流片到铸造厂，过去仅占数百 GB 的 EDA 项目现在也需要多达数十 TB 的存储数据。 
 

在这种指数级数据增长和电子设计自动化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将 EDA 工作负载的特性与其典型的基础设施结

合起来，导致存储成为性能瓶颈。 
 

2.2 传统的 EDA 存储体系结构 
多年来，典型的 EDA 基础架构依赖于与其存储系统相同的体系结构：纵向扩展存储系统的特点是使用单服务

器操作系统和控制器头（带有若干磁盘盘架）。该体系结构有许多磁盘盘架和多个单独的控制器头，形成了存

储孤岛。 
 

EDA 存储的传统体系结构还依赖于两个控制器之间的故障切换关系，两个控制器形成高可用性 (HA) 对，每个

控制器为另一个控制器提供高可用性。发生故障时，由单个存储控制器处理的客户端、连接和存储操作将移至

相邻的存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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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DA 数据存储中的问题 
为 EDA 使用传统的纵向扩展存储体系结构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性能瓶颈 
 

传统 EDA 存储体系结构会产生性能瓶颈，这些瓶颈在大规模环境中变得更糟。传统的纵向扩展体系结构需要

在存储组件之间进行手动数据迁移，以平衡 EDA 应用程序的性能。控制器是主要瓶颈：尽管在 EDA 中限制每

个控制器头的容量以确保满足性能要求是一种典型情况，但将太多的容量连接到控制器会使之饱和 — 由于增加

容量不能扩展性能，情况变得更糟。存储系统造成的性能瓶颈会降低并发作业的时钟性能，从而影响将芯片推

向市场所花费的时间，并最终影响收益。 
 

磁盘空间利用率低下 
 

容量没有在存储孤岛间均衡地利用：部分卷过度利用，而其他卷则超额订阅。结果是许多卷都充满了空闲空

间。利用率不均匀会迫使您不得不在聚合之间手动重新平衡卷，并手动迁移数据以实现均匀水平。跨卷管理数

据和迁移数据以使其均匀分布的负担不仅会降低性能，还会增加运营费用 (OpEx)。尽管进行了重新平衡，但每

个卷的典型原始存储容量与可用存储容量的比率如下： 
 

表 2 纵向扩展存储系统中的典型容量利用比率 

原始容量 可用容量 已用容量 

100% 原始容量的 65% 原始容量的 50% 
 
 

多个管理点 
 

在无中央管理点的情况下，必须单独管理每个文件服务器。管理开销提高了总拥有成本 (TCO) 以及运营费用。

多个手动管理点也让 EDA 公司处于战略劣势，因为缺乏集中管理会削弱业务部门通过扩展存储来适应需求的

能力，这反过来会妨碍其为缩短上市时间而开展的工作。随着文件服务器的激增，由于需要进行昂贵的数据迁

移以消除热点，所以管理快速增长的数据所需的成本也会超出 IT 预算。同样，备份和复制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成

本高昂。 
 

存储缺乏弹性 
 

扩展数据集加上动态业务模型会使存储需求难以预测。基于业务和数据预测的前期购买决策会错估存储容量。

在实际已知需求之前进行容量预测会削弱对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的适应性。缺乏灵活性可能会影响上市时间和

利润率。此类早期存储资源调配模式还可导致供应商锁定，并丧失谈判筹码，从而增加成本。 

 



12 Dell EMC Isilon NAS：用于电子设计自动化的大规模性能 | h13233.3 

针对 EDA 工作负载的 Isilon 解决方案 

 

 

3 针对 EDA 工作负载的 Isilon 解决方案 
Isilon 克服了削弱传统 NAS 系统的问题，方法是将存储体系结构的三个传统层（文件系统、卷管理器和数据保

护）结合到带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横向扩展 NAS 群集中。此类横向扩展体系结构提高了并发作业的性能，提高

了磁盘利用率和存储效率以降低资本支出 (CapEx)，集中管理以降低运营成本，以及提供战略优势以适应不断

变化的存储需求，并缩短上市时间。在概述 Isilon NAS 之后，本部分详细介绍 Isilon 解决方案如何解决 EDA 

数据存储中的问题。 
 

3.1 Isilon 横向扩展 NAS 概述 
EMC Isilon 横向扩展平台将模块化硬件与统一软件相结合，为电子设计自动化奠定了存储基础。Isilon NAS 是

一个完全分布式的对称系统，由排列在群集中的模块化硬件节点组成。分布式 Isilon OneFS 操作系统将节点的

内存、I/O、CPU 和磁盘组合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存储单元，从而将一个全局命名空间呈现为单个文件系统。 
 

这些节点在一个无共享硬件体系结构中作为对等体协同工作，而不存在单点故障。每个节点为群集增加容量、

性能和弹性，并且每个节点都可以同时处理来自 EDA 客户端的请求。计算客户端可以使用标准协议（如 NFS 

和 SMB）连接到任何节点，同时充分利用整个群集的资源。该体系结构不包含用于数据或元数据的单一主节

点，没有集中式元数据服务器的概念，也没有会导致瓶颈的控制器头的概念。 
 

随着节点的增加，文件系统会动态扩展和重新分配数据，从而无需对磁盘进行分区并创建卷。这可以形成一个

高效而灵活的存储体系结构，它带来了企业级横向扩展 NAS 系统的所有优势，可存储 EDA 的数据。 
 

Isilon 群集可优化数据保护。与传统的纵向扩展存储系统相比，OneFS 能够更高效、更可靠地保护数据。

OneFS 跨群集条带化数据，并利用高效的前向错误更正代码来保护数据。 
 

Isilon 群集还包括可备份您的数据并提供高可用性的企业级功能。OneFS 可以执行 NDMP（网络数据管理协

议）备份、同步、异地复制、快照、文件系统日志、虚拟热备盘、IntegrityScan、动态扇区修复和加速驱动器

重建。有关 OneFS 的数据可用性功能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名为“Isilon：数据可用性和保护”的白皮书。 
 

OneFS 的全面企业级功能方便进行数据管理。OneFS 包括存储池、重复数据消除、自动分层、配额、高性能

固态硬盘、容量优化型硬盘以及使用 InsightIQ 进行监视。例如，SmartQuotas 会限制项目空间，

SmartConnect 在节点之间均匀地平衡客户端连接，以实现高性能。SmartPools 提供分层存储，以便您可以将

当前数据放入高性能存储池，同时在项目流片之后将较旧的数据放入性能较低、更具成本效益的池中。 
 

Isilon 新一代硬件设计是一个超高密度的模块化体系结构，可在单个 4U 机箱内提供四个 Isilon 节点。每个节点

包括以下组件：内存、CPU、RAM、NVRAM、以太网卡、InfiniBand 适配器、磁盘控制器和存储介质。每个

节点都运行 Isilon OneFS 操作系统（一种将节点联合成群集的分布式文件系统软件）。Isilon 群集包含四个或

更多节点，并可扩展为多达 144 个节点。一个群集的最小存储容量为 72 TB，而最大存储容量为 68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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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群集中添加节点时，将增加群集的聚合磁盘、高速缓存、CPU、RAM 和网络容量。OneFS 将 RAM 分组到

单个全局一致的高速缓存中，以便节点上的数据请求可从缓存在任意位置的数据获益。NVRAM 经过分组后可

按高吞吐量写入数据并保护写入操作不受电源故障影响。随着群集不断扩展，磁盘轴和 CPU 将共同提高吞吐

量、容量和每秒 I/O 操作数 (IOPS)。OneFS 支持 NFS、SMB、FTP、HDFS 和 HTTP；无需客户端驱动程

序，因此可无缝集成到现有的 EDA 基础架构中。 
 

EMC Isilon 允许向群集中添加多种类型的节点，以根据吞吐量或 IOPS 平衡容量和性能。 
 

表 3 EDA 的 EMC Isilon 节点类型 

型号 使用情形 

F800 全闪存 IOPS 密集型应用程序，例如 EDA 

H600/H500 混合 以接近磁带的价格获得接近主存储的高并发和吞吐

量驱动型工作负载访问 

A200/A2000 归档 高容量归档层 
 
 

EMC Isilon 性能加速器扩展节点通过增加处理能力、内存、带宽和并行读/写访问，提供独立扩展以实现高性能。 
 

本白皮书的后续章节会介绍到，Isilon 横向扩展 NAS 的体系结构非常适合减少瓶颈、优化并发、以高效和具有

成本效益的方式存储 EDA 数据、通过集中化管理减少运营费用，以及利用战略优势缩短上市时间。 
 

3.2 大规模性能 
高效的元数据访问 

 
EDA 工作负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操作：读取、写入和元数据访问。该工作负载的特点在于，其典型的混合百分

比为 65% 的元数据、20% 的写入和 15% 的读取。 
 

检查 EDA 行业中的 EMC Isilon 客户的工作流发现，由于在深层目录结构中存储的文件数量很多，因此工作负

载具有属性密集的特点。要为 I/O 请求提供 EDA 工具所需的性能水平，存储系统应在内存或在最高性能层中保

存工作数据集的元数据。EDA 工作负载的输入输出配置文件看起来是这样的： 
 

表 4 典型 EDA 工作流的平均元数据操作 

元数据 读取 写入 

65% 15% 20% 
 
 

带磁盘盘架的控制器的传统 EDA 存储体系结构对读取、写入和元数据访问造成性能瓶颈。特别是工作负载的

元数据密集型方面，使纵向扩展存储域饱和，CPU 利用率达到 100%。瓶颈会导致延迟高峰，并且用户无法再

与存储系统进行实时交互，从而可能触发对 IT 支持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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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的是，Isilon 群集可将元数据操作的延迟减少到毫秒以下。Isilon 的分布式体系结构消除了控制器的单

头 CPU 饱和点，以便您可以运行大量并发作业，这会促成大量的元数据操作，而不会使存储系统饱和。 
 

借助其分布式元数据体系结构（元数据驻留在每个节点上），OneFS 文件系统将数据与元数据分离。Isilon 群

集可以在 SSD 上存储整个数据集的所有元数据。在 SSD 上存储数据集的元数据是一种经济高效的方法，可消

除元数据访问瓶颈，因为元数据往往只占总数据集的一小部分。 
 

使用传统的存储方法，当有 500 个作业访问不同的数据集时，高速缓存可能毫无用处。由于 EDA 工作流某些

方面的数据访问模式是随机的，因此高速缓存命中率往往很低，在此类情况下，存储系统必须从磁盘提取元数

据，从而增大了输入输出操作的延迟。 
 

OneFS 不仅仅将闪存用于命名空间高速缓存。OneFS 实际上并不依赖于高速缓存，因为 OneFS 可以将不同

数据集的所有元数据存入 SSD，这意味着元数据始终驻留在闪存上。因此，Isilon 群集可为所有适用的数据集

提供 100% 的高速缓存命中率，而不会增加输入输出延迟。 
 

同样，尽管某些技术可以横向扩展，但当它们仅扩展数据服务器时，它们仍依赖于集中式元数据服务器。此

外，这些技术在文件层，而不是在数据块层扩展。考虑到 EDA 工作负载是元数据密集型，所以使用集中式元

数据服务器可能会成为瓶颈。其他存储方法必须从元数据服务器和旋转介质检索元数据，而 OneFS 可以从 

SSD 检索所有元数据。 
 

并发作业的运行时改进 
 

对于 EDA 工作流，Isilon 横向扩展分布式体系结构消除了 CPU 瓶颈，并优化了处理并发作业的性能。由于所

有节点都并行工作，OneFS 会自动使用 SmartConnect 将作业分配给各个节点，而不是在单个控制器上运行所

有作业，也不需要手动将作业分配到控制器。在节点数量正确的情况下，群集可以处理来自计算网格的并发 

I/O 请求，并获得最佳性能水平。当其他传统存储系统达到控制器的饱和点之后，Isilon 群集的分布式并行体系

结构可缩短并发作业的时钟运行时间。 
 

Altera 便是一家使用 Isilon 来消除其并发作业存储瓶颈的公司。“以我们迄今为止构建的最大 FPGA 为例，在

一个需要的模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流程节点上，所有一切都要遵循非常严格的项目时间表，我们发现只有

一个存储解决方案可以应对我们的并发需求，这个解决方案就是  Isilon。”Altera 的设计自动化经理表示。使

用 Isilon 群集时，Altera 完成 5 倍以上的 20 nm 模拟数所花的时间比其上一代旗舰设备的所有 28 nm 模拟所花

的时间还要少。 
 

对于大多数工作流，I/O 操作的强度需要固态硬盘 (SSD)、写入合并、一致高速缓存和群集 RAM，从而有效地

为文件和元数据提供请求。EMC Isilon F 系列节点可提供 EDA 工作流和工作负载所需的性能。在 4U 中，单个 

F800 全闪存机箱可提供每秒 250,000 次 SPECsfs2008 文件操作，总吞吐量超过 15 GB/秒。完全扩展的 EMC 

Isilon 群集每秒最多可提供九百万次 NFS SPECsfs2008 文件操作，总吞吐量超过 540 GB/秒。Isilon F800 节

点将 SSD 与两个 16 核 Intel CPU 以及高达 36.8 TB 的全局一致高速缓存结合起来。SSD 可加快命名空间密集

型元数据操作，以及加快对延迟敏感型数据集的访问。对于较小的工作负载，Isilon H 系列中的节点也可以包

括 SSD，以便经济高效地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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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消除瓶颈，OneFS 的每个节点包括几种高速缓存类型、一个预取选项和双 40 千兆位以太网 (40 GbE) 

连接。全局一致的高速缓存通过连接到任何节点来提供对存储数据的快速访问。通过添加更多节点，您可以在

数据集增长时轻松扩展一致的高速缓存，以便将运行中的数据集保存在内存中。预取选项可以调整 OneFS 以

解决流式、随机或并发访问模式。与每个节点的双 40 GbE 连接支持在 EDA 的模拟和验证阶段发生的高级别网

络利用。 
 

寻找 Isilon 群集的最佳点（在处理并发作业时进行扩展以及相对其他系统缩短处理相同工作负载所需时钟运行

时间的最佳点）依据的是计算网格的规模、作业数量、工作数据集以及其他因素。Isilon 建议您与 Isilon 代表合

作，以确定最适合您的工作流的节点数量。 
 

存储效率和利用率 
 

典型的 EDA 数据集由约 90% 或更多的小文件和 10% 或更少的大型文件组成，这些文件存储在包含成百上千

个项目目录的文件系统中。约 60% 的数据处于活动状态；40% 的数据处于非活动状态。快照通常会备份数据

以进行短期保留，并与长期备份策略相结合，后者通常包括磁盘到磁盘备份或磁带。 
 

使用传统文件服务器时，EDA 工作负载利用磁盘空间的效率低下。容量在各个卷之间分布不均匀。对于原始总

存储容量，因为奇偶校验、备盘、快照保留空间、数据分布不均衡以及性能填补会产生开销，所以大约有 65% 

的空间可用。在实践中，开销通常占用总容量的 50%，因为许多文件系统包含一些空白空间。 
 

Isilon 群集消除了传统 EDA 存储系统所需的许多开销。由于没有 RAID 组，OneFS 将通过可更大限度提高存

储效率和性能的布局算法，在群集节点之间均匀地对数据进行分发或分条。系统不断地重新分配数据以节省空

间。同时，OneFS 可通过前向纠错（即 FEC，一种可靠保护数据的高效方法）来保护数据。数据保护的容量

开销累积（而非每个单独的卷）约为 20%。 
 

在实践中，对于 EDA 数据集，因为是大文件决定了利用率，所以 Isilon 群集的运行效率在 70% 到 80% 之

间，因此与传统存储系统相比，可节省多达 20% 到 30% 的容量。即使小文件占 EDA 数据集的 90% 以上，它

们也只占用 10% 或更少的容量。因此，存储小型文件的任何低效率都会被存储大型文件的高效率所掩盖。并

且，随着 EDA 数据集的大小不断增加，Isilon 群集的效率将接近 80%。 
 

例如，要将 100 TB（例如，90 TB 大文件和 10 TB 小文件）的 EDA 数据集存储在 Isilon 群集中，需要大约 

142.5 TB 的原始空间，如下表所示： 
 

表 5 EDA 数据集的典型原始容量与可用容量比 
 

逻辑（已使用） 物理（原始） 

小文件 10 TB 30 TB 

大文件 90 TB 112.5 TB 

总计 100 TB 142.5 TB 

效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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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以下图表中所示的文件计数与容量分布情形中，效率水平为 79%： 
 
 

 
 

图 3 大文件与小文件比较（按文件数和按容量） 
 

此外，您可以通过监视其单个卷上的已用空间，然后及时添加节点以满足更多容量的需求，以无中断方式扩展

群集的容量。因此，EDA 系统管理员可以从存储系统中获得更高的利用率，而又不会造成过多的停机时间和性

能损失。 
 

与传统的纵向扩展 NAS 系统相比，横向扩展体系结构为数据保护和数据可用性提供了更具弹性的基础。在 

2013 年的一份名为“横向扩展文件系统存储的关键功能”的报告中，Gartner 在对多家存储供应商的恢复能力

进行评估时，对 EMC Isilon 的评级最高。恢复能力是指平台进行资源调配以实现高级别系统可用性和正常运行

时间的能力1。 
 

Isilon 对存储空间的有效使用可降低资本支出。IDC 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发现，“与传统存储相比，Isilon 能

实现存储的高效利用，从而降低资本支出。对原始存储每花费 1.00 美元，Isilon 便提供价值 0.72 美元的在用

存储，相比较而言，其他传统存储只提供 0.58 美元。一个主要原因是 Isilon 存储的利用率通常比传统存储高

很多。对于传统存储，IT 管理员通常必须为快照和性能扩展空间留出足够的自由储备，以便其存储能够继续

运行。”2 

 

根据 IDC 调查，使用 Isilon 产品的公司能够将其相关设施成本降低 40%，从而每 TB 节省 42 美元。设施成本

节约源于更高效的架顶式体系结构，这种结构需要更少的机架空间。根据所替换的体系结构，Isilon 使用的机

架数可减少 25% 至 75%。 
 

 
 
 
 
1“横向扩展文件系统存储的关键功能”，Gartner, Inc.，2013 年 1 月 24 日出版，http://www.gartner.com/technology/reprints.do?id=1-
1DYP0VR&ct=130206&st=sb 
 
2《Quantifying the Business Benefits of Scale-Out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Solutions》（量化横向扩展网络连接存储解决方案的业务优

势），IDC，白皮书，2013 年 9 月 6 日访问，http://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idc-ar-business-benefits-of-scaleout.pdf 
 

http://www.gartner.com/technology/reprints.do?id=1-1DYP0VR&ct=130206&st=sb
http://www.gartner.com/technology/reprints.do?id=1-1DYP0VR&ct=130206&st=sb
http://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idc-ar-business-benefits-of-scaleou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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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多个卷分布的项目目录 — 在一个卷中可以有数十到数百个目录，在多个控制器间分布多达数千个目录 — 在 

Isilon 群集上找到方便的位置。OneFS 会自动平衡整个群集中的数据。因此，Isilon 群集可针对 EDA 存储进行

超额订阅，您可以无中断地扩展群集，以便准时满足扩展存储需求。 
 

自动分层进一步提高存储效率。使用其他存储系统时，将不活动的数据移动到较低层可能需要大量的人工。而

使用 OneFS，策略可自动将非活动数据移至较低的存储层。如下面有关非活动文件的图表所示，多达 40% 的 

EDA 文件集处于非活动状态的时间达 120 天。利用 OneFS 实现自动分层可节省在第 1 层存储上所花资金的三

分之一以上，如按容量划分的非活动文件图表所示。快照也可以驻留在较低层上；无需预留快照保留空间。 
 

数据管理 
 

Isilon 群集简化了数据管理，以便降低运营费用。Isilon 独特的横向扩展方法可确保通过有效管理实现高投资回

报，同时可无缝扩展，以满足 EDA 项目数据不断增长的存储需求。具体而言，EMC Isilon 群集通过提供传统

存储系统所缺乏的功能来解决 EDA 公司面临的许多常见数据管理问题： 
 

单个卷 
 

Isilon 群集将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表示为一个带中央管理点的全局命名空间。EDA 计算客户端通过连接到任何节

点来访问相同数据。不会有存储孤岛影响数据管理。 
 

无缝的可扩展性 
 

Isilon 文件系统可在一个卷中动态扩展到最多 68 PB，并且达到超过 540 GB/s 的聚合吞吐量。 
 

数据管理更高效 
 

传统的纵向扩展体系结构会导致在组件之间发生代价高昂的手动数据迁移，以平衡应用程序的性能。Isilon 群

集在节点之间或存储池内均匀分布数据，而不留下热点。文件系统的横向扩展分布式体系结构从根本上消除了

这些热点。无需手动迁移数据。对于单个卷，Isilon 群集不需要手动重新配置客户端装载点。服务级别协议变

得可预测。 
 

Isilon 群集可以将不同类型的节点合并到一个文件系统中，然后将它们划分为具有不同容量与性能比率的存储

池。例如，EMC Isilon SmartPools® 可以实施文件池，以更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数据集的性能，同时经济高效地

存储不太活跃的数据。文件池策略可以按生存期识别不同的数据集，然后将其分发到满足其性能要求的存储

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EMC Isilon 电子设计自动化的最佳实践。 
 

Isilon 群集的易用性和快速扩展的能力省时省钱。IDC 在其对常规 IT 系统管理的调查中发现，“IT 生产力的增

加使每 TB 的运营成本减少 3.5 个 FTE 小时或 48%”。对于 EDA 公司而言，Isilon 横向扩展 NAS 的运营成本

甚至可能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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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EDA 工作负载的 Isilon 解决方案 

 

 

技术战略 
 

通过从多个维度进行扩展以处理 EDA 数据的指数级增长，EMC Isilon 群集做到一举两得：兼顾容量和性能。

该组合帮助您适应流畅的存储需求，以经济高效的增量方式无中断地增加容量和性能，并缩短并发作业的时钟

运行时间。 
 

对于 EDA，CPU、RAM 和磁盘空间的比率取决于工作负载，这使得很难在衡量未来项目的工作负载之前调整存

储系统的大小。数据集扩展也使得预先确定群集大小成为问题。Isilon 横向扩展 NAS 非常适合以下情形：您可以

通过添加节点来增加 CPU、RAM 和磁盘空间，从而将存储容量和性能与动态 EDA 工作负载的需求相匹配。 
 

Isilon NAS 让您可以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存储需求。您无需购买新的完全扩展的控制器，而是可以通过经济

高效的增量方式无中断地增加节点，从而扩展性能和/或容量。例如，如果您需要更快地访问元数据，则可以添

加包含 SSD 的 S 系列节点。或者，如果您需要将数据从较旧的项目移到较低的层，以降低存储成本，则可以

添加一个或多个经济高效的 NL 系列节点。您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即时采购模式购买更多存储。 
 

前面提到的 IDC 调查发现，利用 Isilon 存储，公司不仅将存储成本降低了 37%，还提高了其灵活性。“接受调

查的公司为其 Isilon 存储的每 TB 支付的费用更少，这样一来，结合效率优势后，意味着他们将其存储成本降

低了 37%，每 TB 节省了 1,527 美元。此优势意味着公司可以针对其存储要求更精确地进行预算，并且可进行

高效地扩展，以满足新的或不断变化的需求。” 
 

Isilon 非常灵活，促使 EDA 行业中的许多公司采用 Isilon 群集，而且 Isilon 成熟的纯横向扩展技术已针对 EDA 
进行了现场验证。在这种情况下，EDA 公司发现他们可以消除单供应商战略。 

 

作为缩短芯片上市时间的技术战略的一部分，正确大小的 Isilon 群集可以在其他存储系统达到控制器的饱和点

之后，减少并发作业的时钟运行时间。能够运行更多并发作业，而不会使存储系统饱和，缩短了设计和构建芯

片所需的时间，从而有助于提高收入和利润。 
 

 

图 4 时钟运行时间分析：Isilon 的大规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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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4 结论 
EMC Isilon 克服了削弱传统 NAS 系统的问题，方法是将存储体系结构的三个传统层（文件系统、卷管理器和

数据保护）结合到带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横向扩展 NAS 群集中。对于电子设计自动化，Isilon 的横向扩展体系结

构消除了控制器瓶颈（从而缩短了并发作业的时钟运行时间），加快了元数据操作，提高了存储效率（从而降

低了资本支出），实现了管理集中化（从而减少了运营开支），并提供了缩短芯片上市时间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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