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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公、私有雲服務的廣泛使用，使得大數據分析對於儲存容量的擴增需求增加，

橫向擴增的儲存服務越來越受到關注，因為它可以提供 Petabyte 等級的可擴展儲存容

量。Ceph 是一款開源、擴展性強的軟體定義儲存系統，是 Openstack 雲儲存解決方案最

受歡迎的區塊儲存後端，但它不易調校，不容易發揮硬體設備最大的價值，因此 Ceph 使

用者面臨調校效能的挑戰。我們開發了一個 Ceph 效能整測工具來部署已效能調校後的

Ceph 叢集，它能夠部署效能較佳的 Ceph 叢集與自動化針對 Ceph 的物件儲存、區塊儲

存與文件式儲存進行效能量測，使用者可以透過 UI 界面進行監控與管理 Ceph 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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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面對巨量資料時代的來臨，企業現有的 IT 基礎架構已無法支撐如此的使用情境與

規模，EMC 數位世界研究報告：全球資料量將急速攀升，從 2013 年至 2020 年將成長

10 倍的資料量，資料總量將從 4.4ZB 增加至 44ZB，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資料量是由個人

所產生，約為 2.9ZB [1]。為因應新興應用及提升公司競爭力，採用新世代的雲端及儲存

架構勢在必行，分散式檔案系統在近年來廣受討論與研究，它需要具備高效能、高容錯、

高可靠、高可用與高擴充的特性，且除了將資料分散的儲存在資料節點外，每個節點同

時也具備分散式計算的能力，所以原本只能在單一主機處理的程式邏輯與資料處理，可

以分散到數以萬計的大量計算節點上運行處理，等每個節點計算出結果後，再將處理完

成的個別結果結合起來，產生最終的結果，這種運作方式有效率的節省了資料存取與計

算的排隊時間，提升了處理效能。 

最近幾年，隨著許多 IT 廠商提倡軟體定義式的資料中心、IT 環境或基礎架構，軟

體定義儲存(SDS；Software Defined Storage)也備受關注，SDS 將原本仰賴專用的硬體儲

存設備，如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提供的儲存服務改由軟體來提供服務。以企

業環境來說，軟體化的儲存系統執行在 x86 伺服器上能將多種異質儲存系統虛擬化，把

分散在多台設備的儲存容量整合為單一儲存資源池，如此一來可以大幅減少儲存設備的

建置成本，因為企業若要擴充儲存設備，除了繼續購買專用的硬體儲存設備，還可以有

更多的選擇，尤其是有了軟體化的儲存系統之後，企業就可以用一般通用的 x86 伺服器

建置所要的儲存環境，而不再像過去只能透過買多台搭配專用硬體的儲存設備來擴充，

所以能降低儲存設備的建置成本。目前的市面上，已經有出現不少企業級的軟體定義儲

存產品。例如 VMware 推出的 Virtual SAN 以及 Virtual Volumes，以及 EMC 的 ViPR、

ScaleIO 等等，這些廠商所提供的儲存環境大多基於檔案系統(File System)或區塊式儲存

(Block Storage)。企業除了需因應既有 IT 系統不斷成長的儲存空間需求，近年來，大數

據分析對於儲存非結構化資料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物件式儲存(Object Storage)隨之

受到重視，通常應用在各種監管資料的儲存，像是金融財務、醫療照護與影像檔案保存，

也可以用在資料庫儲存、電子郵件歸檔、大型網站存放的各種數位內容、大量檔案儲存

或是資料備份，用途非常廣泛。提供物件式儲存的領域，則是雲端服務業者的應用，像

是 AWS S3、微軟 Azure Storage、Google Cloud Storage。此外，在開源原始碼軟體界也

發展出不少選擇，像是 OpenStack 雲基礎架構套件當中的 Swift、以及先後被 Red Hat

併購的 GlusterFS 和 Ceph。而在這些提供物件式儲存的雲服務和軟體當中，後勢最被看

好的是 Ceph [2]，因為它不只是支援橫向擴展，本身可提供的儲存方式最為多元，可以

同時支援區塊式儲存、物件式儲存，以及檔案式儲存(File Storage)，如此一來，Ceph 的

用途就很廣泛，不只針對雲端服務與應用程式搭配的物件式儲存，也可以因應一般伺服

器主機、虛擬機器所要運用的區塊式儲存需求，若需要提供網路共用檔案和資料夾的存

取能力，它也能支援 NFS、CIFS 網路儲存環境的使用。 

由於能同時滿足多種儲存環境的需求，採用 Ceph 的用戶日益增加，尤其是想要運

用 OpenStack [3]來建構雲環境的服務業者和企業。因為在 OpenStack 的系統架構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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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充分支援各式各樣的資料儲存應用，而發展了 Cinder 和 Swift 套件，分別對應區塊式

儲存與物件式儲存，此外，提供運算服務的 Nova 套件與映像服務的 Glance 套件，也都

需要儲存資料。Ceph 搭配 OpenStack 的使用對 Ceph 來說是一個效能議題的挑戰，不

只是上述提及的 OpenStack 服務，還有很多 OpenStack 專案能夠搭配 Ceph 使用，如

監控服務(Gnocchi)、檔案分享服務(Manila)，Ceph 同時要面對多種儲存的需求，並要提

供高可用與高可靠性，使 OpenStack 服務能夠更流暢的運行。對此，Ceph 仍沒有一個

較完整的效能測試工具來測試 Ceph 部署後的效能，我們將開發一個 Ceph 部署後效能

整測工具供 IT 人員使用，它不只能夠對 Ceph 進行效能測試，我們可以根據該工具產

生的報表數值進行 Ceph 的效能調校，避免 Ceph 部署後效能無法達到應有水準的問

題。 

二、 Ceph 

Ceph 為一開源分散式物件儲存與檔案系統，起源於 2003 年作者 Sage Weil 博士論文

的研究成果，在 2006 年時以 LGPL 2.1 授權公開發佈。2011 年 Sage Weil 成立 Inktank

公司，提供 Ceph 的咨詢與技術支援服務，並且在 2012 年 7 月釋出 Ceph 的第一個穩定

版本。近幾年來搭上 OpenStack 的發展，於 2014 年 4 月被 Red Hat 公司收購，在最近的

OpenStack 使用者調查中甚至發現有超過半數的使用案例皆採用 Ceph 做為底層儲存系

統。 

Ceph 的架構核心基於 RADOS (Reliable Autonomic Distributed Object Store) [4]，一個

可靠與自我管理的分散式儲存，並在其上建構出區塊裝置服務 RBD (RADOS Block 

Device)、檔案系統服務 CephFS、以及相容於 S3 和 Swift 協定的物件儲存服務 RGW 

(RADOS Gateway)，使用者可以透過這些服務存取 Ceph 的資源，或者直接使用 RADOS

函式庫 (Librados)存取 Ceph，Ceph 用戶存取架構如圖 1。 

 

圖 1: Ceph 用戶存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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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 Ceph 的核心元件，RADOS 能夠自動的選擇使用者的資料要存放的位置，它能

夠智慧化地選擇幾個較不忙碌的硬碟存放資料，且 RADOS 會自動地進行資料複製確保

資料不遺失，且還有錯誤偵測與錯誤回復等機制，其中元件皆採用無單點故障 (No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的設計，並可線上擴充，這些特性使得 Ceph 能集結數以千計的

硬體設備組成 PB (Peta Byte) 級的儲存系統。 

RADOS 叢集由許多 OSD (Object Storage Device) 服務及少數的 Monitor 服務組成，

其中 OSD 主要作用是負責儲存資料，彼此之間會自動同步複寫或當某個硬碟資料損毀

後，自動回復該硬碟儲存的資料，也會定期對監控器程式回傳自身的硬碟與資料健康狀

態，伺服器內的每一個硬碟都會配備一個 OSD 程式。而 Monitor 可維持叢集的狀態，

並提供給儲存叢集的用戶端存取，當用戶端要存取 RADOS 時，會先向 Monitor 服務取

得叢集狀態，並透過 CRUSH (Controlled Replication Under Scalable Hashing) [5]演算法算

出資料存放的位置進而向 OSD 服務讀取或儲存資料，Monitor 能掌握整個叢集的各個成

員與狀態，一群 Monitor 之間也會相互支援，就算其中一支程式故障，還是能持續運作，

RADOS 架構如圖 2。 

 

圖 2: RADOS 架構圖  

1. Rados Gateway (RGW) 

RGW 提供 RESTful 的 API 介面，且可相容於 Amazon S3 雲端儲存服務，

以及 OpenStack 的物件式儲存 Swift。用戶主要是透過 HTTP 存取 RGW，RGW

再透過 LIBRGW 函式庫以 socket 的方式存取 RADOS，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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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RGW 架構圖 

2. RADOS Block Device (RBD) 

RBD 提供區塊設備，可以當成系統的一個區塊設備格式化並掛載，也可

以提供給 QEMU/KVM 虛擬機使用，RBD 設備調整大小，兼具精簡空間配置

(thin-provisioned)、快照、一比一複製(clone)等特性，系統也能將區塊裝置分割

多個區段，存放在不同的儲存叢集，以提升存取效能，如圖 4。 

 

圖 4: RBD 架構圖 

3. Ceph File System (CephFS) 

CephFS 提供 POSIX (Portable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 [6]相容的檔案系

統，可供使用者掛載，以便存取檔案或資料夾，可以以 CephFS 的核心物件 

(Kernel Object)來存取，或是使用者空間下的檔案系統 (Filesystem in User 

Space，FUSE)。若要使用 CephFS 服務，用戶還需要在儲存叢集中部署 Ceph 

Metadata Server (MDS)伺服器，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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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CephFS 架構圖 

4. Ceph 效能測試 

Ceph 在社群中有幾個常用的 benchmark 工具，測試工具列於表(一)，這

些測試工具能讓 IT 人員於 Ceph 部署後能夠產出效能測試指標。但是 IT 人

員不能依據這個值就能評斷 Ceph 的效能好或是壞，一般都會先對實體設備做

效能的測試，知道實體設備的能力後，再去評估軟體是否能達到實體設備的能

力。對 Ceph 來說，這套軟體需要的實體設備就是網路速度、CPU 運算能力、

記憶體大小與硬碟速度。對此 Ceph 沒有內建的工具來評估實體設備的能力，

所以 IT 人員必須得借助其他工具來測試，其他 Linux 社群中經常使用的測試

工具列於表(二)。 

表 1: Ceph 常用 benchmark 工具 

工具 用途 說明 

rados bench RADOS 效能測試工具  Ceph 內建的 RADOS 效能測試工具 

 提供順序寫、順序讀、隨機讀的測試 

 能選擇的參數較多 

rados load-gen RADOS 效能測試工具  Ceph 內建的 RADOS 效能測試工具 

 提供順序寫、順序讀的測試 

 能夠同時產生順序讀、寫混合型的測試 

rbd 

bench-write 

Ceph RBD 效能測試工

具 

 Ceph 內建的 block device 效能測試工

具 

 提供順序寫、順序讀的測試 

COSBench [7] RGW 效能測試工具  Intel 所開發的 RGW benchmark 工具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表 2: Linux 硬體 benchmark 工具 

工具 用途 說明 

dd 儲存設備效

能測試工具 

 可以用來在指定的儲存設備上產生一個大檔，可以產出

一個效能報表 

 除了可以作硬碟效能測試，還能夠做資料的備份還原 

 缺點是只能以 single thread 的方式運行 

fio 儲存設備效

能測試工具 

 主要是用來驗證區塊儲存設備的 IOPS 與 throughput 

 Linux 環境主流的儲存設備效能驗證工具 

iperf 網路效能測

試工具 

 可以用來量測網路最大的 TCP/UDP 網路頻寬與效能 

三、 Ceph 效能整測工具 

在社群中，Ceph 的效能調校一直是 Ceph 使用者討論度極高的問題，甚至官方

文件也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調校方法。因 Ceph 本身缺乏一個可以整合測試與效能

調校的工具，沒辦法根據各種硬體設備的搭配，進行最佳的效能調校，也沒辦法有

整合測試來觀察所有效能議題。我們結合了 Ansible [8]開發了一個 Ceph 效能整測

工具，它能夠自動化地部署 Ceph，並會依據硬體效能進行自動化的效能調校，且

也針對 Ceph 的三種界面: RBD、RGW、CephFS 進行可用性與效能測試，最後會產

生一個 benchmark 指標供 IT 人員參考，這個工具也結合了 Grafana [9]與 Telegraf 

[10]，來提供效能的監控紀錄與 UI 介面，IT 人員能夠於 UI 上調整 Ceph 參數，並

透過 UI 介面觀察 Ceph 效能變化，也能夠過 UI 界面管理 Ceph。 

Ceph 效能整測工具結合了我們開發的部署整合測試工具、自動化效能調校工

具與視覺化效能監控與調校工具，在這章節我們會分別對這三個工具作介紹， 

1. 部署整合測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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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Ceph 存取方式架構圖 

Ceph 部署整合測試工具流程如圖 6，我們整合了現有部署工具與測試工具，並

使整部署、調校與測試流程自動化。 

1. 一開始會先進行硬體設備的硬碟效能測試與伺服器之間的網路效能測試，硬碟

與網路效能測試分別會使用 fio 與 iperf 工具，若是在硬體設備的效能測試發

生有異常的現象，此工具會立即發出告警通知 IT 人員，讓 IT 人員進行設備

異動或是針對該設備進行更深入的測試。 

2. 硬體設備效能檢測完後，Ceph 部署整合測試工具即會開始進行 Ceph 的部

署，在部署過程中，此工具會參考上一步的硬體效能測試取得的報表數值進行

自動化效能調校，若是在已安裝好的 Ceph 環境執行此工具，此工具仍然會檢

查 Ceph 環境是否設定有誤以及整體環境的掃瞄檢查，像是 mtu 設定的檢

查，並提供較佳的效能調校參數供 IT 人員參考設定。 

3. Ceph 部署後，即會開始檢查 RADOS 能否正常存取與 Ceph 的三種使用方式

是否能正常使用，其中包含 RBD、RGW 與 CephFS。RADOS 的測試方式會

在 RADOS 存放多個檔案，並再取出來檢查是否有遺失資料，而 RBD 與 

CephFS 會用掛載的方式在測試節點於掛載點新增多個能夠讀寫的檔案，並檢

查資料是否有遺失，RGW 會使用 S3 的介面來測試是否能夠正常存取檔案。 

4. 檢查完  Ceph 各種服務都能正常使用後，會先對  RADOS 開始進行 

benchmark 測試，使用的工具為 rados-bench。 

5. RADOS benchmark 結束後，會對 RBD 與 CephFS 進行 fio benchmark。 

6. 接著最後會對  RGW 進行  benchmark ，使用工具為  intel 所開發的 

COSBench。 

以上部署整合測試工具完全自動化，可以大幅減少人力成本，IT 人員可以取得 

benchmark 報表，並根據報表中的值來對 Ceph 進行效能調校。 

2. 自動化效能調校工具 

Ceph 效能參數的調校是所有在研究 Ceph 的研究員最關心的議題，IT 人員

要能夠根據不同 x86 伺服器進行硬體效能的計算與調校參數的設定與分析，但這些

過程非常複雜，且若都是透過人工的方式處理會花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進行分析與

調較。我們開發了一個自動化的效能調校工具，它能夠根據不同硬體設備如硬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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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put 與 IOPS、CPU threads 數量、記憶體大小與網路頻寬進行 Ceph 效能調

校，調校參數數值會根據硬體效能增減，我們研究出一套參數計算方法，將我們會

調整的參數，根據硬體能力能夠計算出適當的參數數值，這些參數若是沒有妥善的

進行調校，即使硬體效能很好，Ceph 也無法發揮最佳的效能。 

此外，因為我們使用的 Ceph 都是 jewel 版本，所以儲存引擎還是使用這版

主流的 filestore，因此 FileJournal 也是我們調校效能的主題，一般使用 filestore 都

會配置 SSD 作為 OSD 的 FileJournal，但是 SSD 的成本較高、容量較低，因此 

SSD 數量的規劃與 SSD FileJournal 與 HDD 的 OSD 搭配也是需要進行評估。自

動化效能調校工具會根據安裝於伺服器上 SSD 與 HDD 的 throughput 和 IOPS 進

行分析，分析過後會提供 IT 人員 SSD FileJournal 與 HDD 的 OSD 搭配比例建

議。除此之外，FileJournal 的效能調校也會自動化地根據 SSD 與 HDD 的

throughput 和 IOPS 進行調校，這些調校的參數都是影響 FileJournal 寫資料到 

OSD 效能很大的因素。 

3.  視覺化效能監控與調校工具 

Ceph 效能調校最大的問題就是即使知道所有調校參數的意義，但也不知道效

能調校的參數調整後會造成什麼影響，我們整合了 Ceph 監控以及用視覺化的方式

呈現 Ceph 各個效能指標，如圖 7，我們使用 Telegraf 作為效能監控蒐集工具，該

工具能蒐集 Ceph 的效能狀態，從底層的硬碟設備 throughput 與 IOPS，到上層的 

Ceph pool throughput 與 IOPS，Telegraf 蒐集這些監控資料後，會把資料存到 

InfluxDB [11]中，InfluxDB 是時間序列資料庫(Time Series Database Server, TSDB)，

他最大的好處就是能透過 HTTP API 的方式來存取資料，因此只要是支援 HTTP 

的 client 都能夠來存取監控資料。有了監控資料後，我們使用社群很多人使用的 

Grafana 來作為 Web 監控服務介面，IT 人員可以視覺化的觀察 Ceph 狀態、IOPS、

throughput 等等，此外，我們在 Grafana 上客製了以下功能: 

 以往若是 Ceph 需要新增新的節點或是新的 OSD，都必須透過使用者在

Ceph 節點上執行複雜的指令，透過此工具可以透過 UI 介面操作進行 

Ceph 硬體設備的異動 

 IT 人員能夠於 UI 介面上不中斷服務的修改效能調校參數，且能夠自行

透過  RADOS bench 對  RADOS 進行壓力測試，來觀察  IOPS 與

throughput，再對效能調校參數進行微調 

 IT 人員能夠針對不同的監控指標進行告警設定，例如可以設定特定 pool 

的 throughput 大於 200 MB/s 就進行告警 

 Ceph 有各種不同的警示狀態，透過 UI 設定監控項目的告警臨界值，當達

到臨界值能夠發出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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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Ceph 效能整測工具 UI 介面 

四、 部署複雜度與效能測試比較 

此章節我們會比較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與不使用此工具的部署複雜度，

也會比較部署後的效能。 

1. 部署複雜度比較 

我們將 Ceph 部署所需的人為工作列於表三，其中分別比較使用與不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的差異 

表 3: 部署複雜度比較 

 不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 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 

準備工作 檢查系統設定，如 MTU、NTP、

OS kernel 參數等等 

設定叢集的相關資訊於 ansible 

inventory 腳本後，執行工具 

硬體設備的

效能與可用

性檢測 

人工處理，網路檢測需在叢集中

每個 server 安裝 iperf，並在每台 

server 進行一對一的 iperf 測

試；硬碟檢測需要安裝 fio，並

對每台 server 的每個硬碟進行

檢測，檢測過程都須用肉眼觀察

是否有異狀。 

自動執行，若是查測出異樣會發

出告警給 IT 人員，同時產出報

表供效能調校 

Ceph 部署 可以手動部署，也可使用官方提

供的部署工具 ceph-deploy 或

是 ansible 進行部署 

自動執行，若是部署有出現異樣

會發出告警給 IT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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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測試 無，若需要則手動執行 自動執行，若是查測出異樣會發

出告警給 IT 人員 

RADOS 

benchmark 

無，若需要則手動執行 自動執行，並產出報表 

RBD/CephFS 

benchmark 

無，若需要則手動執行 自動執行，並產出報表 

RGW 

benchmark 

無，若需要則手動執行 自動執行，並產出報表 

效能調校 無，若需要則手動調校 自動執行 

UI 安裝 無，若需要則手動安裝 自動執行 

表三 Ceph 部署比較由於 Ceph 原生部署工具只完成 Ceph 部署，其他測試

與調校都需要 IT 人員自行處理，且 Ceph jewel 版本並沒有 UI 能夠視覺化的提

供 Ceph 資訊，種種不方便的因素，導致許多 Ceph 使用者難以處理 Ceph 的各種

問題，而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部署不止是能夠自動化的部署與調校，它也產出 

Ceph benchmark 報表，可以很快的就能取得 Ceph 能力上限的資訊，同時有 UI 界

面對 Ceph 進行操作與客製調校。 

2. 部署後效能比較 

我們比較使用與不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的 Ceph 部署後效能，實驗的設

備我們使用 Wiwynn SV-320 Server [12]三台作為 Ceph 叢集，詳細硬體規格如表

四，軟體規格如表五，我們透過 RADOS bench 工具來比較兩者的效能差異，指令

如下: 

# rados bench -p stressTest 300 write -b 4096 -t 600 --no-cleanup 

表 4: 硬體規格 

硬體名稱 硬體規格 

中央處理器 Intel®  Xeon®  processors E5-2600 series and E5-2600 v2 series 

記憶體 DDR3 128G 

硬碟 Seagate 3TB SATA *9、 

HGST 800GB SAS *3 

網路卡 1G port *2、10G 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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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軟體規格 

軟體項目 軟體名稱、規格 

作業系統 Ubuntu 16.04.3 

系統核心 4.4.0-98-generic 

軟體版本 Jewel 10.2.10 

我們對 Ceph 叢集的 stressTest pool 進行 RADOS bench 壓力測試，stressTest pool 

的 pg_num 與 pgp_num 為 128，效能差異圖表如圖 8 與圖 9，此次實驗可以看出來使

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部署後的 Ceph 叢集的 IOPS 與 throughput 較高，且在幾乎相

同時間內，總共寫入的資料數量也較高。 

圖 8: 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部署效能  圖 9: 不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部署效能 

五、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文研究一針對分散式物件與檔案儲存系統 Ceph 的效能整測工具來加快 Ceph 

部署速度與減少效能調校的複雜度，IT 人員能夠透過 Ceph 效能整測工具簡單的部署與

效能調校，有別於以往部署 Ceph 繁雜的部署程序，Ceph 效能整測工具減少了 Ceph 使

用者負擔。針對部署複雜度與效能調校測試我們也分別做了比較，本文主要針對使用與

不使用 Ceph 效能整測工具作部署複雜度與部署後效能比較，可供學、業界研究者後續

研究參考。 

未來我們會更精進 Ceph 效能整測工具，增加更多的功能，簡化 Ceph 許多不友善的

管理方式，我們未來會開發像是 OpenStack 提供 dashboard(Horizon) 一樣的 UI 管理介

面，管理 Ceph 從上層像是 Ceph pool、Ceph authentication 等功能，到底層像是網路、

硬碟等元件，此工具能夠讓 Ceph 維運人員更直覺的操作與管理 C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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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 spread usage of public/private cloud services make the big data analysis 

important to expand the storage capacity as the demand is increased. The scale-out storage 

service is gaining more attention since it can inherently provide scalable storage capacity. 

Ceph is an open-source, massively scalable, software-defined storage system and it is the 

most popular block storage backend for Openstack based cloud storage solution.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of traditional deploy method is worse. End users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to 

drive best performance. We develop a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ool based to deploy Ceph 

with tuned Ceph cluster. It not only can deploy a better performance Ceph cluster but also 

have the benchmark automatically with interfaces for object-, block- and file-level storage. 

End users can monitor and manage the Ceph cluster with the UI which provided by ou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ool.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Software-Defined Storage, Ce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