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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使用基于x86的Linux进行更多负载的整合？

Source: Worldwide Virtual Machine 2014–2018 Forecast: Virtualization Grows but Competitive Pressures Emerge (IDC #Forthcoming, Dec 2014)
Market Analysis Perspective: Worldwide Operating Environments, 2015 (IDC, June 2015)

IDC reports virtualization of x86 servers 
is nearing saturation！

§ Fewer workloads remain to be virtualized
– Most easy-to-virtualize workloads have been 

virtualized already

§ Today, most critical, complex and compute-intensive 
workloads are candidates for virtualization

– But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 Virtualization inherently makes each server 
more business critical 

– “Noise Neighbors”: On virtualized x86 servers, 
low priority workloads steal valuable resources 
from high priority workloads Intel x86 server with common hy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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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mier data and transaction 
server delivering real-time insight from 
all data sources 

Open enterprise computing delivering 
Linux your way,  without limits or risks

8

The secure and efficient hybrid cloud
delivering at the scale and speed of mobile

The enterprise hybrid cloud Linux Unleashed

大型机系统和LinuxONE –两条产品线，更开放的心态！



LinuxONE市场定位及平台价值

由您做主的

Linux
没有限制的

Linux
没有风险的

Linux

• Linux版本、数据库、中间件、分
析工具、管理工具、编程语言
等商业或开源软件自由组合，
按需选配

• 基于裸机、分区、虚机、容器结
合企业私有云、动态混合云等
实现灵活部署

• 灵活架构支撑动态扩展及整合
需求，轻松兼顾向上扩展，及
虚拟向外扩展的需求（单机支
持高达8000个虚机）

• 全新弹性计价模式，帮助企业
轻松拥有面向未来的企业级信
息基础架构

• N+1全冗余智能容错架构及均
衡的计算和I/O能力造就最稳定

的平台
• 先进高可用解决方案确保客户
业务连续可用
(GDPS/zAWARE/SSI)

• 高等级安全保障和国际认证

平台特点及价值

市场定位

帮助企业利用Linux支持更为关键的应用 帮助企业利用LinuxONE实现大规模整合

针对企业的动态需求提供弹性的计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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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银行客户基于LinuxONE整合系统项目背景
• 总资产超过2600亿元，现有营业网点233个，覆盖某省11个区市，并在广州市、苏州市设立了分

行，设立了1家金融租赁公司和5家村镇银行。近年来，客户业务不断扩展，使得业务规模极速增
长。秉持“创无止境，心有未来”的前瞻思想，客户不断探索互联网、移动端服务，并尝试业务
管理系统与移动端消费系统向开源环境的迁移。

• 当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正在逐步向传统金融领域渗透。传统金融机构在面向数字
化的转型过程中，既需要保持其在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方面的优势，又需要迎战互联网化、
移动化、开源化等新兴技术趋势的挑战。面对“维新”与“固稳”的双重压力，传统金融机构需
要高可靠的IT系统，以满足其对业务7*24小时运行的需求。

• 客户希望进一步挖掘用户行为大数据的价值，通过高效、实时的大数据分析，提升自身服务水平。
这使得其需要将业务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中，以便更好地实现对于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这些相
关业务的扩张与创新进程驱动着客户IT系统在性能、可靠性、开放性、可用性及灵活性等方面的
升级。同时，为更好地实现IT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客户希望尝试在开源领域的系统部署，搭建更
为开放的未来型系统，并在同事获得更为绿色、节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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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银行系统架构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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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银行客户业务系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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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银行客户解决方案价值

• 柜面系统和赞同等BP前期的合作工作奠定了成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将DB2、WAS、JAVA应用、GPFS
和Oracle等软件快速从开放平台迁移LinuxONE平台，实现无缝快速移植。

• LinuxONE主机强大的混合负载支撑能力，将柜面／定价系统的前端应用和后端数据库全部整合于一体，
以LinuxONE卓越的性能、享誉业界的稳定性、 高级别的安全保障及极高的扩展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为
客户的业务扩展及创新提供坚实的IT架构基础。

• 包含生产和灾备在内的3台LinuxONE主机不仅替换了4台小型机和50多台4-socket和2-socket的x86服务器，
还提供了一体化高可用和整体灾备解决方案，大大简化了系统运维和减少了TCO成本。

• LinuxONE主机内部N＋1全冗余设计，其硬件平均无故障时间大于30年，以连续高度可用和 高级别的
RAS特性（可靠性、可用性和可在线维护性）和 高级别的安全特性，保障 关键的业务不宕机和数据
的安全，以提升IT基础信息架构平台的整体服务品质。

• LinuxONE主机以 先进的虚拟化技术，构建资源全面共享的企业私有云和大数据分析平台，业务系统可
以随时按需新加，快速为客户柜面／定价系统同时准备了功能测试环境、性能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等数
十套系统，大大缩短业务上线的周期，并且资源可以随时动态调整，以满足新业务的弹性需求。

• 灾备主机配置了CBU临时激活CPU功能，确保在合约内灾备演练或灾备接管场景，灾备端主机接管生产
处理能力与生产端相当，灾备资源不浪费。

• 由IBM原厂提供软硬件实施服务和灾备整体解决方案的落地实施服务，以确保端到端技术支持和整体服务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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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ONE架构平台如何应用在银行核心系统经验总结
• 为应对升级的业务需求，客户于2016年12月完成柜面系统、定价系统两大核心系统的升级与部署。客户银行柜面

系统面向各类柜台业务的请求处理，需要应对较高的并发要求，是客户 为关键、核心的基础系统。而定价系统
作为另一关键性的系统，面对着用户的议价需求，需要与柜面系统实现联动。对于两个“零容错”系统对硬件平
台提出了极高的要求，LinuxONE以极高的平台稳定性和系统安全性、高效的资源调配和支撑混合负载的能力、极
大的纵向及横向架构扩展空间、优越的整体性价比、和简易的运维管理等方面获得 佳的IT架构选择。

• 从可行性调研评估、基准性能测试到项目成功落地的短短几个月中，基于IBM LinuxONE搭建了包括前端、集群
负载、中台、后台核心系统在内一整套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在混合场景下，当前LinuxONE的配置所能支持的混
合交易处理能力是预定目标的6倍以上，通过反复测试和评估，客户通过了关于IBM LinuxONE解决方案部署的可
行性验证。在柜面系统和定价系统上线以后，系统稳定，性能良好，符合预期的评估，并且LinuxONE还预留有足
够的CPU余量，可以轻松应对未来柜面／定价业务的增长或整合更多的应用负载。

• 在应用加载方面，由LinuxONE支持的几十类金融复合型交易得到了良好的测试结果，经验证可充分支撑客户对业
务暴增、性能稳定、管理简单的IT系统基本诉求。在性价比的评估中，得出单台LinuxONE能够实现几十台x86系
统的同等性能水平，同时在成本上可节约10%-20%，更重要的是能够大幅减少相关设备和系统管理的复杂度。

• 在系统的可扩展性及开放性方面，客户较为重视基础架构的虚拟化扩展能力及云化功能。IBM LinuxONE可在单
台CPU中实现多节点的虚拟化扩展，为银行类机构的资源配置及动态处理提供了高效的方案。同时，LinuxONE对
OpenStack、开源系统的支持，为银行潜在的云化、大数据分析、系统开发需求提供了面向未来的平台。此外，为

实现资源集约及高效管理，客户计划将定价系统与柜面系统整合在一个设备中，希望在部署高可用、高可靠的硬
件架构的同时，实现绿色、集约管理。IBM LinuxONE体量较小，不仅为客户提供了一站式的系统管理方案，还
将显著减少人力投入及管理成本。同时，IBM也为客户提供了全方位的系统运维及人员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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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System z

•秒级部署虚机

•资源分享的颗粒度： <1‰

•增加物理资源 – 无需系统下机

•扩展至数以千计的虚机

•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每颗CPU可运行更多的
虚机，跨虚机分享更多的物理资源

•大规模虚机的生命周期管理

•强制的硬件隔离

•z/VM 技术始于1967（基于先天PR/SM架构）

•LPAR技术始于1980（基于先天PR/SM架构）

分布式平台

•每颗CPU的虚机扩展性十分有限

•物理服务器需要按笔记进行扩展

•运维的复杂性，随着虚机数量的增加而增长

•PowerVM技术始于1990’s,Vmware技术始建于1990’s
•Power LPAR, HP nPAR 始于2010前后

LinuxONE卓越的虚拟化技术助力IT架构云化
源于先天的架构，优于后天的增补

LPAR – Up to 80 Logical partitions

PR/SM™

z/VM – 1000s of virtual servers – Shared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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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ONE续写不宕机神话—最高级别的RAS特性
连续高度的可用性，硬件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30年

l 体系架构上做到了硬件部件全冗余设计，避免单点故障。

l CPU核内指令双路校验，排除处理器故障。

l 备用CPU、内存冗余校验技术等关键部件冗余设计确保不宕机。

l CPU、内存、电源线、内置电池、光纤通道卡、网卡等所有部件设计都支持N＋1冗余。

l 硬件部件做到了智能检测报警和自动隔离，支持在线不停机更换。 11

I/O 协处理器 小冗余处理器

LinuxONE Emperor



I/O processing 
is usually 
heavy …

LinuxONE专为大规模的I/O吞吐而设计和优化

1. 独立的I/O子系统

2. CPU四级大缓冲设计和大内存设计

3. 专用的I/O处理器 (SAP：系统协处理
器）和通道微处理器

• 将一系列的I/O请求转交给SAP，以
致CPU可以并行地处理多项任务，达
到较高的扩展性。

4. 异步I/O处理

5. 通过卸载I/O请求，操作系统可以更有
效地工作

• 根据需求不同，自动选择路径

• I/O优先级队列

• 自动重试

将繁重的I/O工作委派给专用的I/O处
理器，CPU可以更好地专注于应用负载，
以达到更好的性能。

计算指令

I/O指令

同步I/O机制

异步I/O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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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四级大缓冲设计

强劲CPU处理能力＋大系统I/O带宽＋大内存

IFL处理器＋SAP协处理器＋通道微处理器（Power芯片）



LinuxONE如何保障关键系统在业务高峰状态依然稳定运行？
对于关键业务支撑平台而言,如何在业务高峰甚至在系统处于很高利用率的状态下依 然保持高效稳定的运行
至关重要,LinuxONE平台在设计方面做了很多针对性的优化: 

减少冲突、减少等待、规避瓶颈 13



LinuxONE整合利器—高速内部虚拟化网络通讯（HiperSocket）

数据库

应用服务器

磁盘

i/o

数据库

应用服务器

磁盘

i/o

Network

LinuxONE整合架构分布式服务器架构

HiperSockets 优势!
高速内部网络传输通道

Processing Time

当一个客户端连接到应用服务器时，应用服务器会发送数条SQL

语句到数据库服务器并将结果返回到客户端浏览器。

在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之间，每次访问

时会发送数十条SQL语句，以至于响应时间会

受到网络延迟很大程度的影响。
milli-sec

micro-sec

HiperSocket提供服务器分区之间内存级通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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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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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VM z/VM

z/VM + Linux 
disks

(secondary)

LinuxONE轻松实现集中灾备

软件复制

存储复制

GDPS Virtual Appliance：自动化高级灾备方案
业务不中断的前提下，14个系统10万个卷，主机或存储6秒内完成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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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Linux to 
NEW HEIGHTS 

让Linux飞的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