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有云运维之”反思” 



• 运维的重要性 

• 云中运维的“坑” 

• “坑里” VS “坑外”的实践 

• 蓝精灵-SHOWTIME 

• 未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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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的重要性 

资源规模数
量级增加 

应用类
型繁多 

应用上
线速度
加速 

要求：每周发布 

要求：
Python\JAVA\NodeJS\PHP
\GO 要求： 

OpenStack\K8S（VM、Docker数量
级增加100+->1000+） 

手工作坊 

流水线生产 



云中运维的“坑” 

 大规模迁移虚拟机，周期长，重复性操作高 
 被动等待问题发生 
 人为造成不必要的故障，繁琐、重复操作 
 故障原因多样性 



“坑里” VS “坑外”的实践 

 第一原则是业务尽可能不受到影响 
 快速诊断 
 缩短时间 
 减少重复性操作，减少人为操作造成的故障 
 提前发现问题 



V2V迁移需求？ 
• 企业上OpenStack云（原有物理机环境） 
• 替换VMware软件（VMware to OpenStack） 
• 替换Hyper-V软件（Hyper-V to OpenStack） 
• OpenStack跨版本迁移(Old OpenStack -> New OpenStack) 
• 单独的KVM统一OpenStack管理（KVM->OpenStack+KVM） 

大量
人工
操作 



V2V自动化设计架构 
• 批量虚拟机文件、VMware虚拟机、旧OpenStack虚

拟机等导入新OpenStack(O版本) 
• 导入OpenStack平台更高效 
• 支持多作业机制 

blue-wizard 

VMDK 

VMware环境 

Ceph 

OpenStack + Ceph环境 

OpenStack + KVM 

VM 

VM 
VM 

Exsi+vCenter 



V2V自动设计架构 

blue-wizard 

VM 

Disk 

VM 

VM 

VM 

VM 

vCenter API OpenStack API 

临时存储(Local/NFS) VMware存储(VMFS) 

VMDK 

RAW 

RAW 

OpenStack存储(Ceph) 

RBD 

1 
2 

Ceph Client 

虚拟机文件
转移到临时
空间 

1. 创建迁移目标虚拟机（相同大小） 
2. 关闭迁移目标虚拟机 
3. 迁移工具RDB Import虚拟机镜像文件 
4. 启动迁移目标虚拟机 



网络诊断需求？ 
• 虚拟网络异常复杂 
• 网络故障经常发生 

• 网络诊断需要专业的
网络知识 

• 运维、网络相互推诿 



虚拟化网络诊断流程 

• 常见虚拟机网络故障 
• 网卡故障 
• 其它网络原因故障 

Start 

End 

Compute 
Node Info 

VM Port ID 

VM tap(DHCP 
package) 

qbr（DHCP 
Package） 

VM qvb
（DHCP 

Package） 

VM qvo
（DHCP 

Package） 

ComputeNode 
br-int(DHCP 

Package) 

NetworkNode 
br-int(DHCP 

Package) 

NetworkNode 
namespace(DHCP 

Package) 

VM ID 

firewall_driver
(OVS) 

Report 

Y 

N 



物理主机维护模式 
• BUG修复（CPU BUG） 
• 硬件故障维护(CPU、内存、硬盘) 
• 软件升级 
• 其它需要重启的场景 



CEPH故障盘替换 

支持的版本 支持的功能 

ceph jewel（OpenStack Kolla） replace 

ceph jewel(OpenStack RDO) rebuild,replace 

1) 故障确认ceph -s 
2) 更换硬盘 
3) 标记硬盘parted  
4) 自动替换(bluw-waizrd -t kolla-ceph ) 

SSD SSD 

Ceph Cluster 

手工故障替换步骤: 

1) 停掉osd down服务（或容器） 
2) 获取osd对应的磁盘id 
3) 确认该osd out状态，且集群状态为active+clean 
4) 设置Ceph(noout,nodeep-

scrub,norebalance,norecover,nobackfill)参数 
5) 剔除down<且out>的osd key 
6) crushmap中移除osd 
7) 删除该osd配置（或容器） 
8) 卸载故障盘挂载点 
9) 清除该down<且out>的osd磁盘挂载信息 
10)更换磁盘（lsblk查看磁盘替换情况） 
11)新盘打标签 
12)重新deploy ceph 

蓝精灵步骤： 



OS平台健康巡检 



OS平台资源统计 



蓝精灵-- SHOWTIME 
 



未来路在何方 

专业知识工具化 



未来路在何方 

类别 国际社区 Trystack社区 

版本 最新版本（P） 稳定版本（O） 

文档 国际化多语言 中文 

维护周期 2年 5年 

组件 全类别组件 核心组件 

升级 部分提供升级 升级支持 

商业支持 无 九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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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知识，共享未来！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