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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IBM® Power Systems™ 服务器和基于 IBM POWER® 处理器
架构的刀片服务器，IBM 显著提高了系统性能、吞吐量和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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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些服务器都能够运行您选择的操作系统 (Linux、

2 工作负载选择最佳实践

IBM AIX ® 和 IBM i)， 无论选择何种组合。最重要的是，新的
系统架构还集成 IBM PowerVM® 虚拟功能实现极高的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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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和可靠性。1 因此，PowerVM 虚拟机 (VM) 中部署的企

6 能力

可以进一步扩展并更加有效地优化。

6 重要知识产权

PowerVM 是与 Power Systems 集成封装在一起的完整虚拟化解决方

10 总结

业工作负载不仅能够在 POWER平台上更加快速地运行，而且

案。这是 IBM 在四十年来 IBM 大型机经验积累的最佳实践基础上，
发展而成的一种非常可靠的虚拟化系统部署方法。随着每一代新的
Power Systems 的推出，IBM 不仅利用管理程序，而且采用动态分区
迁移和活动内存共享等功能不断推进虚拟化技术的发展。降低成
本、 提高服务水平和风险管理是客户感兴趣的虚拟化三个重点领域。
部署虚拟化技术可以最大限度提高扩展性，降低 IT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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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 Power Systems 服务器都能够运行 Linux，但2012

2 工作负载选择最佳实践

年发布的最新 Linux 服务器特别适合用于特定的 Linux 工作

选择迁移到 Power Systems 的 Linux on x86 工作负载，需要了

负载，如大数据分析、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开源基础设施服

解采用 Power Systems 可以获得的价值。

务。这些新型服务器降低了购置成本，同时比部署在商品

2.1 Linux 平台间兼容

化 x 86 硬件上的解决方案具有更高价值。

最佳实践: 利用与 Linux on Power 兼容的 Linux on x86

如果管理复杂、能效低下的 x86 服务器集群，每个服务器专

IBM 与 Red Hat 和 SUSE 合 作 提供 x86 与 POWER 平台间

门用于一种应用或操作环境，那么您可以合并 Linux on x86

兼容的 Linux 发布版。各种版本 Red Hat 企 业 级 Linux

上的工作负载，无论专用的还是虚拟的。将这些工作负载

(RHEL) 和 SUSE Linux 企业级服务器，以相同的封装和驱动

迁移到 Linux on Power 服务器，可以降低整个基础设施的

级别Enterprise Server (SLES)，可同时用于 POWER 和 x

成本，提高满足不断变化处理的需求的能力。

86。IBM 还采用 PowerVM 虚拟技术实现 Linux on Power 显
著差异化优势，提高 Linux 可靠性、可用性、服务

本文详细介绍 IBM 建议选择 Linux on x86 工作负载和应用

性 (RAS) 并优化性能。2

迁移到 Power Systems 服务器的最佳实践。讨论的最佳实践

2.2 提高虚拟工作负载的性能

包括：
●●

利用基于 PowerVM 的虚拟技术优化性能和扩展能力。

●●

选择应用迁移的时间。

●●

最大限度节省电源、管理、许可、维护和随需应变容量升

最佳实践: 选择 Linux on x86 虚拟工作负载迁移到
PowerVM

2013年5月，Edison Group调查中3，PowerVM 与 VMware
vSphere (4.1 & 5.0) 虚拟化基准工作负载对比结果显示，
Power Systems PowerVM-集成虚拟技术领先于 x86 插件虚

级成本。
●●

●●

拟技术，如 VMware vSphere 4 性能方面。PowerVM 调查

采用 IBM 方案，如 IBM Migration Factory 和 IBM Power
Systems 奖励计划。

的主要结果：

开发应用。

下面介绍的大量最佳实践和参考，可作为选择 Linux on
x86 工作负载迁移到 Linux on Power 时考虑的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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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优于 VMware 126%。

●●

虚拟 CPU 扩展能力是 VM 中 VMware 的四倍多。

●●

线性扩展使用所有 CPU，而 VMware 做 不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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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公布的基准测试结果清楚显示，基于 POWER 平台的

目前，许多数据中心配有小型单一用途 Linux 服务器。除

PowerVM 不仅扩展能力大大优于基于 Intel x86 服务器的

电费成本高以及管理问题外，这些服务器往往未充分利

VMware vSphere，而且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系统资源，消除

用，而负载高峰时又表现的很差。这种情况会产生效率和

对于性能的负面影响。这些优势中，许多是因为 PowerVM

用户满意度问题，最终造成资金损失。将工作负载由未充

直接内置在所有 Power Systems 服务器的固件中，而基于

分利用的系统转移到单个大型系统，可以实现最大 IT 投资

x86 的虚拟化产品，如 VMware vSphere，一般是单独销售安

回报 (包括节省占地空间和运营成本)。采用 Power 服务器运

装的第三方软件插件。

行所有 Linux 应用，相较于其他企业与 IBM AIX 和 IBM i 应
用一起运行 Linux 应 用 ，您可以显著降低运营成本。一 些 采

选择 x86 服务器现有采用 VMware 进行虚拟化的工作负载，

用 Power 运行 Linux 应用的客户，系 统 利 用 率 提 高 了

可利用 PowerVM 显著提高性能和扩展能力。虚拟流程性能

6 0 % ， 5不 需 要 多 个 小 型 单 一 用 途 的 服 务 器 。

改进65%，速度加快32倍并提高了 CPU 利用率。
有些情况下，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包括电源、冷却和管理成
下面可以看到，当软件许可和维护成本按分配给虚拟机的处

本，Power Systems 平均6.3个月就可以回收投资。 6 Power

理器数量计算时，采用 PowerVM 提高处理器利用率，减少

Systems 高级功能可以实现长期节省成本。Power 专 门 用 来

处理器可以节省成本。例如，处理器利用率提高一倍，处理

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利用率，同时保证应用在需要

器数量减少一半，软件费用可节省50%。

求 获 得 所 需 的 资 源 。服务器客户逻辑分区之间共享处理
器、内存和 I/O，最大限度利用物理资源也可以节省成本。高

2.3 最大化系统利用率降低系统成本

峰时，Power Systems 甚至可以借用开发或测试分区的富

最佳实践: 选择未充分利用 x86 系统的工作负载

余容量有效满足需求。IBM EnergyScale™ 技 术 提 供 的

选择多个未充分利用服务器中运行的 Linux on x86 工作负

功 能 ， 可 帮 助 用 户 了 解 并 控 制 IBM 服务器电源和冷

载。许多情况下，工作负载在多个 x86 服务器中运行导致系

却的使用。从而更好地制定计划，节省电源和成本，同

统利用率低于 35%。4 将这些工作负载合并到单个 Power
Systems 服务器，可以利用 Power Systems 的能力提高利用
率，降低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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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支持峰值期间用电量控制，提高系统可用性。客户可

2.5 学习他人经验

利用 EnergyScale 功 能 定 制 基 于 Power 处理器的系 统 用

最佳实践: 根据他人的经验选择高 ROI 工作负载

电量，专门满足特定的数据中心需求。

IDC 公 布 的 研 究 数 据 和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 在 IBM 服
务器上运行 Linux 工作负载可以取得很高的投资回报

2.4 提高可靠性、可用性、服务性

(ROI)。参与调查的客户指出，迁移到 Power Systems 和

最佳实践: 根据 RAS 要求选择工作负载

IBM System z® 服务器，每100个用户每年实现的总价值

IDC 关 于 Linux 工 作 负 载 的 调 查 指 出 “…所有这些工作负

达30,000美元。节省成本的主要因素包括：IT 人 员 生 产

载具有很高的正常运行要求，因为任何停机都会影响用户生

效 率 提 高 (14%)，用户生产效率提高 (25.4%)，以及 IT 基

产，进而影响企业产能。”7 我们知道，许多 Linux on x86 工作

础 设 施 成 本 下 降 (60.6%)。根 据 这 项 调 查 ， 选 择 这

负载被视为关键任务，将这些工作负载可以利用 Power

些领域中高成本的工作负载可以取得显著投资回

Systems 所具有的高可靠性、可用性和服务性 (RAS)。

报。8

Power Systems RAS 功能可使 Linux on Power 应用在以下方
面受益：

2.6 简化工作负载部署

●●

冗余热插拔硬件、动态备用处理器和内存

●●

PowerVM 提供 RAS 相关的虚拟功能，如系统之间迅速移

最佳实践: 应用与数据库位置共享
考虑选择应用在上 Linux on x86 运行，应用数据保存在

Power 的工作负载。例如，采用 IBM DB2® with AIX、
IBM i 或 Linux on Power 的 SAP 或 web 服务应用。位置共

动工作负载支持可用性和服务的动态分区迁移 (Live

●●

享可减少硬件组件，提高整体系统可用性。虚拟网络有助

Partition Mobility)，减少硬件组件故障的虚拟 I/O (存储、
LAN)
动态分区迁移功能管理在线工作负载，如仅在需要时处理

于减少网络通道，加快工作负载吞吐量和响应时间。
应用及其数据不能同时迁移时，首先迁移数据服务器可能比

每周工资报表，节省系统资源。
●●

较简便，这样，IT 人员可以熟悉 Power Systems 并证明其价

随需应变容量升级提供即用即买的方式动态启用处

值。请注意，迁移存储中的应用和数据时，一般需要建立应

理器和内存

用与数据的远程连接。

4

IBM 系统与科技事业部
技术白皮书

计算机服务

2.7 采用 IBM 支持的应用

Power Systems 支持 Linux 的大部分 IBM 中间件。选择采用这

最佳实践: 采用 IBM 和 IBM 业务伙伴支持的
软件

种中间件的 Linux on x86 工作负载，可以极大地简化向
Linux on Power 迁移。

有些工作负载本身是独立的，没有依赖于中间件的应
用，或具有自己的应用。不过，当选择迁移的应用依

此外，Power Systems 支持 LAMP 基 础 设 施 条 件 下 的

赖于 IBM 或第三方中间件基础设施时，目标环境需要

Linux (采用 MySQL 以 及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 PHP、

支持中间件、替换中间件或根据利弊做出选择。根据

Pearl 和 Python 应用)。这些应用及其数据便于采用 IBM

要求，某些方案会比其他方案更容易、更具吸引力。

的 Linux 安装工具包迁移到 Linux on Power。

有时，功能可以分阶段部署，以加快解决方案上市速

2.8 减少软件许可费和维护成本

度，并且可在后续版本中强化功能。

最佳实践: 选择软件以处理器为单位定价的工作负载

许多工作负载的软件许可费和维护成本以处理器为单位。选
IBM 和 IBM 业务伙伴拥有大量 Linux on Power 软件应

择将这些工作负载合并到少量 Power 内核，可以最大化软件

用和中间件。选择现有 Linux on x86 采用这种软件的工

投资价值，并快速获得 Power Systems 的投资回报。

作负载不仅便于迁移，而且有助于保证最佳软件性能和
支持。IBM developerWorks® 提供出色的学习资源关

例如，在一项 41个 x86 服务器工作负载合并到单个 Power 服

于支持 Linux on Power 应用的更多信息。

务器的调查中，客户三年节省软件成本360,000 美元 (95%)。
调查结果显示，基于 IBM 中间件运行的41个基于四核 x86

从操作系统开始，IBM 与领先的 Linux 发 布 商 合 作 提 供 用

Xeon 的服务器，许可和维护需要采购 8,200 个处理器价值

于 POWER 的 Red Hat Enterprise RHEL 和 SLES Linux

单位 (PVU) (41个服务器 x 4核/服务器 x 50 PVU/内核)，三年

产 品 。 这 两 家 公 司 还 与 IBM 共同开发大量 Power

所需维护费用超过400,000美元。工作负载合并到单一 Power

Systems 功能，如动态逻辑分区 (DLPAR)、虚拟 I/O、应用

750，维护只需要采购1200个 PVU，费用为43,000美元 (12

迁移和活动内存共享。详细说明参见 Linux on Power 系统服务

核 x 100 PVU/内核)，因为用于许可的 PVU 可以在服务器之

器的支持功能页面。您也可以在 IBM 中间件清单中查看

间转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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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负载迁移期间最佳实践

熟的方法可在短时间内全面完成迁移工作。迁移过程的每

3.1 需要之前迁移

一步以上一步为基础，并无缝过渡到下一步。

最佳实践: 选择需要之前迁移 Linux on x86 工作负载

如果等到需要时才迁移，等待时间太长。这适用于所有类型

能力

的工作负载，包括第三方、自定义编写的以及数据库应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Migration Factory 增加了许多迁移整合

考虑发生危急情况发生之前迁移工作负载，例如，工作负载

功能，确保成功完成大型企业迁移整合项目。迁移能力包括

需求超过当前系统容量、数据中心资源耗尽、软件预算削减

连接 x 86 自定义代码应用程序、数据库、典型企业应用，

或软件不能使用。

如 SAP、PeopleSoft 和 Oracle EBS 以及中间件，如
IBM WebSphere ®。

3.2 计划工作负载迁移
最佳实践: 制定完整计划

重要知识产权

转移数据需要完整的迁移计划，包括预算因素、迁移技

Migration Factory 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大量迁移和整合知识产

能、人员和设备能力以及最终用户可用性。从开始到结

权，其中包括：

束，计划需要考虑各个方面的问题。外部第三方软件依赖
关系或高可用性等问题如何解决？

●●

知识库保存了多年的数据和经验，可用来降低成本、缩
短时间、提高分析质量。

3.3 利用 IBM Migration Factory 专业技术

●●

用于收集数据、迁移、修复代码和测试的工具。这些工具

●●

每一阶段成熟的流程为成功完成项目提供路线图。

●●

多年积累的迁移整合经验。

最佳实践: 利用二十多年来积累的迁移专业技术

可缩短实施时间、降低成本和风险。

IBM Migration Factory 是一种迁移服务，已帮助数千家客户迁

移工作负载。Migration Factory 具有分析和实施平台迁移项
目的丰富经验。Migration Factory 提供强大的工具，配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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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降低开发风险，Migration Factory 在迁移自定义代码应用

虽然没有两个项目是相同的，但 Migration Factory 流程有助

时采用以下最佳实践。10

于确保每个项目成功，无论基础设施迁移、数据库迁移、
ISV 包、自定义应用，还是上述四项的任意组合。Migration

1. 尽可能使用工具。目前，有很多供迁移项目使用的商品化

Factory 流程是经过25年精心优化的五个步骤，帮助客户迁移

工具，包括标准 UNIX 工具，将旧语言转换为

到采用任何操作系统的 IBM Systems，包括 Linux。IBM 提

C++ 或 Java 的工具，帮助在很短的停机窗口内迁移大型

供几个级别的 Migration Factory 服务：

数据库的工具，以及各种 IBM 专有工具。
1. 完整服务迁移：IBM 拥有项目，客户提供帮助资

2. 尽可能重用代码，除非有必要不重写。如果必须更改自定

源。

义代码，一定要在完成迁移时记录。几乎总是在有些工作
在目标环境与源环境中略有不同的情况下才重新编码。通

2. 迁移研讨会：客户拥有项目，IBM 举办研讨会提供帮助。

常不需要改变应用的业务逻辑。

3. 第三方集成商：IBM 帮助客户寻找迁移合作伙伴。

3. 测试是成功迁移仅次于初始计划的最重要素之一。必须
利用10个 Power 积分免费获得 IBM Migration “迁移评估”。

制定正式书面测试计划并严格遵守。这是适用于应用整
个生命周期的文件，从确认源码或基准系统，到提供最

3.4 IBM installation toolkit for Linux

终验收测试框架的每一项工作都要以这个文件为指导。

最佳实践: 采用 IBM 工具安装和迁移到 Linux on Power

4. 迁移自定义代码时，应始终进行“同类到同类”迁移。迁

IBM Installation Toolkit for Linux 是一套免费供应的工具，包括

移仍在开发中的应用风险太大，这与迁移目前生产中的应

简化 Power Systems 安装配置 SLES 和 RHEL Linux 发布版

用，同时添加重要的新功能是一样的。

的向导。20多种 IBM 增值 RAS 工具可用于固件升级、诊
断、启动修复 DVD、维护、提高应用性能、迁移 LAMP 栈
(Linux、Apache、mySQL、Perl、Python 和 PHP) 和 x86 服
务 器 数 据 、 访 问 60多 种 Linux 用 户 文 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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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dvance Toolchain

Linux on x86 向 Linux on Power 迁移时，需要从几个方面

最佳实践: 采用 IBM 支持的 Linux libraries for
performance

了解应用开发与 x 86和 Power 架构之间差异相关的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除非具有特定硬件依赖关系，应

Advance Toolchain 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独立 POWER 开源

用基本不需要改动和重新编译，如“端序”(或字节排

GNU 工具链。IBM 提供用于 POWER 应用开发的跨

序)，数据类型长度和对齐方式。

平台系统库和工具套件，性能优于 Linux 版工具链。

3.6.2 编译器: GCC 和 IBM XL C/C++

GCC、glibc、gdb、oprofile 等套件适用于所有 Power 系

IBM 和非 IBM 编译器和工具可用来帮助解决 x

统。

86 与 Power 架构之间的差异。以下文章介绍了解决这些差
异的建议和方法举例：Linux on Power: 开发人员概述 (Linux

标准 IBM Linux 支 持 包 括 采 用 IBM Linux Advance
Toolchain。

on Power: An overview for developers ) 和 Linux on x86 应用向
Linux on Power 转移指南 (Guide to porting Linux on x86

3.6 C 语言应用由 Linux on x86 向 Linux on Power 转移

applications to Linux on Power)。您也可以访问 Linux for

最佳实践: IBM Power 代码、编译和 C 语言应用
3.6.1 IBM Power 架构的差别

Power 架构论坛了解更多的信息。

大多数情况下，x86 向 Power Systems 迁移过程中使用相同

利用编译器的优化方案，可保证移植代码在 x86 和 Power

版本 Linux 时，大部分 Linux 应用只需要使用 Linux 发布版

Systems 平台上保持同样性能。选择最新版 Linux 内核和编

重新编译，如果有工具的话。

译器，可以优化应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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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与 SUSE 和 Red Hat 合作，确保其 Linux 发布版

例如，用于 RHEL5 的 IBM XL C/C++ Version 9，增加了

适用于每一版 Power Systems。

Power Systems 性能改进功能。-qarch 选 项 用 来 优 化
Power Systems 架构性能。POWER7 详细说明，参见 IBM

如果对您来说应用可移植性最为重要，建议采用 GCC，因

XL 编译器 POWER7 允差 (POWER7 tolerance for IBM XL

为它支持 x86 和 Power 平台。最新版 GCC 与3级优化 (-O3)

Compilers )。

平台编译的应用与 IBM XL C/C++ 编译器兼容。请注意，
3.6.3 优化器 (FDPR-Pro)

IBM XL C/C++ 不支持 x 86 平台。

应用移植到 Linux on Power 之后，可考虑采用 IBM Post如果应用性能比 x86 和 POWER 可移植性更重要，请考虑使

Link Optimization for Linux on Power，简称 FDPR-Pro，进

用 IBM XL C/C++，其对 Power Systems 的性能优化高

行最后一步优化。FDPR-Pro 是一种 POWER 架构的后链

于 GCC。用于 Linux on Power 的 IBM XL C/C++ 编译器是由

接优化工具，可根据运行情况优化执行程序或共享库。

高性能 AIX编译器派生的，但使用 GNU 连接器和汇编器创

3.7 IBM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for PowerLinux

建与 GCC 生成的对象完全兼容的 ELF 对象。GCC 与 IBM

最佳实践: 采用这种 IBM 免费软件开发工具简化开发

XL C/C++ 编译器功能对比，包括–O5 级性能优化，请参考

IBM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for PowerLinux 是一种基于

Linux on Power 编译器优化性能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with

Eclipse 的集成开发环境 (IDE)，可由以上链接下载。SDK 将

compilers for Linux on Power)。

重要的 Linux 和 IBM 工具集成在单一 GUI 环境中，如
OProfile、Perf、Valgrind 以及 autotools for Linux 和 IBM
F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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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集成 C/C++ 源码开发与 Advance Toolchain、后链接优

性能分析和优化、虚拟化 PowerVM、中间件咨询、实施、

化和典型 Linux 性能分析工具，为开发 IBM PowerLinux

培训、健康检查以及 IBM i 集成。

™ 平台软件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4 总结
对于远程开发，可直接在 Power Systems 服务器或 86-64 客

选择向 Linux on Power 迁移的 x86 工作负载时，考虑多种因

户端使用 Eclipse IDE。您可以采用一种称为 X-Forwarding

素可以加快取得投资回报的速度。利用 PowerVM 性能和扩

的方法访问 SDK，将 SDK界面集成到 Linux 桌面的界面

展能力，可将现有使用 VMware 的工作负载，以及未充分利

中。SDK 还有便于 POWER 服务器创建虚拟桌面会话，采

用的 x 86 系统中的工作负载合并到少量系统，提高可用性并

用 Linux 或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连接。观看演示，请

降低软硬件成本。回顾从 IBM、 IBM 业务合作伙伴和第三方

访问这个 IBM developerWorks 页 。

供应商在迁移过程中尽量减少依赖性，并利
用 SDK 以 PowerLinux 为促进发展的中间件。IBM还提供了

3.8 IBM 顾问

工具，可帮助港口 LAMP 应用程序和数据，并优化电源

最佳实践: 与 IBM 顾问团队合作

的 C/c + + 应用程序。Review middleware from IBM、IBM 业

IBM Systems 实验室服务和培训是由顾问组成的团队，可在许

务伙伴和第三方供应商的中间件可减少迁移过程中的依

多方面为工作负载由 Linux on x86 向 Linux on Power 迁移提

赖关系，利用 SDK for PowerLinux 可以加快开发速度。

供帮助。提供的咨询服务包括数据中心整合、Power Systems

IBM 还提供工具帮助移植 LAMP 应用和数据，优化 Power

硬件和软件、Linux on Power 等。Linux on Power 顾问提供

的 C/C++ 应用。

的服务包括系统架构、自定义应用设计、自定义应用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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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欲了解向 Power Systems 迁移 Linux on x86 工作负载和应
用的更多信息，请与当地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伙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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