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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如何衡量云硬盘的性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0 11:16:36

腾讯云提供的块存储设备根据类型的不同拥有不同的性能和价格，详细信息请参见 云硬盘类型 。由于不同应用程序的工作负载不同，若未提供足够的 I/O 请求来

充分利用云硬盘时，可能无法达到云硬盘的最大性能。

一般使用以下指标衡量云硬盘的性能：

FIO 是测试磁盘性能的工具，用来对硬件进行压力测试和验证，本文以 FIO 为例。 

使用 FIO 时，建议配合使用 libaio 的 I/O 引擎进行测试。请参见 工具安装  完成 FIO 和 libaio 的安装。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云硬盘是否4KiB对齐。

如下图所示，若返回结果中的 Start 值能被8整除即是4KiB对齐。否则请完成4KiB对齐后再进行测试。 

3.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安装测试工具 FIO 和 libaio。

安装完成后，请参见测试示例开始云硬盘性能测试。

操作前须知（重要）

警告

本文使用 FIO 作为测试工具，请不要在系统盘上进行 FIO 测试，避免损坏系统重要文件。

为避免底层文件系统元数据损坏导致数据损坏，请不要在业务数据盘上进行测试。请使用测试机器未存放业务数据的云硬盘进行压测，并提前 创建快

照  保障您的数据安全。

请确保 /etc/fstab 文件配置项中没有被测硬盘的挂载配置，否则将导致云服务器启动失败。

衡量指标

IOPS：每秒读/写次数，单位为次（计数）。存储设备的底层驱动类型决定了不同的 IOPS。

吞吐量：每秒的读写数据量，单位为MB/s。

时延：I/O 操作的发送时间到接收确认所经过的时间，单位为微秒。

测试工具

测试对象建议

建议在空闲的、未保存重要数据的硬盘上进行 FIO 测试，并在测试完后重新制作被测硬盘的文件系统。

测试硬盘性能时，建议直接测试裸数据盘（如 /dev/vdb）。

测试文件系统性能时，推荐指定具体文件测试（如 /data/file）。

工具安装

1. 参考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登录云服务器，本文以 CentOS 7.6 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为例。

fdisk -lu

yum install libaio -y

yum install libaio-devel -y

yum install fio -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3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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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场景的测试公式基本一致，只有 rw、iodepth 和 bs（block size）三个参数的区别。例如，每个工作负载适合最佳 iodepth 不同，取决于您的特定应用

程序对于 IOPS 和延迟的敏感程度。

参数说明：

常见用例如下：

测试示例

参数名 说明 取值样例

bs 每次请求的块大小。取值包括4k、8k及16k等。 4k

ioengine I/O 引擎。推荐使用 Linux 的异步 I/O 引擎。 libaio

iodepth 请求的 I/O 队列深度。 1

direct

指定 direct 模式。

默认为 True（1）。

True（1）表示指定 O_DIRECT 标识符，忽略 I/O 缓存，数据直写。

False（0）表示不指定 O_DIRECT 标识符。
1

read
读写模式。取值包括顺序读（read）、顺序写（write）、随机读（randread）、随机写（randwrite）、混合随机

读写（randrw）和混合顺序读写（rw，readwrite）。
read

time_based 指定采用时间模式。无需设置该参数值，只要 FIO 基于时间来运行。 N/A

runtime 指定测试时长，即 FIO 运行时长。 100

refill_buffers FIO 将在每次提交时重新填充 I/O 缓冲区。默认设置是仅在初始时填充并重用该数据。 N/A

norandomm

ap
在进行随机 I/O 时，FIO 将覆盖文件的每个块。若给出此参数，则将选择新的偏移量而不查看 I/O 历史记录。 N/A

randrepeat 随机序列是否可重复，True（1）表示随机序列可重复，False（0）表示随机序列不可重复。默认为 True（1）。 0

group_repor

ting
多个 job 并发时，打印整个 group 的统计值。 N/A

name job 的名称。
fio-

read

size I/O 测试的寻址空间。 1G

filename 测试对象，即待测试的磁盘设备名称。
/dev/sd

b

numjobs 并发线程数，默认为1。当被测试硬盘性能较高时推荐加大numjobs数（如2或4等）以增加压力。 1

展开全部

空标题

bs = 128k iodepth = 32：顺序读/写测试，能反映硬盘的吞吐性能

bs = 4k iodepth = 32：随机读/写测试，能反映硬盘的 IOPS 性能



云硬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 共11页

多块弹性云硬盘构建 LVM 逻辑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3:10

逻辑卷管理（Logical Volume Manager，LVM）通过在硬盘和分区之上建立一个逻辑层，将磁盘或分区划分为相同大小的 PE（Physical Extents）单

元，不同的磁盘或分区可以划归到同一个卷组（VG，Volume Group），在 VG 上可以创建逻辑卷（LV，Logical Volume），在 LV 上可以创建文件系

统。

相较于直接使用磁盘分区的方式，LVM 的优势在于弹性调整文件系统的容量：

1. 以 root 用户 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 。

2.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一个 物理卷（Physical Volume， PV）。

本文以 /dev/vdc 、 /dev/vdd  和 /dev/vde  为例，则执行：

创建成功则如下图所示：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现在系统中的物理卷。

1.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 VG。

本文以创建一个名为 “lvm_demo0” 的卷组为例，则执行：

LVM 简介

文件系统不再受限于物理磁盘的大小，可以分布在多个磁盘中。

例如，您可以购买3块4TB的弹性云硬盘并使用 LVM 创建一个将近12TB的超大文件系统。

可以动态调整逻辑卷大小，不需要对磁盘重新分区。

当 LVM 卷组的空间无法满足您的需求时，您可以单独购买弹性云硬盘并挂载到相应的云服务器上，然后将其添加到 LVM 卷组中进行扩容操作。

构建 LVM

说明

本文以使用3块弹性云硬盘通过 LVM 创建可动态调整大小的文件系统为例。如下图所示： 

步骤 1  创建物理卷 PV

pvcreate <磁盘路径1> ... <磁盘路径N>

pvcreate /dev/vdc /dev/vdd /dev/vde

lvmdiskscan | grep LVM

步骤 2 创建卷组 VG

vgcreate [-s <指定PE大小>] <卷组名> <物理卷路径>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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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成功则如下图所示：

 当提示 “Volume group “<卷组名>” successfully created” 时，表示卷组创建成功。

添加成功则如下图所示：

1.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 LV。

本文以创建一个8GB的名为 “lv_0” 的逻辑卷为例，则执行：

创建成功则如下图所示：

1. 执行以下命令，在创建好的逻辑卷上创建文件系统。

2.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挂载节点目录 /vg0 。

3. 执行以下命令，挂载文件系统。

vgcreate lvm_demo0 /dev/vdc /dev/vdd

卷组创建完成后，可执行以下命令，向卷组中添加新的物理卷。

vgextend 卷组名 新物理卷路径

卷组创建完成后，可执行 vgs 、 vgdisplay 等命令查看当前系统中的卷组信息。如下图所示： 

步骤 3 创建逻辑卷 LV

lvcreate [-L <逻辑卷大小>][ -n <逻辑卷名称>] <VG名称>

lvcreate -L 8G -n lv_0 lvm_demo0

说明

执行 pvs  命令，可查看到此时只有 /dev/vdc  被使用了8GB。如下图所示： 

步骤 4 创建并挂载文件系统

mkfs.ext3 /dev/lvm_demo0/lv_0

mkdir /vg0

mount /dev/lvm_demo0/lv_0 /v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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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成功则如下图所示：

1. 执行以下命令，扩展逻辑卷大小。

本文以向逻辑卷 “lv_0” 扩展4GB容量为例，则执行：

扩展成功则如下图所示：

2. 执行以下命令，扩展文件系统。

扩展成功则如下图所示：

扩展成功后，可执行以下命令，查看逻辑卷的容量是否变为12GB。

步骤 5 动态扩展逻辑卷及文件系统大小

注意

仅当 VG 容量有剩余时，LV 容量可动态扩展。扩展 LV 容量后，需一并扩展创建在该 LV 上的文件系统的大小。

lvextend [-L +/- <增减容量>] <逻辑卷路径>

lvextend -L +4G /dev/lvm_demo0/lv_0

说明

执行 pvs  命令，可查看到此时 /dev/vdc  已被完全使用， /dev/vdd  被使用了2GB。如下图所示： 

resize2fs /dev/lvm_demo0/lv_0

d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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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 分区云硬盘扩容至大于 2T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12:02

当您的云硬盘在已有 MBR 分区并已创建文件系统的情况下，已扩容至大于2TB，此时 MBR 分区下的文件系统已无法扩容至大于2TB，请参考本文将 MBR 分

区形式转换为 GPT 分区形式。

1. 登录云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分区类型是否为 MBR。

若结果如下图所示（根据操作系统不同略有不同），则说明为 MBR 分区形式。 

3. 执行以下命令，卸载分区。

本文挂载点以 /data 为例，则执行：

4.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分区的卸载结果。

操作场景

注意事项

转换分区表格式需替换原有分区，适当操作不会删除原有分区的数据，但需要先卸载原有分区，会一定程度影响线上业务运行。

请谨慎操作，误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异常。请给对应云硬盘创建快照，完成数据备份。详情请参见 创建快照 。如出现误操作导致数据丢失，则可回滚快

照进行数据恢复。

操作步骤

fdisk -l

umount <挂载点>

umount /data

lsbl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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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分区 MOUNTPOINT 已显示为空，则表明卸载任务成功。本文以 /dev/vdb1  分区为例，返回结果如下图所

5.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parted 分区工具。

本文以磁盘路径以 /dev/vdb  为例，则执行：

6. 输入 p  并按 Enter，查看当前分区信息。回显信息类似如下图： 

7. 输入 rm 分区号  并按 Enter，删除待替换的末尾分区。 

本文示例中仅有1个分区，可输入 rm 1  并按 Enter，删除分区1。

8. 输入 p  并按 Enter，查看当前分区信息，观察末尾分区是否已删除。

9. 输入 mklabel GPT  并按 Enter，使用 GPT 分区形式重新划分分区。

10. 在确认提示后输入 Yes ，按 Enter。如下图所示： 

11. 输入 mkpart primary 2048s 100% ，按 Enter，创建分区。 

其中， 2048s  表示硬盘初始容量， 100%  表示磁盘截止容量，此处仅供参考，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自行规划磁盘分区数量及容量。

12. 输入 p  并按 Enter，查看新分区是否替换成功。回显信息类似如下图所示，则表示已成功替换： 

 

13. 输入 q  并按 Enter，退出 parted 分区工具。

14. 执行以下命令，挂载分区。

parted <磁盘路径>

parted /dev/vdb

注意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选择的初始容量与原分区不一致。

选择的截止容量小于扩容前的原分区容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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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分区路径以 /dev/vdb1 ，挂载点 /data  为例，则执行：

15. 执行对应命令，扩容文件系统。

执行以下命令，扩容 ext 文件系统。

本文以分区路径以 /dev/vdb1 ，则执行：

16. 参考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  操作，设置分区自动挂载。

至此，已完成 MBR 分区转 GPT 分区配置，您可执行 df -h  命令查看分区信息。

mount <分区路径> <挂载点>

mount /dev/vdb1 /data

扩容 ext 文件系统 扩容 xfs 文件系统

 resize2fs /dev/对应分区

 resize2fs /dev/vdb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5#ste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