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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提供使用蓝光作为长期存档相关问题的答案，如:

1 为什么使用蓝光存档？

2 为什么不使用LTO（磁存储）作为存档？

3 如果我们使用蓝光存档,在系统层面上看起来如何?

4 什么是现实的(实际)读写速度和它们对其他系统参数有何影响。

本文件起草时参考了几个具体案例。此外，它包含由DISC提供的公司机密信息。因此，这份文件应被

视为保密协议保护的公司机密。该文件的内容由DISC负全部责任。

考虑中的使用案例大纲考虑中的使用案例大纲考虑中的使用案例大纲考虑中的使用案例大纲

最终客户正寻找一个寿命超过 50 年的近线和离线归档解决方案。他们需要一个系统 50 年内每年能容

纳 2.6 PB。

客户端生成的数据主要来自 1300 个摄像头， (因此,数据主要是视频)。每个摄像头每年产生约 2 TB 的

数据。(因此 1300 * 2 tb = 2.6 PB)。显然客户端首先捕获和存储所有的视频到硬盘上。然而作为第二层，他

们要将数据从硬盘移动到永久性媒体上，这样可以导出并离线存储以实现长期存档。

该案例非常类似于当前 DISC 与一个较大的美国政府机构实施的项目。这个项目处于开始阶段,第一个

系统已经交付和接受。项目预计将在 2014 年完成。DISC 蓝光归档系统将位于十到二十个远程站点，全部

配备 DISC 公司的 ArXtor1000-105-02 小系统，配备两个驱动器;一个 smartPack 控制 15 片光盘,将存储两到

三天的数据,然后将数据从系统中移动到离线存储并保留关键位置标识符,使检索文件非常容易。

历史的角度看数据归档历史的角度看数据归档历史的角度看数据归档历史的角度看数据归档

IT 行业有 30 多年的历史。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应当被视为数字史前时期。就像真实的历史,我们知道史

前的事实（即我们有文物），但我们没有书面文件。从数字化的史前时代获得数据是相似的，今天从第一

代 IBM 兼容 PC（软盘？）中读取文件数据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这些史前数据格式的问题不仅是实际的

媒体可能已损坏（即磁记录位还在吗？），另外还有其他两个问题：

1 是否还有驱动器能读取这种数据？

2 是否还有驱动器支持这些设备（在目前的操作系统下）

我们使用,评估数字存档的主题正是基于这个正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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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人声称在用磁带归档(LTO)。LTO 媒体供应商号称他们产品的媒体生命周期有 30 年。这些数

字来自媒体的加速寿命试验(在气候实验室)并专注于像“媒体腐败”和稳定性问题。

他们正试图回答这个问题，30 年后数据位是否仍然在磁带上。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个非常相关的问

题。 LTO磁带格式逐年变化。 LTO3（2005 年发布）磁带可以由 LTO5（2010 发布）驱动器读取，但 LTO2

（2003 年发布）的磁带就不能由它读取。这意味着数据存储在磁带上至少每 4 - 5 年做一次迁移。否则它

将自动丢失，因为更新换代意味着内在的不兼容性而最终导致数据丢失。使用蓝光代替磁带的理由类似上

述我们不能从软盘上读取数据一样,不是因为媒体损坏(很有可能),仅因为读取数据的设备不再可用。

所以人们在现实中不在磁带上归档，他们把数据存储在磁带。显然，如果你不想丢失存储的数据，你

可以检索并将数据存储到新的媒体上。这就是所谓的数据迁移的过程，许多磁带库的公司的部署策略。然

而，人们应该注意相关的费用。

1 迁移意味着人们要使用旧媒体，并重新存储到新媒体，但是必须考虑劳动力成本的因素，且只能

依据客户过去的经验。

2 旧的磁带过了 4 - 5 年的保质期会被扔掉产生化学废物。这比媒体供应商所宣传的 30 年使用寿命

相差了 6 倍，并且不是很环保。

3 必须购买新磁带，企业为了保存旧数据必须分配预算进行数据迁移 ,这是重要的,也是原始成本增

加的重要因素。

4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重新存储有一个危险的因素，我们能否绝对肯定旧文件还可以正确地读写

吗？如果我们进行 TB 级的数据工作，我们并不能逐个检查每个文件。

总之,磁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例如 4 - 5 年)是一个很好的介质用来存储数字数据。然而使用磁带作长期

归档是简单的鸵鸟策略，5 - 8 年后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大多数经济决策的关键是投资回报的问题。让我们

以上述背景评估这个问题。

目前 LTO6 磁带可储存 2.4 TB，成本为 250 美元。媒体厂商声称使用寿命达 30 年，收益率为：

每 TB 成本为 250 美元/ 2.4 TB = 104 美元/ TB

归档数据 30 年意味着大约 3.50 美元/年/ TB。

这显然是磁带厂商想让人们相信的一个数字。

然而与现实不同的是。最好的情况下,每五年数据就需要迁移。这个成本为 21.00 美元/ TB /年，高了 6

倍,你还必须每 5 年增加一次劳动成本和新媒体的购置成本以及的安排数据迁移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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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光学媒体数据归档的选择

首先为便于观察,我们做以下分析。如果我们 20 年前已开始使用 CD，在蓝光光盘之前 DVD 也成功地

得到应用，最近蓝光光盘也已广泛应用。CD 盘可以在 DVD 驱动器以及蓝光驱动器中读取。DVD 光盘可以

在蓝光驱动器中读取。该媒体格式没有遇到磁带遇到的媒体格式周期性变化的问题，没有强迫迁移媒体供

应商的丰富的口袋书。20 年前归档到 CD 的数据仍然可以驻留在同一 CD 中，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使用

DVD 驱动器和蓝光驱动器读取这些数据。此外，操作系统对这些驱动器提供原生的支持，使这些媒体可在

任何 PC 或笔记本电脑中读取。

在文献中有过几次试图诋毁 CD / DVD /蓝光媒体，暗示短期内媒体会损坏。但是媒体供应商如松下,三

菱做了许多生命周期测试证明不存在这些问题。显然，这些加速生命周期的测试揭示了媒体质量和数据稳

定性的显著差异与媒体的制作过程直接相关。

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消费者和归档级介质的蓝光光盘产品。因此在我们看来,蓝光是数据归档的一个非常

好的选择,前提是使用了高质量的媒体，也就是说，常用的品牌，如松下或三菱。我们不推荐使用来自不同

工厂的不同品牌的媒体。

蓝光光盘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厂家购买的批量。今天制造的蓝光影碟最大的容量目前是单层

（25GB 每盘）。在归档业务中我们估计超过 80%的市场使用 50 GB（双层）媒体。容量（OEM）的价格大

约是 10 元/盘，得出每 TB 的成本为 200 美元/TB。蓝光技术的最新发展是 BD-XL，100GB 的磁盘（三层），

BD-XL 的容量（OEM）单价大约是 20 美元/盘，得出成本 200 美元/TB。注意这些价格是很重要的，BD-XL

的产量仍然很低，而容量对成本价格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容量将大幅增加。因此价格

很可能下降。

观察与 LTO6的成本比较

实际成本每 TB/年 LTO 6(5 年)= 21 美元/TB/年

实际成本每 TB/年蓝光(50 年)= 200/50 = 4 美元/TB/年

这种比较揭示了磁带和蓝光每 TB 成本之间一个惊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对蓝光更为有利,因为数据迁移

的成本已经排除在外。

系统解决方案的应用案例评估系统解决方案的应用案例评估系统解决方案的应用案例评估系统解决方案的应用案例评估

现在回到前述的案例。DISC 归档系统最新的产品是 ArXtor 系列（见所附传单）。ArXtor 系列的一个关

键部件是 SmartPack。这是一个满配 15 片蓝光光盘的盘匣。因此，使用 BD-XL 媒体，每盘匣有 1.5 TB 的数

据容量。

前述案例使用 smartpacks 的优势可以概括为如下的优点：

1 Smartpacks 可以通过 DISC 的 ArXtor 系统刻录数据。这套系统连接到任何服务器环境都很容易调

试和维护。DISC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硬件、软件和技术支持都来自同一个供应商。



2 一旦归档，整个的 smartpacks 可以从光盘库系统中取出并离线保存。一个 SmartPack 保存 1.5TB

的数据。今天典型的写速度高达 6 X BD-XL 每光盘每天，每个刻录器平均 4 小时烧录一盘。（包括全部读周

期及逐位验证）

3 smartpacks 可以从 DISC 公司购买并附带满配光盘。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产品交付包括制造商的保

修和光盘的费用。

4 不需要用户处理或接触单个的媒体光盘。Smartpacks可以从光盘库中整体的插入和拔出。

5 系统解决方案将最近的数据保存在硬盘缓存上，长期深归档近线保存在光盘库中和离线存储在

smartpack 中。

6 蓝光光盘可以从 SmartPack中取出并在任何普通的蓝光光驱中读取。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只

要有蓝光驱动器和其连接的 PC 系统，就保证能读取数据。显然，检索在光盘库中是很简单的，但依赖于

光盘库的可用性。

基于应用案例的总体统计，这意味着：

� 2.6 PB - > 1730 SmartPacks每年，消耗97立方英尺的物理空间

� 每天大约刻录5个SmartPack。这将需要几个ArXtor系统。DISC希望优化解决方案的部件。当前

约需要4个ArXtor 4000-145-6系统(即DISC的中档系统配6个驱动器)。

� 出于冗余的考虑，我们推荐在两个不同的数据中心分别配置3台ArXtor系统。

� 另一种选择是使用6 – 8台ArXtor 1000-45-02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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