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闪存推动 IT 转型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Dell EMC 全闪存解决方案由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提供支持。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DellEMC.com/cn/All-Flash



在当今快如闪电般的数字世界中，若不借助全闪存存储实
现基础架构现代化，您就无法完成 IT 转型。

现在，闪存因其合理的价格以及敏捷、高效、快速等优势，
已经成为新的存储标准。有了 Dell EMC 的帮助，采用全闪
存的组织可以加速 IT 转型。

这对您的企业意味着什么？凭借一致、可预测的低延迟性
能，您可以在数字经济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同时大幅降低
成本和复杂性。让 Dell EMC 告诉您由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提供支持的全闪存如何成为现代化基础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DellEMC.com/cn/All-Flash

构建不折不扣的 
现代化数据中心

— 戴尔易安信  
 

一贯信守  
向客户做

出的承诺：100% 专注于助力您取得
成功。我们竭诚为您提供出色的技
术、成千上万的服务专家，并以可
靠的产品和服务增强您的信心。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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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实现基础架构现代化时，闪存将成为底层存储介质，可提高效
率和节约成本，帮助您取得数字业务成果。正是 Dell EMC 体系结

构和软件让我们脱颖而出。凭借由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提供支持的全
面的全闪存产品组合，可帮助您迈向新的成功。Dell EMC 整个存储产
品组合将高效率与投资价值相结合，可以提供全面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来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性能：

•  高出 3 倍的速度、1超低延迟以及亚毫秒级的响应时间2确保任务
关键型应用程序始终可用且快速响应，同时提供始终一致且可预
测的性能。推动工作负载整合并消除单个工作负载孤岛。 

可用性：

•  永不中断，高达 99.9999% 的可用性。3出色的解决
方案，兼顾灾难恢复与业务连续性和数据保护。

扩展：

•  从入门级到企业级解决方案应有尽有，使您可以从小规模开始
逐渐进行扩展，而且不会损失性能。在单个群集中将容量扩展
到 92.4 PB。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和加快投资回报：

•  在三年时间内，将成本降低多达 80%，4包括通过简单部署、线
内数据压缩技术、降低管理复杂性将存储管理成本降低 5.8 倍5，
同时降低能耗、空间和冷却需求。可存储的数据是基于磁盘的传
统存储系统的 6 倍。6

融合基础架构：

•  部署全面优化、可立即使用的全闪存平台，用以运行您的核心业
务应用程序和服务。

明智的闪存选择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s://www.DellEMC.com/cn/All-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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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敏捷性优势

闪存技术不仅仅是快速存储，它还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可提供卓越的性
能。由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提供支持的全闪存解决方案可帮助您在控制成本

的同时，还能几乎实时地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

•  闪存存储选项：获得多种数据服务，包括通过压缩减少数据、精简资源调配、
高级加密、业界出色的安全功能，等等。

•  集成拷贝数据管理 (iCDM)：即时拷贝支持即时创建和更新大规模且高性能的
开发和测试环境。可以按需创建和刷新近乎实时的分析拷贝。

•  应用程序集成与自动化：将 Dell EMC 全闪存阵列与 AppSync 等协调软件结合
使用，可以实现拷贝管理流程自动化，包括将拷贝连接至主机、刷新拷贝以及
删除拷贝。

•  与 Dell EMC 产品组合集成：与解决单一需求的其他供应商的产品相比，具有
明显的优势。将 Isilon 用于横向扩展 NAS 和非结构化数据；将 Data Protection 
Suite 和 Data Domain 用于备份、归档和灾难恢复；将 ProtectPoint 用于直接备
份；将 RSA 用于安全保护；以及将 vSphere 用于集成。

不仅仅满足于 
驱动因素

应用程序

•  超过针对整合和扩展工作负载的严格的 SLA 要求 

•  支持实时分析和敏捷型开发或测试

•  基础架构和应用程序团队可进行自助操作

• 实现基于阵列的卓越 iCDM 

数据保护无处不在
• 可将备份速度提升 50%9

•  将保护存储需求减少到原来的 1/30 至 1/1010

• 将 VMware 恢复速度提高 30 倍11

基础架构

•  利用业界出色的横向扩展和纵向扩展性能 —  
始终一致的亚毫秒级响应时间7 

• 存储池和按需扩展 

•  跨生产、非生产和工作流应用程序整合混合工作负载

•  凭借易于使用的设计简化操作

业务
• 通过数据中心推动业务创新

• 五年内降低多达 50% 的 OPEX 和 CAPEX8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DellEMC.com/cn/All-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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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提供业界出色的闪存产品系列，这
些产品由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提供支

持，包含先进的功能，旨在推动您的企业一直向前迈进。哪款
产品适合您？

我们的闪存系列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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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DellEMC.com/cn/All-Flash



这款专门构建的全闪存阵列可提供突破性的共享存储优势，具备统一的多维度扩展体系结构、
无中断的线内数据服务，并由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提供支持。

• 每个 X-brick 提供多达 138 TB 的原始容量12

• 可在线扩展至多达 8 个 X-brick，有效容量高达 5.5 PB13

• 将 VDI 的响应速度提高 80%14

• 数据减少平均提升 25%15

• 通过易于使用的 Web UI 简化管理 

• 以高效利用空间和对性能毫无影响的方式提供可写快照 

• 通过 Dell EMC RecoverPoint 实现运营恢复和灾难恢复

XTREMIO X2 
高端全闪存

浏览 XTREMIO X2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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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信息：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xtremio-all-�ash.htm



英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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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Max
高端存储

浏览 PowerMax

网站信息：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powermax.htm

• 

• 

• 

• 

• 

• 

• 

• 

PowerMax 是戴尔易安信旗舰级存储产品。在承继原久经客户关键性业务负载验证的技术基础上，其新
的未来无忧体系结构提供端到端的NVMe支持，结合内置的机器学习引擎来自动识别IO并数据放置，还
有新增的数据消重和增强的数据压缩功能，实现性能的全面提速和空间的更高利用。

不折不扣的第 0 层存储16

端到端 的NVMe支持

最高1000万次IOPS17，150GB/s带宽和最高50%18的延迟缩短

内置的机器学习引擎帮助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的数据安置

线内数据消重、压缩、快照和精简资源调配保证了 4:1 的存储效率19，最多可扩展至 4PB 有

效容量

99.9999%的可用性20

远程复制之黄金标准的 Symmetrix Remote Data Facility (SRDF)
无中断数据迁移 (NDM)

用 D@RE 提供硬件加密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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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AX 高端存储

浏览 VMAX ALL FLASH

网站信息：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vmax-all-�ash.htm

对体系结构彻底进行重新设计，将闪存的速度和效率与当今任务关键型数据中心所需
的可靠性和可用性的黄金标准相结合。

• 借助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技术提高性能 

• 可横向扩展或纵向扩展至 4 PB，响应时间低于 350 微秒21

• 整合开放式系统、磁盘块和文件、IBM i 或大型机数据

• 99.9999% 的可用性22

•  通过现代的许可、打包和部署模式简化规划和部署

•  在需要的地方使用闪存，在不需要的地方使用云 — 自动将冷数据移至公共云



• 

• 

•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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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EMC VPLEX 支持 IT 组织通过创建一种整合存储体系结构，从而使数据中心具有以下特性：

通过实施 VPLEX 独特的分布式缓存一致性，可同时从两个存储系统读取/写入完全相同 的数据。这可确保
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情形的正常运行时间，实现跨阵列的无缝数据移 动性，无需中断主机，从而能消除技
术更新、负载平衡和基础架构维护等情形中的各种 计划内宕机实例。连接至 VPLEX 的存储系统可位于单
个数据中心 (VPLEX Local) 中， 也可以相隔一段距离 (VPLEX Metro)。 

VPLEX 引擎是 VPLEX 群集中的核心构造块，在单个机架中可配置单、双或四引擎。VS6 是最新一代的 
VPLEX 引擎。VPLEX 群集配置了所有 VS6 引擎或所有 VS2 引擎，具有单、 双或四选项。 

适用于全闪存的 VPLEX 是功能齐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对比上一代产品，VS6 专为闪存性能打造，具有无限制
的软件许可证，2倍的 IOPS 和 70% 的延迟降低24。随着未来软件升级，VS6 将有进一步的性能提高。

创建双活的数据中心，即使是在出现灾难的情况下，也能确保业务始终可用

与Dell EMC阵列，SC系列、以及其他第三方阵列一起协同工作，敏捷的响应业务需求

激活99.99999% 可用性23和非中断数据移动性

浏览 Dell EMC VPLEX

网站信息：
https://shop.dellemc.com/en-us/Product-Family/
VPLEX-PRODUCTS/Dell-EMC-VPLEX-Storage/p/Dell-EMC-VPLEX

存储

 VPLEX 解决方案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10

• 

• 

• 

• 

• 

通过可实现简化操作、降低成本并减少
数据中心占用空间的统一全闪存存储平
台，为您的应用程序基础架构加速。

Dell EMC Unity 350F、450F、550F、650F

拥有全闪存性能的统一存储

可实现更高效率的数据减少服务

数分钟即完成安装，可从云端进行管理

可扩展至 16 PB

全闪存

• 

• 

• 

• 

• 

借助闪存和高级数据管理，以及紧密集
成的存储区域网络 (SAN) 和网络连接存
储 (NAS) 功能，实现存储性能和经济高
效性的最佳组合效果。

Dell EMC Unity 300、400、500 和 600

结合固态驱动器性能和磁盘经济性

面向全闪存池的数据减少服务

数分钟即完成安装，可从云端进行管理

可扩展至 16 PB

混合闪存

• 

• 

• 

• 

利用基于服务器的容量、共享容量或云
存储容量，将 Dell EMC Unity 的高级存储和
数据管理功能融入 VMware ESXi 环境。

高达 50 TB 的全功能统一存储

可与 Dell EMC Unity 系统和功能兼容

NAS 和 iSCSI 连接

从 Dell EMC Unity 平台复制数据以
及将数据复制到 Dell EMC Unity 平台

软件定义UnityVSA

网站信息：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unity.htm 

浏览 Dell EMC UNITY系列

UNITY 中端存储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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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全闪存和混合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变革性性能、灵活的体系结构和经得起未来考验的价值。

• 

• 

• 

突破性的高性能：采用创新软件设计实现百万级高IOPS 25和亚毫秒级低延迟存储加速工作负载

灵活的体系结构：凭借可紧密适应变化自我优化的解决方案，帮您的公司在变化中蓬勃发展

面向未来的价值：利用成本节约的自动化功能、广泛的完整体系集成和世界一流的支持服务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 

• 

• 

• 

• 

端到端闪存让您可以做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将您的业务运
营效率提升到更高的水平。SC全闪存以性能为中心的主动/
主动设计，能在横向和纵向扩展时均保持高IOPS 和高吞吐量

SC7020F、SC5020F（多达 4PB 的原始闪存容量）

联合多个阵列的存储联邦技术，为您的数据实现完全的移动性

智能化的重复数据消除/压缩，内置灾难恢复

全包式软件许可，包含所有存储功能

未来无忧存储保障计划

全闪存

• 

• 

• 

• 

高级自动分层设计，外加 SSD 和 HDD 上均可提供智能重复数
据消除和压缩，让各种规模的业务系统均可拥有出色的性能。

SC9000（双控6PB 的原始容量）

SC7020（双控4PB 的原始容量）

SC5020（双控2PB 的原始容量）

SCv3020/3000（双控1PB 的原始容量，功能齐全的入门级 SC）

混合闪存

浏览 系列 Dell EMC SC

网站信息：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sc-series.htm 

SC 中端存储



ISILOIN F系列全闪
非结构化存储

• 

• 

• 

• 

• 

• 

全闪存横向扩展 NAS 存储系统将极高的性能和可扩展性与超群的效率和企业级功能相结合。Isilon F800 具有
多种配置，可提供每个机箱最高 250,000 的 IOPS 和 15 GB/s 带宽，以支持要求最严苛的文件工作负载。

每机箱支持高达250,000 IOPS和15 GB/s带宽

每机箱存储 96TB 到 924TB的容量

每机箱提供60个SSDs

高密度系统设计节省高达75%的空间

提供坚固的数据保护和安全功能选项

通过未来无忧存储计划保障客户投资（需要服务支持协议）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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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Dell EMC ISILOIN F

网站信息：
https://china.emc.com/collateral/data-sheet/
h15963-ss-isilon-all-�ash.pdf



• 

• 

• 

•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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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EMC VxRail™是由 Dell EMC 和 VMware 独家提供的超融合基础架构应用装置，它是简化和扩展 VMware 
环境的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部署时间缩短73%26。
VxRail基于最新14G POWEREDGE服务器，相比于上一代，IOPS提高2倍，响应时间缩短2倍27。VxRail提供全
闪存配置，并支持SATA SSD和NVMe缓存。

灵活—提供业内最广泛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型号和上百万个配置选项。 

高效—NVMe缓存驱动器，提供2倍的缓存容量，新25GbE网络连接，延迟显著降低，性能

大幅提高，从容应对未来业务挑战

简单—一体化安装部署，并通过 vCenter 界面进行管理，与现有 VMware 工具的无缝集成，熟

悉的客户体验

安全—包含了了Recover Point for VM等多种数据保护技术等关键业务型数据服务，而不另

收费用，保证数据和业务安全。

浏览 Dell EMC VxRail

网站信息：
https://www.dellemc.com/zh-cn/converged-i
nfrastructure/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htm

VxRail 超融合



新一代采用闪存SSD的Data Domain 6800，9300和9800 系统，配合Data Protection Suite 软件, 使备份速
度加快多达 20 倍。

Data Domain凭借可扩展、可靠且支持云的保护存储为备份、归档和
灾难恢复提供了同类最佳的性能。

• 在本机将多达 100 PB 的逻辑容量分层到云中

• 用单个系统扩展到最多 3 PB 的可用容量

• 备份 544 TB 数据只需不到 8 小时28

Data Domain 还提供软件定义的保护存储，即 Data Domain VirtualE-

dition (DD VE)。

备份
544 TB
数据只需不到
8 小时28

扩展到高达
3 PB
的可用容量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了解详情，请访问 https://www.DellEMC.com/cn/dataprotection14

Data Domain
备份设备



Data Protection 
数据保护 

Dell EMC Data Protection 软件是一个专门构建的软件解决方案系列，
提供了全面、简单而且灵活的数据保护，利用它，您可以保护任何
环境中的数据或任何工作负载。

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的备份速度最高提升至 20 倍，恢复速度最
高提升至 10 倍，同时消除了备份对服务器的影响29

虚拟机工作负载的即时访问和恢复速度加快达 20 倍30

易于使用的自动化云备份和恢复服务，可帮助各种规模的组织保
护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服务器上的数据

自动化云保护让用户有一致的体验，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在云中

从本地到虚拟化基础架构，再到公共云或混合云环境，Dell EMC Data 
Protection 软件为您更多位置中的所有数据提供了全面的保护。

备份速度加快多
达20 倍29

• 

• 

• 

•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了解详情，请访问 15https://www.DellEMC.com/cn/dataprotection



准备好体验成本和复杂性降低带来的好处，在整个基础架构范围
内实现一致、可预测和低延迟性能的优势。了解我们由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提供支持的全闪存解决方案如何作为您的 IT 转型的一部
分，在基础架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实现IT基础架构现代化

英特尔®，
让数据中心成就新可能。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s://www.DellEMC.com/cn/All-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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