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 Sheet

Dell EMC PowerStore
專為資料時代打造

重點
✓ 全新的以資料為中心、智慧型且適應性強的基
礎結構，可支援不同的需求，同時簡化 IT 作業
✓ 創新的 AppsON 功能可讓您直接在陣列上執
行虛擬化工作負荷，讓其可攜式、靈活且快速
✓ 唯一依特定目的建立的陣列，內建 VMware
ESXi Hypervisor。1 可補強並擴充您目前的
VMware 投資

現代資料中心挑戰，需要全新方式的儲存基礎結構
在新的資料時代中，大量資料與超強技術創新的結合，讓各種規模的企業都有機
會成為具有破壞性的數位霸權。然而，儘管潛力無窮，多數人還是明白，數位轉
型可能極為複雜，而且挑戰性極大。資料的多樣化已超越以往，而且現在從邊緣
到雲端，都能隨處 建立、處理及儲存資料。多數組織已經發現到，沒有單一基
礎結構能夠滿足所有的資料需求，因此他們利用不同的架構，為獨立管理、消耗
的 IT 資源建立倉儲。
於此同時，IT 也因必須在業務方面提供更高層次的簡易性與靈活性而備受壓力。

以資料為中心
• 任何工作負荷 – 適用於實體、虛擬及容器式應

企業級的內部部署儲存裝置，現在必須提供與雲端相同的操作彈性，進而越來越
具適應性、自動化，並且越容易與現有的管理架構整合。

用程式與資料庫的單一架構。專為「6 9s」可

為了滿足這些相互矛盾的需求，此時勢必需要新的架構與儲存方式。Dell

用性而設計

Technologies 推出 PowerStore – 專為資料時代設計的現代化儲存應用裝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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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能最佳化 – 端對端的 NVMe 設計 3 較先前陣
列容量多出 7X4，反應時間快達 3X。5
• 向上擴充及向外擴充 – 可獨立增加容量或處理
能力。
• 效率完全不妥協 – 隨時啟動在線資料減量，保
證平均 DDR 4:16

款改變遊戲規則的全新平台，無論其結構或位置如何，都能釋放資料的強大功
能，協助您在不中斷目前營運的情況下，調整並改造您的 IT。

以同級最佳的入門級開始
經過多年演進、專門建置的儲存陣列，在資料中心中扮演重要角色，為關鍵任務
工作負荷提供不斷擴充的效能、容量與彈性。PowerStore 以最先進的現代化儲
存技術為起點，提供全新的儲存裝置，並提供進階服務，補強及擴充現有的內部

智慧型

環境。

• 可程式化的基礎結構 – 端對端自動化功能可簡

任何工作負荷

化 IT 與 DevOps
• 自動化應用裝置 – 內建機器學習會對資源進行
最佳化
• 主動式健康情況分析– 智慧型監控，可降低風
險並預測需求

可適應
• 彈性的架構– 容器式軟體堆疊啟用應用程式行
動力
• 彈性部署 – 無中斷作業的核心、邊緣與雲端現
代化過程
• 彈性消耗 – 選擇、可預測性及投資保障，搭配
每次使用的付酬解決方案以及資料現地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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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tore 可為區塊、檔案及 VMware VVols 提供單一架構，利用最新的技
術，支援各式各樣企業級的傳統與現代工作負荷，包括關聯式資料庫、ERP 及
EHR (電子病歷) 應用程式、雲端原生應用程式，以及內容儲存庫和主目錄等檔
案式工作負荷。
可在單一 2U 應用裝置中，容納應用程式、多重通訊協定網路及多格式儲存多樣
性 (實體與虛擬磁片區、容器、傳統檔案)，提供符合企業需求的彈性，並協助 IT
簡化及整合基礎結構。

效能最佳化
專為運用下一代創新技術而設計，例如，端對端 NVMe3 及雙埠 Intel® Optane™
固態硬碟 (SSD) 做為儲存級記憶體 (SCM) 時，相較於先前世代的 Dell 中階儲存
裝置時，PowerStore IOPs 超過高達 7x4、延遲時間縮短達 3x5，可以賦予您所
有必要空間，確保可透過多重解決方案生命週期來創造長遠價值。

向上擴充及向外擴充
初始 PowerStore 組態的擴充非常簡單，而且效率極高，因為容量與效能可獨立
縮放規模。每個雙主動式 PowerStore 應用裝置有效容量可擴充至超過 2.8
PB6，且可因叢集處理多個應用裝置來提供更高效能。

絕不妥協的性能與效益
無論公司如何成長，PowerStore 成本都會維持低價。由於 Intel QuickAssist 硬
體加速功能，重複資料刪除與壓縮功能均為 100% 在線形式且「隨時啟動」。
PowerStore 系統提供保證的平均 4:1 資料減量比率 7，完全不會影響效能。

操作更簡單，更聰明
優點不只是效能與規模。PowerStore 也提供超越以往的智慧與自動化層級，有效
消除複雜性，並因減少 99% 的管理互動，而加速新應用程式與服務的交付速度。8

可程式化的基礎結構
PowerStore 可與 VMware 整合，並提供先進管理與協調架構的生態系統，進而
簡化應用程式開發，並自動執行儲存工作流程。您可以直接從最常用的應用程式
工具集，提供 PowerStore 服務。例如，IT 與 DevOps 使用者可以善用適用於
VMware (vRO 附掛程式)、Kubernetes (CSI 驅動程式) 和 Ansible (Ansible 模
組) 的附掛程式，縮短部署時間 (從數天到數秒)。9

自動化應用裝置
PowerStore 包含的內建智慧功能，可省去許多耗時的工作與決策點。PowerStore
的內建機器學習 (ML) 引擎可自動調整人力密集型作業，例如初始磁碟區配置、
遷移、負載平衡及問題解決，而這款引擎可微調個別與叢集應用裝置、最佳化效
能並降低成本，即使無法預知環境也能順利進行。

主動式健康狀況分析
隨附於 PowerStore 的 Dell EMC CloudIQ，可讓系統管理員快速採取行動，更
有效地管理儲存環境，並協助其獲得所有必要支援。雲端式應用程式結合了機器
學習、進階分析與人類智慧後，有效降低風險、並在問題發生前發現異常，甚至
協助 IT 通才規劃未來儲存裝置需求，並提供強大的預測功能。CloudIQ 讓儲存
管理任務更為輕鬆，讓您重新將目光專注於業務目標。

隨時準備適應您的需求
如果優勢停在此處，PowerStore 將會採用迄今為止最先進的中階儲存解決方
案。然而，PowerStore 的不同之處在於具備革命創新的能力，不僅能支援目前
的需求、改變您目前執行資料中心的方式，還能讓您隨著業務發展，提升基礎結
構 – 而這是無法預測的。

彈性的架構
PowerStore 的容器式軟體架構 (稱為 PowerStoreOS) 可將個別的作業系統元件
當做微服務進行隔離，藉此提升效能、容錯能力及安全性。此外，它還能讓未來
的全新或改良服務達到可攜性和快速交付。

管理員可以選擇直接在 PowerStore 硬體上部署 PowerStoreOS，或是在
PowerStore 選購內建 VMware Hypervisor 中執行的虛擬機器 (VM) 內，提供另
一層隔離、智慧與抽象層。
當 PowerStoreOS 在 VM 上執行時，管理員也可以使用與外接主機的相同
VMware 工具和方法，存取 Hypervisor，在應用裝置上直接 部署自己的應用程
式。這項改變遊戲規則的功能 (稱為 AppsON) 非常適合在要求基礎結構簡單與
密度的核心或邊緣位置處理資料密集工作負荷情況下使用，以及像是防毒或監控
軟體等「基礎結構應用程式」。
搭配 AppsON，PowerStore 就能同時為整個企業中執行的應用程式提供儲存容

量，並為本機裝載應用程式提供 VMware 式環境。
最棒的是，由於 VMware ESXi 是底層基礎，因此管理員可以在這些服務之間順
暢地移動。PowerStore 叢集管理結合了包括 vMotion 與儲存 vMotion 等 VMware
工具，提供可應用的行動力，讓您可以從 PowerStore 輕鬆進出其他 VMware 目
的地。
透過單一儲存版本，應用程式可部署於網路伺服器、超融合式基礎設施，或直接
部署在 PowerStore 應用裝置上，並在上述任何一種裝置上廣域遷移，因此可讓
IT 與應用程式擁有者根據目前需求及可用資源，將工作負荷快速部署及重新指派
至效率最高的環境。

彈性的部署
PowerStore 的體積精巧，並具備適應性設計，最適合下列應用：
•

以邊緣為基礎的物聯網 (IoT) 資料分析和遠端辦公室應用程式，讓您輕鬆部
署及進行進階複製

•

核心資料中心現代化，當彈性、應用程式行動力及 VMware 整合等因素決定
作業達到一致性的情況中

•

多重雲端存取，包括混合式解決方案，可讓客戶整合內部部署基礎結構與公
有雲端，同時維持管理與營運的一致性

在利用 Dell Technologies 的雲端驗證設計後，PowerStore 可為 VMware 雲端基
礎 (VCF) 的資料密集工作負荷提供理想的著陸區。PowerStore 也支援 Dell EMC
雲端儲存服務，此服務可直接將 PowerStore 連接至使用者的選擇雲端，作為受
管理的服務。雲端儲存服務可使用 VMware 提供的完整操作一致性，在 Amazon
Web 服務 (AWS) 的 VMware 雲端上提供 DRaaS。
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PowerStore 可能會部署為獨立應用裝置，做為現有基
礎結構的補強，或做為 Power One (全新 Dell Technologies 多合一自動化基礎結
構雲端平台) 中的儲存選項。

彈性消耗
PowerStore 的涵蓋範圍包括 Dell EMC 符合未來需求方案，其已強化提供全新的
Anytime Upgrade 選項。「Anytime Upgrade」是業界最具彈性的控制器升級方
案，可隨著時間演進持續更新 PowerStore，並透過快速、輕鬆的資料現地升級功
能，提升系統功能。不同於其他方案，「Anytime Upgrade」可提供下列三選項：
•

下一代：將應用裝置節點 (控制器) 升級至下一代的同等機型

•

更高的機型：可升級至目前世代中功能更強的節點

•

向外擴充：使用與目前機型相同的第二個系統，稍微降低需求來擴充您的環境。

前述所有 3 個選項都完全不會造成作業中斷，並可保留現有的磁碟機及擴充機櫃
投資。使用 Anytime Upgrade 方案時，完全不需要額外購買或授權，而且升級
方案可隨時透過您的合約予以履行。此外，不需要續約維護合約即可獲得升級。
PowerStore 的適應性架構結合了「Anytime Upgrade」方案，有效終結過去不斷
發生的平台遷移與堆高中斷作業循環。
最後，Dell Technologies On Demand 可提供多種選項，讓您可以根據擴充裝
置的成長、使用或服務提供情況，輕鬆購買及擴充儲存裝置。這些彈性消耗模式
結合了彈性付款解決方案與增值服務，可將支出與使用狀況進行調整，同時最佳
化財務與技術成果。在容量需求為週期性或變動性的環境中，使用型消耗模式可

移至 PowerStore

清楚降低成本，並創造商務優勢。

隨附原生遷移工具

未來的儲存裝置就在眼前

PowerStore 提供比以往更多的遷移方式，包括新的
原生工具，可讓您直接從 PowerStore Manager 精靈

PowerStore 既能為目前的基礎結構進行，又能提升優勢。這款從根本著手打造

自動執行完整的遷移作業。如果您目前擁有 Dell

的全新可適應平台能同時提供熟悉的環境，以及成熟且完整的生態系統支援，讓

EMC 儲存平台，則只需要按七次按鍵，就能完成不

您打造出前所未有的運算基礎設施，充分利用下一代技術。

中斷運作的陣列至陣列傳輸作業。10 主機將在整個過
程中進行廣域重新映射，並完全卸載，並且維持工作
負荷在高效能狀態。

無論您目前的環境中是否包含傳統的 3 層式解決方案 (伺服器、網路、陣列)、超
融合式基礎設施、混合式或公有雲端，或是組合所有一切，PowerStore 都能協
助您簡化及現代化，不需新增另一個管理倉儲，並讓您的 IT 人員能夠善用目前

跨平台解決方案

的技能，同時投資於未來。

此外，PowerStore 還可讓您存取多種其他遷移方
法，包括 VPLEX 和 PowerPath，以及 vMotion 和
Linux LVM 等主機式工具，以及 Dell Technologies
服務的全方位遷移服務。無論您目前使用的是哪種儲
存平台，我們都將確保您能快速、順暢地完成
PowerStore，讓您的資料隨時保持完整安全。

請參閱 PowerStore 規格表以取得更多詳細資訊。

1 參考根據為 2020 年 4 月 Dell 分析報告中，針對主流儲存裝置廠商目前解決方案所提供的公開資訊。

Dell Technologies Services
在應用裝置的整個生命週期中提供選擇與彈性
端對端服務可協助您設定、支援並最佳化 PowerStore，
讓您的新基礎結構解決方案易於採用與管理。

2 參考根據為 2020 年 4 月的 Dell EMC PowerStore 的 Dell Technologies 規格。實際的系統可用性可能有所差異。
3 初始 PowerStore 版本包含基本應用裝置內的 NVMe 磁碟機支援。 現有 PowerStore 應用裝置的 NVME-oF 將在未來版本中提供
為不中斷作業的升級。
4 參考根據為 2020 年 3 月 Dell 分析報告。比較 PowerStore 9000 4x 叢集與Unity XT 880 執行 70/30 隨機讀取/寫入組合、8K 區
塊大小，啟用壓縮及重複資料刪除功能的 IOPS。 實際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5 參考根據為 2020 年 3 月 Dell 分析報告。比較 PowerStore 9000 與Unity XT 880 執行 300K IOPS、8K 隨機記憶體、70/30 讀取/
寫入組合、啟用壓縮及重複資料刪除的延遲性。實際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6 假設資料減量比率平均 4:1。實際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視資料類型而定。
7 所有客戶應用程式平均比率保證 4:1。個別應用程式的比率可能會有所不同。請參閱符合未來需求方案的條款與條件以取得詳細資訊。
8 參考根據為 2020 年 3 月的 Dell 分析報告。員工維護平衡型 PowerStore 叢集與傳統多陣列部署的耗費時間。磁碟區遷移進行監
控、計畫、定義和執行時所需留意的要點。實際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9 參考根據為 2020 年 3 月的 Dell 分析報告。使用及不使用 Ansible 和 vRO 協調整合進行部署工作負荷時所需的工作。磁碟區遷移
進行監控、計畫、定義和執行時所需留意的要點。實際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10 參考根據為 2020 年 3 月的 Dell 分析報告。使用 PowerStore 內建遷移工具，為 Unity、SC 系列、PS 系列和 VNX 陣列執行無
中斷運作磁碟區群組遷移作業所需要的最少工作。實際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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