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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是唯一一款支持所有数据的企业级统一存储，
可以帮助企业无妥协地满足其增长要求。这一平台重新定义了未来的统一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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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统一，企业，加速。
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是唯一一
款可以跨大型机和开放系统环境以及来自
其他供应商的存储集中整合文件、数据块
和对象数据的存储系统。它优化了对关键
应用程序、支持云的基础架构以及数据中
心整合的支持，所有操作通过单一的直观
界面即可完成。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专门为寻求提升其
业务应用性能的企业而设计。借助闪存加
速功能（可提高闪存设备 I/O 吞吐量）、集成
的 Hitachi Accelerated Flash 和企业级存
储虚拟化功能，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可提供更快的信息访问速度。数据库、分
析、虚拟桌面和虚拟化服务器环境都可以
从优异的性能和更短的响应时间中获益。
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是唯一一款适用 Virtual Storage
于所有数据类型的三维扩 Platform
展存储平台。它是一款独 架构指南
一无二的存储架构，能够
了解更多
灵活地针对性能和容量进
行扩展，同时实现多供应
商存储系统的虚拟化，从而优化存储资产
回报。

业务优势
出色的数据中心效率、可管理性和成本节
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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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现有存储整合到集中管理的共享容
量池，将存储成本降低 50%。
支持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90% 的工作量
和成本迁移到新的存储平台。
可跨数据块、文件和内容数据进行自动数
据放置，从而提高性能并降低运行成本。
与上一代产品相比，能效提高了 48%，
改善了数据中心的可持续性。
具备高可用性，可以满足苛刻的企业级应
用的故障恢复能力和可用性需求。
每平方英尺存储容量提升 40%，增加了数
据中心密度。
支持跨多个数据中心对开放系统和大型机
环境进行独特的通用复制。

主要特点
配备企业级虚拟化功能的统一存储支持管
理员集中管理所有存储，并对所有虚拟
化的内部和外部存储进行集中式端到端
管理。Hitachi Command Suite 还提供关
于数据块、文件和对象用户的统一仪表盘
视图。使用 Command Suite 的企业可通
过通用管理功能将其运营开支降低 20%
到 40%。

闪存加速虚拟化可提高闪存设备 I/O 吞吐
量。借助该功能，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通过对所有存储资产进行集中管 理和 分
层，可以提供更快的信息访问和更高的效
率。此外，该功能可实现每秒 100 多万次
交易。
Hitachi Accelerated Flash storage 采用
机架优化设计，每系统容量超过 300TB，
而且性能比企业固态驱动器提升了 4 倍。
三维扩展可实现最佳的基础架构增长。纵向
扩展通过在单一单元内动态添加处理器、连
接和容量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横向扩展通
过将多个单元动态合并到一个带有共享资源
的单一逻辑系统中来满足需求。纵深扩展通
过虚拟化将 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的高级功能扩展到多供应商存储系统。
数据移动性功能使您能够通过对主机透明
的迁移以最快速度将数据移动到新存储。
利用高级数据复制拓扑降低运营风险。利
用自动化数据块和文件放置功能提高性能
并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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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效率、主存储重复数据删除和
可写快照使您能够从最小的空间获得最大
的容量。自动化的数据块和文件放置功能
可提高性能并降低成本。此外，它还可以
在所有虚拟存储控制器上共享单一映像全
局高速缓存，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性能并最
大限度降低每存储容量的功耗，以及加快
和简化存储管理。

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规格
数据块模块
高度

13U

总带宽

192GB/秒

主机接口（最大）

192 个光纤通道：8Gb/秒，192 个
FICON：8Gb/秒，88 个以太网光纤通
道：10Gb/秒

内部原始容量

3,759TB（3TB 3.5 英寸 NL-SAS）、
1,770TB（900GB 2.5 英寸 SAS）、
338TB (1.6TB FMD)

闪存选项

200GB 2.5 英寸 SAS、400GB 2.5 英寸
SAS、1.6TB FMD、3.2TB FMD

硬盘驱动器选项

146GB 2.5 英寸 SAS、300GB 2.5 英寸
SAS、600GB 2.5 英寸 SAS、900GB 2.5 英
寸 SAS、1.2TB 2.5 英寸 SAS、3TB 3.5 英寸
SAS、4TB 3.5 英寸近线 SAS

可持续设计使其与上一代产品相比每平
方英尺容量增加了 40%，而每 TB 功耗减
少了 48%。

最小到最大硬盘数量

0-2,048 个 2.5 英寸硬盘和/或 0-1,280 个
3.5 英寸硬盘，包括备盘

最大闪存驱动器数量

256

数据故障恢复能力可采用独特的基于日志
的复制技术通过跨多个数据中心的系统内
数据复制和保护功能而实现。此外，还提
供应用感知的复制管理、增强的加密功能
和高级安全性管理来保护数据。

最大闪存模块 (FMD) 数量

192

后端磁盘接口

6Gb/秒 SAS

RAID 配置

RAID-1、RAID-5、RAID-6

高速缓存选项

32GB 至 1TB

最大 LUN 数量

65,280

卷容量

4MB 至 60TB

虚拟存储机

32 个（最大）

高可用性

N+1 架构，控制器集群

动态智能文件分层可实现自动化的数据放
置以提高性能并降低成本。它能够在正确
时间将正确数据放置到正确位置，绝不会
造成性能下降。
服务器虚拟化集成与领先的虚拟服务器平
台相结合，可提供从单台虚拟机到存储逻
辑单元的端到端可视性，还能为大规模的
多供应商环境提供保护。

大型机增强功能可利用虚拟存储分层改善
数据管理效率和高级复制功能，从而通过
优异的数据保护降低风险。

文件模块
高度

3U

每集群节点数量

1-4 个节点

最大文件系统池规模/达到最大容量的
单一命名空间

256TB/16PB

文件系统数

128

最大快照/文件克隆数量

每个文件系统 1024 个/100 万

每节点高速缓存

32GB 至 108GB

协议

NFS/SMB/FTP/iSCSI

光纤通道端口

每节点 4 个 8Gb/秒端口

以太网端口（文件共享）

4 个 10Gb 以太网

注意：所有容量均基于 1GB = 1,000,000,000 字节；1TB = 1000GB 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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