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南

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G1000 比较指南
为企业选择最佳的存储虚拟化平台
现今的 IT 决策者在企业级存储的管理中面临诸多挑战。存储容量需要继续增长，新型关
键业务应用程序则需要一致的响应速度、更高的可扩展性以及零停机时间。当前的数据中
心大多采用围绕特定业务应用或技术而构建的基础架构孤岛，这些数据孤岛限制了 IT 灵
敏性以及满足新业务需求的能力。
主要比较指南有助于确定需求并加快实现业务目标
许多企业转而采用存储虚拟化来解决在存储管理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同时提高 IT 灵敏性。不过，许多存储
虚拟化产品却名不符实，致使 IT 部门花费更多的时间管理各类鱼龙混杂的存储产品。具备成熟虚拟化功能
的存储虚拟化平台应运而生，它能为打造可靠的永续 IT 云架构奠定一个始终可用、灵敏且自动化的基础，
进而帮助 IT 部门应对今天的挑战。
不同公司生产的虚拟化存储平台大相径庭，往往迫使企业在成本、性能和效率之间进行取舍。我们特此制
作这份比较指南，用以帮助 IT 主管了解当前的虚拟化存储格局。通过比较不同产品的优势，您便能轻松地
找出一种可满足您当前及未来存储要求的解决方案。

存储虚拟化平台比较概述
本《比较指南》介绍了 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G1000 (VSP G1000) 以及 Hitachi Storage Virtualization
Operating System (SVOS) 相较于市面上现有的企业级存储虚拟化平台所具有的优势。以价值、数据增长、风
险和创新为评判依据，VSP G1000 和 SVOS 具有极为明显的 IT 和业务优势（参见表 1）。您无需再在企业级
功能与中端价值间做出取舍。VSP G1000 的优势包括：
■
■
■
■

每机箱的驱动器数量增加 1.9 倍，可提高存储密度并降低能源成本。
管理工作量减少 50%，可节省时间并提高生产力。
提供 100% 可用性保证，可降低风险并确保数据可用性。
更新工作量减少 90%，可加速创新并提高业务生产力。

表 1 企业级存储虚拟化产品比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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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运行成本，提高价值
如今，数据中心的管理和维护成本高昂，过高的管理费用也会减少 IT 能够创造的业务价值。随着依靠技术
支持关键业务应用程序的趋势不断加强，IT 必须创造更多的价值，为基于云计算的新一代应用程序提供支
持，同时还要在不增加预算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
VSP G1000 和 SVOS 能够凭借任何供应商都无法企及的全局存储虚拟化功能，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降低 IT
费用，简化存储管理，并将可扩展性提升至新的水平。在单一的管理界面内，VSP G1000 依靠业界性能最
高的硬件加快应用程序的响应速度并改善连接性，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扩展性。摆脱了其他供应商存储虚拟
化解决方案的连接性限制，您可实现标准化的数据管理流程。您可将虚拟机的密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进而
降低单独管理不同存储系统的成本。
VSP G1000 可助您简化存储管理流程，从而提高效率并节省成本。有别于需要管理多个系统的其他供应商
的产品，VSP G1000 提供一种单一的解决方案，能够不受连接、地点、存储系统或供应商的限制，管理异
构的多供应商存储系统。当与远程数据复制支持相结合，VSP G1000 能够帮助您将存储系统和数据中心可
延伸性提高到新的高度：可对含有双活数据卷、相距达 100km 的虚拟存储机进行预配置和管理1。
VSP G1000 可简化存储管理，能帮助 IT 工作人员减轻维护技术层之间互操作性的工作量。业务连续性和
灾难恢复流程也会变得更加高效，每位管理员可以管理更多 TB 的存储空间，从而使您能够降低成本。
此外，VSP G1000 还能帮助您将存储整合提升至新的水平，节约能源并减少数据中心的占地空间。与同类
解决方案相比，其每个机箱能够容纳的驱动器数量最多可高出 1.9 倍。数据中心每年每平方英尺的运行成
本高达 40,000 美元，VSP G1000 所具备的重要的空间节省功能正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利用 VSP
G1000 在单一系统上以本机方式整合文件、数据块和对象存储，可以降低运营开支和能源成本。

提高现有资产回报率
面对因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导致的空前数据激增，以及 IT 预算的日益紧缩，您需要找到适当的方法，从当
前的存储资产中挖掘出最大的价值。VSP G1000 和 SVOS 可最大限度提高存储投资的回报率。二者相互
配合，可帮助您管理现有存储并延长其使用寿命，还能将所有数据整合到单一的虚拟化平台中。凭借 VSP
G1000 所固有的服务质量 (QoS) 管理和双活支持，与同类存储平台相比，您的存储能够在每个系统上支持
更高的应用和虚拟机密度。
许多企业都疲于应付各种基础架构孤岛，往往会造成一个孤岛上存储不足，而另一个孤岛上却容量过剩的
情况。VSP G1000 利用一个平台，将包括多供应商存储系统资源在内的所有文件、数据块和对象存储服务
汇聚到单一的企业级存储容量池中，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您还可以将活动数据、归档和 NAS 服务集成
到单一平台中，从一个位置加以统一管理，进而提高容量利用率。有别于同类系统平等对待所有数据的处
理方式，VSP G1000 可帮助您划分工作负载的优先级，以提高并发性，同时还能保持较高的存储密度。凭
借对相距达 100km 的双活数据卷的支持，您可以提高存储密度，而不会增加风险。
存储系统的升级和更新也并非易事。您的关键业务应用程序需要连续运行，而其他供应商的在线固件升级
和存储系统更新会对工作负载造成重大影响。VSP G1000 可为您提供必要的工具，确保在进行升级和更新
时，不会对关键业务应用程序造成影响。与同类产品相比，它能帮助您将技术更新所需的工作量最多减少
90%。此外，VSP G1000 还具备重复数据删除功能，不会影响关键业务应用程序的吞吐量和响应速度，从
而确保最高的生产力。

1

在初始版本发布后提供的需要单独许可证的功能。如需更多信息，请咨询 HDS 代表或合作伙伴。

降低风险，最大限度提高可用性
您所面临的不仅是数据的大幅增长，还有对限制数据丢失所提出的越发复杂的要求。依靠技术运营业务的
趋势还在继续，存储面临的风险也因此从未停止。因系统中断而造成的停机会给企业带来高昂的成本，还
会对企业品牌造成负面影响。系统中断和数据丢失还会衍生出代价惨重的法律和监管达标问题。鉴于存储
架构愈发复杂，您需要保持事务在多个应用层之间的完整性。面对如此之多的要求，数据保护显然也比以
往更加重要。
稳固的数据保护系统有助于降低复杂存储架构所伴随的种种风险。您可以提供更完善的客户服务，从企业
内外同时满足监管达标要求。VSP G1000 所采用的技术成熟可靠、久经验证。它是唯一一款可保证 100%
数据可用性的企业级平台，这种保证让其他友商望尘莫及。
借助 VSP G1000，可以为本地和远程数据维持同类产品平台难以企及的数据保护水平。恢复点目标 (RPO)
和恢复时间目标 (RTO) 均有所缩短，反映出市场对数据丢失的容忍度越来越低，鉴于此，VSP G1000 和
SVOS 推出始终在线运行功能。二者可实现零恢复点和时间目标，能满足最苛刻的数据保护要求。
通过 VSP G1000 的统一管理仪表盘，整个企业内存储系统的运行状况便可一目了然。Hitachi Command Suite
采用通用的管理架构，可提供数据块、文件和对象用户的统一仪表板视图。其强大的报告功能可简化针对整个
企业内存储的服务水平协议 (SLA) 报告。

加速创新，提高生产力
开放技术对如今的企业至关重要。数据中心必须同企业内任何其他领域一样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才能保
持竞争力。而信息基础架构限制了创新和灵活性。VSP G1000 使您能够灵活管理存储资产，提高生产力，
而不会对关键任务应用程序的响应时间造成影响。凭借可将外部存储作为内部容量管理的即插即用式虚拟
化技术，SVOS 能够降低用于为新应用和新服务分配存储的费用，进而提高生产力和灵敏性。
不同于同类存储系统使用专有文件系统将用户锁定到他们的存储解决方案中，同时又抬高退出门槛的做法，
开放性是 VSP G1000 的主要特点。借助 VSP G1000，您可以购买并在企业范围内管理多供应商存储系统，
而不会增加管理复杂性，也免去了代价沉重的供应商锁定风险。此外，Hitachi Command Suite 所具备的强大
报告功能还能为您提供执行有效容量规划所需的信息。利用 VSP G1000，您可以将数据中心转变成企业的创
新中心。

总结：让行动创造出更大价值
在决定借助存储虚拟化帮助控制运行成本时，您需要一个值得信赖又能够扩展的存储系统，以便将虚拟化
的全部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市场上如此之多的虚拟化存储平台，有必要了解哪些功能可以为您的特
有需求带来最高的价值。
Hitachi Storage Virtualization Operating System 提供的可靠存储虚拟化平台具备业界领先功能。借助用于
管理本地和远程所有存储的集中管理界面，您可以更加高效地管理所有存储，并通过整合降低运营开支。
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G1000 可凭借单一平台应对所有存储要求。它可以帮助您提高现有存储资
产的投资回报，扩展存储以满足业务需求。
VSP G1000 可凭借其特有的数据保护功能，降低企业数据风险。它还具有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免除供应商
锁定之忧。借助 SVOS，您可利用业界最成熟的存储虚拟化平台，减少在存储管理上耗费的心力，而更多
地关注业务发展。

[建议标注]
Hitachi Virtual Storage Platform G1000 和 Hitachi Storage Virtualization Operating System 具备企业级存储虚拟
化技术。二者相互配合，可帮助您以更高的效率、性能和服务水平管理更多数据，同时降低运行成本。
利用 Hitachi VSP G1000，您可以将数据中心转变为企业的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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