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业存储解决方案

一、政府行业信息化概述
通过多年来的政府信息化建设，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历程经历了起步阶段、政府与用户 ( 企业和居民 ) 单向互动阶
段、政府与用户双向互动阶段和网上事务处理阶段。目前国内正与世界电子政务建设保持同步。随着信息化建设的
逐步成熟与应用，随着政府部门之间数据集成的实现，将实现由流程的用户驱动到政府驱动的根本转变。
电子化政府最重要的内涵是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构建一个电子化的虚拟机关，使得人们
可以从不同的渠道取得政府的信息及服务，而不是传统的要经过层层关卡书面审核的作业方式；而政府机关间及政
府与社会各界之间也是经由各种电子化渠道进行相互沟通，并依据人们的需求、人们可以使用的形式、人们要求的
时间及地点，提供人们各种不同的服务选择。从应用、服务及网络通道等三个层面，进行电子化政府基本架构的规
划，从而保证了政府管制的信息化。
随着中国政务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各单位业务对计算机数据的依赖性不断上升，能否保证数据的安全就变得越来越
重要。如果数据发生丢失，轻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恢复数据，造成业务的长时间停顿；重则造成数据无法恢
复，业务无法进行，损失不可估量。

概括起来政府行业信息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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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务信息化的特点和问题
政府信息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当前新建系统或对已有系统的升级普遍面临如
下问题：
1. 数据量快速增长，数据类型也由以前的结构化数据扩
展到结构化数据和电子文件、图片、音像信息等非结
构化数据并存的问题；
2. 对数据可用性、可靠性和安全性有较高的要求，特别

4. 已有系统升级或新建系统需要采用新的IT架构，适应
云计算、标准化的要求；
5. 目前的系统大多为各级政府部门独立建设和管理，存在
维护成本高、设备利用率低、信息共享不足的问题。

是对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要求更高；
3. 随着数据量的急剧扩大，对扩展性和数据安全性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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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政务信息化存储系统选择的规划重点
存储系统在用户建立应用系统时，已日益成为重要的组

C. 前端应用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带来的压力，需要建立可

成部分，不仅采购投资额逐年增长，而且在 IT 系统总投

扩展、简单、智能，实现自我优化的核心存储系统

资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而在规划存储系统时，用户

存储系统是整个应用系统的核心基石，任何前端应用系

很容易把存储当成速度快一些，容量大一些的“存数据

统的调整、扩展和新应用系统的投入，都必须考虑如何

的柜子”。事实上，随着应用的复杂度增长、数据量的

满足应用系统的数据访问需求，这些需求往往是由业务

膨胀、对数据使用和管理需要的提高，存储已经演化成

规则、服务质量、应用特点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

为一个独立的大型计算机系统，包含着各种丰富和重要

确保存储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具备支持各种类型应用系统

的数据处理功能。根据惠普为各行业用户多年提供系统

的弹性、可调整性和可管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

咨询、优化、方案设计、系统实施、维护的经验，提示

用户的总体成本和投资收益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用户在规划存储系统时，特别是现在应对全球云市场，
必须充分重视所选择的存储是否为多租户、高可用、高
性能、精简、智能的：

D. 数据日常管理的繁琐、低效率和高成本挑战
应用系统复杂化、数据类型多样化和数据量迅速增加，为
用户的IT系统维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保证数据安全性所

A. 数据安全的高度重要性

采取的备份措施、系统调整时的数据迁移、系统切换等工

随着IT应用对业务流程的深入渗透，业务运作将会更加依赖

作，经常成为用户IT系统运营维护人员的噩梦。存储系统

于数据。保证系统数据安全是存储系统设计的最基本目标。

设计时的考虑不足，往往导致系统运营维护成本 ( 包括资

B. 快速的响应
政务信息化的核心存储需要承担政府日常运营的核心应

金、时间、人力等 ) 数十倍地提高。繁杂、单调和重复性
的手工数据管理，也经常是数据丢失的重要原因。

用系统，必须保证所用的存储能够同时运行多业务系统,

E. 业务连续性要求日益重要

并且保证智能、高效，因此采用的存储必须要能够在无

电子政务信息化程度越高，对 IT 系统持续运行的要求越

中断操作情况下，可应对业务系统的改变进行大幅度扩

高， IT 系统停止运行对于政府部门的影响从业务停顿、

展，也能够及时应对、快速的应对，比如数据的迁移，

客户流失、收益降低到声誉受损，将会带来严重的后

容灾备份等管理，同时，也需要大大简化存储采购、用

果。如何大幅度降低各种计划内停机 ( 源于数据管理和

户培训以及今后的存储管理。

使用要求，占 87%) 和非计划停机 ( 故障因素，占 13%) 时
间，将会成为存储系统设计将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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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普电子政务信息化存储解决方案
HP Storage Divison有着全面的数据信息可用性解决方案，为电子政务
信息化保驾护航！
• 惠普企业服务事业部将HP 3PAR Storage集成到惠普数据

• 惠普提供基于集群架构的可扩展IP SAN存储P4000系列

中心存储包中，可提供世界一流的存储管理服务，让客

可通过独特的网络RAID功能，在虚拟和物理环境中提

户能够根据需求变化而灵活地满足其存储需求。3PAR通

供极高的数据可用性为企业服务。

过紧密集群的InSpire构架设计和内嵌Thin Built In™的3PAR
Gen3 ASIC提供业界最领先的精简配置和自动数据分层技
术，上述服务将在公用存储模块中提供3PAR的系列产品
以及解决方案。
• 强大的数据备份解决方案：HP StorageWorks D2D备份
系统可以为政府部门的数据中心和远程办公室提供基

• 同时惠普提供在网络存储系统的横向扩展能力在容量和
性能两个方面超越了传统的网络连接的HP StorageWorks
X9000。
• 高可用容灾解决方案：HP企业级虚拟化磁盘阵列
P6000的CA功能模块，3PAR三地容灾解决方案。

于磁盘的数据保护。使用HP D2D备份系统，可以实现

• 惠普还提供新的存储咨询服务，可帮助客户设计并部

多个服务器备份的自动化，并能将备份整合到一个可

署融合存储环境，优化存储基础设施、降低成本，并

进行机架安装的设备，同时通过减少介质处理造成的

保护和调整数据，同时为云计算做准备。

错误提高可靠性。D2D备份系统可无缝集成到现有IT环
境，并提供NAS (CIFS/NFS)和虚拟磁带库(VTL)目标的灵
活性。所有HP D2D备份系统都采用HP StoreOnce重复
数据删除软件，支持在磁盘上高效、长期保留数据，
并支持网络高效的复制，从而可以在站点外针对灾难
恢复进行经济高效数据传输。
• 惠普第五代企业虚拟阵列HP P6000 EVA系列，提供精
简配置和动态LUN迁移软件，以及8Gb光纤通道、10 Gb
iSCSI和FCoE支持。这种易于管理的解决方案让客户得
以整合应用程序数据，提高管理速度并降低总体拥有
成本。EVA系列已经在全球销售超过1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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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有两个系列产品可以实现数据整合和备份管理的方案：
在线磁盘阵列产品线：

离线磁带备份产品线：

• 云存储3PAR, 新一代的P6000 EVA光纤虚拟化磁盘阵列

• 最安全的离线备份方案性价比高，适用于环境与应用

和P2000模块化智能阵列，以及IPSAN P4000存储

相对简单的环境

• 异构环境的备份与快速恢复解决方案

• 快速、有效地备份SQL、Exchange、Oracle等等

• 在线保护各种大型数据库

• 当需求或是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可以很灵活对磁带

• 数据级别和应用级别的异地容灾
• 提供许多高级功能来提高数据保护性能和备份性能，
加快备份与恢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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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进行升级备份

2.1、核心存储虚拟化整合方案
根据政务信息化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结合HP 3Par 、X9000 、D2D 等存储产品的特点和优
点，提出HP存储在政府信息化建设中的参考建议，系统架构图如下所示：
以太网
SAN网络

主数据中心

容灾中心

服务器集群

服务器

SAN

SAN

x9000

3Par

D2D

3Par

对于政府行业存储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我们推荐HP 3Par 、D2D、X9000产品组成的解决方案，3Par作为HP云存
储最具代表性的产品，能充分发挥其高可用性、安全性、可管理性以及灵活扩展能力的优势，有效降低系统运维
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并为信息资源共享提供有力支撑；D2D可提供关键数据的安全保护； X9000是专门针对图
片、电子文件、音像信息等非机构化数据的最佳选择，充分满足海量数据存储和可靠性、安全性等客户需求。以上
方案具有充分弹性，可以根据具体业务需求可对该方案进行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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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优点

Oracle和3PAR的结合给出了解决方案

智能－自我管理

• ASM与3PAR的结合，可以让存储对于主机的操作进行

减少90%的管理时间
• 快速而自动的配置，无需预先规划

有效的协调工作，虚拟卷划分给主机既可以满足主机
对于存储空间的动态划，数据库管理员操作的同时存
储也可以进行有效的调整。

• 精简配置，无需咨询或池管理
• 3PAR独特的空间划分方式，可以简便动态无中断的更
• 灾难恢复，无需专业服务

改后端磁盘的RAID类型，当新的磁盘加入时，可以将

• 优化分层存储，无需复杂操作或中断业务

原有逻辑磁盘的数据重新自动部署在更多地磁盘上，
大大满足了Oracle数据库并发的性能需求。

• 透明易于控制，无需额外的管理或使用多个工具
• 同时，3PAR高性能的RAID50技术可以在不影响Oracle

精简－固有高效率
容量、SAN、能源和数据中心空间成本削减75%
• 多达数百个快照，无需附加copy-on-writes
• 精简配置，无需预留或过度分配
• 首个内嵌Thin Built In和容量精简功能的3PAR Gen3 ASIC
存储架构，可实现简单、瞬间存储优化
• 复制，无需额外的复本、容量或基础设施
• RAID 5和企业SATA，无需牺牲性能
• 堆叠密度提高2倍，无需过度拥挤

迅捷可用－具有弹性适应力
• 实现对多个高扩展性的服务层和多协议支持，无需过
度配置资源、增量管理或中断应用
• 为所有的工作负载提供稳定的高性能，无需调试或增
加额外的设备
• 可以针对不同的用户群做安全或高服务级别设定，无
需额外的系统或管理

性能的前提下大大提高存储的利用率。
• 3PAR采用独特的空间划分方式，以及基于全局资源的
动态性能优化调整，往往对于多主机多数据库多任务
混合负载的环境，可以有效地协调全部的磁盘资源和
计算资源，不断满足变化的应用需求。
• 此外，3PAR和Oracle ASM结合，首次可以成功的回收
磁盘空间，有效地再次利用，大大提高了磁盘的利用
率。达到了真正的存储精减。
• 3PAR 独特的自动分层技术，可以将一个 Oracle 的卷内
的数据按照性能需求分布在不同类型磁盘上，真正做
到了基于子卷一级的分层存储，并且可以自动感知主
机对于性能的要求，进行实时动态的调整。

Vmvare和3par结合
• 3PAR公用存储将高度虚拟化和动态分层的3PAR InServ®
存储服务器与3PAR InForm®软件先进的内部虚拟化功能
结合起来，以提高管理效率、系统利用率和存储性能。
如果与VMware的服务器虚拟化共同部署，3PAR公用存储
可以使用户提高整合的性能、简化管理，并最大程度地

• 持续的高性能，无需对组件级的过分依赖，并且和虚
拟化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结合非常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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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成本，从而提高VMware vSphere的投资回报率。

2.2 高可用异地容灾存储方案
适应环境：电子政务中对数据和系统可用性要求很高的应用系统，在HP推荐的存储高可用的解决方案推荐基于控制
器异地容灾方案.

基于控制器异地复制容灾方案实现：
对于大型多点的数据中心用户可以选用3PAR，它是首个支持中高端存储阵列多站点容灾的存储。选择3PAR的用户可
以通过Remote Copy (远程复制)、Persistent Cache (持续缓存)和RAID MP (多奇偶校验)，这些软件功能可帮助3PAR存储
客户实现容灾，并在某个组件发生故障时维持原有的服务水平，以及防止双磁盘故障所导致的数据丢失，还能将成
本降低一半。

HP的高可用容灾解决方案拓扑结构如下图：
Production

Recovery

3PAR REPLICATION ADAPTER FOR
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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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Oracle Oracle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APP
OS

VMware ESX Server
PC server

PC server

IBM小机
P570

VMware
SRM

HP小机
RX6600

APP
OS

APP
OS

APP
OS

ESX Server

以太网
iSCSI SAN

10TB

20TB
Primary site
3PAR
F400

3par "Remote copy"

Target site

3PAR
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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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心和容灾中心均采用 SAN 架构模式，用光纤连

同时，HP P6000系列产品中的HP Cluster Extension软件是

接。对于关键的业务系统配置 3PAR 的 RemoteCopy( 远程

全球第一款专门为中端存储市场、或者分层企业存储市场

复制)，可以实现存储之间的远程同步和异步复制。作为

而设计的完整站点容灾软件解决方案, 在数据复制方面，

目前市场上最简单、最灵活、最经济高效的容灾解决方

HP Serviceguard Metrocluster软件与基于阵列的HP P6000

案，3PAR Remote Copy(远程复制)可提供Synchronous (同

Continuous Access全面集成，可为距离P6000 EVA存储设备

步)、Asynchronous Periodic(异步周期性)以及Synchronous

多达600公里的业务关键数据和应用程序提供自动双向故

Long Distance(同步远距离)三种模式，来满足用户特定的

障转移。HP Serviceguard Continentalclusters软件与基于阵

数据复制和容灾需求。基于其高可靠性，制造业企业都

列的HP P6000 Continuous Access数据复制软件完美集成，

可以通过选择3PAR来满足数据复制和容灾的需求，以大

为任意距离范围内的关键业务数据和应用程序提供手动双

幅降低设备成本。

向故障转移。此外，它还具有双向按钮式故障转移功能，
支持IT人员能够全面控制启动故障转移的时间。

HP的高可用容灾解决方案拓扑结构如下图：

TCP/IP网络
ERP服务器

CRM服务器

PDM服务器

中间件服务器

网络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管理服务器

备份服务器

FC/IP
Gateway

SAN
FC/IP Gateway
光纤交换机

光纤交换机

SAN

WAN
光纤交换机

HP StoreOnce
备份系统

EVA CA基于陈列控制器
数据异地复制

磁带库MSL

以太网
光纤网

HP光纤键盘序列
EVA P6000

主数据中心

HP光纤键盘序列
EVA 6000

异地灾备数据中心

生产中心和容灾中心均采用 SAN 架构模式，用光纤连接。对于关键的业务系统配置 P6000 产品的 CA (Continuous
Access)，可以实现P6000产品之间的远程同步和异步复制，如果灾备中心有相同的应用服务器架构，该解决方案实
现：磁盘阵列的远程数据镜像，应用系统的远程自动切换。该系统无单点故障，发生灾难时无数据丢失，最短的停
机时间使关键业务系统实现高可用和容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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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备份管理解决方案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保护政府部门位于多个地点的分

借助惠普 ROBO 解决方案，可在需要时随时访问数据；在

支机构的关键数据将成为标准实践。而对于拥有多个地

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在三个不同地点的物理磁带上进

点办公室的政府部门不应再为低效的数据保护流程而劳

行，从而更灵活地选择恢复或灾难恢复(DR)选项。借助通

心费力了。数据备份和恢复的软硬件解决方案应能很轻

过单备份应用管理数据备份或数据恢复的能力，具备相关

松地集成至现有环境中，无论相关人员是否具备 IT 专业

专业知识的IT人员可在多个ROBO地点从ROBO设备中恢复

知识都能轻松管理数据保护，并彰显出经济高效性。此

数据，并管理来自主/区域数据中心的数据恢复流程。

外， ROBO(远程或分支办公室)和相关的数据中心在成本
要求和业绩目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需要采用不同的
技术。理想情况下，政府部门的数据保护基础设施应能
带来以下优势：
• 在物理磁带管理中花费更少时间，降低与介质有关的

HP StorageWorks D2D ( 磁盘到磁盘 ) 备份系统，惠普
StoreOnce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和惠普Data Protector软件可
为分散的办公室环境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此外，惠普
StorageWorks D6200为数据中心提供更大容量、更高性
能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

人为错误带来的风险
• 借助单一管理控制台在整个备份环境中实现流程的自
动化
• 高效的存储容量利用率，将备份数据保留在手边，以
便尽可能长久地快速恢复单一文件
• 利用备份和恢复技术，支持文件服务器的快速备份，
并缩短备份时间
• 在多个办公室地点中轻松维护和管理备份副本
• 最大限度地利用ROBO站点到区域数据中心的现有WAN
链接
• 数据保护的多层功能符合服务等级协议和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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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使用场景概述
对于目前政务信息化所面临的大量的数据，文件等需要更加合理的保护解决方案，特别是关键业务系统，
是要求高可靠的数据保护，我们将政府信息化的业务保护需求提炼出来，综合下来：

适用场景

1. 满足备份时间

2. 灾难恢复

3. 远程/分支机构

解决方案

StoreOnce

StoreOnce

StoreOnce

目标

 政务信息化

 政务信息化

 政务信息化

 StoreOnce 重复数据删除解
决方案指南

防止备份无序蔓延：随着客

防止客户中断业务：StoreOnce

户添加更多的服务器和存储

提供的以下优势能够防止公司

保护50%的客户数据：StoreOnce
提供的如下优势能够帮助保护

设备，向客户宣传 StoreOnce

由于不能在灾难之后恢复其

可能位于数据中心之外的50%

的如下优势：

关键数据而中断业务：

的客户数据：

 消除对更多备份设备的需求

 最大程度地减少异地磁带备
份的成本、丢失风险和管理

 由于缺乏灾难恢复 (DR) 计
划或灾难计划不理想而导
致的业务故障

 分析报告

 维护备份窗口
 减少需要处理的设备和磁带
数量
防止备份溢出：StoreOnce

 确保备份及时完成
 防止系统性能降低
防止不可靠的备份：StoreOnce
备份更加可靠：

 简化的管理，更少错误
 防止备份超出单个磁带的容
量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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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与使用普通广域网(WAN)链
接发送快照相比，成本更
低，可靠性更高

 由于恢复数据速度更快，停
机时间减少

 满足需要：满足远程站点对
稀缺IT资源的需要
 消除风险：消除由非IT员工
进行备份和必须将磁带返回
到数据中心的风险，这会导
致备份不可靠或被忽略

 降低成本：在远程站点无需
配备IT经理或安排中央IT员
工进行 ROBO 备份。无需运
输磁带。减少了通过广域网
(WAN)传输的数据

 提高工作效率：由于远程机
构文件恢复速度更快，停机
时间减少

续表
适用场景

1. 满足备份时间

2. 灾难恢复

3. 远程/分支机构

解决方案

StoreOnce

StoreOnce

StoreOnce

目标

 政务信息化

 政务信息化

 政务信息化

StoreOnce的价值

 满足备份窗口要求：StoreOnce
的卓越性能能够帮助您轻松

StoreOnce提供的灾难恢复解
决方案具有以下优势：

StoreOnce可显著增强远程和
分支机构的数据保护能力：

应对不断增长的数据量，并

 降低成本和复杂性：重复数
据删除技术使得复制方法成

 员工可用于处理其它任务：
备份和灾难恢复自动运行，

不断缩短备份窗口

 降低成本：通过将备份的多
个同步数据流存储到单个设
备上来降低成本

 减少时间：高达每小时 24TB
 简单易用：即便在复杂的配
置中也是如此

为磁带的一种实用替代方案

 降低广域网成本：重复数据
删除技术意味着仅需传输发
生了改变的数据块

 降低管理成本和减少管理时
间：支持通过单一管理平台
控制台实现流程自动化，提

 整合备份：支持多个备份整
合到一台可靠的设备上
 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StoreOnce可利用重复数据删
除技术显著减少您需要存储
到磁盘上的数据量

供可靠、自动化灾难恢复

 减少停机时间：支持更快恢
复文件，而非运输灾难恢复
磁带

无需磁带和备份

 易于管理：可对多达384个
远程机构的数据进行备份，
并将其自动复制到一台数据
中心设备

 更快数据恢复速度：重复数
据删除技术将磁盘上可存储
的数据提升了多达 20 倍。
远程站点用户能够迅速访问
本地文件，以便从数据丢失
中恢复

 经济高效：经过重复数据
删除的数据能够更加高效
地复制到数据中心，所需
的带宽更少，链接成本更
低。惠普复制技术仅需对
目标设备进行许可，所保
护的远程位置越多，客户
节省的资金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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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适用场景

1. 满足备份时间

2. 灾难恢复

3. 远程/分支机构

解决方案

StoreOnce

StoreOnce

StoreOnce

目标

 政务信息化

 政务信息化

 政务信息化

全新B6200适用于三种场景

横向扩展、面向未来的设计

带自动重启功能的高可用性

可带来领先的容量和性能。

－ 惠普独有。自动重启的

Dedupe 2.0 － 一种常见的
重复数据删除算法，为惠普

横向扩展设计的优势包括：

优势包括：

独有技术。在不引起数据变

从小规模起步，通过灵活添

 通过在硬件组件之间利用支
持横向扩展软件的故障切换

化的情况下进行数据迁移：

加节点在无需停机的情况下
进行扩展。
通过在大规模单一命名空间上
进行构建来满足未来需求。
768TB原始容量(512TB可用容
量)，高达24TB/小时

来消除备份故障
不会发生单点故障：

 通过涵盖节点、控制器、高
速缓存、磁盘、路径、电源
和散热的完整冗余，确保系
统可用性

 通过20:1的重复数据删除比
例保护超过10PB的数据 —

 768TB(原始)/512TB(可用)容量
 自动重启可消除备份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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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小型远程站点的经济高
效的低带宽链接
投资保护：

 横向扩展设计和通用的重复
数据删除引擎是在企业中采
用重复数据删除和管理功能
的基础

 以并行的方式简化备份流
程，降低备份窗口的影响
 备份速度高达24TB/小时

统之间迁移数据

用进行大规模扩展和采用通

是DD890的三倍

适用于特定场景的B6200优势

 在进行重复数据删除之后，
在支持 StoreOnce 的多个系

 高可用性有助于确保对数据
进行异地复制

 将多达384个远程机构的数
据传输到一台B6200设备上
 将远程站点中经过重复数据
删除的数据传输到数据中心

2.4 政府行业文件存储系统解决方案
随着电子政务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电子政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信息数据将不断膨胀，尤其是政府部门各类
文件的电子化，使得信息数据随时间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呈线性增长，而是呈近乎疯狂的几何级数增长。其中政府部
门的关键数据不但要保存、应用数十年以上，有些甚至要永久性保存。同时比如OA、邮件、工作流等应用系统也会
产生大量的文件系统。
此时，文件信息数据的存储技术就显得尤其重要，寻求一种对不同类型文件数据进行存储就成为电子政务系统建设
的关键。
惠普的X9000系列是惠普融合基础设施的核心文件存储基础设施层。它是一系列横向扩展NAS设备，完全符合惠普自
动、简洁、经济及面向未来的存储环境的愿景。

X9320网络存储

X9720网络存储

X9300网络存储网关

支持水平扩展

终极存储

SAN环境下的网关

以模块为单位，分别针对容量相关和性能相
关的两种工作负载做不同优化

超过12TB/U的高密度存储架构

灵活的解决方案，
便于应用到现有的SAN环境中

1G/10G/IB
21.6TB /43TB

48TB/96TB/192TB

高可用性的文件服务节点

以82TB/164TB为单位扩展容量

支持HP StorageWorks MSA、EVA、P4000，

基于优化的刀片技术

以及第三方磁盘阵列

统一的命名空间和存储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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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000系列具有以下六大优势：
最大的单个文件系统

高性能高容量

高效率

虚拟化，模块化

级存储+自动的文件迁移

保持最优性能

支持灾难恢复

全部软件免费

自动分散数据，消除热点

最低成本实现容灾

16PB的单个文件系统，
是竞争对方的3倍

没有外加的升级软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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