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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行业存储解决方案

一、制造业行业信息化概述 
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当前，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经济全球化，

而在经济全球化中，制造业的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

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就是决定了这

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制造业信息化是一项重大围事，对

于我们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做大做强，以及节

能减排、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我

国发展工业的重点之一。

开展制造业信息化建设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

跨越式发展。目前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正沿着设计数字

化、制造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和企

业数字化5个方向快速发展。它们将是企业缩短产品开

发周期，提高产品创新能力、产品精度和加工装配效率，

提高企业生产自动化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基本保证。在企

业的生产和经营越来越依赖IT系统的同时，信息系统中

数据的可靠性，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业务能否正常运

行。因此最关键的问题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管理，流

转和保护机制-。

鉴于行业自身特点，通常的核心信息系统和平台分布状

况如下

产品设计/研发 企业管理 协同办公

应用系统 系统特点 管理对象
数据管理要求 数据管理

关注点数据 长期 快速 容灾 数据 法规

保护 保存 恢复 备份 检索 遵从

CAD/CAM
CAPP/CAE
PDM/PLM

• 含数据库和大量文件

• 文件数量巨大，常采NAS
• 数据需长期保留

• 设计文件需要保留多版本

台式机

文件服务器

数据库

▲

＊

＊

＊

▲

▲ ◆

◆

▲

必须满足业务连

续性要求：

• 关键系统高性能

•关键服务不停顿

•关键数据不丢失

�

必须易于管理，扩

展，并且有效规避

数据容量迅速增

长带来的成本、管

理等问题

ERP/CRM
• 海量数据库

• RTO要求较高

• 数据要长期保留

数据库

文件服务器

＊

＊

▲

▲

＊

＊

＊

＊ ▲

OA系统

• 含有数据库和文档

• RTO要求较高

• 有些重要文件分散在台式机上

台式机

数据库

文件服务器

▲

＊

＊ ▲

＊

＊

◆

◆ ▲

邮件系统

• 数据增长过快

• RTO要求较高

• 有些企业有法规遵从要求

邮件服务器 ＊ ＊ ＊ ▲ ▲ ▲

其他系统
• 财务、SCM等应用…

• 基本都是基于数据库的应用
数据库 ＊ ◆

分公司管理
• 需要更多管理人员。管理困难

• 备份设备不能共享，没容灾
分公司计算机 ＊ ▲ ▲ ＊ ▲

＊ 基本要求 ▲ 推荐实施 ◆ 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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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制造业信息可用性面临的挑战

在制造业企业管理中，信息化存在着以下令人堪忧的

隐患：

•  竞争的加剧，爆炸性的数据增长和新的工作负载可能

导致IT部门深陷在恶性循环中，刻板的基础架构及缺

乏可信数据而导致被动做决策。与此同时，尝试通过

增加IT投资来克服这些挑战生成了数量更多、结构更

加分散、成本更加昂贵的基础架构。

•  数据激增造成IT无序扩张、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主

要原因。客户在管理数据保护流程上付出的时间和资

金，以及不断增长的海量归档和离线数据，就会发现

数据增长这一问题尤为尖锐并且随IT投资的增大，重

复性数据也相应增大，导致维护成本增加。

•  硬件损坏、设备、应用的临时故障，造成关键数据丢失、

业务停顿；人员误操作，导致数据丢失，或系统无法正

常运行，这些的不确定性会给公司和客户带来损失

•  火灾、水灾等灾难对系统构成的威胁；

•  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

1.2 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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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部分，不仅采购投资额逐年增长，而且在IT系统总投

资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而在规划存储系统时，用户

很容易把存储当成速度快一些，容量大一些的“存数据

的柜子”。事实上，随着应用的复杂度增长、数据量的膨

胀、对数据使用和管理需要的提高，存储已经演化成为

一个独立的大型计算机系统，包含着各种丰富和重要的

数据处理功能。根据惠普为各行业用户多年提供系统咨

询、优化、方案设计、系统实施、维护的经验，提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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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数据安全的高度重要性

随着IT应用对业务流程的深入渗透，业务运作将会更加

依赖于数据。保证系统数据安全是存储系统设计的最基

本目标

B. 快速的响应

制造业的核心存储需要承担企业日常运营的核心应用

系统，必须保证所用的存储能够同时运行多业务系统,并

且保证智能,高效，而竞争的加剧要求企业随时能够应

对竞争，因此采用的存储必须要能够在无中断操作情况

下，可应对业务系统的改变进行大幅度扩展，也能够及

时应对快速的应对比如数据的迁移，容灾备份等管理，

同时，也需要大大简化存储采购、用户培训以及今后的

存储管理。

C. 前端应用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带来的压力，需要建立可

扩展，简单，智能，实现自我优化的核心存储系统

存储系统是整个应用系统的核心基石，任何前端应用系

统的调整、扩展和新应用系统的投入，都必须考虑如何

满足应用系统的数据访问需求，这些需求往往是由业务

规则、服务质量、应用特点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确

保存储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具备支持各种类型应用系统

的弹性、可调整性和可管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

用户的总体成本和投资收益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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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所采取的备份措施、系统调整时的数据迁移、系统切

换等工作，经常成为用户IT系统运营维护人员的噩梦。存

储系统设计时的考虑不足，往往导致系统运营维护成本 

(包括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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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业务连续性要求日益重要

企业信息化程度越高，对IT系统持续运行的要求越高，IT

系统停止运行对于企业的影响从业务停顿、客户流失、

收益降低到声誉受损，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何大幅

度降低各种计划内停机(源于数据管理和使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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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制造业存储解决方案

HP Storage Divison有着全面的数据信息可用性解决方 

案，为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保驾护航！

•  惠普企业服务事业部将HP 3PAR Storage集成到惠普 

数据中心存储包中，可提供世界一流的存储管理服

务，让客户能够根据需求变化而灵活地满足其存储需

求。3PAR通过紧密集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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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系统可以为制造业的数据中心和远程办公室提供

基于磁盘的数据保护。使用HP D2D备份系统，可以实 

现多个服务器备份的自动化，并能将备份整合到一

个可进行机架安装的设备，同时通过减少介质处理

造成的错误提高可靠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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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惠普提供基于集群架构的可扩展IP SAN存储P4000

系列可通过独特的网络RAID功能，在虚拟和物理环境

中提供极高的数据可用性为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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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惠普还提供新的存储咨询服务，可帮助客户设计并部

署融合存储环境，优化存储基础设施、降低成本，并保

护和调整数据，同时为云计算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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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存储3PAR, 新一代的P6000 EVA光纤虚拟化磁盘阵

列和P2000模块化智能阵列，以及IPSAN P4000存储

•  异构环境的备份与快速恢复解决方案

•  在线保护各种大型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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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线磁带备份产品线：

•  最安全的离线备份方案性价比高，适用于环境与应用

相对简单的环境

•  快速、有效地备份SQL, Exchange, Oracle等等

•  当需求或是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可以很灵活对磁带

驱动器进行升级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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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核心存储虚拟化整合方案

适用环境： 制造业所有信息系统的数据保护，覆盖所有服务器中的数据。各分布式的设备，包括主机系统、存储系

统、交换机和光纤适配器等等，均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管理平台从单点管理，可采用HP OpenView Storage Area 

Management软件平台。

如图所示，企业中各应用系统在不同的主机运行，通过各种不同的网络可以将所有应用的数据汇合到核心存储上，

这样可以提高企业业务数据的高效可管理性和数据保护级别。由于通常企业的ERP系统规模比较大、各项应用和设

备都比较多，在公司的数据中心架构SAN的这一点优势尤为重要，在系统改造、升级中将能够很好的利用旧设备。

CRM

TCP/IP
ERP PDM

HP EVA4400

SAN

MSL

以太网

光纤网

	  

HP StoreOnce 
备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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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方案中，我们采用HP 3PAR F400光纤磁盘存储作

为SAN光纤存储设备。3PAR是一个用于公用计算的高度

虚拟化和紧密集群化的动态分层存储阵列。3PAR率先将

精简技术融入到存储阵列硬件中，在保证高水平服务质

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容量利用率，其也是世界上最

强大的虚拟化存储阵列，为各类用户提供了超凡的低成

本高响应速度的弹性架构，帮助用户满足快速变化的业

务需求。

•  3PAR突破历史纪录的领先成绩：450,212 SPC-1 IOPSTM

•  IOPS高出其他厂商最接近的等效配置50%

•  性价比高出其他厂商最接近等效配置14%

智能－自我管理

减少90%的管理时间

•  快速而自动的配置，无需预先规划

•  精简配置，无需咨询或池管理

•  灾难恢复，无需专业服务

•  优化分层存储，无需复杂操作或中断业务

•  透明易于控制，无需额外的管理或使用多个工具

HP制造业核心存储虚拟化整合方案特点

应用特点

数据量增长潜力大

性能压力大

7*24在线

缺乏专业维护人员

数据安全性

系统整合

方案结合点

高扩展性&性能

全网络结构

精简供应

高可用性\易于管理

虚拟域隔离

用户受益

降低初期投资

保障业务连续性

存储管理时间节约90%

方案建议

3Par F400
Thin Provisioning
Virtual Domain

方案结合点

用户受益

虚拟化 • 弹性 • 协同的 • 优化的 • 模块化

2x
容量

利用率 5x
数据库
性能

9x
管理效率
提升

4x
高效数据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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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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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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和3PAR的结合给出了解决方案

•  ASM与3PAR的结合，可以让存储对于主机的操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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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PAR独特的空间划分方式，可以简便动态无中断的更

改后端磁盘的RAID类型，当新的磁盘加入时，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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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3PAR高性能的RAID50技术可以在不影响

Orac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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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节省成本，从而提高VMware vSphere的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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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R REPLICATION ADAPTER FOR
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VMware
SRM

PC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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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r “Remote copy“

Target site

3PAR
 F400

3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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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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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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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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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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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拓扑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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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RP服务器)配置3PAR的Remote 

Copy (远程复制)，可以实现存储之间的远程同步和异步复制。作为目前市场上最简单、最灵活、最经济高效的容灾 

解决方案，3PAR Remote Copy (远程复制)可提供Synchronous (同步)、Asynchronous Periodic (异步周期性)以及

Synchronous Long Distance (同步远距离)三种模式，来满足用户特定的数据复制和容灾需求。基于其高可靠性，制

造业企业都可以通过选择3PAR来满足数据复制和容灾的需求,以大幅降低设备成本。

2.2 高可用异地容灾存储方案

适应环境：制造业中的ERP系统及其它对数据和系统可

用性要求很高的应用系统(例如PDM/P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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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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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HP P6000系列产品中的HP Cluster Extension软件是全球第一款专门为中端存储市场、或者分层企业存 

储市场而设计的完整站点容灾软件解决方案，在数据复制方面，HP Serviceguard Metrocluster软件与基于阵列的

HP P6000 Continuous Access全面集成，可为距离P6000 EVA存储设备多达600公里的业务关键数据和应用程序

提供自动双向故障转移。HP Serviceguard Continentalclusters软件与基于阵列的HP P6000 Continuous Access数

据复制软件完美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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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故障转移。此外，它还具有双向

按钮式故障转移功能，支持您的 IT员工能够全面控制启动故障转移的时间。

本方案拓扑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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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RP服务器)配置P6000产品

的CA (Continuous Access)，可以实现

HP的高可用容灾解决方案拓扑结构如下图：

TCP/IP
CRMERP PDM

HP
EVA4400

EVA CA

FC/IP Gateway SANSAN

MSL
HP

EVA4400

FC/IP
Gateway

WAN

以太网

光纤网

SAN

HP光纤键盘

序列EVA P6000 HP光纤键盘

序列EVA 6000

SAN
	  

HP StoreOnce 
备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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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该解决方案实现：磁盘阵

列的远程数据镜像，ERP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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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等制造业关键业务系统实现高可用和容灾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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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PAR存储系统技术规格规格

产品系列 F系列 T系列 P10000系列

产品型号 F200 F400 T400 T800 V400 V800

控制器

引擎数量
2 2或4 2或4 2，4，6或8 2或4 2，4，6或8

高性能

处理芯片

采用双分类处理

器架构，最大2颗
HP 3PAR Gen3 
ASIC处理芯片和

2四核2.83GHz
处理芯片

采用双分类处理

器架构，最大4颗
HP 3PAR Gen3 
ASIC处理芯片和

4四核2.83GHz
处理芯片

采用双分类处理

器架构，最大4颗
HP 3PAR Gen3 
ASIC处理芯片和

8双核2.83GHz
处理芯片

采用双分类处理

器架构，最大8颗
HP 3PAR Gen3 
ASIC处理芯片16
双核2.83GHz处
理芯片

采用双分类处理

器架构，最大8颗
HP 3PAR Gen4 
ASIC处理芯片和

8四核2.83GHz处
理芯片

采用双分类处

理器架构，最大

16颗H P  3 PA R 
G e n 4  A S I C处

理芯片16四核

2.83GHz处理

芯片

高速缓存 最大20GB缓存 最大40GB缓存 最大64GB缓存 最大128GB缓存 最大192GB缓存 最大768GB缓存

主机接口
最大12个FC接口

支持iSCSI接口

最大24个FC接口

支持iSCSI接口

最大64个FC接口；

支持iSCSI接口

最大128个FC接口；

支持iSCSI接口

最大96个8Gb/
秒FC接口；

支持10Gb/秒
iSCSI和FCoE接口

最大192个8Gb/
秒FC接口；

支持10Gb/秒
iSCSI和FCoE接口

硬盘数量 最大192块硬盘 最大384块硬盘 最大640块硬盘 最大1280块硬盘 最大960块硬盘 最大1920块硬盘

硬盘类型

固态硬盘：100GB，200GB SSD
光纤硬盘：300GB 15K、600GB 15K FC
SATA硬盘：2TB 7.2K SATA
各类型硬盘可在同一磁盘柜中混插，且支持动态数据分层存储

RAID
处理技术

RAID 0, 1, 10 高性能RAID 5和高性能RAID6

磁盘故障自修

复技术

支持全局热备空间自修复技术，采用多对多的热备磁盘重建技术，大幅提高磁盘故障修复性能的同时，保证磁盘恢复

期间的应用性能

支持的

操作系统

HP-UX，IBM AIX，Oracle Solaris , Microsoft Windows 2008，Windows 2003，Hyper-V；VMware ESX、ESXi 4.0 
Update 1和vSphere 5.0；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Citrix XenServer  , NetApp Data ONTAP  ,CLI支持SSH  ,HP 3PAR InForm CIM API

标准保修 3年7×24×4原厂技术服务，包含原厂部件、人工和现场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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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备份管理解决方案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保护制造企业位于多个地点的分

支机构的关键数据将成为标准实践。而对于拥有多个地

点办公室的企业不应再为低效的数据保护流程而劳心费

力了。数据备份和恢复的软硬件解决方案应能很轻松地

集成至现有环境中，无论相关人员是否具备IT专业知识

都能轻松管理数据保护，并彰显出经济高效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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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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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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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惠普ROBO解决方案，可在需要时随时访问数据；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在三个不同地点的物理磁带

上进行，从而更灵活地选择恢复或灾难恢复(DR)选项。

借助通过单备份应用管理数据备份或数据恢复的能

力，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IT人员可在多个ROBO地点从

ROBO设备中恢复数据，并管理来自主/区域数据中心

的数据恢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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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200为企业数据中心提供更大容量、

更高性能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使用场景概述

对于目前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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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比如关键业务， 

ERP,CRM，CAD等系统，是要求高可靠的数据保护，我们

将制造业的业务保护需求提炼出来，综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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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要求 合适的备份时间 灾难恢复 远程/分支机构

解决方案 StoreOnce StoreOnce StoreOnce

目标 • 制造业 • 制造业 • 有分支机构的制造业

• 满足备份的要求

• 减少恢复的时间

•  提供灾难恢复解
决方案

•  保护远程办公
室和分支机构 
(ROBO)

防止备份无序蔓延： 
• 消除对更多备份设备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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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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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公司中断业务：StoreOnce
提供的以下优势能够防止公司
由于不能在灾难之后恢复其关
键数据而中断业务： 
•  最大程度地减少异地磁带备
份的成本、丢失风险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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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50%的公司数据：

StoreOnce提供的如下优势能够帮助
保护可能位于数据中心之外的50%
的公司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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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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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断增
长的数据量，并不断缩短备份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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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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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Once提供的灾难恢复解
决方案具有以下优势： 
•  降低成本和复杂性：重复数据
删除技术使得复制方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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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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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Once可显著增强远程和分支机
构的数据保护能力： 
•  员工可用于处理其它任务：备份和灾
难恢复自动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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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B6200适用于
三种场景

横向扩展、面向未来的设计可带来领先的
容量和性能。横向扩展设计的优势包括：

•  从小规模起步，通过灵活添加节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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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20:1的重复数据删除比例保护
超过10PB的数据 — 

•  以并行的方式简化备份流程，降低备
份窗口的影响。

带自动重启功能的高可用性－
惠普独有。自动重启的优势包括：

•  通过在硬件组件之间利用支
持横向扩展软件的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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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中一种常见的重复数据删除算
法，为惠普独有技术。在不引起数据
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数据迁移：

•  在进行重复数据删除之后，在支
持StoreOnce的多个系统之间迁移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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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
规模扩展和采用通用重复数据删
除和管理功能的基础。

适用于特定场景的
B6200优势

•  备份速度高达24TB/小时。 
•  768TB (原始)/512TB (可用)容量。 
•  自动重启可消除备份故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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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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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Protector小企

业远程办事机构

D2D25xx远程办

事机构的备份和复

制源

D2D41xx适用于中

小企业备份或作为

远程办事机构复

制源

D2D43xx大中型数

据中心备份目标

B62xx企业级的容

量和性能

原始容量

帮StoreOnce重复

数据删除功能的软

件备份

2TB和4TB
从6TB升级到12TB
以 及 从1 2 T B 到

24TB

从1 2 T B 扩 展 到

48TB以及从24TB
扩展到96TB

从 4 8 T B 扩展 到

768TB

可用容量 1.5TB和3TB
从4.5TB升级到9TB
以及从9TB升级到

18TB

从9TB扩展到36TB
以及从18TB扩展到

72TB

从 3 2 T B 扩展 到

512TB

最高性能
远程办事机构中的

1到2台服务器
最高800GB/小时 最高1.3TB/小时 最高4TB/小时 最高28TB/小时

最大支持的复制

源数量(Fan in)
8个复制源 24个复制源 50个复制源 384个复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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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B 

48TB/96TB/192TB
以82TB/164TB为单位扩展容量

支持HP StorageWorks MSA, 

EVA, P4000，以及第三方 

磁盘阵列高可用性的文件服务节点 基于优化的刀片技术

统一的命名空间和存储分级

2.4 制造业文件存储系统解决方案

提升制造企业的制造能力的关键途径是利用数字化制造

技术提升产品的工艺规划、设计、验证水平，改进厂房布

局和物流路线，从而提升产品的制造质量和制造效率,其

中包括了CAD,CAM,CAE,CAPP,PDM,PLM等不同的应用

系统，这些系统是企业创新的基础，数据量巨大，而且在

设计过程中需要长时间的保留多个版本的文件，每年都

需要高昂的费用来扩展，并且历史和当前的文件混杂在

HP StorageWorks D2D (磁盘到磁盘)备份系统

一起，导致备份窗口时间比较长，还占用大量的备份介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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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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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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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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B的单个文件系统，

是竞争对方的3倍 虚拟化，模块化 分级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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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外加的升级软件费用，

降低采购成本
	   	   	  	   	   	  

三、惠普制造业存储解决方案成功案例

概述

领先的药物研制公司Infinity Pharmaceuticals, Inc.选择

3PAR®公用存储作为其唯一企业存储平台。Infinity的药

物研制工作加快了向病人推出重要新药物的速度。他们

开发并集成了合成化学、化学遗传学、信息学和生物筛选

等领域的独特方法和能力。

现状

一直以来，药物研制始终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但是

Infinity利用创新的并行方法绕过了通常的流程，加快了

药物测试和上市的速度。这种并行方法的关键要素是灵

活的企业存储解决方案，能够对苛刻的信息密集型环境

提供有力支持。Infinity的现有IT环境由戴尔RAID阵列和

嵌入式磁盘的直连存储组成。该环境既要支持其专有关

键业务应用，又要支持Microsoft® Exchange、Oracle®和

文件服务等一般应用。随着现有环境的迅速增长， 

Infinity遇到了日益增加的管理复杂性。他们需要一款“

长期”解决方案。他们需要在能够随时间大规模扩展的

存储需求与价格经济且易于管理的解决方案之间达到完

美平衡。该解决方案需要能够促进数据的快速、灵活使

用，这对于加快Infinity的“药物研制”速度至关重要。然

而，考虑到传统解决方案通常非常昂贵、难以管理并且需

要大量时间进行部署、配置和供应，要找到一款合适的

解决方案困难重重。Infinity对3PAR、HDS和EMC等三家

提供解决方案的厂商进行了评估。

3PAR解决方案

3PAR是唯一一家满足Infinity需求的厂商。Infinity选择了

价格经济、带有全套软件的双节点3PAR InServ® S800解

决方案，其中包括3PAR InForm®操作系统、自动精简配

置、Access Guard、全复制和虚拟复制等。3PAR InServ 

S800与两台Cisco MDS交换机相连，可以连接超过25台 

Linux和Windows主机服务器。Infinity初期部署了5TB存

储容量。

大幅节省资金

选择3PAR解决方案后，Infinity在短期和长期都节省了大

量支出。与其它厂商相比，Infinity计算得出3PAR解决方

案在前期投资方面节省了超过五十万美元。此外，3PAR

模块化定价的解决方案还有助于Infinity避免购买单片阵

列并降低部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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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R系统的简单性使它可以在整个存储环境中进行快速

配置和部署。3PAR InServ只有一周就交付到我们手中，而

且在打开包装后两个小时就投入了正常运行。对于其它

解决方案可能需要一个十人团队进行设计和配置，至少

需要一个月进行部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Jarrett Goetz，Infinity Pharmaceuticals高级IT经理

信息的快速、灵活使用

在Infinity公司，经济快速地共享数据就意味着加快回

报速度。3PAR虚拟复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3PAR虚拟

复制至关重要。它已经帮助我们加快了药物研制和协作

的速度。最近，我们为开发团队快速复制了我们的整个

Oracle数据库。整个过程仅仅用了2秒钟。这让开发团队

非常吃惊。我们都对可以如此快捷地共享数据感到不可

思议。

�－Jarrett Goetz，Infinity Pharmaceuticals高级IT经理

“轻松实现立竿见影的成本节约和快速

部署。”

此外，Infinity知道他们可以在未来两年逐步扩展，轻松

满足预计的30TB存储需求，而且不会出现过度供应的问

题。在预计的飞速发展时期，这将为该公司节省100至

300万美元的存储采购和服务支出，在其发展过程的关

键阶段节省大笔资金。添置其它厂商的存储设备是一项

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合作，但对于3PAR解决方案，我只需

要插入一个扩展插槽。

－Jarrett Goetz，Infinity Pharmaceuticals高级IT经理

易于使用，有助于节省时间和资金

由于3PAR InServ每天只需要几分钟进行管理，Infinity没

有额外招聘全职员工来管理存储基础设施。3PAR的自

动、完整的卷管理功能意味着Infinity还可以降低主机管

理成本。通过减少IT人员数量，他们可以再招聘一名研发

人员，帮助加快药物开发。管理非常简单，就像是在玩视

频游戏。InServ几乎不需要任何工时进行管理。我们省

去一个人员名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再招聘一名研发人

员，以专注于Infinity的核心业务。3PAR提供的存储新方

法为我们带来了竞争优势。复杂、昂贵的存储环境可能

是一家公司衰落的原因，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

曾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3PAR提供的简单性和成本节约

将有助于确保我们获得成功。

－Jarrett Goetz，Infinity Pharmaceuticals高级IT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