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概要

DATACORE & NEXSAN:
高效 存储虚拟化

TM

TM

DataCore 存储虚拟化技术与Nexsan 存储系统的强强联合让
Microsoft ® 、VMware ®、Oracle ®及其他环境下的存储基础架构能
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价值，提高效率

解决方案的优势
.

.
.
.
.

更高的存储弹性
可同时消除硬件和软件层面上的单点故
障

更高的 效率 通过提高存储空间利用率、
提高存储层和配置文件部署的灵活性
可扩展的 SAN 性能 借助高吞吐量ESeries存储系统和DataCore自适应
DRAM缓存技术，扩展SAN性能
更完善的数据保护
涵盖从站点复制到I/O级别的
可恢复数据各个层面

更高的运算效率
通过VMware、Microsoft Hyper-V®、
Citrix®、XenServer®及其他虚拟平台提

高运算效率 Citrix Microsoft Hyper-V ,
XenServer ,

. 异构平台 可借助其他生产商的存储系
统简化向SAN增加E-Series阵列的过
程

尽管预算有限、数据量持续增加、环境不断变化，但也必须保证IT基础架构的正常
运行。不管数据中心的规模有多大，虚拟化都将促进其全面改革，让部署工作变得
更简单、可扩展性更强、更智能。
存储领域也不例外。目前的最佳存储解决方案就是基于虚拟化来提高可用性、智能
性、性能和灵活性的解决方案。

Nexsan E-Series 和DataCore联合开发的解决方案能让所有数据中心都体验到上述
几大优势。企业单位可以通过集成可靠、灵活、可扩展的Nexsan E-Series存储阵
TM
列与DataCore SANsymphony-V 存储虚拟化技术来提高ROI，降低风险，增加价值。
TM

为什么是存储虚拟化？

许多数据中心的架构中都嵌入了可支持特定应用的垂直集成硬件/软件堆栈。在虚拟环
境中，应用不再依赖技术孤岛实现最佳运算效率。相反，异构环境中内嵌了虚拟化存储
池硬件。这开启了一方提高IT管理员灵活性的新天地，借此他们就可以根据整体价值、
可靠性和性能来选择基础架构供应商。
应用存储虚拟化技术通过资源的集成和分层构建企业级存储环境DataCore 的
SANsymphony-V创建了一个抽象层，再充分利用Nexsan E-Series存储阵列不可
比拟的优势让用户能够对已有存储系统进行高效管理，简化更新流程，同时将
具有多重优势的主机嵌入到基础架构解决方案中。

经过严格的兼容性和性能测试，Nexsan E-Series存储阵列获得了"DataCore
Ready"认证。E-Series存储系统的基础架构比较成熟，兼具了强大的存储密度、
冗余活动组件及高可靠性，再与SANsymphony-V相集成，可为存储虚拟化提供一
个理想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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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架构

提高生产应用的效率

。SANsymphony 有了存储虚拟化，企业单位就可以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存储容量了
V虚拟化层与Nexsan E-Series存储系统相集成能够为用户提供统一管理生产应用
。
的高价值主存储功能

建议将物理上隔离的DataCore冗余主机与通过光纤通道联网的E-Series阵列相集
，SANsymphony-V与E-Series集成的解决方案具有多重优势
，其
成。在这一配置中
中包括：

SQL Server

Hyper-V

光纤通道、ISCSI、FCOE

. 性能‒通过将服务器上的进程、内存和服务器I/O 资源作为高性能缓存 ，

DataCore SANsymphony-V能够大大提高E-Series阵列的读写速度 。此外，
SANsymphony-V还可通过嵌入自动负载平衡功能来进一步增加数据吞吐量。

. 高效的配置 ‒根据适当应用采取适当存储解决方案的需求
， IT管理员可以配置

。 E-Series存储系统能让管理员更灵活地
出具有不同灵活度和精确度的解决方案
混合配置SAS、SATA和固态硬盘 。SANsymphony-V又可根据生产应用 、备份 /镜像 、
归档或其他应用的需求配置虚拟磁盘。因此 ，管理员就可通过粒度自动精简配置
， 从而提高存储效率
。
和自动容量调整功能开发出多种配置方案

虚拟磁盘层

. 自动分层 ‒SANsymphony-V可依据访问模式将数据自动分配到策略驱动的存储层上 。
常用数据和应用会自动分配到E-Series SAN中配置的高性能虚拟硬盘中 。不经常
使用的历史数据则会动态转移到容量驱动的虚拟硬盘上 。

. 快照和持续数据保护 ‒DataCore和Nexsan解决方案对管理快照效果尤其突出 。例

DATACORE 主机
机 服务器
性能 缓存 复制
同步镜像快照
CDP

E-SERIES 物理 存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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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IT管理员能够自动将顶级虚拟硬盘上的快照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卷上 。根据特征，
E-Series阵列可根据容量、性能和价格无限灵活地配置存储池，并且一个E-Series
系统可配置多个存储层。此外，自动精简配置功能可以让用户更便捷地对快照容量
利用率进行管理。

. 业 务连续性 ‒多节点存储虚拟化解决方案还能为实现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配置提

。如果是为了随时随地访问 ，IT管理员可以配置SANsymphony-V，
供更经济实惠的方法
。另外，SANsymphony-V可在阵列间平衡主
在Nexsan E-Series阵列间运行同步镜像
存储和镜像工作负载。此外，这一解决方案还可支持远程活动/活动操作的扩展集群
（“metro集群”）功能。
。
根据灾难恢复或测试的需要，企业单位会在各站点间执行同步复制
E-Series阵列
可为一级站点和远程站点提供出色的价值和可靠性 ；DataCore工具包会对一级站点
。
和远程站点互相复制虚拟硬盘时的带宽优先度进行管理
IT部门可以借助
SANsymphony-V复制并捕捉几千英里以外虚拟硬盘的快照 ，然后在不影响站点运行
的同时对恢复程序进行检测。这一解决方案可支持多对一 、一对多或多对多拓扑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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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存储管理功能

自动 分 层
存储

1天
3天

. 密度 ‒借助Nexsan E-Series的高密度存储设计可减少对机架空间的需求 。例如

高性能存储池

1 小时

通过扩展SANsymphony-V的容量，Nexsan E-Series阵列为扩展存储空间提供了

一个更易于实现的基础。

， SAS驱动器可用于处理活动数据 ，或者SATA驱动
行混合配置—SSD可用于提高性能
器可用于创建一个大容量存储池。

. 适用性 ‒活动抽屉技术™可保证24 x7无间断运行，即使是替换硬盘或维护存储阵

大容量存
储池

7天

E60在4U机架空间内最多可容纳60个驱动器。

. 灵活性 ‒为了在同一个系统内快速创建存储层，可以在一个活动抽屉内对驱动器进

15 天

。阵列中其他应用运行时—甚至系统抽屉处于开启状态时，一样可
列期间也不例外
以轻松地更换或添加驱动器。

. 可用性 ‒冷驱动技术™ 通过优化空气流通可降低组件温度，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可

30 天
数据保留
存储池

90 天
365 天
存储数据量

如果数据的检索频率不是很高，那么它

保留在高成本顶级存储中的可能性也会

降低。SANsymphony-V能够根据易访问性
。E或存储配置属性需求自动转移数据

，已获专利的空气通道和冗余风扇仍可满足散热需求.
靠性。即使一个风扇出现故障

. 可靠性 ‒借助独特的磁盘安装方式和机箱结构 ，抗振设计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和可靠性。

通过将Nexsan E-Series存储系统与DataCore SANsymphony-V存储虚拟化软 件
相集成，管理员可以立刻让IT基础架构兼具灵活性、高性能 、可靠性和智能性
几个优势，并且还可加快向云过渡的速度 。现在就联系所在区域的怡敏信或

DataCore 经销商，转变您的存储系统。

Series阵列提供了一个灵活性较高的平

台，借此可在一个系统内创建多个存储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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