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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今，几乎所有企业，无论它们的规模、所在行业或所在地

域如何，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数据爆炸式增长。企业需要有

效的存储基础架构，以便能够以最低成本极其轻松和灵活地

从数据中获取最大价值。软件定义存储改变着传统应用和新

时代应用的数据经济效益，这种存储具有更快的速度、更高

的敏捷性和效率，同时保持了对业务关键数据至关重要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 

IBM® Spectrum Storage™ 是第一个专为提供简化存储容

量和服务而设计的软件系列，具有深受市场认可的高级功能，

而且非常容易管理。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是 Spectrum Storage 系列的

一个成员，是一个功能强大、新型的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

案。它以经印证的 IBM XIV® 存储为基础，可在客户选择

的硬件上运行。Spectrum Accelerate 采用先进技术，利用

商用存储硬件，因此能够极好地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本白皮书概述 Spectrum Accelerate 的主要方面，并介绍

这些方面如何共同构成一个强大、高性能、灵活、功能丰

富的存储解决方案。 

引言：新挑战迫切需要新的存储管理方法 

数据量不断增长以及新兴工作负载呈复杂化趋势，这是影

响存储管理的其中两个最重要因素。经济环境不断变化，

技术飞速发展，工作重心调整，这些都迫使企业需要提升

自身响应能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在如今这个风云变幻的商

业环境中，快速有效的存储管理非常重要。 

因应这一需求，市场上出现了新型存储解决方案，旨在满

足企业对于存储增长、性能质量保证和功能等方面前所未

有的高要求。 

越来越多企业应用在虚拟化环境中运行，这带

来了新兴工作负载和一系列新要求，而很多传

统的存储阵列并不能有效或高效地处理这些工
作负载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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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应用运行时环境使存储解决方案面临着具有挑战性的

性能及服务需求。很多传统的存储解决方案仅仅旨在满足工

作负载可预测的应用的需求，侧重于支持数据弹性、保护和

安全性的企业级需求。但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应用在虚拟化

环境中运行，这带来了新兴工作负载和一系列新要求，而很

多传统的存储阵列并不能有效或高效地处理这些工作负载和

要求。此外，很多企业采取的最终解决方法是，为不同的工

作负载部署不同的存储阵列，这造成难以根据不断变化的应

用需求对存储基础架构进行扩展、管理或优化的困难。 

旨在快速有效应对变化的存储解决方案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

风险和提升业务响应速度，使客户可以： 

● 使用自己选择的存储硬件，利用现有存储，从而减少总资

本开支。 

● 轻松便捷地支持不断变化的存储需求，无论这些需求是新

客户、新应用还是应用优先次序的改变造成的。 

● 最大程度地减少管理成本和管理工作，以满足具有不可预

测工作负载和/或动态工作负载的应用的性能需求。 

● 满足容量增长和性能发展需求，对所有受管存储采用一种

简单的管理方法。 

● 调整、扩展和升级可选择的解决方案。 

通过敏捷的存储解决方案应对挑战 

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使用高级软件来管理存储在客户选择

的商用硬件上的数据，可作为传统存储阵列的替代方案。传

统存储通常结合使用经过测试的软件和硬件，以此来满足可

靠性、性能和功能方面的供应商标准；但这种设计在本质上

与其他因素之间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虽然有潜在优势，但不

能满足客户对于部署灵活性、解决方案互操作性和管理覆盖

范围的要求。 

相反，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使客户可以灵活选择部署方式

和硬件，而且还使客户可以对所有存储实施一种通用的管理

方法。有了正确的硬件配置，独立的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

还可以具有相当于存储设备的可靠性、性能和功能。 

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旨在满足不断变化的存储需求，而且

没有传统存储阵列会造成的挑战和复杂性。软件定义存储解

决方案实现经过精心挑选的存储服务，使客户无需使用多个

解决方案。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可通过量化客观标准（例

如，成本、容量、性能、可扩展性、可用性、服务质量和安

全性）来帮助定义存储请求和服务。这种存储解决方案旨在

针对请求和服务，实现灵活、基于策略且独立于硬件的处理、

操作、管理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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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具有以下特点，可帮助客户应对变化： 

● 消除在关键存储方面对硬件的依赖性 - 通过软件而不是硬

件来实现功能、可扩展性、性能和可靠性。这使客户可以

自由使用自己选择的硬件，利用现有硬件，跨存储地应用

硬件功能，对独立于硬件的存储采用通用管理架构。从存

储规划、设置、扩展、性能优化、故障排除、迁移和远程

复制等方面看，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可以为企业带来极

大的运营效益。 

● 利用外部存储服务方案 - 可提供更多的混合存储模型部署

方案供客户选择，包括针对特定工作负载将内部存储和外

部云存储服务结合起来，这种做法可大大节省成本。 

● 提供定制解决方案 - 通过符合行业标准的界面提供服务，

可以实现自定义的流程自动化、协调和整合以及提供可扩

展的新型服务。 

IBM Spectrum Accelerate：一个高度敏捷的

存储解决方案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是高度敏捷的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

案，具有很多强大的优势，非常适用于企业环境中的新兴和

传 统 工 作 负 载 以 及 专 门 构 建 的 云 基 础 架 构 。 Spectrum 

Accelerate 是全面的 IBM 软件定义存储战略的一部分，旨在

解决云应用、分析应用、移动应用、社交应用和安全应用在

工作负载方面的挑战。 

Spectrum Accelerate 的工作原理是，通过 iSCSI 将服务

器连接存储集中到一个整合超级存储中。[图 1] Spectrum 

Accelerate 采用深受客户认可的高端 IBM XIV 集成系统所

用的技术，提供了使得 XIV 成为出色的高端企业环境解决

方案的大部分功能。 

Spectrum Accelerate 沿袭了 XIV 技术最受好评的其中三

个方面： 

● 提供无需调整的一致性能。 

● 使用非常简单的管理工具，消除了一直以来在规划、设

置和维护方面的很多繁琐工作。 

● 具有创新功能，包括高级快照、同步和异步复制、多租

户、服务质量 (QoS) 和支持 RESTful API，还通过 IBM 

SmartCloud® Storage Access 支持自动配置。 

Spectrum Accelerate 沿袭了 XIV 技术最受好

评的方面：提供无需调整的一致性能；使用非

常简单的管理工具；支持高级快照、复制、多

租户和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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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作为虚拟机 (VM) 部署在多台服务器上，这些服务器的本地连接存储集中在一个超级整合存储中。 

 
对于那些要求获得 XIV 的一致性能、可扩展管理和企业级

功能，但同时又想利用现有的数据中心资源，快速部署定制

的存储基础架构，或者将较低成本的硬件用于非关键应用

（例如，开发和测试）的客户来说，Spectrum Accelerate 

提供极具吸引力的价值主张。Spectrum Accelerate 向客户

提供更多的 XIV 技术部署方案，可满足企业环境和专门构

建的云环境中的应用。Spectrum Accelerate 还使客户可以

在准备部署关键高端应用时体验和评估 XIV 集成系统的性

能优势。 

高级架构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采用基于网格的架构。此解决方案

旨在支持在 x86 服务器和领先的管理程序（目前是 VMware 

vSphere ESXi 管理程序）上进行部署。Spectrum Accelerate 

支持混合部署方案，例如，结合使用内部云和外部云，或者

创建包含集成硬件存储和软件定义解决方案的“自助式”解决方

案。Spectrum Accelerate 可以从小容量扩展到大容量，采用

独一无二的数据分布方法，消除了热点，而且无需进行手动

优化或系统后台性能优化。 

管理程序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VM 

管理程序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VM 

管理程序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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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Accelerate 会为每个 1MB 数据分区保留两份拷

贝，每份拷贝寄存于不同虚拟机的存储中，以此实现数据

保护。如果磁盘或虚拟机出现故障，Spectrum Accelerate 

会自动运行进程来恢复（重建）存储冗余，而无需管理员

干预。Spectrum Accelerate 会对存储在出现故障的驱动

器上的数据执行极其快速的重建进程，在重建过程中充分

利用所有受管驱动器的力量，而且对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Spectrum Accelerate 还具有综合、高性能的快照功能。

Spectrum Accelerate 架构大大减少了涉及快照的设置和

规划工作，还实现了很高的快照性能，而且对整体系统性

能的影响近乎为零。此系统支持大量省空间的快照，具有

丰富的快照功能，包括可写快照，能够拍摄其他快照的快

照，能够从其他快照恢复某个快照，以及能够拍摄一致性

组的快照。Spectrum Accelerate 还具有采用了镜像技术

的特殊快照功能，能够实现快照镜像。 

经证明的弹性以及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修性 
(RAS)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提供可实现系统高可用性的高

级数据分布，而传统架构一般不具有这种功能。 

很多传统的存储解决方案通常将所有卷容量置于系统驱动

器的一个子集中。这种方法存在一些可能会对可用性和性

能造成不利影响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每卷

的轴数少，出现驱动器故障后重建过程需要几小时甚至几

天，由于环境因素而导致数据不可用的风险较高。 

传统的存储解决方案还可能支持备用驱动器；如果出现故障

的系统驱动器需要更换且其数据需要重建，将会使用备用驱

动器。备用驱动器常常未经过运行状况监控检查就投入实际

使用，如此一来，在驱动器运行状况对于恢复至关重要的情

况下，将会增加出现驱动器问题的可能性。此外，备用驱动

器上一旦暂存了数据，它在整个数据重建过程中需要承受很

大的高峰工作负载，而这样可能会影响驱动器的性能和运行

状况。 

有了  Spectrum Accelerate，可以将卷数据存储在大小为 

1MB 的多个数据分区中，这些数据分区以伪随机方式分布

在系统的各个驱动器上，每个分区在另一个驱动器上都有镜

像。这样可增加每卷的轴数，大大缩短数据重建时间（如上

所述），降低环境因素对系统驱动轴子集造成影响的风险。 

对于备用存储，Spectrum Accelerate 采用了“热备用容量”

这一概念，在所有驱动器上预先分配可用容量，而不是将备

用驱动器专用于数据重建方案。如此一来，就可以及时进行

运行状况检查和监控所有备用容量，以及最大程度地降低由

于极大高峰工作负载而导致驱动器故障的可能性。还有助于

提高存储性能，因为系统可以利用更多的卷轴。 

Spectrum Accelerate 还具有强大的 RAS 性能，包括对硬件

事件和其他系统方面进行外部化，从而能够快速检测系统相

关问题和简化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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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和服务质量 (QoS)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能够在动态工作负载下实现高

性能。Spectrum Accelerate 无需任何手动调整或系统后

台调整即可保持高性能，这是它独有的一种能力。 

Spectrum Accelerate 之所以具有卓越的性能，其中一个

最关键因素是，它采用特殊的数据分布方法。每个卷都以

可消除热点的方式分布到 Spectrum Accelerate 管理的各

个驱动器，因此无需对系统进行任何调整，无论是手动调

整还是通过后台系统进程进行的调整。 

[图 2] 一旦部署了解决方案部署，客户就可以在很长时间内

享受到 Spectrum Accelerate 的无热点性能，而且在整个使

用期间无需进行任何调整。 

 

Spectrum Accelerate 闪存缓存旨在应对要求
极高性能的各种工作负载。 

 

     传统解决方案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的工作负载分布方法实现

独一无二的价值 

 
 

传统解决方案不能有效使用存储，而

且需要进行优化，因此会出现热点。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根据特殊算法将所有卷

分布到各个卷轴。这样可保证最高的有效性和一致

性能，而且无需进行任何优化。 

 

 
传统存储系统的应用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的应用 

 

图 2. Spectrum Accelerate 技术实现了一种高级的数据分布方法，这种方法可消除热点，无需运行手动或后台调整进程，而大多数传统的存储解决方案

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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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Spectrum Accelerate 具有卓越性能的另一个关键因

素是它的专利缓存管理。Spectrum Accelerate 系统采用

高 级 缓 存 实 现 ， 配 备 大 量  DRAM 缓 存 。 Spectrum 

Accelerate 闪存缓存使闪存驱动器可以安装为读缓存的

扩展。Spectrum Accelerate 闪存缓存实现旨在有效应对

可能要求极高性能的各种工作负载，而且无需进行物理

分级。 

Spectrum Accelerate 支持 QoS，使管理员可以限制与

所选租户（在多租户设置中）存储池或主机相关的性能。

QoS 加上 Spectrum Accelerate 实现的一致性能，使得

可以建立不同的性能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会产生数

据移动开销，无需进行额外的管理工作，不会像传统的

存储分级方法那样会影响性能。 

丰富的远程复制功能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支持高级复制功能，包括适用于

卷和一致性组的同步和异步镜像、每卷/一致性组的独立复制

设置、独立 RPO（恢复点目标）和时间间隔设置、以秒为

单位的最小复制时间间隔和 RPO、快照镜像、在线和离线

初始化、故障转移和故障恢复。Spectrum Accelerate 还对

复制使用简化的设置和管理模式，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培训和

管理工作。[图 3] 

 

 
 

图 3. IBM XIV 集成系统和 Spectrum Accelerate 之间的互操作性使得可以实施功能强大的部署解决方案，例如远程复制。 

IBM XIV 集成系统 

IBM XIV 集成系统 

复用 

管理程序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VM 

 

管理程序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VM 

 

管理程序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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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安全性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具有全面的安全功能，包括

支持基于角色的访问管理、 多租户 [图  4] 和审核 。

Spectrum Accelerate 可与 Active Directory 和轻量级目

录访问协议 (LDAP) 服务器集成，以便对用户身份和权

限进行集中式管理。 

 

 

 
 

易于管理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本 质 上 易 于 管 理 。 Spectrum 

Accelerate 架构免去了传统系统常见的很多管理流程和操作，

例如，RAID 分组和容量分配规划、性能优化和备用容量分

配。此架构无需用户进行调整即可实现一致的高性能，使得

企业内部可以轻松地进行容量规划和简化运行状况监控。因

此，Spectrum Accelerate 不需要其他系统用于简化管理的

很多工具。 

Spectrum Accelerate 简化了管理，实现了对企业级存储容

量的有效管理，而且人员配备和培训要求大大低于传统解决

方案。 

 

 

 

 

 

 

 

Spectrum Accelerate 在管理方面的亮点包括几下几点： 

● 快速简便的存储配置，所用的数据分布方法实现了非常简

便的存储配置 ，使得无需 分配物理 驱动器，无 需指定 

RAID 级别，无需调整性能。 

● 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以简单而又功能强大的视图显示存

储系统及其运行状态。IBM Hyper-Scale Manager 的用户

界面提供集中监控、自动告警和整合的实时状态视图，可

访问多个 Spectrum Accelerate 实例及相关组件。其设计

深受好评，已 成为存储管 理易用性 方面的行业 标杆。

Spectrum Accelerate 还可通过兼容 Apple iOS 和 Android 

设备的移动控制面板随时随地进行监控和通知。 

    

 

 

图 4. Spectrum Accelerate 的多租户管理功能支持建立具有分离式管理

和 QoS 功能的多个域。 

域 C 
硬盘：10 TB 
软盘：15 TB 
 

域 B 
硬盘：40 TB 
软盘：30 TB 
 

域 A 
硬盘：20 TB 
软盘：30 TB 
 

存储池 
SP21 

 
VOL_A 
 

存储池 
SP2 

 

VOL_B 
 

存储池 
SP3 

 
VOL_A 
 

VOL_A 
 

存储池 
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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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分层管理，可确保在各种工作负载下都具有一致的高性

能，数据均匀地分布到整个系统，采用无需调整、独一无

二的方法。Spectrum Accelerate 在逻辑上而不是物理上

维护数据优先级，因此无需在层与层之间移动数据，也无

需进行分层策略管理。 

● 全面的 RESTful API 实现，允许进行自定义的流程协调和

自动化。Spectrum Accelerate 的部署快速简便，不像其

他解决方案那么复杂。 

● 具有自我修复功能，可执行主动诊断程序来及早检测和解

决风险，以防演变成更严重的问题。Spectrum Accelerate 

可以在出现硬件故障后自动恢复数据冗余，具有前所未有

的超快重建速度，支持“Call Home”，这些均都有助于始终

确保可靠性和性能，而且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人工操作。 

● 具有丰富的报告功能，可提供有关 I/O 相关统计信息、使

用情况相关统计信息和使用趋势的大量高度直观的报告。 

极大的总拥有成本 (TCO) 优势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有助于减少基础架构成本和管理

成本，以及提高存储利用率，进而降低总拥有成本。 

● 减少资本开支：Spectrum Accelerate 使客户可以利用现

有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而无需购买新硬件，从而最大程

度地降低存储成本。 

● 减少运营开支：Spectrum Accelerate 可帮助客户实现硬

件采购、运营和服务等流程的标准化。即使在大容量工作

负载下，Spectrum Accelerate 也能够提供很高的性能，

无需使用昂贵的驱动器，而且最大程度地减少了部署、规

划、设置、配置和管理存储所需的时间。 

● 减少培训：Spectrum Accelerate 架构消除了很多传统的

管理工作，使管理变得简单。 

● 高效利用：通过数据分布、自动精简容量和空间回收来

提高存储利用率。自动精简容量功能在存储池级别受支

持，允许同时创建经过精简容量和未经过精简容量的存

储池。管理员无需移动数据即可轻松地将未经过精简容

量的存储池变为经过精简容量的存储池，反之亦然。此

系统还支持从非自动精简置备迁移到自动精简置备存储

池，这样，当需要从传统存储迁移卷时，将可以大大节

省容量成本。Spectrum Accelerate 支持在各种操作系统

中进行空间回收，还支持第三方存储管理集成。 

Spectrum Accelerate：出色的价值主张 

有了 IBM Spectrum Accelerate，客户能够以新的方式实

现 XIV 技术的潜力和价值，能够利用自己选择的硬件和部

署方案来尽可能满足应用的性能需求，以及最大程度地降

低成本。 

适用于云存储部署的新方法：Spectrum Accelerate 可采

用内部部署和外部部署相结合的方法来部署 XIV 功能，以

适应混合云存储解决方案。企业可以单独使用 Spectrum 

Accelerate，也可以将它与 XIV 集成系统结合使用；后一

种做法可带来统一的管理体验，从而实现最高的性能、灵

活性和管理优势。举例来说，当需要从内部 IBM XIV 部署

将数据复制到外部 Spectrum Accelerate 部署时，就需要将 

Spectrum Accelerate 与 XIV 集成系统结合使用。（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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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灵活复制、超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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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案例 1：Spectrum Accelerate 使客户可以实现混合云部署，这样做的优势包括可以统一管理内部和外部存储，可以获得功能强大的复制方案，等等。 

● 灾难恢复：通过在 XIV 系统上的源卷和运行 Spectrum Accelerate 的系统上的目标卷之间建立复制，可以满足客户希望在

已部署了 XIV 的环境中使用可靠性高且成本低的远程复制方案这一需求。[图 6] 

 
位置 A 位置 B 

 

 

 

统一管理、灵活复制、超大规模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XIV 
 

图 6. 案例 2：Spectrum Accelerate 支持与另一个 Spectrum Accelerate 系统或 IBM XIV 集成系统之间进行可靠性高、成本低的远程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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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办公室/分支机构 (ROBO)：通过部署结合了获企业认可的 Spectrum Accelerate 架构和经济实惠的驱动器的强大存

储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客户希望获得一致、可靠、低成本、高性能的存储这一需求。[图 7] 
 

 

 

 

 

 

 

 

总部 XIV 
 

 

远程办公室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统一管理、灵活复制、超大规模 

远程办公室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图 7. 案例 3：Spectrum Accelerate 以较低成本为远程办公室提供一致的高性能存储。 

 

● 特殊项目：对于特殊项目，可以将 Spectrum Accelerate 与最适合此类项目的硬件结合使用，这样做方便了在项目结束后

重复利用硬件基础架构，使得能够以较低的前期成本和运营成本满足此类项目对敏捷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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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Accelerate 旨在为企业内部众多职能部门的人员

创造价值，其中包括高管、存储管理员和云管理员。企业的

首席信息官可以动态扩展存储，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前期投

资。此外，可以通过尽可能充分利用现有基础架构来减少资

本开支。可以通过推行自助式存储来减少运营开支。 

存储管理员可以保证经过自动存储配置的自助式 CAMSS 工

作负载符合企业级服务水平协议 (SLA) 的要求。Spectrum 

Accelerate 具有很高的性能，使用户无需外部技术人员帮助

即可更换硬件，从而减少维修时间；Spectrum Accelerate 

能够为客户带来持久的优势。 

云管理员可以通过部署虚拟服务器，在几小时内即可按需部

署好存储解决方案。Spectrum Accelerate 的优势包括：可以

在线订购和部署解决方案；可以在必要时向网格添加新节点，

从而以高成本效益的方式满足存储容量需求；可以重复利用

存储而不受物理机架限制。此外，Spectrum Accelerate 架构

通过消除很多传统的管理工作，大大简化了管理，从而降低

培训要求。 

价值亮点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 可以使用客户选择的存储硬件以及利用现有存储 ✓  

• 保证在所有应用工作负载下都具有一致、无需调整的高性能 ✓  

• 高级快照，一致性组，远程同步/异步复制，多租户 ✓  

• 采用经证明具有弹性和稳健性的技术，获得多家全球最大公司的青睐；具有强大的 RAS 性能 ✓  

• 消除了很多传统存储所需的管理工作 ✓  

• 具有极具吸引力的 QoS，在各种工作负载下都具有一致性能 ✓  

• 通过 REST 实现全自动化 ✓  

• 灵活部署：内部和/或外部部署，还可与 XIV 系统结合使用以实现统一管理 ✓  

• 灵活许可：可使用永久许可证或月度许可证；使用独立于硬件的客户级许可证，可随时在不同的虚拟阵列上使用 ✓  

• 减少资本开支和运营开支 ✓  

表 1.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 优势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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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IBM Spectrum Accelerate 是高度敏捷的软件定义存储解

决方案，采用了深受认可的 IBM XIV 技术。它将软件定

义存储解决方案的灵活性和世界级高端集成系统架构集

于 一 身 。 即 使 在 不 可 预 测 的 工 作 负 载 下 ， Spectrum 

Accelerate 也能够保持一致、无需调整的高性能，而且

非常容易使用和扩展。Spectrum Accelerate 为企业和客

户构建的云环境提供了更多新的部署方案。 

有关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

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storage 或 ibm.com/spectrumstorage 

此外，IBM Global Financing 可帮助您以最具成本效益及

战略性的方式获得贵企业所需的 IT 解决方案。我们将与可

信的客户合作，以便定制一款适于贵企业业务目标的 IT 财

务解决方案，确保实现高效现金管理并降低您的总体拥有

成本。IBM Global Financing 是您规划关键 IT 投资并推动

企 业 发 展 的 明 智 之 选 。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 敬 请 访 问 ：
ibm.com/financing 

关于作者 

Rami Elron 是 IBM 的高级技术人员兼 XIV 产品技术总监。

他是存储架构、镜像和安全领域的主题专家。自 2008 年

以来，他一直参与推动 IBM XIV Storage System 系列的

技术战略及创新。可通过电子邮箱 relron@il.ibm.com 联系 
Rami Elron 

http://www.ibm.com/storage
http://www.ibm.com/spectrumstorage
http://www.ibm.com/financing
mailto:relron@il.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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