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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经济的崛起激发了人们对追求数字化转型的极大兴趣，但许多组织在转型的过程中，深深体验到整合新技术
的错综复杂性。 根据 ESG 的研究，寻求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希望变得更有效率（56% 的受访者表示），提供更好的
客户体验 (40%)，和/或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新产品和服务 (36%)。 98% 的受访 IT 组织对上述改进前景感到兴奋，
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1
转型计划给 IT 部门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增加了成本和复杂性，阻碍了持续的运营。 应用和数据相关需求增加，应
用多样性随之增强，导致了转型的错综复杂。 特别是，存储相关，无论是产品规模的扩大还是多样性的增强，使
IT 架构设计和管理变得更加复杂。 另一个复杂性驱动因素来自于分散的、多地点的、多云环境的兴起。 ESG 研究
发现，在其调查的 IT 决策者中，78% 的人报告说随着多云环境越来越普遍，他们的组织利用了基础架构即服务。
这种建立在不同孤岛上的 IT 要求管理员采用不同的技术进行管理和故障排除，使用不同的 API 和自动化协议，并
追求不同的 "上云之路"（此举会增加云采用的风险）。 事实上，成熟的数字化组织相比没有制定数字化转型计划
的组织多出三倍（29% 比 9%）认为，今天的 IT 已经明显变得更加复杂。2
独立技术的复杂性也影响到了存储供应商。 当供应商扩大投资组合时，他们会发现新技术在功能、管理和支持方
面的差异阻碍了内部产品开发，并减少甚至消除了理论上组织通过对特定供应商的解决方案进行标准化而获得的
收益。
为了简化 IT 环境，控制成本，并加快运营，企业需要一个单一的、整合的平台，以满足多样化的应用需求。 作为
IT 领域的领导者，IBM®充分意识到这一需求，并提供了一个单一的存储平台，整合了多种创新，旨在减少日益增
加的 IT 复杂性的影响。 新的 IBM FlashSystem® 系列为 IT 组织提供了一个单一的存储平台，能够支持不同的应用环
境，同时集成和整合新的或现有的、分布式、异构存储资产。

数字化业务超越了传统的 IT 能力
如前所述，种种因素助长了 IT 的复杂性，阻碍了商业机会。 接受 ESG 调查的四分之三 (75%) 的 IT 决策者认为，
如今的 IT 比两年前更加复杂。 38% 的决策者提到，不断攀升的数据量是造成复杂性的主要因素。 28% 的决策者
提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利用新的现代架构，也增加了复杂性。 一般来说，利用新技术意味着淘汰旧技术。
这意味着组织需要放弃在基础架构、培训和专业知识方面的长期投资。
当谈到存储时，组织常常面临众多挑战。 图 1 列出了十个受访者最常面临的与块存储相关的挑战。 最常见的挑战
涉及到成本、数据保护和数据放置的管理。3 这些问题由于快速增长的数据（第四个最常见的挑战）而雪上加霜。

资料来源：ESG 研究报告，2021 年技术支出意向调查，2021 年 1 月。 除非另有说明，本白皮书中的所有 ESG 研究参考资料和图表均来自
该研究报告。
2
资料来源：ESG 研究报告，2020 年技术支出意向调查，2020 年 2 月。
3
资料来源：ESG 主调查结果，2019 年数据存储趋势 ，2019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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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最常见的 10 大块存储相关挑战
In general, what would you say are your organization’s biggest challenges in
通常，您认为您的组织在本地部署存储环境（针对块环境）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terms of its on-premises storage environment, for block environments?
5 个回答）
(Percent(受访者百分比，N=372，接受
of respondents, N=372, five responses
accepted)
硬件成本
Hardware
costs

30%

数据保护
Data protection

27%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and automation of data
数据放置的管理、优化和自动化
placement

24%

快速的数据增长
Rapid data
growth rate

24%

数据迁移
Data migration

23%

缺乏内容/数据意识
Lack of content/data
awareness
物理空间不够
Running out of physical
space
员工成本
Staff
costs

22%

21%
20%

发现、分析和报告存储的使用情况
Discovery, analysis
and reporting of storage usage

19%

Lengthy storage
provisioning time
冗长的存储配置时间

19%

来源：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存储量的激增会带来更高的 IT 复杂性。 如今的海量数据使人员和基础架构资源都倍感压力。
要管理大量的数据，不仅仅意味着耗费大量的占地空间和预算。 快速的数据增长也使运维更加复杂。 例如，减慢
了将数据放到正确位置、迁移数据、发现/报告存储使用情况、以及配置存储的速度。
因此 IT 组织希望能从存储供应商获得单一平台设计相关的服务。 在 ESG 对企业同时利用本地和非本地存储基础架
构的存储管理员的调查中，参与者描述了哪些功能可以吸引他们用本地部署产品取代他们使用的公共云产品。 本
地基础架构环境功能最主要需求为：
• 更好地实现存储相关活动的自动化 (37%)。
• 有能力管理任何地点的所有存储基础架构（35%）。4

以上两种功能都将通过单一的存储平台标准化来实现。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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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基础架构是加速运营的关键
根据其他 ESG 研究发现，单一平台标准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 ESG 进行调查的业务线高管中，只有 6% 的
人认为他们公司的 IT 部门是业务的竞争差异化因素，而 25% 的人认为 IT 是业务的障碍。 在那些认为 IT 阻碍了业
务成功的高管中，43% 的人表示其 IT 组织部署服务的过程耗时过长。5
由于技术人才技能短缺，雇用更多的人以加速运营并非解决办法。 在 2021 年 ESG 的支出意向研究调查中，大约
三分之一的资深 IT 决策者表示，他们正在处理 IT 架构/规划（34 %的人提到）和/或云架构/规划（36% 的人提到）
领域的人员短缺问题。 大多数参与调查的存储管理员 (62%) 还表示，他们 2020 年的 IT 招聘计划大多数为 IT 通才
，而不是存储管理员这样的领域专家。6

IT 需要整合为单一平台的设计
如果雇用更多的员工不是答案，那么从 IT 基础架构本身着手，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用单一平台的设计来解决复
杂性问题。 IT 基础架构必须能够扩展到任何地方，支持数据中心、边缘和混合云的每个应用环境（小型、中型或
大型）。 而且， IT 部门也不太可能从无到有来执行作业，因此现有的基础架构也必须加以管理。 这些都是现代
IT 的 "单一平台" 需求：
• 建立在单一软件架构上的平台，具有相同的 API 和管理协议。
• 提供多种部署选项的平台，涵盖多种规模的系统、全闪存和混合系统，甚至无缝集成到多云部署中。
• 支持任何应用环境的平台：裸机、虚拟化、容器和云原生。
• 有能力整合现有异构存储基础架构投资并进行虚拟化的平台。

IBM FlashSystem 技术：一个平台整合多个应用和多个环境
IBM FlashSystem 提供这种单一平台方法的所有优势。 IBM 为各种规模、从数据中心到边缘、到混合云的所有块存
储环境提供单一平台的服务。 所有的平台选项都使用相同的 API，因此 IT 管理员可以用与原本相同的方式进行管
理。 这种管理的通用性使企业能够减轻管理员的负担，简化和加快测试和开发活动，并加速新技术和新基础架构
的部署。 数据中心内的系统和边缘部署服务的系统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运作，因此都能相互 "沟通"（见图 2）。
IBM FlashSystem 家族的最新产品 —— IBM FlashSystem 5200，通过将其技术优势扩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外形
（1U 高）中，并提供同样的企业级功能、性能和可用性，很好的阐释了 IBM 对其单一平台方法的承诺。

5
6

资料来源：ESG 主调查结果，2019 年技术支出意向调查， 2019 年 3 月。
资料来源：ESG 主调查结果，2019 年数据存储趋势，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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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BM 的单一平台战略

IBM FlashSystem
•
•
•
•

单一架构和单一体验，使用相同的管理方式和相同的 API
多个部署选项支持多个应用环境
跨本地和非本地部署的异构存储环境，进行传输、迁移和虚拟化
AI 驱动的管理、数据放置和支持，以实现经济实惠、高性能、和卓越的存储密度

企业级

IBM FlashSystem
入门级

混合/多云

中端

IBM Spectrum Virtualize

这种方法使用户受益，同时帮助 IBM 更好地服务于客户，轻松提供高效的支持体验、高效的维护、以及更快的零
件交付。 此外，IBM 的存储部门工程师可以专心开发工作并集中资源更快地提供新功能和能力。

IBM 单一平台设计的优势
FlashSystem 的能力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高效：应用运维、基础架构和人员，反映在改善经济效益上。

高效的应用运维
通用性简化 IT，释放了人力资本资源，并加速了应用开发。 FlashSystem 在这一方面的功能包括：
• 云端部署的工作方式与本地系统相同。 这意味着可以更轻松来回移动数据。
• 更简单的 DevOps，这有助于加快应用开发进度。 开发人员可以在某个地点设计应用程序后，可以轻松地将

其部署在不同的地点。
• 能够使应用程序跨环境驻留在裸机、虚拟化和容器环境中。 IBM 在 2019 年收购了 Red Hat，借助 Red Hat

®OpenShift®，进一步帮助实现 DevOps 项目。 此外，FlashSystem 还为虚拟化的 VMware 和 Hyper-V 环境提供广
泛的支持。

© 2021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Inc.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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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基础架构
一个平台如果要为各种部署提供高效能服务，它需要拥有多种下一代存储功能，包括：
• 下一代的基于端到端 NVMe 存储架构的性能水平，能够将闪存和存储级内存 (SCM) 的性能潜力发挥到极致。

IBM 在其入门、中端和高端存储中提供 NVMe，因此各种规模的用户都可以获得这种性能优势，也可以获得基
于 NVMe 的 IBM FlashCore® 模块（标准 2.5 英寸 15 毫米外形尺寸的高性能闪存驱动器系列）的效率。 最后，
IBM 支持光线管道 NVMe（NVMe over Fibre Channel）和高性能以太网络 iSER（iSER over Ethernet）。

根据 IBM，IBM FlashCore 模块的可用容量是行业标准闪存盘的 2.5 倍，新的 38.4TB 容量选项可以达到 2 倍数据
量。 IBM FlashCore 模块不仅在设计上提供传统固态硬盘无可比拟的容量和性能密度，也提供压缩和加密等不
影响性能的高级服务。
• 将基础架构的性能和容量潜力发挥到极致的高效架构，利用适合异构存储环境的先进数据缩减技术。 此外，

在阵列内部和之间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分层，再加上将数据无缝转移到混合云目标配置的能力，有助于
降低存储成本。
• 企业级的弹性和可用性功能。 FlashSystem 提供企业级的数据可用性和弹性功能，如快照、灾难恢复和三站

点复制，对关键业务的工作负载至关重要。 因此，FlashSystem 降低了应用环境的风险，同时使管理员的生
活更加轻松，让他们从整个产品组合的一致功能中受益。
• 基于使用的定价。 IBM Storage Utility 模型提供云计算定价方案，IBM 客户只需为他们所使用的容量付费。 因

此，企业可以简化他们的 IT 架构和设计工作，不再需要预测三或四年后的数据需求。 通过允许企业只为所使
用的容量付费，IBM Storage Utility 模型基本上消除了在需求发展和变化时被迫转移技术的风险。

高效的人员运维
FlashSystem 极大地简化了 IT 管理方式，从而解放了人力。 其中可促进效率的特点包括：
• IBM Spectrum Virtualize™ 作为单一平台能够简化存储管理，监测企业本地和云基础架构，以及 IBM 和非 IBM 存

储系统（Spectrum Virtualize 支持 IBM 和其他公司的 500 多种不同的存储系统）。
• 智能基础架构技术，如预测分析，以及广泛的运行状况监测能力。
• 先进的安全功能，包括静态数据加密、保留空气隔离副本以确保网络弹性的能力，从而降低组织的风险。
• 使用 IBM HyperSwap®，可实现 99.9999% 的可用性或 100% 的可用性，以减少或有效消除关键业务和关键任务

应用的中断风险。
• 集成的数据迁移/数据移动，这种能力对于跨混合云环境的工作负载移动非常有价值（这对于基于 Kubernetes

的环境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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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真相
实现经济效率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组织希望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数字化举措推动业务成果。 将有
限的 IT 预算的价值最大化，例如能够重复利用已经在部署的现有技术，是竞争成功的关键。 FlashSystem 的主动
监测功能也将帮助 IT 管理员，进而帮助整个组织提高工作效率。
效率并不仅仅等同于“机会”， 也与风险防护息息相关。 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果，重点不仅仅是功倍，而是以更
划算的成本做同样（或更多）的事情。 现在，企业必须对其存储环境进行标准化、整合、精简和优化，以保护他
们当今的运营并在未来蓬勃发展。

所有商标名称均为其各自公司的财产。 本出版物中的信息是由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ESG) 认为可靠的来源获得的，但 ESG 并不为其信息提供保证。 本出版物
中包含的 ESG 的观点可能会有所变更。 本出版物的版权归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在未经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有限公司明确同意，对本
出版物的全部或部分进行复制或再分发，无论是以硬拷贝形式、电子形式，还是以其他方式提供给未经授权的人，都违反了美国版权法，将会被要求民事损害赔
偿和刑事诉讼（如果适用）。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ESG 客户关系部，电话：508 482 0188。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是一家 IT 分析、研究、验证和战略公司，向全球 IT 界提供市场情报和可行
性洞察。
www.esg-global.com

contact@esg-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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