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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FlashSystem 存储：
云中闪电

有个睿智的女人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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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它使 IBM FlashSystem 解决方案用于云基础架
构同样理想。

优势和挑战
使公共云计算特别流行的因素首先是现收现付的
灵活性。总部位于加州 Campbell 的 Infonetics 
Research Inc 的分析师 Clifford Grossner 说：“需
要的时候您可以把东西放到公共云上，不需要时撤
下来。”
这远比用只会偶尔用的资源填满数据中心来得节约，
尤其因为公共云的运营人员享受别的公司很少可以
竞争的规模经济性。另外，公共云帮助公司降低管
理成本，把 IT 预算从资本分类转移到营业收支分类
账里。

不管多富有或多瘦，女人永远不会满足。如果她曾
经运营过云计算环境，她可能会就速度和效率说同
样的话。

确实，公共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的所有者不断寻找
新的方法来使性能最大化、开销最小化。根据总部
位于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的分析公司 IDC 报告 1，
三年内全球在云计算软硬件和服务上投入的资金将
从 2015 年的 1180 亿美元攀升到 2000 亿美元，
而且还会一直有更多公司跟进。

然而数据中心想要更快、更高效和人们想要更瘦、
更富有一样困难。不过，越来越多的云管理人员发
现全闪存存储阵列可提供更强大的帮助 - 尤其是当
那些阵列属于 IBM FlashSystem ™ 系列时。同样
的行业领先能力已经使传统基础架构受益良久，结

虽然具备所有值得考虑的商业优势，但是云计算也提出了只有 IBM 
FlashSystemTM 解决方案能克服的重大技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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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共云计算特别流行的因素首先
是现收现付的灵活性。
“需要的时候您可以把东西放到公
共云上，不需要时撤下来。”

—Infonetics Research Inc 
分析师 Clifford Grossner

理想的平台
IBM FlashSystem 阵列消除了所有这些挑战。对刚
开始用的用户，他们的极致性能通过降低存储延迟
补偿了公共云更高的系统延迟。纽约州 Armonk 的 
IBM Corp. 存储方案架构师 Rawley Burbridge 说：

“我们说的毫秒级响应时间，别的提供商都达不到。”

由 于 他 们 企 业 级 的 快 照、 克 隆 和 复 制 功 能，
FlashSystem 解决方案能严格保护数据，也能提
供同类最佳的可扩展性。Burbridge 强调：“您可
先从小规模开始，然后逐渐纵向扩展，或者通过增
加阵列而在不中断环境的情况下进行横向扩展。”
此外，IBM 创新性的内联压缩技术和自动精简技
术，可以把所有这些物理容量转化为甚至更大的可
用有效容量。FlashSystem 阵列还从根本上简化
了集成。Burbridge 说：“它们用于与大多数虚拟
化、管理和编排解决方案配合运行，像 Vmware、
Microsoft Hyper-V 和 OpenStack。”

公共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的管理人员同样也重视 
FlashSystem 系列的成本效益。Burbridge 强调：
“FlashSystem 解决方案比基于磁盘的存储器密度
更大，所以他们占用的空间少很多。”他还补充说，
它们的功耗更低，需要的冷却也更少，因为它们没
有运动部件。FlashSystem 既有速度、扩展和全面
的功能，又省钱高效，这使之成为整合混合工作负
载的理想平台。

总部位于加州的系统集成商 Lilien Systems 负责商
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 Dhruv Gulati 指出了有利于 
FlashSystem 的另一个因素：它背后地位稳固的 IT 
领袖。在谈到 IBM 时，Gulati 说：“他们有真正可
靠的服务机构。”而且不像一些闪存初创公司，他
们肯定会长期地存在。

因为在公司防火墙后面数据总能保持安全，提供同
等效率的私有云可以让人更加放心。
最后，混合云可以两全其美，兼得公共云经济的适
应性和私有云增强的安全性。Grossner 注意到，在
保持您对敏感数据的直接牢固地控制的同时，“您
可以利用公共云按需提供的可扩展性和规模经济性
的优势。”

然而，为了实现所有值得考虑的优势，云计算也造
成了重大技术障碍。例如，公共云在共享网络上长
距离传输数据，可能会增加系统延迟。同样的，私
有云使用复杂的多租户体系结构会降低性能，混合
云强制公司整合位于多个直接拥有的数据中心和第
三方数据中心的异构操作系统、超级管理程序、编
排平台和存储媒体。此外，所有三种云模式都要求
企业高效动态地在单一聚合体系结构上支持各种不
同的工作负载和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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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FlashSystem V9000

“FlashSystem 解决方案比基于磁盘
的存储器密度更大，所以他们占用
的空间少很多。它们的功耗更低，
需要的冷却也更少，因为它们没有
运动部件。”

—IBM 的存储解决
方案架构师 Rawley Burbridge

通 过 把 FlashSystem 阵 列 和 IBM Spectrum 
Scale ™（IBM’s Spectrum Storage ™ 软件定义
存储解决方案系列的一种）配合使用，公司可以得
到类似的效率。Spectrum Scale 是经过验证的、可
扩展的数据管理系统，它把分散的数据存储库转化
成分层、虚拟化的集成存储池，它的生命周期管理
完全自动化。把 FlashSystem 和 Spectrum Scale 
一起用，云的所有者可以随着需要的增减重新动态
分配资源，他们的存储基础架构把闪存层级作为元
数据的活跃数据集或高速数据存储库的增压缓存。
Burbridge 注意到：“当元数据快时，几乎所有其
他的也都更快了。”

当一切运行得更快，成本更少时，企业就能更全面
地实现云计算的愿景。IBM FlashSystem 存储阵列、
IBM FlashSystem V9000 和 IBM Spectrum Scale 
可能不会让人更瘦，但是它们确实具备使公共云、
私有云和混合云的运营者变得明显更富有所需要的
力量和能力。

更多信息，请访问 ibm.com/storage/flash

软件定义的简洁性
在 IBM 的 FlashSystem V9000 帮助下，公司甚至
可以更快、更容易地投资于 FlashSystem 存储。
与全面的数据保护和系统管理软件预先集成的虚拟
化存储解决方案 - FlashSystem V9000 是 IBM 密
度最大的全闪存产品，在 6U 外形里封装了高达 57 
TB 有效存储容量。

还有更好的，IT 部门可以用 FlashSystem V9000 
的高级功能，对来自几乎任何制造商的原有存储方
案进行虚拟化、集成和集中管理。Burbridge 强调：

“这是产品独有的功能之一。它可以用作整体上多级、
多提供商、虚拟化的存储体系结构的基础。”



BERNIE SPANG
是 IBM Corp. 软件定

义基础架构的副总裁

执行官

观点

用 IBM FlashSystem 解决方案解决
云存储的问题

“FlashSystem 存储在像云这样的随机存
取、多租户、高速计算环境里成长起来。”

问：云给存储面临的挑战增加了什么新问题？
答：为了有效实施云模式，您必须放弃专用计算资
源的概念，它包含了数据存储。类似于数据处理和
网络连接，存储基本上成了按需分配使用的日用品。
这倾向于使存储访问权限配置更随机，使性能和灵
活性的价值更高。

此外，云部署使用复杂的软件工具管理资源分配、
计费、分配到各地进行复制和其他任务。存储系统
必须能集成那些工具。

问：为什么 IBM FlashSystem 解决方案特别适合
云基础架构？
答：FlashSystem 存储在像云这样的随机存取、多
租户、高速计算环境里成长起来。FlashSystem 阵
列提供云数据中心需要而基于磁盘的解决方案不能
复制的极致性能。他们还密切整合了
大多数云存储和文件管理系统，包括 IBM 自己
的 SmartCloud® 解决方案和像 Java、Apache、
Linux、Eclipse、OpenStack、Cloud Foundry 和 
Docker 这样的系统。

问：什么使 IBM FlashSystem V9000 成为云环境
卓越的基础。
答：IBM FlashSystem V9000 给 FlashSystem 的
硬件增加了一套丰富的虚拟化功能和存储管理功能，
形成了完整的软件定义存储的解决方案，它适合
所有的活跃数据集。同样重要的是，FlashSystem 
V9000 能虚拟化原有存储系统，创造出统一的、随
时可用于云的存储环境，从而在让您能向 IT 的未来
迅速前进的同时，又保护了您在原有技术上的投资。

近十年前，云计算相对于数据中心还是新生事物，
现在已经迅速成为任务关键型应用的主流交付模式。
本期执行官问答里，IBM 的 Bernie Spang，软件
定义基础架构的副总裁，讨论了推动快速增长的动
力，云体系结构引入的存储挑战，强大的、独一无
二的功能 - 使 IBM FlashSystem 成为同类最佳的
公共云、私有云和混合云存储平台。

问：为什么云计算这么快就成了任务关键型工作负
载的战略性交付机制？
答：工作负载要求一直在波动，这意味着基础架构
要求也一直在变，而且变动方式并不总能预测。云
解决方案让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增大或减小他们的基
础架构，只为他们实际使用的资源付费。动态使用
和付费模式是云独有的，也是每类企业都在那里探
索和采用它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有，IT 部门 - 实际上一般只是业务部门 - 现在处
于俗话说的“少花钱多办事”的巨大压力之下。云
计算让您提高基础架构的利用率来降低成本。在之
前的交付模式下，如果应用不需要所有分配给它的
数据处理、网络连接和存储，那些资源就只是闲置
不用。云让您能自动重新把那些资源用于需要它们
的应用，这减少了资源闲置，提高了生产力，降低
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