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资料 

Pure Storage 
FlashArray//C 
容量优化的存储助力整合、加速并保护数据。

Pure Storage® FlashArray//C帮助您利用始终可靠的全闪存NVMe性
能，整合工作负载。您将获得无可比拟的数据保护能力，相比混合存

储，该产品的总体拥有成本（TCO）更低。 

如今，大多数关键业务应用程序都运行在高性能的全闪存存储阵列上，但还有一些容

量主导型应用程序仍然在使用混合闪存和传统磁盘系统。这些传统磁盘系统现已陷入

性能不一致、管理工具复杂和缺乏现代数据服务的困境之中。

FlashArray//C可适用于容量主导型应用程序、测试和开发工作负载、多站点灾难恢

复和数据保护，提供100% NVMe全闪存基础架构。凭借Pure ActiveCluster™全对称

双活双向同步复制解决方案，您的企业可轻松改善业务连续性。该解决方案提供零

RPO和自动化透明故障切换功能，进而实现零RTO，同时支持光纤通道（FC）和

TCP/IP环境。 

如果企业运行在光纤通道（FC）环境中，则可启用同样运行在FC上的NVMe作为前

端NVMe-oF传输，由此提升性能并从中受益。将FC-NVMe和FC-SCSI协议部署在同

一FlashArray//C上的不同端口，可有效简化向端到端NVMe解决方案的转换。 

有了FlashArray//C，可将三至九机架设备扩容到7.3PB可用容量。实现本地大容量应

用程序的最大效用和灵活性，并轻松连接到云端。有了Pure Evergreen™，您可以无

中断地适时升级性能、容量和功能。

全闪存解决方案适用于性能敏感型企业应用程序，为其引入易用性、高效率和丰富的

数据服务。如今，容量主导型应用程序同样可以获得以上关键优势。凭借Purity存储

操作环境，Pure Storage专门提供综合型解决方案，分别为性能优化和容量优化的应

用程序提供FlashArray//X和FlashArray//C产品。  

稳定可靠的使用体验 

全闪存NVMe Evergreen Storage™提
供 数 据 缩 减 功 能 ， 实 现 高 达

99.9999%可用性、轻松复制和云可

移植性。

超级整合 

整合海量数据三机架、六机架或九机

架设备可用容量高达7.3PB（1.9PB原
始数据）。

内置对称集群 

ActiveCluster可实现零RPO和RTO，
简单易用，内置提供，无需支付额外

费用。

更低的TCO 

兼具混合存储的低价优势与管理投

入、电源、制冷和数据中心空间方面

需求的降低。

https://www.purestorage.com/solutions/infrastructure/business-continuity.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solutions/infrastructure/business-continuity.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solutions/infrastructure/business-continuity.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solutions/infrastructure/data-protection.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evergr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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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 FlashArray//C常见应用场景包括： 

• 工作负载整合 

• 数据保护与灾难恢复 

• 基于策略的虚拟机分层 

• 多云测试/开发  

• 用户文件共享 

 

超整合大型数据存储  

在小型三机架到九机架单元阵列中，Pure FlashArray//C数据容量从638TB扩展到7.3PB，全闪存100% NVMe存储解决方案可交付稳定

可靠的性能。如今您可以选择在单个阵列上整合测试/开发、非关键虚拟机、数据保留/灾难恢复等功能，以及所有其他容量优化的应用

程序。赋能您的IT企业简化基础设施，消除复杂的孤立做法，将这些应用程序灵活部署在多个离散型混合磁盘解决方案中。  

 

  

图1. FlashArray//C应用场景** 

图2. FlashArray//C60扩容 

全QLC FlashArray//C应用场景 

工作负载整合 数据保护与灾难恢复 基于策略的虚拟机分层；

多云测试/开发 

用户文件共享 

638TB 
可用容量 

638TB 
可用容量 

1.5PB 
可用容量 

7.3PB 
可用容量 

247TB 
原始数据 

494TB 
原始数据 

247TB 
原始数据 

1.88TB 
原始数据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flasharray-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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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源头打造简便性 

FlashArray//C具备各种简化功能：您的硬件、软件和云管理体验经由联合设计，确保所有工作正常运转。  

该产品的简便性示例如下：  

• 30分钟单箱无说明书安装（由Pure专业服务或合作伙伴安装服务） 

• 数据缩减后执行端到端加密 

• 无需性能调整 

• 用于自动化的API 

• 仅六根线缆 

• 人工智能驱动的云管理 

• 包含全部阵列软件 

• 主动支持 

基于云的管理  

Pure1® 平台透过全栈分析和Pure1 Meta™的人工智能驱动力，提供简捷的云管理服务，以及轻松无忧的预测性支持。Pure1为您所有的备

份文件创建快照目录，并集中存放在一处，不论目标应用是一款FlashArray™
、FlashBlade®，或是其他NFS目标应用或公共云（例如

Amazon S3）。  

 
图3. Purity//FlashArray功能 

核心服务 

元数据 DIRECTFLASH 云 

可变区块引擎 闪存可靠性 全局闪存管理 全局垃圾回收 CLOUDSNAP CLOUD BLOCK 
STORE 

PURE1 
META™ AI 

数据服务 

缩减 保证 保护 安全 

重复数据删除 

压缩 精简配置 RAID-HA ACTIVECLUSTER 加密缩减 

优化 

DIRECTMEMORY 
CACHE 

异步复制 始终开启的加密 

协议 API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pure-1.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pure-1/me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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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ty：FlashArray软件定义内核 

Purity for FlashArray提供丰富的企业数据服务、DirectFlash™全局闪存管理和各版本Evergreen增强功能。  

ActiveCluster适用于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QoS、vVol、NVMe-oF、快照存储至NFS、Purity CloudSnap™
和EncryptReduce，以上

为无中断Purity升级新功能的示例。购买任意一款阵列产品，即可获得内置Purity存储服务、API和高级数据服务**。 

DirectFlash 

FlashArray超越了传统SSD架构，不再像后者那样将闪存伪装成硬盘。如今，DirectFlash通过超高效的NVMe协议直接对接原始NAND，

并能够充分应用NVMe-oF。  

DirectFlash涵盖多个组件： 

DirectFlash软件（DFS）：DFS对阵列I/O实施全局管理，确保基础设施运转更快、更高效。DFS能够执行深化细致的I/O调度和性能管

理。通过减少SSD架构中经常发生的缓慢I/O数量，确保I/O更确定的同时，缩短平均延迟。  

DirectFlash模块（DFM）：DFM作为Pure设计的闪存模块，可运用NVMe将原始闪存直连至FlashArray存储产品。不同于使用闪存控

制器或闪存转换层的传统型SSD，DFM只是单纯的原始闪存。这一设计扫清了众多传统存储架构固有的SSD性能障碍。 

DirectFlash™ Shelf：DirectFlash Shelf可用于为FlashArray//C扩充NVMe容量，作为阵列机箱的外挂组件。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作为

机箱外挂，采用融合RDMA（RoCE）的NVMe-oF协议，充分利用50 Gbps以太网连接。由于闪存密度不断升级，外加新形式（例如

SCM、QLC等）的迭代问世，这款扩展架可支持不同规格DFM。  

DirectFlash Fabric：相较于DAS，DirectFlash Fabric可极大降低网络延迟，同时采用共享存储，输出企业级可靠性能和数据服务，展

现出更多附加优势。NVMe-oF借助高速网络，可实现存储控制器和主机之间的大幅度优化，确保DirectFlash Fabric赋有更强劲的性能

和效率，包括主机CPU卸载方面的优势。 

Evergreen Storage  
有了Evergreen Storage，您可以一次性完成设备部署，享用持续创新订阅，在为期10年或更长的期限内不断扩展和改善性能、容量、

密度和/或功能，以上操作均无需停机，且不会影响性能和无需数据迁移。Pure借助FlashArray模块化无状态架构，直接在产品中植入

兼容未来技术的前瞻性。也就是说，您可以无中断升级和扩展已有设备。Evergreen计划提供诸如“每三年免费更换控制器”和“弹性

升级控制器”之类的服务，不仅在升级控制器时送上以旧换新的切实价值，而且为您赋予增长和现代化转型所需的敏捷性。 

容量整合计划确保您的存储在扩展时始终保持现代化和高密集特色。有了Evergreen Storage，您不必重购已有的TB级存储。确保您的

存储始终常青化、现代化和高密度。与此同时，它能够始终满足您的业务需求。Pure通过Pure即服务
™
产品组合提供核心解决方案，采

用即产品（CAPEX）或即服务（OPEX）的独特模式。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purity.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purity.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solutions/infrastructure/business-continuity.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solutions/infrastructure/business-continuity.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purity/directflash.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purity/directflash.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purity/directflash.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products/evergr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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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可用容量假设HA、RAID和元数据开销及GB-GiB转换量，并考虑到始终启用的重复数据删除、压缩和模式删除功能的数据缩减量等优势。平均数据缩减量按5:1计算，不包括精简配置。 

 

其他资源 

• FlashArray//X产品资料 

• Purity产品资料 

• Pure1产品资料 

• ActiveCluster 

**部分功能不属于“常规可用性”范围。 
 

 

 容量 物理 

//C40 
可用容量*高达1.9PB/1.4PiB 
原始容量高达494TB/449TiB 

3U  
97.7 lbs (44.3Kg)（满载） 
5.12” x 18.94” x 29.72”机箱 

//C60 
可用容量高达7.3PB/6.6PiB 
原始容量高达1.9PB/1.7PiB 

3U-9U  
97.7-185.4 lbs (44.3-84.1 kg)（满载） 
5.12”-18.94” x 18.94” x 29.72”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purestorage.com/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s://www.purestorage.com/legal/productenduserinfo.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legal/productenduserinfo.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patents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tel:8003797873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s://www.youtube.com/user/purestorage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s://twitter.com/PureStorage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pure-storage/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s://www.facebook.com/PureStorage/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mailto:info@purestorage.com
http://purestorage.com/
tel:8003797873
https://www.purestorage.com/pure-folio/showcase.html?type=pdf&path=/content/dam/purestorage/pdf/datasheets/ps_ds_flasharray_03.pdf
https://www.purestorage.com/pure-folio/showcase.html?item=/type/pdf/subtype/doc/path//content/dam/purestorage/pdf/datasheets/ps_ds_purity_02.pdf
https://www.purestorage.com/pure-folio/showcase.html?item=/type/pdf/subtype/doc/path//content/dam/purestorage/pdf/datasheets/ps_ds5p_pure1_04.pdf
https://www.purestorage.com/pure-folio/showcase.html?item=/type/pdf/subtype/doc/path//content/dam/purestorage/pdf/datasheets/ps_ds2p_activecluster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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