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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資料必須搭配全新思維

資料增長（現多由機器取代人工推動）仍持續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加快成長。企業紛
紛意識到資料已成為最寶貴的資產，因為資料不只是商業情報的來源，更是取得競
爭優勢的關鍵。我們相信，未來的基礎架構勢必要具備多重雲端，及以資料為中心
的特性，才能發揮資料的強大潛能，即便是內部部署亦是如此。

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構整合一切元素

Pure 的資料為中心架構端對端產品套件能為儲存團隊提供靈活的區塊、檔案與物件
資料服務，以驅動多重雲端的儲存環境。這是一款全面合併、共享的資料平台，專
為同時推動傳統與新型的 IT 堆疊模式所打造，其優異的速度與靈活度能簡化所有作
業、強化開發人員效率，並實現次世代的 AI 與分析技術。

Pure 資料為中心架構的強大能力，來自我們的共享加速儲存陣列：FlashArray 區塊
資料、FlashBlade™ 檔案與物件資料、FlashStack™ 融合基礎架構、AIRI™ 整合式的 
AI-Ready 基礎架構，最後再加上 Evergreen™ Storage Service (ES2)，提供您按使
用計價的營運支出消費模式。

現今的企業組織必須以資料為中心，並利用資料來推動全新的顧客服務與體驗。
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構正是為此而生。

合併與簡化 – 輕鬆將所有應用
程式簡化並整合至單一儲存層

即時性 – 以即時資料推動更快
速的應用程式、更出色的顧客
體驗以及更高的產能

隨選提供並自我驅動 – 實現高
度自動化的資料即服務 (DaaS) 
架構

多重雲端 – 無論內部部署或混
合雲端，皆能實現適用的資料
可攜性

放眼未來 – 與時代演進並創新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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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2

主動／主動多重雲端
連線功能

高速復原

TIER 1
應用程式 雲端協調虛擬機器 / 容器 TIER 2 分析

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構

物件區塊
檔案

MULTI-CLOUD

簡化所有生產作業
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構是次世代企業級的儲存裝置，能助您輕鬆加速與合併所有工作負載、為您提供全面的資料防護，同
時適用多重雲端環境。

加速任務關鍵型應用程式

採用 100% NVMe 的 DirectFlash™，使 SQL、Oracle、
SAP 等 Tier 1 應用程式發揮完整效能，同時讓所有類型
的工作負載皆能以實惠成本運用 NVMe。

以全快閃記憶體
合併所有工作

高密度的 DirectFlash 儲
存系統，簡化整體基礎架
構。

您可以將所有業務工作負
載放至快閃記憶體運行。
Pure 的資料減量技術、
QoS，及 FlashArray 超
高可用性有助實現既安全
且符合成本效益的合併成
效。您不只省下一兩座機
架，而是好幾排的資料中
心空間。

快速還原

透過快閃記憶體進行備份
與還原作業，進而履行服
務層級協議，並避免 SLA 
處罰。以十倍速完成復原
，同時省去 30% 至 50% 
的備份設施。

雲端自動化

出廠即可全面自動化運行 VMware、Microsoft，及各式
開源雲端。此外亦提供開放式 API，有助與任何平台（
包含最新的容器式平台）進行整合。

打造專屬多重雲端

掌握資料，而雲端採取租用模式。啟用混合雲端和多重
雲 端 工 作 負 載 即 保 護 工 作 流 程 。 透 過 移 動 式 快 照 與 
CloudSnap 技術（2018 下半年推出），您可以隨時隨
地取得所需要的資料。

輕鬆實現企業級的商務持續性

您可以在兩座資料中心間順暢運行所有作業，甚至橫
跨多個都會區維持復原點目標 (RPO) 及復原時間目標 
(RTO) 雙零目標； 透過非同步的第三備援機房實現跨
全球的災害復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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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
開啟雲端

建構叢集

虛擬機器與容器的 CI/CD 管道流程

快照

物件
檔案

區塊 REST

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構

開發人員的奧援
未來的經濟環境中，軟體將成為每一個企業的商業原動力，而 DevOps 則是推動創新與產能的關鍵。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
構能加速 CI/CD 管道流程各方面的效率，進而創造競爭優勢。

運用容器與快閃記憶體導入 CI/CD 管道流程

加快整體 CI/CD 管道流程。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構一出廠即與 VMware、OpenStack、
Docker，及 Kubernetes 的完善整合，加上 OpenShift 的參考架構，以及全快閃記憶體組
成的硬體基礎，是您推動現代化 DevOps 的最佳利器。

並行運算加速建構流程

別再讓開發人員花數個小
時等待簽入結果。您可以
透過大規模並行處理將建
構速度提升三倍，數分鐘
內取得回饋資訊。

開發流程重新整理
生產資料

透過快照與複寫功能為您
的開發人員輕鬆導入最新
的生產資料。

快速的錯誤分析

透過即時分析，自動化失敗測試的根本
原因分析。

為開發人員提供 PAAS 與 IAAS 服務

供開發人員立即存取資料庫、虛擬
機器、容器及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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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資料倉儲

龐大的資料湖泊

採用容器的現代資料管道

AI GPU 叢集
  

物件

檔案

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構

引進次世代分析
如果資料是企業最重要資產，那資料分析則是企業最關鍵的工作專案之一。Pure 資料為中心的架構將所有工作負載合併至
單一平台，大幅簡化複雜的分析架構。您的工作將能共同享有全快閃記憶體的強大效能，不再四散於各個資料孤島。

合併資料管道

不再需要同時管理數十個獨立工具和資料孤島，您可以透過共享的快閃記
憶體驅動您的整體的資料管線，並享有彈性的擴充能力。一次就把儲存問
題搞定，並同時推動更廣泛的分析及更為彈性的系統，以因應未來的分析
工具。

升級和擴展您的資料倉儲

善用全快閃記憶體的優異效能，將資料倉儲全面現代化，
同時運用批次與即時的資料管道處理豐富龐大的資料集。

打造 AI 叢集

您的企業組織需要合適工具，才能有效
利用 AI 與機器學習技術。採用全快閃記
憶體的共享儲存系統，有助於使 AI 叢集
中的 GPU 保持忙碌。

將資料湖轉化為
全快閃記憶體的雲端

將您的 Hadoop 叢集移
轉至全快閃記憶體，並
從 MapReduce 改用 
Spark 框架。取得互動
式的查詢功能與即時結
果，並獨立擴充您的運
算與儲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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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架構全體適用
次世代的共享加速儲存系統，為您一次合併所有的資料與工作負載。Pure 資料為中心的基礎架構是一切的驅動力來源，輕
鬆、高效，更能長盛不衰。

資料推動的商業未來，不可或缺的必備要件

Pure Storage 的 FlashArray 與 FlashBlade™ 產品提供所有您需要的儲存服務──區塊、檔案、物件或是虛擬機器皆一
體適用，能夠幫您合併資料庫、虛擬機器，或是網頁規模應用程式等一切事物。Pure陣列提供所有工作負載豐富的資
料服務，領先業界的資料減量技術、FlashArray 經實證達 99.9999% 的可用性、不需要規劃停機時間、內建的資料防
護 、由 DirectFlash™ 驅動的全域快閃記憶體管理、無上限的擴充能力、毫不費力的簡易操作，因此能夠有效推動工作
產能。

FlashStack：全快閃記憶體融合基礎架構

FlashStack™ 是一套高度簡化與彈性的革命性融合基礎架構，其強大、健全的雲端服
務平台能夠全面扶持任務關鍵的企業應用程式。FlashStack 方案通過思科認證設計，
將思科的整合運算系統（Cisco UCS®）與 Pure Storage FlashArray 結合，能夠同時
為您加速部署時間、降低整體 IT 成本，以及減輕部署風險。

AIRI：簡單又快速的規模化 AI

AIRI™ 是業界第一個全面 AI 就緒的基礎架構，由 Pure Storage 
與 NVIDIA® 共同打造，以更進一步擴展 NVIDIA® DGX™ 系統的
強大功能。藉由 FlashBlade 儲存系統與 NVIDIA DGX-1 伺服器的
強大驅動，AIRI 和 AIRI “Mini” 能夠為企業提供簡單、快速，並且
能夠與時俱進的基礎架構，以滿足任何規模的 AI 需求。

ES2：儲存即服務

Pure Storage 的 Evergreen Storage 
Service（ES2）為私有及混合雲提供真
正 以 營 運 支 出 支 付 的 儲 存 即 服 務
（  STaaS）方案。您可以輕鬆享有 
Pure 資料本位基礎架構簡單、高效且長
盛不衰的使用體驗，全部以服務的模式
應需求提供。



6

 

Pure 的資料本位基礎架構能夠與時俱進

您的儲存裝置只需要部署一次就能透過訂閱服務，長達十年以上持續取
得創新技術、提升效能、容量與儲存密度，並升級各種全新功能，過程中不需停機或遷移資料，系統效能亦不受任何影響。透
過 Evergreen Storage 訂閱模式，您的儲存裝置能夠與時俱進，並隨時滿足您的商業需求。一般的 Evergreen 方案能隨時間為
您的基礎架構提供多方面的改善，過程中不用損失任何過去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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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的自驅動基礎架構

Pure1® 是我們由 AI 驅動的管理、分析與支援平台。Pure1 的機器學習式預
測分析功能結合 Pure1 Meta™ 的持續掃描，以及硬體產品的自我管理與
隨插即用設計，即構成了使用上輕鬆、簡單的資料本位基礎架構。

・管理 – Pure1 以 SaaS 為基礎，讓您能夠從任何瀏覽器或是 Pure1 的行動
app 管理陣列，不用購買、部署或維護其他額外設備。您只要登入之後就
能透過單一個資訊面板管理所有陣列，並全面掌握儲存裝置的所有健康與
效能資訊。

・分析 – Pure1 提供真正的效能預測功能，讓客戶能夠完全掌握陣列當下與
未來的效能與容量需求。效能預測能夠幫助您以更智慧化的方式進行整合
，並實現前所未見的工作優化成效。

・Support – Pure1 將極致主動的支援團隊與 Pure1 Meta 的預測式情報結合，能夠提供無與倫比的支援能力。這正是
FlashArray 的可用性為何經實證能高達 99.9999% 的關鍵。當我們解決了您甚至未察覺的問題，您一定會感到無比驚喜。

・META – Pure1 Meta 透過大量儲存陣列的健康與效能資訊提供全球情報，並作為 Pure1® 服務運作的基礎。Pure1 Meta 會持
續掃描廣大用戶回傳的遙測資訊，並運用機器學習式的預測分析協助解決潛在問題與優化您的工作負載。

造訪 PURESTORAGE.COM/PRODUCTS 以了解更多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