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
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
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使用簡便、高效能、長盛不衰的智慧型儲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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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不再只是
存取這麼單純 

// 您需要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
　以下則是您應該選擇我們的十項理由。

資料儲存至關重要，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儲存資料。但在今日，更重要的是您如何善用您所儲
存的資料以及您是否儲存了有用的資料。正確的資料組合與跨類型資料分析的能力是推動全球
市場邁向數位轉型的關鍵。

快速、高效率的跨類型資料儲存、存取與分析能力是數位轉型的必要條件。其最終目的是解開資
料中隱藏的深度洞察，藉此創造比競爭對手更快速、更智慧化的產品與服務，並進一步取得競爭
優勢。

您的企業是否透過資料分析創造商業價值？您是否善用了影音資料、感測資料、社群分析、點擊紀
錄、行動裝置位置資訊、客服郵件、交談紀錄等各類型的大數據？您是否有將大數據與結構化的營
運資料進行比對分析，以讓您的商業用戶能夠輕鬆查詢，進而更快速地發掘創新的方法與解決方
案？

如果還沒有，那您最好加緊腳步，因為您的競爭對手早就開始了。而這些任務其實並沒有您想像
的那麼困難。

如何讓資料發揮最大價值
1. 您存放在 Oracle® 資料庫中的結構化營運資料（交易資料）是資料價值的基礎。

2. 利用資料庫和商業智慧進行企業歷史資料的描述性分析，進一步提升資料的價值。

3. 所有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結合後，透過多重的資料來源（例如物聯網與其他應用程式資
料）產生預測式與指導式的分析結果，並最終實現數位轉型，如此便能發揮資料的最大價值

要達到這些目標，您的 IT 基礎架構必需具備以下特性：

• 可靠、可擴充

• 具備可預測的突破性效能

• 利於您整合基礎架構

• 符合成本效益

• 部署與管理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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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便

輕鬆、快速地存取 Oracle 方案

確保 Oracle 方案能永久運行並時時受到保護

透過雲端進行一站式的管理與監控

高效率

提高 Oracle 資料庫的效率，同時降低成本

可靠的運作效率與高達 99.9999% 的可用性

為您的 Oracle 資料庫提供前所未見的極致效能

長盛不衰

降低成本，同時提高投資報酬率

還有更多

世界各地的客戶皆對我們的解決方案感到滿意

PB 級儲存裝置滿足大數據與並行工作負載的所有需求

運用融合式基礎架構，建構可全面擴充的全快閃雲端資料中心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選擇全快閃儲存的
十大理由

//點擊以上任一理由即可閱讀更多細節。

操作簡單

免停機・不受任何影響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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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快速的部署流程

名片大小的使用說明

彈指般容易的資料管理

操作簡單的單一平台

—德州加蘭市，首席系統管理員 Stefanie Thompson

或任何工作負載相關之設定

使用簡便

—數小時內部署完成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操作簡單

輕鬆、快速地存取 Oracle 方案

兩倍的
部署速度 不需調校

減少 90% 的
拷貝與複製時間

全快閃解決方案所需的部署時間不到其他儲存方案的一半。您不再需要花費幾天的時間架設並
進行儲存裝置最佳化，Pure Storage 的方案只要數小時即可設定完成。此外更不需要針對Oracle 
資料庫進行任何額外調校。

Pure Storage 全快閃陣列儲存方案與其他全快閃陣列儲存方案在簡易性與部署速度上的差異皆
經過真實顧客的完整測試與驗證。

Pure Storage 的儲存方案讓您只需要透過單一平台即可運用 Oracle 資料庫進行線上交易處理（
OLTP）與線上分析處理（OLAP）所需的所有開發、測試、品保與生產工作。您不需要再透過各別的
平台執行任務關鍵的工作。

Pure Storage 全快閃陣列的入門使用說明只有一張名片的大小！部署完成後，只需要最輕量的維
護即可持續享有輕鬆的使用體驗。

透過快速、高效的 Pure Storage 快照功能，您可以將 Oracle 資料庫的拷貝、複寫與更新流程自動
化，並且省下 90% 的拷貝與複寫時間。

FlashRecover 快照功能讓您能夠將 Oracle 資料庫的備份與復原流程自動化。您不需要額外投資
備份或復原工具即可締造低 RTO（復原時間目標）與低 RPO（復原點目標）的成果。

「我們的資料庫管理員和 IT 人員過去遇到大專案時必需徹夜
工作，以及耗費大量時間試圖加快重要應用程式的速度。自從
改用 Pure Storage 的產品，他們再也沒這麼做過了。」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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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任何影響

使用簡便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免停機・不受任何影響

確保 Oracle 方案能夠永久運行並時時受到保護

免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零麻煩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免停機
Pure Storage 的 EvergreenTM 讓您的資料平台能夠持續透過最新、最現代化，且效率最高的軟
硬體設備提供 Oracle 工具與應用程式所需的資料。您所投資的資料與生產力將永遠受到保護，
不需忍受系統停機與資料搬遷等不必要的困擾。

您的 Oracle 資料庫、工具與應用程式都能夠透過 Pure Storage 的全快閃陣列運行，任何以 
Oracle 為基礎的關鍵任務都不會受到影響。您可以運用 Oracle 資料庫進行 OLTP、OLAP、預測式
分析，或是與其他商業解決方案並行運作。一切都透過同一個儲存平台，且運作效能不會受到任
何影響。 

—達文波特大學，虛擬基礎架構管理員 Joe Bliss

「系統架設至今已一年多了，我們連動都沒動過它。沒有硬碟故障、沒有支援案件，一切都完美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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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1® 提供主動式與預測式支援

 

 

 

一個團隊，一致體驗

 

 

使用簡便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以雲端為中心

透過雲端進行一站式的管理與監控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隨時隨地都能輕鬆管理
Pure Storage® 的 Pure1® 雲端型儲存管理與支援平台採用雲端式的軟體即服務（SaaS）模式，為
您提供輕鬆簡單的儲存方案管理流程。不論何時、何地，你都能夠透過任何的 iOS® 或 AndroidTM 
裝置進行管理，或是取得儲存陣列的狀態與效能資訊，不需額外安裝任何程式。

除此之外，Pure Storage 會幫您處理所有的升級問題。軟體升級可完全透過遠端進行，過程中對
您的營運流程和系統效能完全不會造成任何影響。90% 的軟體升級是由 Pure1 Global Insight 
團隊負責處理，您甚至連版本說明都可以不用閱讀。

不論您位於世界各地，Pure1 都能提供一致的完美體驗。Pure Storage 在亞太、日本、歐洲、中東、
非洲，以及北美皆設有支援中心。此外，我們絕不會將支援工作外包給第三方企業進行。 

Pure Storage 的解決方案能夠自我管理多數功能，您只需要靜靜觀看 Pure1 運作即可。如果您不
想查看也可以，因為我們的 Pure1 Global Insight 團隊會幫您監控一切。Pure1 Global Insight 團
隊會幫您：

• 透過已知的問題預測系統弱點

• 即時偵測系統設定與環境變動

• 偵測效能與容量異常

• 若任何問題需要您的關注，我們將備妥解決方案主動與您聯繫，以節省您的寶貴時間

—杰德森獨立學區(ISD)，技術總監 Steve Young

「Pure Storage 在我們還沒發現問題前就主動來電通知我們。」

的支援案件是由 Pure Storage
Pure1 Global Insight 團隊主動立案

的軟體升級是由 Pure1 Global 
Insight 團隊遠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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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

比市場第二名產品
高兩倍的資料減量率1

 

傳統 Oracle 資料類型
3:1 至 5:1  的資料減量率1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Farmcredit Mid-America，系統工程師 David Fuchs

「重複資料刪除與壓縮功能讓我們可以用現有資源發揮更大價值，我們再也沒有擔心過容量的問題了。」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資料減量

提高 Oracle 資料庫的效率，同時降低成本
重複資料刪除與壓縮功能提高資料管理效率
Pure Storage 的方案同時支援無損的在線重複資料刪除與壓縮功能，提供您最極致的資料減量
效率。傳統 Oracle 資料類型（例如數字、日期、char、varchar）的資料減量率可高達 3:1 至 5:11，即
便是市場上第二名的全快閃儲存產品也只有這個數字的一半。

節省您的成本
使用 Pure Storage 產品運行 Oracle 方案不只能夠降低實體空間與儲存裝置的需求，您還可以停
止使用 Oracle 的壓縮功能。Pure Storage 產品的資料減量效率與 Oracle 的壓縮功能旗鼓相當，
您可以不用再花錢購買軟體授權、投資伺服器運算效能，或是煩惱管理人力等麻煩事務。

除此之外，Pure Storage 的方案亦能夠大幅簡化系統調校的流程，幫您更進一步節省調校成本。
只要使用 Pure Storage 方案，您將再也不需為下列的調校項目勞心費神：

• 資料庫區塊大小；取消復原記錄檔區塊大小

• 自動儲存管理 (ASM)

• 粗糙分割（coarse-grained striping）vs. 細緻分割

• 磁碟區數目（磁碟數）

• RAID 層級 — Pure Storage 全面使用 RAID 3D

• ASM vs. 檔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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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 99.9999% 的可用性

 

 
可用性

 
效能

高效率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愛達荷州運輸部

「我們過去平均每 19 個小時會停機一次。自從採用了 Pure Storage 的方案，我們已 102 天沒有停機過了。」

系統備援

可靠的運作效率與高達 99.9999% 的可用性
以備援機制締造系統韌性
對 Pure Storage 而言，系統失效指的不只是硬體故障，任何一點效能的減損在我們眼中都是系統
失效。因此我們為 Pure Storage 的全快閃儲存方案設計了完善的備援機制，不論任何零組件故障
都不會對應用程式的執行造成明顯影響。

然而，系統停機最常見的因素其實不是故障，而是系統維護。這就是為何 Pure Storage 堅持採用
不中斷系統，也不遷移資料的軟硬體升級方式，確保您的營運永遠不受干擾。三年後，您所使用的 
Pure Storage 設備可能會與今天完全不同，但這段期間您完全不需進行任何一次的停機或是資
料遷移。

Pure Storage® 的 FlashArray//m 方案能提供 99.9999% 的可用性，這代表您的 Oracle 資料庫能
夠永遠處在運作中的可用狀態，並時時受到保護。除此之外，您更不需要為此犧牲任何一滴的系
統效能。 

• 叢集式的控制器設計確保任一控制器即便完全故障仍不會對您的營運造成影響。

• 記憶體模組、NV-RAM 模組、儲存刀鋒，以及控制器等元件皆支援熱拔插，因此您的商業營
運即便在故障復原的過程中仍能順暢運行。

• FlashArray 採用無狀態的控制器架構，您只要將故障的控制器拔除，再接上新的控制器就
能輕鬆使系統恢復原先的完整可用性，而這整個過程都對效能毫無影響。

• 資料庫專用的 FlashBlade 採用 N+2 的備援機制因應記憶體或刀鋒故障的問題。即使整
片儲存葉片失效，系統仍有辦法自動修復，並維持 FlashBlade 完整的系統韌性。

此外， Pure Storage 採用預測式支援主動偵測系統弱點，並針對已知問題採取預防措施，以全面
降低停機風險。

免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系統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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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TP 交易次數  
 

每秒讀寫次數（IOPS） 
以及低於毫秒的延遲時間的實體讀寫（I/O）時間

高效率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告別過時科技與延遲時間

極致效能

為您的 Oracle 資料庫提供前所未見的極致效能
永不中斷的極致效能
Pure Storage 全快閃儲存方案能夠提升您的系統效能達十倍以上，並且同時提供毫秒以下的延
遲時間以及非中斷式的升級與維護方式。您可以輕鬆整合 OLTP 與資料庫作業，並取得傳統磁碟
所望塵莫及的高端效能。這一切都伴隨更低的成本、更簡單的管理流程，以及更高的可用性。

Pure Storage 以快閃記憶體取代傳統磁碟，因此能夠完全去除傳統儲存裝置固有的延遲與效能
問題。沒有了延遲問題，您終於可以透過同一個全快閃儲存平台並行您的 Oracle OLTP 與 OLAP 
方案。您不但獲得了遠勝磁碟的效能，還能同時節省五到十倍的實體儲存空間。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骷髏糖耳機，基礎架構部門總監 Bret Allen

「Pure Storage 提供的效能實在太棒了。事實上，它的效能已經完全超過了我們的需求。」

秒 每分鐘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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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盛不衰

零風險容量保證2

 
一次部署 
十年以上不斷升級

 

 
六年內省下的資本
支出與維護成本3

 
 

電力、冷卻與資料減量
省下的空間成本3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投資報酬與成本

降低成本，同時提高投資報酬率
享有市場上最低的總持有成本（TCOs）
Pure Storage 提供市面上總持有成本（TCOs）最低的全快閃陣列儲存方案，這多虧了我們的 
Evergreen Storage。透過 Evergreen Storage，您只需要進行一次部署即可依您的需求持續升級
長達十年以上。所有的 Pure Storage 全快閃儲存方案皆支援 Evergreen Storage，因此您再也不
需要透過容量過小或使用率過高的儲存架構部署您的 Oracle 環境。除此之外，您還可以於線上
隨意混搭您需要的元件，讓您的儲存裝置永遠保持高密度、高效率與現代化。Evergreen Storage 
另具備以下特點：

• 提供用戶為期六個月的「最適大小保證（Right-Size Guarantee）」，以書面形式擔保您可以
得到適當的儲存容量2

• 有助於降低機房的電力、冷卻系統、管理，以及空間花費

• 持續提供用戶最新的儲存架構，且無需額外花費

• 提供用戶內建的自動化備份、還原與快照功能，不需安裝額外的軟體

快速了解節約成本
Oracle 即可為第三方的快照技術提供支援，以利用戶在沒有進入備份模式的情況下也能進行備
份、還原與復原作業：

• 快照當下與資料庫故障狀態一致。

• 快照中保存個別檔案之寫入順序。

• 快照保存完成當下之時間 (Oracle 資料庫 12c 或更新)

透過 Evergreen Storage 模式，您省下的比花費的還多。光是考慮到六年內重複投資設備需花費
的成本，Pure Storage 的方案就能幫您省下 33% 的成本3。若再考慮到僅僅十分之一的空間、電
力與冷卻成本、兩倍的資料減量率，以及以往重複投資的花費，Pure Storage 在六年內共能夠幫
你省下將近 50% 的成本。

—Smithville Fiber，系統管理員 Michael Richardson

「Evergreen Storage 是我們選擇 Pure 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個月



 | 11

 

還有更多

閱讀更多顧客的成功故事 .

全球高科技公司平均

PURE STORAGE

(取自 Satmetrix 2016 NPS Global B2B Benchmarks.)

APPLE IPHONE

16

83.5

64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2016 年淨推薦分數 （NPS）83.5 分

顧客滿意

世界各地的顧客都相當滿意我們的解決方案
別光聽我們說，聽聽我們的顧客怎麼說
數以千計的顧客透過 Pure Storage 運行 Oracle 資料庫。 Pure Storage 獲選為 Satmetrix® 2016 年第一推薦科技供應商，

NPS 分數高達 83.5 分，遠遠超越其餘廠商4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Mercedes AMG PETRONAS F1 車隊，IT 主任 Matt Harris

「Pure Storage 的支援部門有如我們自身團隊的延伸，我們再也不需煩惱儲存裝置的問題了。」

https://www.purestorage.com/custom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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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PB 級儲存裝置滿足大數據與並行工作負載的所有需求

您可以享有

容量
FlashBlade 能夠同時帶給您龐大的儲存空間與即時的全快閃記憶體分析。FlashBlade 簡單、不
費力的使用方式與高速傳輸非常適合 Oracle 的資料庫與分析方案，快用它來徹底改造您的企業。

效能
Oracle 的 Direct 網路文件系統（dNFS）比傳統的網路文件系統（NFS）更加快速。若搭配 FlashBlade 
使用，配置上將更加容易。您能夠透過單一個統一的連接模型滿足所有硬體與作業系統平台中的
儲存與網路需求。此外，您還能省下與光纖通道相關的花費，並同時享有大規模的並行性，以及極
快的掃描率與資料提取速度。

FlashBlade 不論區塊大小，為您的資料讀寫與元數據作業盡情加速。不需要快取檔，也不需分層
即可管理所有作業。

更多好處
具彈性的橫向擴充 — 您可以隨時在線上橫向擴充超低延遲並支援熱拔插的 8-TB 與 
52-TB 儲存葉片，您的 Oracle 資料庫作業絕不會受到任何侵擾。

FlashBlade 儲存設備 — 經特別優化，適用於整合大量的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壓縮
功能隨時啟動，不需犧牲效能也能持續節省空間運用。

操作簡單 — 如同 Pure Storage FlashArray//m，FlashBlade 能夠輕鬆部署與管理，其內
含的 Evergreen Storage 模式可大幅提升投資報酬率與降低持有成本。不論任何規摸的 
FlashBlade 設備都只需要一名管理員即可輕鬆管理。

相容性 — FlashBlade 與Pure Storage FlashStack 方案，可完全相容，您的所有 OLAP 
Oracle 方案都能夠盡情運用 Pure Storage 全快閃儲存技術的簡易性與高端速率。

• 數十 PB 的容量

• 數十億的檔案與物件量

• 數萬名的客戶同時連線

全部都容納在僅僅一個 4U 大小的機箱內，不但只需要等同一台吹風機的耗電量，其佔據的空間
更遠低於傳統的資料中心。

有了 FlashBlade，您不再需要那麼多伺服器核心，授權費用亦可同時減少。您可以將多個機箱互
相連接成大規模的系統，進而創造更佳的效能。

多重路徑功能提供具並行性的網路路徑，可提高儲存裝置的擴充性與可用性。Oracle dNFS 可透
過自動化的負載平衡功能將存取要求分配至數個特定路徑。若任一路徑失效，Oracle dNFS 用戶
端將重新發送指令至剩餘路徑，以確保系統維持高容錯性與可用性。

•

•

•

•

—TechTarget5，新聞編譯 Garry Kranz

「Pure Storage 的全新產品 FlashBlade 是一套高密度、高效能、
並且適用大數據分析的全快閃儲存系統。」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 13

還有更多

操作簡單 零停機
不受任何影響 以雲端為中心 資料減量 系統備援 極致效能 投資報酬與成本 顧客滿意

運用融合式基礎架構，建構可全面擴充的全快閃雲端資料中心
為您的資料中心帶來全面性的高效率
FlashStack 是一套具彈性的全快閃記憶體融合基礎架構（CI）方案，能夠將快閃記憶體的革命創
舉帶進您的資料中心。FlashStack 結合了最新的運算、網路、儲存硬體，以及虛擬化軟體技術，並
全部整合為單一個基礎架構，能夠為您加快部署時間、減少整體 IT 成本，並且降低部署風險。

• 可由 9U 機箱擴充至 160 個伺服器與 1PB 以上的儲存空間

• 通過思科®驗證設計，可在 Oracle Linux® 上支援 Oracle 資料庫 12c RAC6

• 經過 Oracle、微軟® SQL Server®、SAP®、微軟® Exchange、VMware vSphere®、 VMware® 
HorizonTM、以及 Citrix® XenDesktop® 認證

• 專為提供具擴充性的容量與效能所設計，適用於任務關鍵的 Oracle 作業。 

• 相容於FlashBlade

FlashStack CI：

伺服器

儲存空間
—Shutterfly，營運總監 Dan McCormick

「Pure Storage 的儲存方案具備高可用性與高可靠度，並且能夠
在我們的商業尖峰時段提供穩定一致的效能。」

選擇 Pure Storage® 全快閃解決方案搭配 Oracle® 資料庫與分析部署的十大理由



Pure Storage 的全快閃儲存方案涵蓋各種價位，我們能夠滿足任何
組織的資料庫需求

sales@purestorage.com | 800-379-PURE | @pure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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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運用 Pure Storage 的快閃儲存方案
發揮您資料的價值

請點擊下列連結，或來電與 Pure Storage 銷售團隊或 Oracle 專員聯繫。我們可應要求提
供 FlashBlade 或 FlashStack 的實機展示。

http://www.purestorage.com/solutions/applications/oracle-database.html
sales@purestorage.com
http://www.purestorage.com/why-pure/evergreen.html
http://www.purestorage.com/microsites/pure_leaderboard.html
www.cisco.com/c/en/us/td/docs/unified_computing/ucs/UCS_CVDs/ucs_flashstack_oracleRAC.html
http://searchsolidstatestorage.techtarget.com/news/450411738/Dense-Pure-Storage-FlashBlade-storage-zeroes-in-on-web-scale-analytics
http://blog.purestorage.com/introducing-the-newly-expanded-evergreen-storage-guaranteed-capacity-that-stays-modern-and-dense/
sales@purestora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