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解决方案

Network Appliance ™ FAS200 系列
企业存储系统
价格合理、具有较高可
扩展性的可升级企业级
存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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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作组、分布式企业以及中小型公司越来越需要能够提高可用性、
实现信息共享、降低成本并确保信息安全可靠的网络和合并存储系统。
这些组织所需要的企业级解决方案要既能经济合算地满足目前的存储需
要，同时又能提供无缝的升级途径，以满足未来的存储需要。IT 经理最
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体系结构设计的灵活性，以便最好地满足多种
类型的数据以及众多应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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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pp FAS200 系列“光纤连接的”企业存储系统将快速的数据访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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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极低的维护需求集于一身，提供了功能强大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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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了经过验证的、具有极高
可用性的 NetApp 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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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存储合并方式简化了
管理，并能实现与大量数据管
理软件应用程序的集成。

有 NAS、SAN 或两相混合的环境的组织提供统一的存储系统，使得为规
模各异或人员配置各异的所有站点实现企业级的存储系统成为一个现实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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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200 系列系统采用了与所有其他 NetApp 系统相同的存储介质，并能
与它们实现完全的软件兼容。包括 FAS200 系列系统在内的所有
Network Appliance 存储设备都配备了 Data ONTAP™ 软件，并能与整个
的 NetApp 系列存储解决方案实现无缝的互操作。Data ONTAP 提高了组
织的效率和生产率，由此降低了总拥有成本 (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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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pp FAS200 产品系列提供了合理的采购价格和具备可扩展性的模
型，能够实现对存储投资的完全保护，从而为所有规模的组织提供非常
高的价值。FAS200 产品系列实现了即时的可扩展性，不需要中断对重要
应用和信息的在线访问，即可非常方便地扩展您的存储基础设施，以便
满足公司不断增长的存储需求。该系列支持最高达 4TB 的容量，随着存
储需求不断扩大，可以采用简单的升级过程，在不需要进行数据迁移的
情况下，非常方便和迅速地将所安装的 FAS200 系列系统升级到更高端
的 NetApp 企业存储系统。

Network Appliance 硬件为您提供

实现了即时的可扩展性和快速
的升级过程，而不需要进行数
据迁移。

NetApp FAS200 系列系统能够非常方便地集成到现有的 IT 环境中，为带

了业内最灵活、最可靠且扩展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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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实现的高可用性以及光纤通道磁盘驱动器等等。支持多种协议的

强的存储解决方案，管理简单，具

提供了价格合理的网络存储系
统，能够同时满足 NAS、iSCSI
SAN 以及光纤通道 SAN 等多
方面的存储需求。

价格合理的网络部署。这些高级存储系统利用了经过验证的 NetApp 存
储体系结构，并提供了标准的 NetApp 功能要素，包括集成的 I/O、通过

有内在的冗余性，可最大限度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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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FAS200 产品系列在同一设备中集成了存储和存储处理功能，有助于实现
高数据可用性及数据保护功能。

利用了经过优化的和可扩展的
操作系统、数据管理软件以及
完全实现了冗余的设计等经过
验证的 NetAp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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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pp FAS200 产品系列是一套适合众多

FAS200 系列存储系统非常适合于拥有远程

FAS200 系列价格合理，易于安装和配置，

部署情况的理想解决方案。FAS200 系列支

和分支办事处的分布式企业。这些组织和

日常维护工作也非常简单，从而降低了总

持以太网和光纤通道这两种环境，提供了

其他组织可以利用 NetApp SnapVault™ 和

拥有成本。得益于 NetApp 存储体系结构

非常经济的 NAS 和 iSCSI SAN 部署方式，

NetApp SnapMirror® 软件，将数据镜像到

的标准化，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员工的 IT 技

并能作为入门级的光纤通道 SAN 解决方

企业的数据中心，实施一套经济合算的数

能，并降低复杂性。FAS200 产品系列的创

案。FAS200 系列系统行使真正的“统一引

据保护策略。FAS200 系列系统通过一套单

新设计为我们带来了外型更加小巧的设备，

擎”功能，使您可以在单个网络上，同时

一方法实现了备份的集中化，减少了磁带

可以节省数据中心或远程办事处的宝贵空

为文件级和块级数据提供服务 — 而以前要

管理方面的要求以及对远程系统进行管理

间。最后，由于能够支持统一的存储网络，

求有多个单独管理的系统才能完成。

的需要，提高了数据可用性，并简化了备

因此在部署长期的、可高度扩展的和易于

FAS200 产品系列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它可

份和恢复的操作过程。与从磁带进行恢复

升级的存储解决方案时可以充分利用当前

以满足范围甚广的组织的存储要求，包括

相比，恢复备份在 NetApp 系统上的数据

的网络投资。

分布式企业以及中型企业的数据中心。该

将更快更可靠。

产品系列还能支持运行数据库、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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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协作和消息收发等计算机和数据密

这一解决方案降低了远程站点对复杂的 IT

请留意 NetApp 如何能够帮助您部署价格

集型企业应用程序的站点。

基础设施以及对常驻当地的 IT 支持资源的

合理的企业级存储系统，使您的存储投资

需求，并利用了安装在公司总部的 NetApp

获得更多回报。有关详情，请访问网站

系统的优势。

www.netapp.com，看看“The evolution
of storage™”的存储理念会为您的企业带
来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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