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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Pod Express

主要优势

通过工作负载整合优化基础架构

• 采用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正确起步。

• 利用易于部署的平台快速实施。

• 信赖经过 Cisco 和 NetApp 预先测试

的解决方案。

减少复杂性

• 借助于集成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资源

提高效率。

• 简化操作流程和管理。

• 每人可管理更多资源。

支持业务增长

• 实现环境标准化，可更轻松地预测 
预算和增长。

• 实现明智发展，可满足不断增长的 
业务需求。

挑战 
购买和管理 IT 基础架构是一个令许多中小型企业望而生畏的挑战。由于每个应用程序

通常都有专用的服务器，因此，许多组织需要维护和管理大量服务器。这种环境很难控

制，浪费资源，让 IT 人员不堪重负，并且会给预算造成巨大的压力。通过虚拟化来整

合工作负载和简化管理，公司可以节省资金和资源。这些客户需要一个经济实惠的简单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对于开始着手对其网络、存储和计算环境进行虚拟化的成长型中小型企业，FlexPod® 
Express 可提供一个经过预先测试的低成本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通过联合渠道合作

伙伴生态系统进行集成和交付。FlexPod Express 集成了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UCS™) C 系列服务器、NetApp® FAS2220 或 FAS2240 存储系统、Cisco 
Nexus® 3048 交换机和管理工具，并辅以合作支持模式，实现了一个经济实惠且易于部

署的基础架构解决方案。FlexPod Express 采用两种预定义配置，并且借助于易于使用

的实施指南进行部署。该解决方案：

• 可以减少应用程序所需的服务器数量和存储容量

• 可以简化整个基础架构

• 可借助于同类最佳组件优化架构

• 可以加快部署

组织可以利用 FlexPod Express 通过虚拟化减少环境中的服务器数量。这种经济高效

的解决方案可将以前位于其各自服务器上的常用应用程序（例如电子邮件、数据库、协

作或内容管理）整合到一个通用的基础架构中。FlexPod Express 拥有简化的架构和流

程，可帮助公司更轻松地管理 IT 资源，并充分利用虚拟化的各种优势。

FlexPod Express 支持领先的虚拟机管理程序、应用程序和管理平台。FlexPod Express 
已通过 Cisco UCS Director 的测试，Cisco UCS Director 是一种通过统一仪表板提供

物理和虚拟基础架构控制、管理与监控的管理解决方案。FlexPod Express 还通过了 
VMware® vSphere® 和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虚拟化平台的测

试，并已形成文档。

适用于中小型企业的 Cisco 和 NetApp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FlexPod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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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Pod Express

图 1. FlexPod Express —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我们的合作伙伴

NetApp、Cisco、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以及授权经销商可帮助您成功迁移到 
FlexPod Express，并协助您实现 IT 
环境的整合、优化和虚拟化。同时，

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可以提高利用

率，降低复杂性和成本。借助于此联

合解决方案，您可以拓展您的业务，

而不必同步增加 IT 预算。

为什么选择 FlexPod Express？ 
FlexPod Express 可以提供基于以下三个主要概念的优势：

• 正确起步，借助于低成本、易于部署的解决方案得以实现。

FlexPod Express 已由 Cisco 和 NetApp 进行了测试并已形成文档，它包含一个实施指

南，可帮助您将解决方案与您现有的数据中心环境集成。该实施指南包括材料清单、布

线图以及详细的部署说明。

• 力求简单，借助 Cisco UCS 服务器、Nexus 交换机和 NetApp FAS 存储的内置系统

效率功能得以实现。

借助 FlexPod Express，您只需更少的 IT 资源便可以管理虚拟化基础架构中的服务

器、网络和存储系统池。这种简化的解决方案可整合您的基础架构，从而减少要购买、

布线和供电的设备数，并且还可简化管理。

• 明智发展，借助易于扩展的基础架构满足越来越高的业务需求。

保护您在设备和培训方面的投资；在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FlexPod Express 仍能保持

一致的运营环境。通过添加组件进行纵向扩展或利用标准化的平台进行横向扩展，从而

更轻松地预测预算和支持增长。

相关组件

FlexPod Express 可以利用来自 Cisco 和 NetApp 的一流基本组件提供简单的虚拟化平

台。这些两全齐美的入门级服务器、存储和网络产品能够以经济实惠的价格提供满足越

来越高的业务需求的功能。

• NetApp FAS2200 系列多协议统一存储平台所提供的高级效率功能可显著减少容量使

用。它还可以提供内置的数据保护和可扩展性功能、经过优化的性能、内置重复数据

删除、精简配置、快速克隆以及自动存储管理、数据保护和安全性功能。NetApp 可

以为服务器和桌面虚拟化环境提供高度灵活的存储。

•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UCS) C220 M3 服务器完全是面向虚拟化环境设

计的。它们将计算、网络、存储访问和虚拟化结合在一起，形成可扩展的模块化系

统。UCS 拥有简化的架构，可显著减少要购买、布线、配置、供电、冷却、管理和

确保其安全的设备的数量。

• Cisco Nexus 3048 交换机可以提供高性能低延迟交换，这是打造高速网络的基础。

合作支持模式

FlexPod Express 涵盖在合作支持模式中。这种在 Cisco、NetApp 和 VMware 之间建

立的三方合作关系便于各公司的工程师直接协作，快速解决客户问题，同时面向客户提

供单点联系。对于其他软件供应商（包括 Microsoft），可根据需要通过 TSAnet 使用

类似的结构解决问题。TSAnet 是一个联盟，旨在帮助全球技术组织实现协同工作，以

便快速推进多个合作伙伴之间的技术支持合作。

解决方案简介 I 适用于中小型企业的 CISCO 和 NETAPP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有关详细信息， 
请联系您当地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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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的 FlexPod Express 机架仅供说明之用。 
未包括机架和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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