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中取得制造成功 
Plex 希望通过具有变革意义的 NVMe 闪存存储实现空前的可

扩展性、可靠性和性能，以满足制造商从车间到高层的需求 

业绩 
• 显著改善性能和响应时间 

• 利用实时数据实现更好的决策 

• 将主存储占用空间从 5 个机柜减少到 1 个机柜 

• 高效扩展以适应两位数的增长 

50% 
缩短响应时间 

• 简化存储管理并降低维护负担 

• 自动执行开发和测试，解放工程资源 

5:1 
数据减少比率 

业务需求 
通过率先提供云解决方案来处理制造商的企业资源规划 
(ERP) 和车间自动化，Plex 实现了稳定的两位数增长。随

着客户需求和数据量呈现指数级增长，Plex 需要大幅增强

数据访问和可扩展性并简化管理，从而跟上增长的步伐。 

全球  |  制造 

解决方案概览 
•   Dell EMC PowerMax 8000

•  Dell EMC VxBlock System 1000

•  Dell EMC Unity 500 混合

•  Dell EMC CloudIQ

•  Dell EMC 支持服务

•  Dell EMC Data Domain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powermax.htm
https://www.dellemc.com/zh-cn/converged-infrastructure/converged-systems.htm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unity.htm
https://www.dellemc.com/zh-cn/storage/cloudiq.htm
https://www.dellemc.com/zh-cn/services/support-services/index.htm
https://www.dellemc.com/zh-cn/data-protection/data-domain-backup-storage.htm#collapse


“我们客户的业务由数据驱
动。DELL EMC PowerMax 
是我们的卓越企业级存储阵
列，所有的客户数据都经其
传输。” 
Joe Hollewa 
云运营高级经理 
Plex Systems 

将占用空间缩小 

5 倍
以降低成本

Plex Manufacturing Cloud 是一款“软件即服务”(SaaS)ERP 解
决方案和制造执行系统 (MES)，旨在为离散制造商和流程制造商

提供服务。遍布全球的 600 多家客户和数千家工厂每天依靠 Plex 
处理 100 亿笔交易，提高了制造生产效率，简化了从供应链到产

品交付的运营。 

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客户需求，Plex 需要这样一个存储平台：能

够提供卓越的性能、可扩展性和可靠性，同时简化管理和维护。

显然，Dell EMC PowerMax 符合他们的需求。 

恢复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过去则需 4 个小时 

有了云，发展无极限 
传统的制造 ERP 软件解决方案实施起来通常痛苦而又耗时，且

定期更新困难重重。因此，许多制造商数年都不进行升级，没法

使用最新的特性和功能来运营业务。 

但使用 Plex Cloud 后，每天都会增加新功能，并与 Plex 客户进

行即时共享。这个概念得到迅速发展也在意料之中。但在过去 
10 年中，Plex 每个季度的两位数增长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寻

找一种方法为客户的全天候制造环境提供可靠的支持。 

“我们客户的业务由数据驱动。”Plex 云运营高级经理 Joe 
Hollewa 说，“DELL EMC PowerMax 是我们的卓越企业级存储

阵列，所有的客户数据都经其传输。” 

响应时间缩短 50%，以更好
地利用数据 
“在制造业中，数据就像新开采的石油。”Plex 产品营销总

监 Stu Johnson 说，“过去，数据用完就丢。而如今，借助 
PowerMax，公司可以将数据递交给生产经理，用以持续改进车

间生产，并通过实时分析和报告及时制定业务决策。数据确实为

更好的业务运营提供了资本。” 

Plex 依靠两个 122 TB PowerMax 8000 阵列来提高交互速度，提

升车间体验。借助 PowerMax，Plex 的响应时间缩短了 50%。

“我们的 SQL 数据库环境要求非常严苛，”Plex 的云运营经

理 Darrel Schueneman 解释道，“速度和性能绝对至关重要。

PowerMax 可确保我们的环境以出色的状态运行。” 

过去恢复需要三到五个小时，但 PowerMax 可在大约 30 分钟内

完成恢复，从而实现关键的业务连续性。由于内联重复数据消除

和压缩功能可为 Plex 提供 5.2:1 的数据减少比率，该阵列也非常

高效。 



“PowerMax 已逐步将我们
的主要存储占用空间从五
个机柜减少为一个机柜，
大大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Darrel Schueneman 
云运营经理 
Plex Systems 

“与我们过去使用的日立平台相
比，Dell EMC PowerMax 的实
施也非常简单，且易于维护。” 
Joe Hollewa 
云运营高级经理 
Plex Systems 

详细了解 Dell EMC 
解决方案 

Schueneman 称：“PowerMax 已逐步将我们的主要存储占用

空间从五个机柜减少为一个机柜，大大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与我们过去使用的日立平台相比，Dell EMC PowerMax 的实

施也非常简单，且易于维护。”Hollewa 说，“我们的工程师用

于维护的时间减少，有更多的时间开发和测试适用于 Plex Cloud 
的新解决方案。” 

依托于各种戴尔技术运行 
除 PowerMax 之外，Plex 还使用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戴尔技术： 

• Dell EMC VxBlock System 1000 — 使用全包式融合系统，

可在数周内构建两个主动 - 被动远程主机代管结构 

• Dell EMC Unity 500 混合 — 备份 PowerMax 并用于非常用

数据存储 / 归档 

• Dell EMC CloudIQ — 作为“预警系统”，识别任何潜在的

连接复制问题、延迟问题或其他性能异常，以免它们成为严

重问题 

• Dell EMC Data Domain — 一体化 VxBlock 系统的组成部

分，Data Domain 可提供关键的业务连续性并快速恢复 
Plex Cloud 

• Dell EMC 支持服务 — 加快实施并充分发挥 Plex IT 部门的

价值 

“在 Dell EMC 的帮助下，我们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便部署了两个

数据中心。”Schueneman 说，“戴尔技术让我们的一切操作

变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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