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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EMC POWERVAULT ME4 

系列 
专为 SAN/DAS 存储设计和优化  

  

简单、 

快速， 

价格合理。 
 

Dell EMC PowerVault 阵列已成为数以千计的小规模和价格意识企业的首选， 

全新的 PowerVault ME4 系列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PowerVault ME4 系列是下
一代入门级数据块存储阵列，专为价格敏感的 SAN 和 DAS 环境设计和优化，
提供您预期从 Dell EMC 获得的简单性、性能和经济性。 

Dell EMC PowerVault ME4 系列为中小型企业带来了高端存储的基本功能 —  

简单而实惠。这些基于闪存的系统为广泛的业务和预算提高了应用程序性能。凭
借其灵活的连接选项，PowerVault ME4 阵列为 SAN/DAS 工作负载提供了显著
的优势，具有优异的 IOP、大带宽、规模和低延迟。全包式软件型号有助于减少 

OPEX，提高操作效率 — 使得 ME4 系列难以击败。如果您正在寻找小占用空间
中的原始能力和简单性；如果您有成本意识并且需要存储可用性和可靠性，那么 

Dell EMC PowerVault ME4 系列（高度为 2U 或 5U）非常适合您。PowerVault 

ME4 系统旨在以优秀的磁盘经济性提供闪存的性能，适合于小规模存储整合、
应用程序加速和业务连续性。 

模块化、高效 

借助多功能、模块化和智能化的数据管理设计，PowerVault ME4 通过简化存储
管理和操作来应对 IT 的压力和需求。PowerVault ME4 系列的设置和管理非常
直观，确保数据的可用性和保护。除了节省金钱之外，ME4 系列的简单性还可
帮助您回收时间和资源，让您有机会专注于创新和 IT 转型。 

工作负载解决方案 

IT 组织将存储系统作为工作负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进行购买，从而解决业务问
题或抓住商机。配置为 DAS 或 SAN 存储的 PowerVault ME4 系列为许多类型
的企业提供高价值的工作负载解决方案。而且，由于 ME4 系列与当今广泛使用
的虚拟机管理程序和操作系统集成，因此它们可帮助您整合基础架构并提高运营
效率，从而产生真正的竞争优势。PowerVault ME4 系列是许多工作负载类型的
理想解决方案，包括视频监控、SAN 和 DAS Exchange、Enterprise SAN、低
延迟 HPC、NoSQL 数据库以及 VDI 等等。 

  

要点 

价值 

 简单：快速安装，简单易用，以及 

易于订购的全包式软件。 

 快速：将更多的处理器能力、IOP、

带宽和后端连接用于运行工作负载。 

 灵活：在模块化全闪存或混合闪存 

配置中轻松地整合和运行数据块工作

负载。 

 经济实惠：最低配置不到 1.1 万美元

起，您可以从小规模开始，并随着业

务的扩展而扩展。 

 

为您带来的益处 

 部署：使用 Dell PowerEdge 服务器

针对 DAS 优化，或作为共享 SAN  

存储。 

 多用途：将 ME4 应用于视频监控、

HPC、VMware、Exchange 等 

许多应用领域。 

 功能齐全：每个阵列都附带存储、 

管理和保护数据所需的全部软件。 

 性能：为虚拟化的工作负载获得一致

的高性能和吞吐量。 

 灵活：使用面向全闪存或混合的多协

议进行配置 

 满足未来需要：保护您的投资而没有

隐含成本，且提供满意度保障。 

OEM 价值 

 从挡板到 BIOS 再到组装，您的 ME4 

存储阵列看起来就像您自己设计和构

建的一样。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Dell.com/OEM 
 

产品介绍  



简单灵活的连接性  

借助 10G iSCSI BaseT 或 SFP+、12G SAS 和 16G FC 连接，每个 

PowerVault ME4 阵列都为您的业务带来多协议灵活性。每个控制器四个端口，
从而增强数据密集型应用程序的吞吐量；同时，利用强大的远程复制功能，扩展
业务连续性。ME4 系列支持与面向 iSCSI 和 FC 连接的自动协商的向后兼容性。
PowerVault ME4 阵列可使用 ME412、ME424 和 ME484 扩展存储模块扩展到
多达 336 个驱动器。此外，基于 Web (HTLM5) 的 ME 存储管理器提供直观的
管理界面，使得 ME4 阵列易于配置（15 分钟）和管理。双控制器型号连接四个
高可用性服务器或八个非冗余服务器，提供 99.999% 的可用性，以及混合虚拟
化 DAS 环境中的平衡性能。 

易于扩展和配置  

将 PowerVault ME412、ME424 和 ME484 扩展存储模块连接到 12G SAS 后端
连接端口，即可轻松扩展 ME4012、ME4024 和 ME4084 阵列。高性能 

PowerVault ME4 阵列利用 3.5 英寸和 2.5 英寸 HDD 以及 2.5 英寸 SSD（可使
用 SED 驱动器），可以灵活地混搭这些驱动器以实现您需要的容量。对这些不
同驱动器类型的支持让您可以将 ME4 系列配置为混合闪存或全闪存阵列，从而
实现高性能。此外，PowerVault ME4 的扩展存储模块提供了高速度、灵活性和
可靠性，满足使用主动或动态数据存储的性能密集型应用程序的要求。扩展存储
模块（ME484 也能够以 JBOD 形式提供）非常适合于生成大量数据并需要扩展
容量的应用程序。该模块化体系结构提供简单、经济的扩展，原始容量高达  

4 PB。 

全包式软件及更多 

使用包括复制、快照、3 级分层、VMware 集成、加密 (SED)、分布式 RAID、
简单管理工具等的全包式企业级软件，您可以一次设置、永久使用。
PowerVault ME4 系列标配基于 ProSupport 的支持，提供高端 ProSupport Plus 

的选项。ProDeploy 也可与 ME4 系列一起使用，帮助您更快开始并运行。 

PowerVault ME4 系列设立了入门级 SAN 和 DAS 存储在简单性、可靠性和质量
方面的标准，使您可以专注于业务。这些阵列为解决数据存储难题而全新构建，
有三个可扩展型号和闪存优化型号，可以灵活地适应您的预算。无论您是希望从
小规模起步，还是想扩展到数百 TB，Dell EMC PowerVault ME4 系列均能满足
您的需求。 

“Dell EMC 的 PowerVault ME4 系列针对入门级 SAN 和 DAS 虚拟化工作负载进
行了高度优化，价格低廉。它将简单性和高性能与全包式企业级软件结合在一起，
适合任何规模的企业。” 

中端和入门级解决方案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Craig Bernero 表示 

您可从 ME4 系列获得的功能 
 

加速应用程序的更多 IOPS。为数

据挖掘应用程序提供更多带宽。从

任何地方进行更简单的管理。无论

运行怎样的工作负载组合，这款低

成本阵列都可处理。凭借全新 

PowerVault ME4 系列，我们不仅

平衡了入门级 SAN/DAS 存储行业

的竞争环境，而且还可提供您期望

的优势价格！ 

集成的 web 管理 (HTM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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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了解 Dell EMC 

Unity 解决方案 

联系 Dell EMC 专家 

https://www.emc.com/zh-cn/storage/unity.htm#collapse=&tab3=0&tab4=0
http://china.emc.com/contact/contact-u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