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 VMware 的 Dell EMC 数据保护 

实现和保护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 

VMware 一直走在向现代化数据中心转型的前沿，它帮助众多组织从软件

定义数据中心 (SDDC) 和所有基础架构即服务 (IaaS) 交付中获得强大的敏

捷力。这场数据中心革命带来一个日益融合的受软件驱动的环境，为 IT 和

组织的转型提供了支持。 

但是，在这个新模型中，保护 VMware 工作负载（应用程序及其数据）的工

作变得更加复杂，为传统 SAN 体系结构设计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无法轻松

应对新的挑战： 

• 由于数据、虚拟化增长以及运行新虚拟机 (VM) 的便利性，使得虚拟机

数量激增 

• 越来越严格的保护要求（例如政府法规、合规性）出台，以及更多关

键应用程序在虚拟环境中运行，等等。 

• 保护/备份窗口缩短 

• 缺乏针对 SDDC 而设计和准备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 

 

当前的许多数据保护解决方案都存在局限性，无法提供全面的数据保护，导

致不得不在关键要求之间做出取舍。总体来看，通常的数据保护体系结构，

如传统硬件和软件模型以及最初的软硬件融合的办法等等，在面对更大的 

VMware 环境时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且其设计也不支持 SDDC。 

 
 

Dell EMC 数据保护集成优势 

无缝集成 允许虚拟机管理员

直接从本机 vSphere UI 管理

数据保护 

简化的代理管理 自动化的管理

极大减轻甚至消除了手动工作量

和出错的可能性 

策略管理 

基于数据年龄的策略管理、 

动态策略和多系统管理 

保护存储 

在 SDDC 中利用 Dell EMC DD 

系列数据保护专用存储设备、

Dell EMC DD Virtual Edition 

(DDVE) 或 Dell EMC 融合备份

一体机 (IDPA) 

简化的网络 通过本机动态保护，

在整个 VMware 数据保护堆栈实

现自动化 



针对 VMWARE 的 DELL EMC 数据保护  

通过自动化和集成实现转型 

Dell EMC 数据保护既面向当下，也面向未来，全新的体系结构可帮助每个企业提高速度和敏捷性。数据保护实现自

动化，为 IT、高管人员和业务线 (LOB) 带来竞争优势，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创造更高价值。Dell EMC 数据保护解决方

案为 IT 和存储管理员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使他们能够管理正常运行时间、提高服务水平协议 (SLA)、改进应用程序性

能以及降低主要存储基础架构和应用程序数据保护的总拥有成本 (TCO)。 

 

现在，用户可以为每个专门设计为与组织现有的 VMware 工具相集成的工作负载环境自动启用数据保护。Dell EMC 

与 VMware 有长达 15 多年的合作，在 VMware 环境和数据保护之间实现了深度集成。对于 VMware 来说，Dell 

EMC 数据保护体系结构的一大好处是，我们提供与 VMware 的深度集成，并且整个虚拟化数据保护堆栈都实现了自

动化。这是运营效率和长期可扩展性的关键优势。 

 

无缝集成 

Dell EMC 数据保护解决方案与 vSphere 全面集成，使得虚拟机管理员可以直接从本机 vSphere UI 管理数据保护。依托 

Dell EMC 与 VMware 的深入集成，VMware 管理员可以更高效地控制数据保护，令备份和恢复虚拟化的任务关键型应用

程序的速度加快。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采用 VMware 和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vRA)，Dell EMC 与 VMware UI 的无缝集成变

得愈发重要。VMware vRealize Suite 与 Dell EMC 数据保护相结合的解决方案通过在我们的客户云编排门户中深度

集成，为客户提供自动化、治理和合规性。 

vRealize Data Protection Extension 提供开箱即用的 vRA。Dell EMC Data Protection Software 作为 vRA Advanced 

Services 的一部分，在本机提供数据保护。通过使用附加扩展，虚拟化管理员可以快速为终端用户创建数据保护服务，

并能从关键功能中受益，其中包括预构建的最初和后续工作流，以及文件级恢复和应用程序保护工作流。vRA Data 

Protection Extension 将数据保护直接嵌入到蓝图中。 

 
 

Dell EMC vRealize Data Protection Extension on the VMware Solution Exchange：

https://marketplace.vmware.com/vsx/solutions/dell-emc-vrealize-data-protection-extension?ref=company 

https://marketplace.vmware.com/vsx/solutions/dell-emc-vrealize-data-protection-extension?ref=company


针对 VMWARE 的 DELL EMC 数据保护  

Dell EMC 数据保护集成在 VMware vRA 中，可提供： 
 

 

 
 

备份和恢复 

• 将备份策略嵌入到蓝图中 

• 策略管理 

• 将虚拟机恢复到原始位置或其他位置 

• 文件级恢复 

• vRA UI 中的备份服务 

• 通过代理支持的应用程序一致性备份和

基于快照的备份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 审查备份清单和状态 

• 查看故障和原因 

 

 

拓扑工作流 

• 多租户工作流 

• 安装工作流 

 

数据移动器（代理/媒体服务器） 

Dell EMC 虚拟机代理管理已实现自动化，这极大程度减轻甚至消除了手动工作量和出错的可能性。Dell EMC Data 

Protection Software 收集所需的信息，分析环境，然后就需要代理的数量和位置提出建议。这显著简化了代理管理，

消除了许多常见的代理问题，包括： 

• 耗时且易出错的过程 

• 复杂设置和维护 

• 多用户界面要求 

 

借助 Dell EMC 数据保护，代理管理变得更加简单，同时，对于潜在冲突的可见性和意识都增强了。此外，Dell EMC 

可以自动管理和清理虚拟机磁盘 (VMDK) 快照，这大大简化了 VMware 映像备份，改善了 VMware 的整体运营并降

低了运营支出成本。这种零接触功能自动执行以下增值的 VMDK 快照管理任务，完全无需用户干预： 

• 发现、日志记录和报警有问题的快照，提早意识问题 

• 自动清理和删除有问题和孤立的快照 

• 改进系统可靠性，提高备份成功率，减少存储资源浪费 

 

策略管理 

Dell EMC 与 VMware 的集成包括重要的策略管理功能，例如： 

 

• 通过 Dell EMC Data Protection Software 和 Cloud Tiering 进行基于数据年龄的策略管理 

• 通过动态策略定义用来自定义将哪些策略分配给一个虚拟机客户端的规则，以将新发现的虚拟机自动载入预定

义的备份组 

• 针对集中式策略生命周期管理进行多系统管理，支持与 VMware 集成 



针对 VMWARE 的 DELL EMC 数据保护  

保护存储 

适用于 VMware 的 Dell EMC 数据保护解决方案可以高效地在 SDDC 中利用 Dell EMC DD 系列数据保护专用存储设

备、Dell EMC DD Virtual Edition (DDVE) 或 Dell EMC 融合备份一体机 (IDPA)。我们的软件还可自动将数据从代理

迁移到保护存储。 

 

网络 

Dell EMC 数据保护解决方案采用软件定义的体系结构，并获得 VSAN 认证。这使得网络连接实施起来非常简单、便宜，

尤其是当虚拟机数量增加时。它们通过 vRealize Automation 中的本机动态保护和本机自动化数据保护，在整个 VMware  

数据保护堆栈中实现自动化。 

 

适用于 VMware 战略的 Dell EMC 数据保护 
 

现代化 自动化 转型 

利用全面且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来简化 

VMware 数据保护的现有流程，从而 

实现现代化： 

• 借助在应用程序和虚拟机管理

程序层面的深度集成，在不大

量扩增媒体服务器的情况下从

容地扩展 

• 低容量和带宽要求，卓越的重

复数据消除能力，支持融合/超

融合基础架构、物理/虚拟环境

和广泛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 

• 即时访问恢复辅助任务关键型虚

拟机恢复，尽可能缩短停机时间 

全面自动化对于提供高性能和低 TCO 

很有意义： 

• 自动执行保护策略和 SLA 合规性 

• 将数据保护内化于结构性功能中 

• 在应用程序层面引入数据保护工作流 

• API 驱动的自动化使交付成为服

务目录的一部分 

• 自动化贯穿整个堆栈，而不仅仅是

策略管理，管理成本因而降低 

• 通过与业界卓越的 vSphere UI 和 

vRA 集成为 vAdmin 赋能 

• 提供更快速的备份与恢复 

针对现代 SDDC 和云构建数

据保护，以实现以下目标： 

• 通过 SLO 驱动的保护

来满足备份窗口 

• 扩展到云、在云中进行

灾难恢复或在云中运行 

 
与 vSphere Web Client 集成 Dell 

EMC 数据保护通过一个插件程序集成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为 

VMware 管理员提供： 

• 控制执行备份和恢复的能力 

• 监督所有备份和恢复活动的能力 

• 详细的数据保护报告和配置 



 

通过云实现转型 

Dell EMC 是数据保护解决方案的优秀供应商。它拥有全面的产品组合，涵盖多云应用场景，这些产品组合基于其业界

卓越的数据保护平台，能够广泛保护工作负载和生态系统。Dell EMC 数据保护解决方案支持您的云之旅的所有阶段，

为您提供卓越的云数据保护，包括如下所示的多个常见云应用场景。 

 

保留到云 

Dell EMC 数据保护解决方案支持将本机备份分层到公有云或私有云，以经济高效地长期存储备份保留数据，消除了

对于物理磁带基础架构的需求。 

 

灾难恢复 

Dell EMC 的 Cloud Disaster Recovery (Cloud DR) 解决方案在 AWS 公有云中提供灾难恢复功能。Cloud DR 在 

AWS S3 中保护本地应用程序，云中无需额外的 Dell EMC 数据保护应用程序服务器或 Dell EMC 重复数据消除保护

存储组件。该解决方案不需要额外的计算资源。可以在需要测试灾难恢复时临时恢复虚拟机，或者在真的发生灾难时

恢复虚拟机。 

 
VMware Workloads on AWS 

Dell EMC 是 VMware 选中的第一个为其 VMware Cloud™ on AWS 提供数据保护的合作伙伴。Dell EMC Data 

Protection Software 可为 VMware Cloud™ 上运行的工作负载提供快速、高效、安全的映像以及来宾级备份和恢复。

与 VMware 的紧密集成实现了在本机 VMware 界面中的自助保护，尤其是点 3 下就能完成故障切换，点 2 下就能完

成故障恢复，操作非常简单且易于管理。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支持多个云，使您能够跨本地生态系统和多个云对数据保护实行单一、一致的管理。我们的解决方

案还支持跨云的数据保护，您可以将旧数据分层到几乎任何主要云，或将最近的拷贝存储在一个云中以用于灾难恢复，

与此同时，您还能受益于同本地环境中一样的全面的灾难恢复编排功能。 

 

更多资源 

适用于 VMware 的数据保护 

Dell EMC vRealize Data Protection Extension on the VMware Solutio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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