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lliFlash™ 
N系列存储系统 

NVMe闪存提供的卓越性能彻底转变您的业务方式 

大部分闪存解决方案让您不得不在性能、成本和企业功能方面权
衡考虑。 

IntelliFlash N系列是新一代智能存储解决方案，无需您选择折中的方案。除
了优异的性能之外, N系列通过自动化、分析洞察和一系列快速管理功能支持
和优化您最具价值的工作负载，为用户带来极佳的体验和出色的成本效率。 

N6000系列是基于NVMe的IntelliFlash最新产品, 采用了业界最成熟的NVMe 
平台。它在闪存管理，数据持久性和数据管理方面进行了独一无二的创新，使
工作负载整合、操作简单性和经济划算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根据您的工作负载需要，您可以在 N6000 系列的中端型和高性能型号中，进
行选择。需要 NVMe 全闪性能来加速最严苛的工作负载的企业采用N6000 
系列产品可以更快,更低延迟地访问数据, 改善业务洞察和决策。让您的企业工
作负载，尤其是关键业务负载，获得高性能。 

许多客户已经部署了N系列系统来加速文件服务，AI工作负载，高性能数据库
和虚拟业务应用。低延迟卓越的性能，大规模灵活性以及综合数据服务能力让
IntelliFlash N系列成为性能敏感型工作负载的最佳选择。 

NTELLIFLASH™ N-系列存储系统 

功能特点 
• 卓越的性能 – IntelliFlash N系列可自如地

处理性能敏感型工作负载

• 统一存储 – 并发访问块 (FC, iSCSI) 和文件
(NFSv3.x/v4.x, SMB1/2/3)

• 智能分析 – 所有 IntelliFlash 系统可见，
分析结果可保证基础设施在最高效率和可
用性情况下运行

• 综合数据服务– 在线重删和压缩, 快照,读/ 
写克隆和自动精简配置

• 同步复制- 提供持续业务连续性，并可在位
于不同数据中心的任意IntelliFlash全闪或
混闪系统之间进行无缝的数据迁移

• 实时数据集迁移– 跨IntelliFlash系统的无
缝实时 iSCSI/FC LUNs 迁移

• IntelliFlash S3 云连接器 – 混合云功能, 支
持连接到公有云或任意 S3兼容的对象存储

• 支持VMware® – vCenter® 插件并与
VMware SRM 和 VAAI NAS集成

• 支持Microsoft Hyper-V – PowerShell 工
具包以及针对Hyper-V的SMB3增强功能

收益 
• 投资回报最大化 – 提供一致的性能，持续

的可用性和关键工作负载更高的生产率

• 全面的文件服务 – 企业级 NAS 功能，适
合虚拟化和非虚拟环境

• 简化的管理和分析– 所有IntelliFlash系统
采用相同 GUI 管理

• 成本合理的灾难恢复-可在任意IntelliFlash

系统之间复制

• 混合工作负载整合 – 支持裸金属应用以及
Oracle, Microsoft, VMware 和许多其他
环境认证的配置

• 混合云灵活性– 将本地快照备份到云端或
快速迁移卷到公有云或任意S3-兼容的对
象存储

• 按需求提供容量– 不损失性能

• 降低运营成本 – 高能效平台，提供在线数
据归约，易于维护，这些产品特点让您节
约用电、制冷和人力方面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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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主机接口 

管理 IntelliFlash WEB UI, 配置向导, VMware vCenter插件并支持vCenter LinkedMode, RBAC, SRA 和
VAAI NAS; Microsoft SCVMM/SMI-S, IP-KVM, SNMP, PowerShell 工具包 

INTELLIFLASH N-系列- NVMe-闪存系统MODEL 

NVMe 有效容量 
(TB) ‡ 

存储控制器 

以太网主机接口 

1840 

active/active双活双控制器, 全冗余架构 

8X 40/100GbE, 或 8X 10/25GbE 

网络管理端口 

外形规格 

2RU 配备 24 NVMe SSD 槽位 

重量 (估计) 

环境指标 

80lbs (36.2kg) (仅机箱) 91lbs (41.2kg) (插满 24块SSDs) 

工作温度: 10 ～ 35摄氏度 (50 ~ 95华氏度) 
非工作温度: -40 ～ 70摄氏度 (-40 ～ 158华氏度) 

工作相对湿度: 8% ～ 90% (非凝结) 

非工作相对湿度: 5% ～ 95% (非凝结) 

IntelliFlash 工作环境: 

功能 实时重删和压缩, 快照和克隆, 自动精简配置, 同步复制, 全功能文件服务,  S3 云连接器,实时数据集迁移 

可用硬件 冗余存储控制器，风扇,电源, 和网络端口; 热插拔NVMe SSDs, SAS 扩展柜 

† 所列数值为裸容量，1MB等于100万字节, 1GB 等于10亿字节， 1TB(1万亿字节) 等于1,000GB, 实际可访问容量会因硬盘格式和分区，操作系统以及其他因素与裸容
量值有所不同 

‡ 有效容量包括用在线重删压缩进行数据归约带来的收益。数据归约按 5:1 实用率进行计算。此实用率会根据负载类型发生变化。表中所列值是一个从最小到最大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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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协议 (iSCSI, Fibre Channel), NAS 协议 (NFS, SMB) 
工作相对湿度: 20% ～ 90% (非凝结) 

块及文件协议 

软件服务 

800W (2730BTU/HR) 900W (3070BTU/HR) 功 耗 (WATT) 

3.4” x 17.6” x 33.5” (87.6mm x 446.4 mm x 850mm) 

INTELLIFLASH™ N-系列存储系统 

N6200 高性能 NVMe 解决方案 N6100 中端 NVMe 解决方案 

机箱尺寸 

外观尺寸 
(HXWXD) 

NVMe 闪存容量 
(TB) † 

存储容量 

型号 

8X 16 Gbps 网状通道 (FC)   

4X 10GbE, 2X 1GbE (IPMI) 

46 ～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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