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規格表

Pure Storage
FlashArray//X 與 FlashArray//XL
強大效能，加速業務關鍵應用環境。

Pure Storage® FlashArray™ 是全球第一款 100% 全快閃、100% 的
NVMe 陣列，提供企業級效能、可靠性與可用性，助您推動關鍵業務
服務。FlashArray//X 與 FlashArray//XL 從大規模資料庫到現代化雲
原生應用無所不能，專用設計的解決方案可從各部門擴充至大規模企
業級部署。

FlashArray 可達 150μs 的低延遲表現與全 NVME 架構，為業務關鍵應用及資料庫帶

來前所未有的高效能。即使應用程式需求增加，仍能加速交易與決策，帶來更具應變

能力的客戶體驗。選配 DirectMemory™ 快取模組功能，可運用 Intel Optane SSD 硬

碟為需求最嚴苛的企業級應用程式最佳化讀取效能。

運用更少陣列，整合更多應用環境

FlashArray 儲存裝置採用全NVMe架構，提供可整合更多業務服務的效能密度，更大的

資料庫、更多應用程式與使用者，且只需較少陣列。Purity 永遠在線的服務品質 (QoS) 
不需手動設定限制，也能防止工作負載佔用儲存資源，因此可確保所有工作負載維持完

整效能。整合工作負載不僅簡化操作、減少機架空間需求，還能降低電能損耗與冷卻成

本，協助您因應企業環保資料中心標準。

雲端規模的次世代效能

Pure Fusion™ 和 FlashArray 幾乎不受限制的橫向擴充儲存模式能夠統合陣列並隨時

最佳化儲存容量，達致隨處皆可作業的雲端簡便性，以及隨取即用的使用與後端供應。

效能

• 搭配 Pure Fusion 使用，促進效能層

級表現

• 150μs 至 1ms 低延遲

• NVMe 與 NVMe-oF
（以太網路及光纖通道）

• 支援 SMB 與 NFS 協定

高效

• 領先業界的平均 5:1 資料減量比例、

10:1 總體效能比例

• 達至 5.5PB 的有效容量

• 包含陣列軟體

高可用性

• 實證具 99.9999% 可用性

• 永遠在線、IOPs、頻寬限制

• 內建資料業務持續性與災害復原

操作簡單

• Pure1® 以 AI 驅動管理與預測性支援

• 規劃專用 REST API 功能

• 升級不中斷、容量可擴充

業界認可

• 連續八年獲選為 Gartner® 魔力象限™

儲存業者的領導品牌1

• Medallia 認證 B2B 企業中淨推薦值的

頂尖 1% 得分

https://www.purestorage.com/tw/products/nvme/flasharray-x.html
https://www.purestorage.com/tw/enable/pure-fu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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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使用者可迅速使用容量、檔案系統和進階資料服務，像是免等候的後端手動複寫作業，真正將硬體消弭於無形。企業組織若是升

級為 FlashArray//XL，更可享流暢無阻的垂直擴充，包括最大雲端規模的「白金」層級支援。

零延遲，加速創新

當今的創新速度前所未有，不再以年計算，而是以星期為單位。Pure 獨特的 Evergreen™ 儲存規劃讓您不必擔心目前的決策在未來

變得綁手綁腳，即使資料成長、推出新服務或是需支援更多使用者，效能依舊亮眼。Evergreen 讓您購入當下立即取得持續擴充的

效能與有效容量保證，隨著您的儲存需求進化，還能獲取升級不中斷、容量可擴充的優質服務。

DirectFlash：效能更勝 SSD
傳統 SSD 架構是以快閃記憶體充當硬體使用，FlashArray//X 的效能則更勝一籌。Purity 內建的 DirectFlash® 可直接以超高效

NVMe 協定與原始 NAND 溝通，並透過光纖通道或以太網路以 NVMe-oF 加速陣列與應用程式伺服器之間的網路速度。您可使用

下列模式導入 DirectFlash：

DirectFlash 軟體：更快速、更高效的架構，進行全球陣列 I/O 管理。DFS 提供詳細的 I/O 排程與效能管理，減少 SSD 架構經常發生

的慢速 I/O 作業情況，以提升 I/O 效能準確性，並降低平均延遲時間。

DirectFlash 模組：Pure 設計的快閃模組可透過 NVMe 直接將原始快閃連接至 FlashArray 儲存裝置。不像傳統 SSD 使用快閃

控制器或快閃轉譯層，DirectFlash 模組以原始快閃記憶體為主。這樣的設計排除了許多傳統儲存架構使用 SSD 所會造成的效能

障礙。

DirectFlash DNVR 模組 (DFMD)：DFMD 的設計大幅增進了 FlashArray//XL 的寫入效能，因為它在 DirectFlash 模組內建分

散式非揮發性記憶體 (DNVR)。將 DNVR 放置至每一個 DFMD 之中，可讓 FlashArray//XL 配置供應陣列更高密度的硬體容量，

從而減少機架空間需求。

DirectMemory 模組與 DirectMemory 快取：為了加速資料庫反應速度，Pure DirectMemory 與 Intel Optane 儲存級記憶體 (SCM) 
合作，進一步降低 50% 的延遲。DirectMemory 快取軟體可自動從陣列快閃裝置取用讀寫記錄至 DirectMemory 模組。想要促進 SAP 
HANA、Oracle、SQL Server 等應用程式與雲原生資料庫的效能，只需將 DirectMemory 模組插入 FlashArray//XL、//X90、//X702 即

可，全新或既有配置皆適用。

DirectFlash 媒體櫃：可在 FlashArray 機箱之外新增附加 NVMe 容量。DirectFlash 媒體櫃透過 NVMe-oF 協定連接 FlashArray 儲存

裝置，並支援光纖通道與 RoCE（基於融合以太網的RDMA）。隨著快閃密度提升與全新形式出現，如 SCM、QLC 等儲存形式，媒

體櫃仍可支援不同容量大小的 DirectFlash 模組。

DirectFlash Fabric：效能接近 DAS 表現，還能提供企業級可靠性與資料服務。NVMe-oF 透過高速網路實現儲存控制器與主機之間

的大規模最佳化。DirectFlash Fabric 相較 iSCSI 可降低多達 50% 的延遲時間、增進多達 50% 的每秒交易量，延遲時間相較 DAS 降
低 35% 、相較光纖通道則可降低多達 20%，有效提升效能。與此同時，DirectFlash Fabric 還可供應 400% 容量效能與高達 25% 的
主機 CPU 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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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ty：FlashArray 的軟體定義核心
Purity for FlashArray 提供豐富的企業級資料服務：可執行全球快閃管理的 DirectFlash，以及隨著版本更新持續進化的 Evergreen 
訂閱制。更具備多樣功能，例如：達致業務持續性的 ActiveCluster™ 、進行災害復原的 ActiveDR™、QoS、VMware 虛擬磁碟

(vVols)、NVMe-oF、Snap to NFS、Purity CloudSnap™、SafeMode™ 等等，豐富全新功能，持續為您提供免除額外成本的不中斷

Purity 升級。所有 Purity 儲存服務、API、進階資料服務皆內建在每一個陣列之中。

• 資料減量：Purity 擁有領先業界的平均 5:1 資料減量比例，以及 10:1 的總體效能比例（包含精簡配置）。

• 永遠在線的加密功能：Purity「一切皆加密」模式免去使用者干擾或金鑰管理的麻煩，提供內建企業級資料安全性。

• 高可用性：Purity 保護雙硬體並行免於故障停機，並可在數分鐘內自動重建啟動。Purity 將效能變化性視同故障事件，並使用同位裝

置消除運行瓶頸，實現低延遲的持續性。

• 永遠在線的勒索軟體災後修復功能：SafeMode 快照功能符合成本效率、可攜性佳，可預防網路駭客篡改或惡意毀損關鍵復

原資料。

• 智慧化服務品質 (QoS)：Purity 運用永遠在線的 QoS 持續微調基礎架構，以避免工作負載佔用儲存資源，確保陣列運用最大化。

• 更快、持續性更佳的效能：DirectFlash Fabric 的毫秒級低延遲可讓您最大化傳輸量，相較傳統 SSD 更能預測效能表現。

• 提供檔案服務的整合式儲存：如果您在 SAN 為主的企業級資料庫之外亦需運行 NAS 為主的應用程式，Purity 可整合 SAN 與 NAS，

讓您免去在兩個不相容環境中運行所造成的麻煩與花費。

• 隨選隨用的資料可攜性：因應服務級別協定搬移資料，迅速輕鬆又符合成本效益滿足客戶的多樣需求：實體與虛擬機、就地部署與雲
端環境。

圖 1。Purity FlashArray 功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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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Cluster 與 ActiveDR 搭配使用，輕鬆進行快速復原
Purity、ActiveCluster、ActiveDR 搭配使用，讓您從此向慢速復原說再見。ActiveCluster運用同步複寫與對稱式雙主動設計，免去使用者

干擾，實現 RPO 與 RTO皆零的自動故障轉移。Purity ActiveCluster 有別於主動/被動式的設計，可同時自單一磁碟兩端供應 I/O 傳輸。

ActiveDR則提供持續性資料保護，以最低 RPO 跨越遠距流暢進行應用程式的資料複寫。它能以單一故障轉移指令根本性地簡化遠端災害

復原、直接執行故障回復（重新保護），並進行連續不中斷災害復原測試。您可運用 ActiveDR 迅速因應現實突發的停機狀況，並輕鬆點

擊或以單一 API/CLI 指令要求進行合規性測試。

SafeMode 快照，落實資料保護
專為當今激增的勒索軟體威脅設計，彈性化備份復原功能。Pure 內建牢不可破的快照功能，提供 FlashArray 簡易的本地與雲原生保護。

FlashArray SafeMode確保快照可用，協助您立即自網路攻擊中復原。啟用 SafeMode 後，在固定設置期間內即使以管理權限登入，亦無

法刪除快照。結合運用 Purity Snapshots、Snap-to-FlashBlade、Snap-to-NFS 以及 CloudSnap，即可分別在 FlashArrays、FlashBlade®、

第三方 NFS 儲存或雲端空間自由搬移複本，真正節省空間。

從最初便貫徹的簡易設計

FlashArray 功能強大，為您簡化儲存空間的一切。軟硬體與雲端管理體驗皆採互聯式設計法，讓作業運行順暢無阻。開箱即用，迅速啟動所

有功能，不需要一般耗費半小時的手動安裝程序（我們亦提供專業安裝服務）。所有陣列軟體皆已內含在產品內，不需效能調校。

Pure1® 以雲端為基礎的管理：Pure1資料管理平台提供單一視野，可自全球各球監控、分析、最佳化您的儲存空間，且能直接傳送警示

至您的手機。Pure1 平台提供人工智慧 IT 作業 (AIOps) 與全端監控，協助您預防、識別、解決嚴重停機狀況及其他重大問題。平台的

Workload Planner 可以預測陣列容量及效能，並模擬既有和全新工作負載，Pure1 使用者介面簡單易用，可直接購入全新或附加服務。

Pure Cloud Block Store™：Pure Cloud Block Store 搭配 FlashArray 使用，可實現持續性資料服務、適應力，以及為 AWS 和 Azure 打造的

API，讓您流暢無阻地在本地及雲端環境運行應用程式、災害復原功能，或執行測試開發。雲端運用 Pure 的先進資料效能、立即節省空間的

快照與永遠在線的加密功能，有效改善雲端儲存。Pure Cloud Block Store的雙控制器架構、兼顧可用性區域與公有雲的高可用性，為雲端

運行的關鍵應用提供絕佳敏捷性、TCO 以及企業級可靠性。

Evergreen Storage™：有了 Evergreen Storage，FlashArray 的操作便如同 SaaS 與雲端一般彈性又方便。一經部署，即可享有持續創新

的訂閱制，往後 10 年以上，隨著效能、容量、密度與/或功能的擴充改善，服務皆會因應進化，不必擔心停機時間、效能影響或是資料搬

移的麻煩。Pure 設計的 FlashArray 模組化有狀態架構，可直接相容未來新興技術。Pure 有效容量保證™ 確保您從一開始就能享用所需的

有效容量。容量整合專案則讓您的儲存空間隨著需求擴充維持現代化與高密度，不需要重複購買儲存空間。Pure 獨特的核心解決方案供應，

透過 Pure as-a-Service™ 產品組合提供即產品 (CAPEX) 或即服務 (OPEX4) 兩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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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 有效容量推定考慮到 HA、RAID及中繼資料的經常性用量、GB 至 GiB 轉換，並包含永遠在線的重複資料刪除功能、壓縮功能與移除模式所帶來的資料減量效益。平均資料減量比例以 5:1 計算，不包含精簡配置。

** 使用原始標示容量計算。

*** 部分最大化容量配置使用 Pure Storage DirectFlash 媒體櫃或 Pure 擴充櫃。

容量 機箱規格

//XL170 有效容量高達 5.5PB / 5.13PiB* 

原始容量高達 1.4PB / 1.31PiB**

5-11U；1850-2355 瓦 (nominal - peak)
167lbs. (75.7kg) 滿載；8.72 吋 x 18.94 吋 x
29.72 吋***

//XL130 有效容量高達 3.53PB / 3.3PiB 5-11U；1550-2000 瓦 (nominal - peak)
原始容量高達 968TB / 880TiB 167lbs. (75.7kg) 滿載；8.72 吋 x 18.94 吋 x 29.72 吋

//X90 有效容量高達 3.3PB / 2.9PiB 3-6U；1160-1446 瓦 (nominal - peak)
原始容量高達 878TB / 768.3TiB 97lbs. (44kg) 滿載；5.12 吋 x 18.94 吋 x 29.72 吋

//X70 有效容量高達 2286TiB / 2078.9TiB 3U；1084-1344 瓦 (nominal - peak)
原始容量高達 622TB / 544.2TiB 97lbs. (44.0kg) 滿載；5.12 吋 x 18.94 吋 x 29.72 吋

//X50 有效容量高達 663TB / 602.9TiB 3U；868-1114 瓦 (nominal - peak)
原始容量高達 185TB / 171TiB 95lbs. (43.1kg) 滿載；5.12 吋 x 18.94 吋 x 29.72 吋

//X20 有效容量高達 314TB / 285.4TiB 3U；741-973 瓦 (nominal - peak)
原始容量高達 94TB / 88TiB 95lbs. (43.1kg) 滿載；5.12 吋 x 18.94 吋 x 29.72 吋

//X10 有效容量高達 73TB / 66.2TiB 3U；640-845 瓦 (nominal - peak)
原始容量高達 22TB / 19.2TiB 95lbs. (43.1kg) 滿載；5.12 吋 x 18.94 吋 x 29.72 吋

Direct Flash 媒體櫃 有效容量高達 1.9PB7 3U；460-500 瓦 (nominal - peak)
原始容量高達 512TB / 448.2TiB 87.7lbs (39.8kg) 滿載；5.12吋 x 18.94吋 x 29.72吋

//XL 連線功能

機上埠口 I/O 擴充卡（6 個插槽/控制器）
• 2 x 1Gb (RJ45)
管理埠口
• 1 x RJ45 Serial
• 1 x VGA

• 2-埠口 10/25Gb 以太網路、NVMe/RoCE
• 2-埠口 40/100Gb 以太網路、NVMe/RoCE
• 2-埠口 16/32/64Gb FCP、NVMe/FC
• 4-埠口 16/32/64Gb FCP、NVMe/FC

• 4 x USB 3.0

//X 連線功能

機上埠口（依每一控
制器計算）
• 2 x 1/10/25Gb 以太網路
• 2 x 1/10/25Gb 以太網路
複寫
• 2 x 1Gb 管理埠口

主機 I/O 擴充卡（3 個插槽/控制器）
• 2-埠口 10GBase-T 以太網路
• 2-埠口 1/10/25Gb 以太網路
• 2-埠口 40Gb 以太網路

• 2-埠口 25/50Gb NVMe/RoCE
• 2-埠口 16/32Gb 光纖通道（可用 NVMe-oF）
• 4-埠口 16/32Gb 光纖通道（可用 NVM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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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參考資訊

• 閱讀更多 Pure Fusion 詳情。

• 深入了解 Purity。

• 探索了解 Pure1 為企業帶來的利益。

1 Pure Storage 過去八年來榮獲 Gartner 魔力象限選為領導品牌。Pure 過去 3 年蟬連 Gartner 魔力象限主儲存管理領導象限品牌，並在先前 5 年連續獲選魔力象限固態儲存陣列的領導品牌。Gartner 已停用固
態儲存陣列報告，此處僅供歷史資訊參考。

2 DirectMemory 模組為 //XL170、//XL130，以及 //X70、//X90 R2 與 R3 版本的選配功能。

3 並非所有 FlashArray 模組皆支援 Purity 功能。
4 OPEX 服務模式依客戶審計檢核需求不同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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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urestorage.com/legal/productenduser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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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urestorage.com/patents
https://www.purestorage.com/tw/docs.html?item=/type/pdf/subtype/doc/path/content/dam/pdf/zh-tw/solution-briefs/sb-pure-fusion-zh-tw.pdf
https://www.purestorage.com/content/dam/pdf/en/datasheets/ds-pure-storage-purity.pdf
https://www.purestorage.com/content/dam/pdf/en/datasheets/ds-pure1-infrastructure-managemen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