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规格

NetApp ONTAP Select
适用于混合云的软件定义的数据存储服务

主要功能

灵活部署

• 在您选择的商用服务器、虚拟机管理

程序和介质（SSD 或 HDD）上进行

部署。

• 利用现有服务器基础架构、HCI 配置

和外部阵列提供企业级数据服务。

• 通过统一管理所有基于  NetApp ® 
ONTAP® 软件的存储简化操作并降低

培训要求。 

类云灵活性

• 启用具有类云灵活性的存储资源，从

采购到部署在一天内便可完成。

• 以低至 1 TB 的增量快速动态添加容

量。

• 在混合云中无中断轻松移动和复制数

据。

企业级功能

• 使用基于行业领先数据管理平台 
ONTAP 构建的软件定义的存储。

• 为 NAS 和 SAN 工作负载实现企业级

数据精简和数据保护。

• 借助适用于  O N T A P  S e l e c t  的 
MetroCluster SDS，在相距远达 10 
公里的多个站点之间保持无中断数据

可用性。

您的数据中心基于 NetApp 存储而构建
IT 环境体系设计：ONTAP 数据管理软件助您一臂之力

为了满足提高 IT 灵活性的需求，许多企业都寄希望于云。云存储便于快速启用和

以较小的幅度扩展。不过，在云中存放有价值的数据并非适合所有企业。保留策

略可能不允许将数据保存在异地，而且即使云数据存储易于部署，成本也会快速

攀升。另外，检索或回迁数据无论在时间还是费用上都代价不菲。

NetApp ONTAP Select 可部署在您选择的商用硬件上，让您可以轻松地从自己的

数据中心提供可靠的企业级存储服务。它将云在灵活性和细粒度容量扩展方面的

最大优势与内部存储的灵活性、弹性和本地性优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按照适合您自己的方式部署 NetApp ONTAP
使用灵活的存储配置构建软件定义的存储基础架构 
ONTAP Select 可将服务器的内部磁盘驱动器（SSD 或 HDD）以及 HCI 和外部

阵列存储转变为敏捷、灵活的存储平台，提供与基于 NetApp ONTAP 的专用存

储系统相同的诸多优势。为了增强灵活性，您既可以在新服务器上部署 ONTAP 
Select，也可以在现有服务器基础架构上部署。ONTAP Select 易于管理，它使用

的管理软件与基于 ONTAP 的所有解决方案相同，因此可以为您降低运营开销和

培训要求。 

提高工作效率，但不会增加成本
通过您的数据中心轻松实现类云灵活性

有时，为了实施新的构想或开始新的概念验证，您可能没有时间去订购和部署新

的硬件。ONTAP Select 属于软件解决方案，只需不到一天时间就可以购买并部署

完毕，便于快速启动并运行新项目。 

容量按节点（按虚拟机实例）许可，增量可低至 1 TB。ONTAP Select 容量许可

证与连接到 ONTAP Select 虚拟机的虚拟数据磁盘的总大小相关。您可以从几 TB 
开始，然后随着项目的增长动态添加容量。为了帮助加快文件服务、主目录、软

件开发环境和应用程序测试等新项目的部署速度，ONTAP Select 可以轻松集成到 
OpenStack 和 VMware vSphere 等云管理框架中。

对于有些项目，您或许希望快速部署一个环境来验证一下构想。随后您可能希望

将该项目迁移到专用存储平台进行生产部署，或者希望将其作为开发工作流的一

部分置于云中，以便更容易访问。NetApp ONTAP SnapMirror® 软件支持您在混

合云中的 ONTAP 存储之间轻松移动数据，这样您可以在您希望的位置方便快捷

地访问您的数据。 

http://www.netap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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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企业级数据保护和效率 
NetApp ONTAP Snapshot 软件和 MetroCluster SDS 可
确保数据安全

ONTAP Select 基于领先的 ONTAP 存储软件构建，通过高

度可用的无共享横向扩展架构高效提供企业级存储服务。为

了实现 NFS、SMB/CIFS 和 iSCSI 连接存储，您既可以部署

只有一两个节点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扩展到原始容量最高达 
400 TB 的四个节点。您可以利用本机重复数据删除和数据压

缩功能，通过提高有效容量降低存储成本。横向扩展架构不

仅可以帮助您实现高可用性，还可以让您无中断地移动数据

以平衡负载或进行硬件维修。

ONTAP Select 具有强大的集成数据保护功能，其中包括 
NetApp Snapshot® 和 SnapMirror 软件。您可以快速高效

地将有价值的数据复制到其他 ONTAP 存储上，无论这些存

储是位于内部、远程站点还是云中。如果您必须快速恢复

数据，NetApp ONTAP SnapRestore® 软件可以使用本地 
Snapshot 副本在数秒内恢复全部文件系统或数据卷，无论

容量大小或文件数目如何。

MetroCluster SDS 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支持

在延伸型 HA 节点对之间进行同步复制，这样节点可以分别

位于相距达 10 公里的多站点计算环境中。即使一个站点出

现故障，您的数据仍然可用并确保服务始终正常运行。 

在服务器上部署数据中心
实现一体化分支机构数据中心

借助 ONTAP Select，您可以在空间和 IT 支持可能都较为

有限的各种使用情形中经济高效地部署企业级存储。这样一

来，您的远程站点便能充分参与共享 IT 基础架构，真正实现

面面俱到。

标准版许可证 高级版许可证

核心功能

主机协议 NFS、SMB/CIFS 和 iSCSI NFS、SMB/CIFS 和 iSCSI

部署选项 • 单节点
• 双节点集群（HA 对）
•  4 节点、6 节点或  

8 节点集群

• 单节点
• 双节点集群（HA 对）
•  4 节点、6 节点或  

8 节点集群

支持的容量  
（每节点）

原始容量高达 400 TB 
(ESX)、100 TB (KVM)

原始容量高达 400 TB 
(ESX)、100 TB (KVM)

硬件要求

CPU 系列 Intel Xeon E5-26xx v3 
(Haswell) 或更高版本

Intel Xeon E5-26xx v3 
(Haswell) 或更高版本

CPU 核心 (ONTAP 
Select)

4 个虚拟 CPU 4 个或 8 个虚拟 CPU

内存 (ONTAP Select) 16 GB RAM 16 GB 或 64 GB RAM

网络（按节点） • 最低2 个 1GbE 端口
（单节点）

• 最低4 个 1GbE 端口
（双节点）

• 最低2 个 10GbE 端口
（4 个、6 个、 
8 个节点）

• 最低2 个 1GbE 端口
（单节点）

• 最低4 个 1GbE 端口
（双节点）

• 最低2 个 10GbE 端口
（4 个、6 个、 
8 个节点）

存储类型

采用 RAID 控制器的

本地 DAS
具有 12 Gbps 吞吐量和 512 MB 内部备用电池或
闪存（超级电容器）缓存的硬件 RAID 控制器

磁盘类型：SSD  — 4 到 24 个磁盘

磁盘类型：
SAS、NL-SAS、
SATA

 8 到 24 个磁盘（外部阵
列上多达 60 个驱动器）

 8 到 24 个磁盘（外部阵
列上多达 60 个驱动器）

超融合基础架构 NetApp HCI、VMware vSAN 6.0、6.1、6.2

外部阵列* FC、FCoE、iSCSI、 
NFS（仅 ESX）

FC、FCoE、iSCSI、 
NFS（仅 ESX）

虚拟机管理程序支持 
（裸机）

VMware vSphere 5.5、6.0、6.5（所有许可证）
KVM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2/7.3、
CentOS 7.2/7.3

管理软件 • NetApp OnCommand® 管理套件
• ONTAP Select Deploy 实用程序
• SnapCenter®（可选）

*外部阵列协议支持反映出网络存储连接性。

表 1) ONTAP Select 提供两种许可证，在各种硬件中获得广泛支持。有关
所支持的最新硬件和软件版本，请参见 NetApp 互操作性表工具。

关于 NetApp
NetApp 是混合云数据管理领域的权威企业。我们提供一系

列混合云数据服务，旨在简化云端和内部环境中的应用程

序及数据管理，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NetApp 携手合作伙

伴，赋予全球企业充分释放数据的全部潜能、增加客户接触

点、扶植创新和优化企业运营的能力。有关详细信息，请访

问 www.netapp.com/cn 。#DataDriven

图 1) ONTAP Select 在您选择的商用硬件和虚拟机管理程序上提供

具有类云灵活性的企业级存储服务。此处显示了一个四节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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