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ass

VTrak A-Class
共享式儲存設備
多合一中繼資料設備、RAID 儲存子系統及檔案系統

All-in-One 一體成型

• 依實際使用需求隨時擴充系統容量，容量可從
48TB 擴充至 7PB 以上，為珍貴的資訊打造長期的
安全儲存保障。
• VTRAK A-CLASS提供單一的儲存硬體平台,使用者
可以透過加裝9台J830, 進行垂直擴充 ( SCALE-UP).
此外, VTRAKFS的管理介面可以進行橫向擴充
(SCALE-OUT), 使用者可另外安裝VTRAK X30 ＋ 9做
VTRAK J830成為一個儲存節點. 透過自動負載平衡
增加儲存容量及傳輸效能. 並可隨容量持續增加提
供單一全域命名空間。
• 單一管理使用者圖形介面。 VTRAK A-CLASS 與
NAS 閘道可讓您更輕鬆地管理硬體平台及
VTRAKFS™ 檔案系統的所有元件。

VTrak A-Class 設備
• 多合一中繼資料設備、RAID 儲存子系統及大型資料檔案系統。
• 針對高效能、高頻寬多媒體應用進行最佳化，滿足大型區塊資料連續
輸出/輸入之需求。

•

支援 2-4x 以上的無壓縮 HD 影像串流，沒有掉格問題，強大效能大幅
領先其他競爭對手。

•

VTrak A-Class 為 SAN 儲存環境提供單一使用者圖像管理介面。

• 單一韌體更新。
• 符合成本效益的價格。
• 單一服務窗口。

VTrakFS™ 檔案系統
• VTrakFS™ 可讓 VTrak A-Class 進行橫向擴充 — VTrak x30 的多個節點儲存
子系統可同時運行，以提高彙總 IO 效能。

優點
高速處理

針對高效能、高頻寬多媒體應用與非結構化資料
進行最佳化，滿足大型區塊隨機或連續傳輸的需
求。

簡單易用

「多合一」功能集中在單一設備上,包含中繼資
料(metadata)、RAID 儲存子系統及檔案系統
(VTrakFS™)。

高擴充性

依實際使用需求隨時擴充系統容量，容量可從
48TB 擴充至 7PB 以上，為珍貴的資訊打造長期
的安全儲存保障。

•

多個 NAS 閘道也可以進行擴充，提供比單一中繼資料控制器伺服器更
高的效能。*

「A-Class 提供具高調整彈性的效能及頻寬，以利執行4K影像的
攝入, 編輯及影像傳送內嵌、編輯及散布，讓儲存不再是後製工
作的罩門。」
-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 SVA 教授兼 FCP 系統管理員
Kamil Dobrowolski

性能可靠

具備與 Apple 認證 VTrak x30 系列子系統相同的
硬體、軟體及韌體平台，搭載高可靠性雙控制器
、熱抽換式模組化設計，並提供三年零件更換保
固服務。

高成本效益

相較於非整合式的多廠商解決方案，增加
30-40% 的機架空間及節能效益。

Qualiﬁed for use with:
OS X, Final Cut Pro X,

VTrak G1100 NAS閘道
伺服器
• 透過乙太網路存取 VTrak A-Class 中的檔案時，VTtrak G1100 NAS閘道伺服
器 為 1U 檔案伺服器設備，可利用對 VTrak A-Class SAN 的 1/10GbE 前端、
8Gb FC 後端連線能力，作為檔案架構儲存的存取點使用。
• VTrak 共享式 SAN 設備與 G1100是一座整合式儲存解決方案，提供冗餘備
援能力及單一 VTrakFS 管理軟體。

Autodesk Smoke,
Avid Media Composer
*首批出貨僅支援每個叢集搭載雙節點, 最高可達到兩個儲存叢集
後續的服務將可達每個叢集搭載八個節點, 最高可達八個儲存叢集

A-Class

非結構化資料

端對端多媒體解決方案

1GbE 交換器

連續編輯 (每次 1 個用戶)

1GbE 交換器

可攜式

10GbE 交換器

可攜式

NAS 閘道

多用戶協同作業 (1-4 個用戶)
Mac Pro
FC 交換器

協同作業
及散布

遠距內嵌及編輯

RAID
JBOD

JBOD

最 高 橫 向 擴 充 至 7+ PB

多用戶協同作業
(4-10+ 個用戶)

數位資產管理

+

近線、備份
及主動式封存

VTrak A-Class 規格表
容量

VTrak A-Class
A3800 4U/24 Bay
A3600 3U/16 Bay

VTrakFS™
檔案系統
可用性
介面

每部控制器配備四埠 8G 光纖通道埠 (高可用性系統共 8 埠)

RAID 支援

RAID 0、1、5、6、10、50、60
四階式先進電源管理磁碟機
支援 (MAID)
高效益 80Plus 認證電源供應器
單一 VTrak A-Class SAN 管理軟體
內嵌式管理採用 VTrak A-Class SAN 管理軟體 (透過乙太網路連接)
先進指令行介面 (序列埠或乙太網路，經由 telnet 及 SSH)
第三方管理支援，經由 SNMP、CIM
僅隨附 10 個通用或 30 個 Mac 授權。 支援數百個用戶端。

電源轉換效益
管理介面
用戶端授權
支援作業系統
可用性

OS X、Windows
NAS 閘道叢集每個叢集 2 個主動式節點，最多 2 個叢集，具有高可用性及 IO 負載平衡能力

網路通訊協定

兩埠 x 10GbE、四埠 x 1GbE 乙太網路埠
兩埠 x 8Gb FC 後端連接埠
NFS、SMB/CIFS

用戶端授權

1/10G 乙太網路叢集 NAS 閘道設備可支援 NFS 及 CIFS 與無限用戶端支援

管理介面

使用 VTrak A-Class SAN 管理軟體進行設定、管理及監控

支援作業系統

OS X 10.7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7、8、2008、2012* / 搭載 Kernel 2.6.14 或更新版本的Linux OS*

介面

NAS Gateway G1100

48TB 至 7PB 原生容量
使用以下設備達到無中斷擴充：
VTrak x30 光纖通道 RAID 儲存系統
VTrak x30 擴充機箱
VTrakFS™ – 整合式叢集檔案系統
每個系統最多支援 4 個同步檔案系統
最多提供 10 億個檔案
、Open Directory
目錄支援： LDAP、
先進線上重組工具 (先進反分割演算法)
支援 ACL (存取控制清單) 及用戶配額
冗餘控制器熱抽換式電源供應單元
熱抽換式控制器不中斷韌體/軟體更新
熱抽換式磁碟機

保固

保固及支援
支援

三年完整系統有限保固 (可選購兩年延長保固)
每套 VTrak 產品皆提供下一工作日 PROMISE Service PLUS 現場零件更換服務**
可選購 4 小時 PSP 升級
全年無休網路與電話支援
支援網站提供驅動程式、韌體、知識庫及可下載的相容性報告
線上產品註冊及無縫式授權啟動

*請參閱 www.promise.com 上的相容性清單
**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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