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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表

Dell APEX Private Cloud
輕鬆開始您的雲端歷程或擴充至邊緣

Dell APEX Private Cloud 以可擴充的運算、儲存和網路資源，為資料中心和邊緣位置的 
VMware 工作負載提供內部部署雲端體驗。APEX Private Cloud 佔用空間很小，非常適
合雲端模式入門使用，或者擴展至有限空間和資源的邊緣環境。從小規模開始，並根
據業務需求成長，輕鬆擴充，同時提供可獨立擴充運算和儲存裝置的僅限運算選項 (無 
vSAN)，適合具備特定需求的工作負載。

APEX Private Cloud 提供 1 至 5 年定期預期式每月價格訂用方案，其中包含支援部署、機
架整合及資產回收的硬體、軟體及服務。訂用能讓工作負載透過 Dell APEX Console 執行
的節點，並在短短 28 天內，於資料中心或邊緣環境中完成雲端基礎結構的交付和部署1。
透過由 Dell 負責且部署的基礎結構，享受簡化的作業，與內建生命週期自動化功能。

管理模式 Dell 會做的工作

• 受客戶或合作夥伴管理；由 Dell 負責

• 每月訂用方案，彈性期限

• 配合客戶成功經理的從訂購到解除委託的單一連絡窗口

• 主動式硬體監控

• 客戶現場的故障排除/損毀修復 

• 每年兩次系統維護

• 每月業務審查

• 部署和解除委託

讓 Dell 協助管理您的基礎結構

透過 Dell APEX Console 可以輕鬆進行管理

Dell APEX Console 是管理和協調多雲端歷程的集中式平台。

• 根據最能支援您所需成果的效能，選擇服務選項 

• 透過主動式監控工具，深入了解雲端成本 

• 透過角色型存取權，提升主要利益關係人能力

1.  部署時間依接受訂單到啟用這段時間計算。28 天的部署適用於特定 Dell APEX Private Cloud 預先設定解決方案的單一機架部署，而且不包含標準組態或合作夥伴部署的自訂。部署必須符合信用核
准，必要當事方必須接受 Dell APEX 條款、部署調查、部署設施的資源供應情況，以及在下單之前完成的組態工作簿。產品供應情況、國定假日及其他因素皆可能影響部署。價值實現目標和區域方
案供應情況因地區而異。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的銷售代表。

由 Dell 和 VMware 攜手打造，帶來流
暢、規畫完整且最佳化的超融合經驗。

Dell VxRail

運算 (vSphere)

儲存裝置 (vSAN 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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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您的 VMware 工作負載設計的節點

執行個體為運算和記憶體等資源的標準化組合，由固定的實體記憶體和核心比例定義而成，並採用 Dell VxRail 技術。執行個體已針
對您的虛擬化和容器化工作負荷需求最佳化，涵蓋小容量 (4GB/Core) 到特大容量 (32GB/Core) 記憶體和 CPU 核心比例。節點採用 
VMware vSAN 型共用儲存裝置，這是企業等級、高效能全快閃式記憶體磁碟機。全快閃式記憶體儲存裝置包含兩個磁碟群組中的高
效能 NVMe 快取記憶體。您將有多個儲存容量點可用來支援運算節點。

實體核心是以最新的第 3 代 Intel® Xeon® 可擴充處理器為基礎，使用 Silver、Gold 和 Platinum 系列。每個 CPU 核心有 2 個超執行緒 
(2 個 vCPU)。處理器基座和 core turbo 頻率會依節點類型、每節點的核心、每主機的處理器，以及所選的運算效能層而定。

您可以選取內含三種組態選項的訂用方案節點密度 (每核心 16、32、64 個執行個體，用於運算、一般用途、已經過記憶體最佳化
和大規模最佳化的節點類型。這樣您就更能掌控在每個節點數量選擇中所提供的核心數量。例如，如果您的失敗容許度 (FTT)=2，
RAID6 (最少 6 部主機) 的可用性要求，您可以選擇「每節點 16 個核心」選項，確保您至少有 6 個主機符合要求，而不需要支付不必
要的執行個體費用。

彈性的 vCPU / 核心比率

每個 CPU 核心有 2 個超執行緒 (2 個 vCPU)。系統管理員擁有可超額使用實體核心的充分彈性，因此每實體核心可指派 2 個以上的 
vCPU。這樣便可增加更多的每執行個體 VM 數。

使用選配的繪圖處理器 (GPU) 提升效能

從 6 個使用案例中選取並新增 GPU，以便啟用進階工作負載，包括 VDI、主流運算、視訊串流以及 AI 訓練和推斷。所有 GPU 選項
都可依據 2 的倍數新增，而且全都以 PCIe 第 4 代連線能力為基礎。搭配 GPU 的節點將根據您所選取的使用案例，根據其供應情況
運用 NVIDIA 型號。如果指出型號無法使用，則會使用符合所述同一使用案例的類似 GPU。

採用獨立擴充資源的彈性資料儲存選項

沒有 vSAN 的僅運算 vSphere 叢集，可讓使用者根據您的工作負載需求，獨立擴充運算和儲存裝置。這樣做的彈性更大，可以滿足各
式各樣的工作負載需求，以及因應您的業務需求來選擇特定的資料儲存方式。採用無 vSAN 選項的關鍵使用案例如下所示： 

使用 HCI Mesh 連接和使用現有
的 vSAN

連接 Dell 儲存陣列，例如 owerFlex、
PowerStore-T、PowerMax 或 Unity 
XT

依照您自己的步調，針對不同採購
週期，重新整理或轉換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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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類型和詳細資料

運算最佳化

為執行運算密集型工作負載
提供高效能

一般用途

包含多執行個體 GPU (MIG) 
來分割 GPU，讓每個完全隔
離的 GPU 執行個體具備自己
的高頻寬記憶體、快取記憶體
和運算核心

記憶體最佳化

採用 NVIDIA Ampere 架構和 
PCIe 第 4 代 (64 Gb/秒) 建
置，擴大成先前 PCIe 第 3 代
頻寬二倍

大規模最佳化

使用超高記憶體對核心比例來
執行專門處理提供大型資料集
記憶體內之工作負載，達到快
速效能

4GB 記憶體 / 核心 8GB 記憶體 / 核心 16GB 記憶體 / 核心 32GB 記憶體 / 核心

使用案例

• 主流 Web 伺服器

• 批次處理應用程式

• 網路應用程式

• 工程應用程式

• 高效能運算 (HPC)

• 媒體編碼伺服器

• 線上遊戲伺服器

使用案例

• 低至中流量 Web 伺服器

• 資料庫應用程式伺服器

• 開發和測試伺服器

• 非結構化資料和 NoSQL  
資料庫

• 記錄和資料處理

使用案例

• 關係資料庫 (MySQL、
MariaDB、PostgreSQL 與
其他)

• 大型記憶體內資料庫  
(SAP/HANA)

• 資料探勘

• 大型 Web 規模記憶體內快
取記憶體 (Memcached)

• 小型企業 JAVA 應用程式

使用案例

• 高效能關係資料庫 
(Oracle、Microsoft SQL、
MySQL 與其他)

• 大型記憶體內資料庫  
(SAP/HANA)

• 大型 Web 規模記憶體內快
取記憶體 (Memcached) 

選配的 GPU 類型和詳細資料

使用案例

• 已最佳化 VDI 密度

使用案例

• 一般運算

• 已最佳化 AI 推論

使用案例

• 已最佳化 VDI 效能

• 影像編碼 / 解碼

• AI 訓練和推斷

型號

NVIDIA A16 (或類似)

型號

NVIDIA A30 (或類似)

型號

NVIDIA A40 (或類似)

採用 NVIDIA Ampere 架構，
擴大成先前一代使用者密度
二倍

包含多執行個體 GPU (MIG) 
來分割 GPU，讓每個完全隔
離的 GPU 執行個體具備自己
的高頻寬記憶體、快取記憶體
和運算核心

採用 NVIDIA Ampere 架構和 
PCIe 第 4 代 (64 Gb/秒) 建
置，擴大成先前 PCIe 第 3 代
頻寬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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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算最佳化的節點僅能使用每節點核心數 32、64 的選項

3. 選取 GPU 使用率和每節點核心數，可決定特定組態的每節點處理器數選項

4. 處理器基座和 core turbo 頻率會依節點類型、每節點的核心、每主機的處理器，以及所選的運算效能層而定

5. 僅適用於客戶提供的機架和交換器部署選項

節點規格

節點類型

 運算最佳化
 (4GB 記憶體 / CPU 核心) 

 記憶體最佳化
 (16GB 記憶體 / CPU 核心)

 一般用途
 (8GB 記憶體 / CPU 核心)

 大規模最佳化
 (32GB 記憶體 / CPU 核心)

每節點核心數選項2 16、32、64

每節點處理器數選項3 1、2

運算效能層級 值 平衡 效能最佳化

處理器層級
第 3 代 Intel Xeon 可擴充處理

器，Silver 或 Gold 
第 3 代 Intel Xeon 可擴充處理

器，Gold 或 Platinum

第 3 代 Intel Xeon 可
擴充處理器，Gold 或 

Platinum

處理器頻率4  
(基本 / 所有 core turbo)

2-2.4Ghz 2.2-2.9Ghz 2.6-3.1Ghz

磁碟群組和快取記憶體 
(每主機)

2 個 1.6 TB MU NVMe

容量儲存 
(每節點)

11.5TB RI SATA、23TB RI SATA、46TB RI vSAS、61TB RI vSAS

網路介面 4 個 25GbE (SFP)、4 個 10GbE (Base-T)、4 個 10GbE (SFP)5

最小節點數量 3

最大節點數量 
1 階段電源 (每機架)

不含 GPU – 10x1U、含 GPU – 5x2U

最大節點數量 
3 階段電源 (每機架)

不含 GPU – 19 x 1U、含 GPU – 11x2U

使用 VMware 專為 VMware 工作負載打造的強大效能 

APEX Private Cloud 專為今日關鍵任務工作負載所設計，提供多種運算和儲存裝置選項，適用範圍涵蓋
各式各樣的節點。VxRail 技術，由 Dell PowerEdge 伺服器平台和 VxRail HCI System Software 提供支
援，可在 VMware 生態系統中提供深度整合。這表示您可以快速部署安全的內部部署雲端基礎結構，並
善用全堆疊單鍵生命週期管理體驗。同時，這可大幅簡化營運，並確保叢集處於持續通過驗證的狀態，
使您的雲端基礎結構始終處於最新狀態。

APEX Private Cloud 採用新一代技術，包括第 3 代 Intel® Xeon® 可擴充處理器、PCIe 第 4 代型 NVMe 
快取記憶體，以及較高頻寬 SAS 控制器，提供功能強大的平台，速度更快，而且延遲性更低，完美支
援日益增加的工作負載需求和不斷演進的業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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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的部署選項 

APEX Private Cloud 還更進一步提供彈性，讓您運用自己的機架機櫃、機架頂端交換器、PDU 和其他設備。您可以從 Dell 選擇預先
定義的整合式機架，或利用現有的機架空間與現場進行整合。售前階段的一組問題，將有助於開始使用這個自備機架選項。這些問題
包含確認機架尺寸、是否符合 Dell VxRail 的散熱需求，以及是否有充足的 PDU 出口，以便為您的組態供電。

Dell 整合式基礎架構

機架式 42U (600mm 寬 x 1,200mm 深)

網路架構 1 個管理交換器

4 個 25Gbps 主機網路介面

備援機架頂端交換器

4Tbps (全雙工) 無封鎖交換容量

面向客戶的上行鏈路 每 ToR 1-4 個 10/25/40Gb 或 100 GB (光學)

電源連線：美洲  4 個 NEMA L6-30 (200-240v) 單階段

4 個 NEMA L21-30 (200-240V) 三階段

電源連線：歐洲、中東與非
洲地區 (EMEA)

4 個 IEC 309 32A 單階段

4 個 IEC 309 16A 三階段

周遭作業溫度 10°C 至 30°C

50°F 至 86°F

儲存溫度範圍 -40°C 至 +65°C

-40°F 至 +149°F

作業相對濕度 10% 至 80% (無冷凝)

作業海拔 (無下降) 3,048 公尺 (約 10,000 英呎)  

重量 (搭配通用設備) 最大重量 - 單階段：636 公斤 (1,402 英磅)

最大重量 - 三階段：885 公斤 (1,950 英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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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對話

#DellAPEX

連絡 Dell Technologies 專家 

dell.com/contact

深入了解 Dell APEX 

dell.com/apex

Dell APEX 支援您的整個雲端歷程

提供能支援雲端歷程中任何角色的基礎結構。Dell APEX 提供多種選項，可讓您根據組織的 IT 策略選擇最佳的基礎結構。輕鬆地從小
規模開始，接著依照您的應用程式需求，採用階段性方法，進行橫向擴充。

6. 僅包括在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Enterprise

Dell APEX Compute Dell APEX Private Cloud Dell APEX Hybrid Cloud for VMware

管理模式 受客戶管理；由 Dell 負責的基礎結構

Dell 提供 資產層級硬體和軟體支援，提供 24/7 次損毀修復協助和零件更換

APEX 運算 / HCI 裸機運算資源，支援選擇作業系統或 
Hypervisor 用於虛擬化或容器式環境

從小規模開始，並在資料中心和邊緣
位置透過橫向擴充用於 VMware 工作
負載的基礎結構。

為跨多雲端環境的 VMware 工作負載
提供一致且安全的雲端體驗

Dell PowerEdge

運算 (vSphere)

儲存裝置 (vSAN 選用) 

Dell VxRail

V
M

w
are C

loud Foundation

儲存裝置 (vSAN)

應用程式遷移 (HCX)6

運算 (vSphere)

vRealize Suite6

網路功能 (NSX-T)

軟體定義資料中心 (SDDC Manager)

Dell VxRail

部署您所選擇的作業系統或 
Hypervisor

https://www.twitter.com/DellAPEX
http://dell.com/contact
http://dell.com/ap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