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可信赖的技术，获得更统一的 
云体验 



快速调配

按需扩展

随增长
而付费

云体验
IT 主管喜欢它的简便性和敏捷性，现在希望随时随地利用它。

这是一个多云世界

如今，大多数组织都采用包含两个或多个云（既有公有云，又有私有云）的多云战略。
这是因为他们希望从提供商那里获得出色的功能，进而取得差异化成果。IT 主管告诉我
们，他们不希望受限于一家云提供商或一种方法。他们希望能够灵活地选择正确的途径
来实现目标。

在需要时获得简化的云体验

显而易见的是，IT 主管喜欢简单、敏捷的云体验。他们希望快速调配服务资源，按需扩
展资源，并分期付款（如订阅模式）。因此，大多数 IT 主管都希望能够在任何位置利
用这些功能，不仅仅是在公有云中，还有应用程序和数据所在的位置，包括数据中心和
边缘环境。



有意迁移到多云

在每天与我们交流的客户中，大多数客户表示多云战略适合他们。然而，也有很多客
户承认，在迁移到多云时，他们遇到了原本不想要的复杂性。正因如此，如今许多组
织都希望通过戴尔这样的战略合作伙伴来帮助他们从根本上简化多云。 

选择更简单的数字化转型方法

隆重推介我们的多云产品组合 Dell APEX，它可简化数字化转型，同时提高 IT 敏捷性
和控制力。Dell APEX 让您能够比以往更轻松地发挥多云的全部优势，以便随时随地
利用云体验，并采用可推动创新的出色技术。 

Dell APEX 可帮助确保技术始终符合您的业务需求，以便您迅速做出反应以抓住新的
机会。借助 Dell APEX，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强对数据的控制力，更大限度地降
低风险和提高性能。

在整个企业中实现更高的一致性

多云设计可提供更统一的云体验。通过汇集公有云和本地环境的卓越创新，您可以实
现 IT 企业现代化，从而从云体验中获得更多价值。这样一来可消除不必要的成本和复
杂性，使技术满足业务需求，并且可以优先考虑开展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 

Dell APEX 组合了您喜欢的公有云敏捷性和您所需的私有云控制力 — 所有这些都基于
您信赖的 Dell Technologies 创新，可帮助您适应自己所在的行业并蓬勃发展。 

无论在何处部署 Dell APEX，您都可以在整个 IT 企业（包括多云、多边缘和多数据中
心环境）中实现一致的运营，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选择，以取得更出色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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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优势，一举两得

多云设计将公有云和本地环境中的技术整合在一起，让您可以体验两种技术的优势。

首先，您可以使用创新软件，让公有云中您了解和信任的戴尔卓越基础架构更强大。
这可以提升您已经投资的并在本地使用的戴尔工具和技术的价值，在私有云和公有云
环境之间实现更高的一致性，同时通过进一步扩展 IT 团队的技能组合，更大限度地提
高他们的效率。

接下来，您可以利用您所了解和喜欢的简化的云体验，并在戴尔广泛的产品组合中实
现快速资源调配、快速扩展和灵活消费。我们还在创新的基础架构产品上集成了公有
云软件和服务，以便您可以从简化运营的混合云解决方案以及加快敏捷应用程序开发
的 DevOps 就绪平台中受益。

基于可信赖的技术，统一多云体验

这样一来，您可以获得所需的统一云体验和出色技术，以简化运营、实现更高的业务
敏捷性并增强对数据的控制力。这就是多云设计 — Dell APEX 方法。



选择您所需的出色技
术，以便更轻松取得差
异化成果。Dell APEX 
基于创新且丰富的 Dell 
Technologies 产品组合构
建，每日都受到世界各
地各行各业、各种规模
的组织的青睐。 

统一各环境的运营，
以简化转型过程。Dell 
APEX 提升了混合多云，
可提供真正统一的云体
验，在公有云和本地环
境之间实现一致性和兼
容性。

轻松地迁移工作负载和
连接数据，同时避免受
制于一家供应商。Dell 
APEX 让您能够自由地在
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移
动工作负载，并创建可
同时连接到所有主要公
有云提供商的单个数据
存储区。

更多选择 更高的一致性 更大的自由度

随时随地利用云体验

Dell APEX 使您能够实施 Dell Technologies 
创新即服务，从而简化技术体验，让您
可以专注于关键工作重心。

Dell APEX 消除了不必要的复杂性及相
关的低效率和成本，可帮助您简化转型
过程、实现运营现代化并取得差异化 
成果。

简易性



快速调配服务，并按需
扩展资源。Dell APEX 使
您能够加速推进项目进
度并快速响应不断变化
的业务要求，以便您可
以更快地实现更多 
目标。

在公有云或本地环境中
使用技术即服务。借助 
Dell APEX，您可以在整
个 IT 企业内，将云体验
的优势推广到您选择部
署 Dell Technologies 创新
技术的任意位置。 

采用透明定价和按月支
付方式，获得财务灵活
性。Dell APEX 支持分期
付款，让您准确地知道
您所支付的费用，以便
保存资本，并更有效地
管理费用。

更高的适应性 更加灵活 更高的可预测性

快速反应，把握新机遇

Dell APEX 为您提供了加快转型和适应
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所需的速度和敏
捷性。 

Dell APEX 让您能够更灵活地通过各种方
式从日常运营所依靠的 Dell Technologies 
创新技术中获得更多价值，从而使您可
以腾出更多时间、资金和资源，为贵组
织创造长期价值。

敏捷性



防范网络攻击和计划外
停机事件。Dell APEX 让
您全盘控制网络安全事
件响应，以便您可以通
过适合贵组织的方式来
保护知识产权并确保数
据的私密性。 

确保数据驻留在已知位
置，以帮助满足合规性
义务。Dell APEX 可以帮
助您避免可能违反数据
隐私、主权和本地化规
则和要求的问题，以及
可能由此而产生的 
惩罚。

在正确的时间将数据放
在正确的位置，以便提
供您需要的速度。Dell 
APEX 克服了无法轻松移
动大型数据集的数据重
力问题，提供数据位置
服务，以便应用程序和
数据彼此靠近，以实现
出色性能。

安全性更出色 更好的治理 更高的性能

按照您自身的情况，充
分降低风险并提高性能

Dell APEX 让您能够更好地控制数据，
从存储数据的位置到谁可以访问数据，
再到如何保护数据，全部由您掌控。 

Dell APEX 允许您将数据放置在所需的
位置，以便在需要时从这些数据中发掘
更大的价值，从而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来
尽可能提高其可用性，改善整体治理，
并针对日益增多的问题提供防护。 

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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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己所选环境中需要实现的成果

Dell APEX 主要关注成果。设想一下充分利用所需的技术同时减轻负担的情景。想一
想，如果您的团队可以减少花在维护上的时间，有更多时间进行创新，您可以实现多
少想法。

我们相信技术可以推动人类进步，并将 Dell APEX 视为加快进步的一种方式。通过消
除不必要的复杂性以及相关的低效率和成本，您可以从技术中获得更大价值，并减少
负担。 

在未来，我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轻松部署所需的成果。这一简单愿景就是我们
发展的方向，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 

 



实现 Dell APEX 的商业价值

高达 39% 
3 年期运营成本降低幅度1

高达 38% 
IT 基础架构员工的效率提升
幅度1

高达 64% 
每年的计划外中断减少次数1

高达 60% 
部署新 IT 资源的速度提升 
幅度1

高达 34% 
过度调配容量减少幅度1

高达 43% 
规划和修补任务花费时间的
缩短幅度1

高达 46% 
平均恢复时间缩短幅度1

高达 64% 
部署新 IT 资源所需员工时间
的缩短幅度1

高达 39% 
同等工作负载的容量成本降
低幅度1

高达 53% 
停用和淘汰硬件所需时间的
缩短幅度1

高达 88% 
每年每个用户由于 IT 中断损
失的工作效率的减少幅度1

高达 33% 
IT 为业务扩展做好准备的速
度提升幅度1

成本优化

通过现代消费体验和透明定价优化您的 IT 基础架构成本。

工作效率

通过减少专用于管理基础架构的时间和资源，提高 IT 团队的工作效率。

数字弹性

确保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和数据的性能和可用性符合服务水平协议。

业务加速

更快地部署 IT 服务和为其调配资源，以把握新的业务机会并加快创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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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APEX 多云可取得更多成果
利用卓越的 Dell Technologies 创新从未如此轻松。成果优先的方法旨在消除不必要的
复杂性，借助这种方法，您的 IT 团队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战略要务上。Dell 
Technologies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社区以我们的全球服务、规模和供应链方面的非凡地
位为后盾，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出色的价值实现速度。 

立即开启 Dell APEX 
之路
Dell APEX Console 可帮助您轻松
访问基于成果的服务目录，助您
踏上 Dell Technologies 多云之旅。
您的客户团队可以帮助您快速入
门，并向您展示了解、配置、
部署、监视和扩展 Dell APEX 服
务是多么容易。观看 Dell APEX 
Console 演示，并联系我们， 
了解详情。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en-us/apex/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en-us/contactus.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en-us/apex/resources/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en-us/solutions/apex/industry-market/idc-business-value-of-apex-as-a-service-solutions-whitepaper.pdf
https://www.dell.com/en-us/dt/apex/console.htm?gacd=9650523-1033-5761040-266691960-0&dgc=st&gclid=EAIaIQobChMIp_eq6sGT-wIVrBvUAR2fygKMEAAYASAAEgKTB_D_BwE&gclsrc=aw.ds&nclid=1tSGN7zSpT9F62kcFK5EkdRG1kk17G9gvXsjzIuzUsD9j6H98I2gCdaIKl1xCCAH#tab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