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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X按需计费

借助 APEX按需计费，您可以获得所需的科技产品以支持不
断变化的业务，付款额则依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

当今快速变革的业务环境促进了对按需 IT 解决方案的需
求。为了确保有产品可用，许多组织提前购买过剩的容量，
承受为用不到的科技产品买单的风险。这种过量配置会耗费
预算，并影响其他重要项目的资金拨付。

按需计费 可提供弹性容量，我们会与您合作，根据您的工
作负载随时间的收缩和增长而设定合适的容量。如有需要，
您可以立即使用缓冲容量，且只需为实际使用的科技产品付
费。您的付款额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调整。

PowerStore、PowerMax、PowerFlex、PowerScale 和 
ECS 存储、PowerEdge 服务器、 VxBlock和VxRack CI 、 
部分 HCI 解决方案、PowerProtect DD 和 PowerProtect 
DP 数据保护设备都支持 按需计费。

APEX按需计费使您更加放心，每月总账单的上限为总安装
容量的85%，这是其他基础设施提供商不可匹敌的。*

按需计费 的运作流程：
1.  选择所需科技产品。确定满足您需求的硬件、软件和服

务。

2. 预测付款情况。定制化配置的简化定价和85%的计费上
限使您即使在使用量多变的情况下也能制定预算和预测
付款情况。

3. 选择您已部署的容量。我们与您一起确定您当前所需的
承诺容量以及您未来将需要的缓冲容量。所有科技产品
在部署首日即可安装完毕并可供使用。

4. 计量使用情况。您支付的每笔费用都包括两部分：固定
的承诺容量金额和不固定的缓冲容量金额。使用随设备
安装的自动化工具，可定期测量组件级别的缓冲容量使
用情况。

5. 实现成本节约。通过选择较高的承诺容量和较长的使用
周期降低使用费用；当工作负载增加，超出最初的承诺
容量时，则可触发较低的使用费率。

消费模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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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计费 的计费指标
如上表所示，实际使用情况的计费依据是产品类型和所测量的
具体科技产品的使用情况。

对于 Dell EMC PowerEdge 服务器，我们会测量处理器利用
率，并通过激活节点小时数针对利用率收费。我们的 Utility 
Configuration Collector (UCC) 从 Integrated Dell Remote 
Access Controller (iDRAC) 收集使用数据，每小时内会多次
测量 CPU 利用率。然后，此数据将用于计算激活节点小时数 
— 当使用率为 5% 或更高时，节点被视为处于活动状态。

除了存储容量使用情况外，此激活节点小时数计费指标还可用
于融合基础架构。

对于存储、数据保护、融合基础架构 (CI)、超融合基础架构 
(HCI) 解决方案，我们计量的是消耗的原始容量或消耗的可用
容量（具体取决于产品）。原始容量是系统中存储介质的总
容量。可用容量是在为 RAID 保护分配容量后，以及数据缩
减（压缩和重复数据消除）之前，可以在系统中存储的数据
量。RAID 分配用于防止数据丢失，还可提高性能。

Dell Technologies 为部分产品预设了 RAID 保护分配额度，
您可按需为其他产品设置RAID保护分配额度。对于由 Dell 
Technologies 设置 RAID 保护分配额度的产品，我们会针对
其消耗的可用容量收费。如果产品由您设置 RAID 保护分配额
度，我们会针对消耗的原始容量收费。

每天会多次计量原始容量和可用容量数据。然后计算每日
平均值，再根据每日平均值计算每月平均值。由于 Utility 
Configuration Collector 直接从硬件中提取使用指标，因此
我们的测量和计费基于所用的 GiB 数，而不是 GB 数。虽然这
些指标较为类似，但 GiB 反映的是存储设备识别的实际物理存
储量。

对于 HCI 解决方案（包括 VxRail），我们测量消耗的存储容
量和 RAM。VxRail 数据从 VMware vCenter 收集，而 Azure 
Stack 的使用情况数据使用 Azure Stack API 收集。

1.  安装科技产品解决方案  
您的科技产品解决方案部署了承诺容量和
缓冲容量。

2.  收集数据 
使用情况数据由 Utility Configuration 
Collector 软件收集。该软件已随硬件预
安装并一起部署

4.  处理和报告 
原始数据被转换为开票前的报告，由计费
专家复核和验证。

5.  客户批准 
经过验证的报告可供客户下载和检视。

3.  验证和存储 
收集到的使用情况数据将安全地转移到我
们的 Dell Financial Services 数据库中，
经过验证、分析后，将保存到文件中。使
用情况数据在元数据级别收集，因此详实
或可确认的数据不会存在风险。

计费流程概览

容量使用量超过可用总容量的 85% 时，超出部分不收费

服务器 存储 数据保护 CI/HCI (VxRail)

处理器内 ●

存存储 ●

Storage ● ● ●

计费指标（计算） 激活节点小时数 消耗的  
RAM

计费指标（存储） 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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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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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计费 经验证的效果
按需计费 可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包括显著节约成本以及提
高效率、生产力和业务敏捷性。

最近的一项 IDC 研究分析了 Dell Technologies 按量付费消
费模式的商业价值，参与者认为，节约成本和时间是显著优
势。1

 例如，拥有 Dell EMC 存储的客户在转而采用按量付费的消
费模式后，每年的存储运营成本降低了 23%，存储购置成本
降低了 25%。此外，参与者还报告他们受益于敏捷性，例如
部署新存储容量的时间缩短了 92%。

按需计费 的优势

了解详情
请联系您的 Dell Technologies 或 Dell Financial Services 客户经理。

www.delltechnologies.com/flex-on-demand

简便
我们会在第一天就安装您当前及未来
所需的容量，并使用随设备安装的自

动化工具计量您的使用情况。

敏捷
迅速应对新的服务请求、工作负载波
动和业务导致的变化，以提高 IT 灵

活性。

可控
根据工作负载需求客制化硬件和软件
配置，并只在消费弹性资源时为其付
款以实现成本控制，避免过量配置带

来的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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