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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欢迎使用 Dell APEX 
交流指南
本指南为您提供有效推广 Dell APEX 所需的全部市场见解和产品
信息，Dell APEX 是振奋人心的“即服务”和多云产品组合。

实现 Dell APEX 机会

Dell APEX 是一系列基于订阅的技术解决方案，可提供客户期望的简化云体验
的简易性和敏捷性。它通过灵活的现代消费模式简化了 Dell Technologies 基
础架构、软件和解决方案的采用和实施，让您能够满足任何旅程阶段的客户的
需求。

您的一站式指南

了解如何通过探索可能的上市途径、可用的产品组合以及您和您的客户可以享
受的权益，充分利用 Dell APEX 商机，并制订更多目标来继续您的旅程。



这是一个多云世界
IT 主管希望获得卓越的功能，
以实现差异化成果。他们喜欢
云体验的简易性和敏捷性，
期望将它用于各个方面。

公有云 数据中心 边缘位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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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APEX 提供
精心设计的多云

通过简化的云体验，
提升敏捷性和控制力。

简化
精简您的

“即服务”产品组合
并提供简化的
云体验。

增强
提供增值专业服务，
提升终端客户体验。

加速
缩短您的部署时间
以及您的客户

实现价值的时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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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Dell APEX 
为您的企业带来的优势

为您和您的客户带来明显优势。

借助 Dell APEX，您可以利用经验证的技术以及与基础架构领域公认的市场佼佼者1 的牢固合作伙伴关系，
扩展自己的“即服务”和多云产品组合，同时解锁新的收入来源。

奖励

您可以享受丰厚的激励政策和权益，这
是 Dell Technologies 合作伙伴计划的
一部分。您可以利用经验证的技术以及
与 Dell Technologies 的牢固合作伙伴
关系来建立自己的业务，同时帮助客户

优化其业务。

灵活性

根据特定业务需求，灵活地按客户所需
的消费方式开展销售，并为您的客户选

择合适的采购模式。

能力提升

提供专门的“即服务”培训内容和现
有的“Partner of Record”计划，助

力您赢得优势，获得成功。2

为了帮助您成功推广和销售 Dell 

APEX 解决方案，我们创建了专用
Dell APEX 学习中心。

突出优势

您可以围绕所提供的
Dell APEX 解决方案构建

自己的增值服务，
赢得差异化优势。

1 由 VMware 和英特尔赞助的 Dell Technologies 白皮书《购买、租赁或基于消费：哪种是您获取 IT 的理想方式？》，2021 年。完整报告。
2 根据 Power Up 或存储 Partner of Record (POR) 责任计划，在评估 POR 身份时，可计入 Dell APEX 基础架构和 Cloud Services 转介 CCV 收入。
如果合作伙伴符合任一计划的（存储）要求，则可以获得存储 POR 身份。有关详细信息、资格条件和要求，请参见此处。没有针对 Dell APEX 转介

机会的其他 POR 计划。

返回目录

https://education.dellemc.com/content/emc/en-us/home/bpa_homepage/apex-learning-cen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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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每个合作伙伴的上市途径
从三种业务模型中进行选择，每种模型都为您提供发展业务的机会，具有盈利潜力。

转售

向客户转售 Dell APEX 产品，包括
在客户现场部署、由戴尔管理的托
管3 设施或客户/合作伙伴协调的托

管设施。

托管

订阅 Dell APEX 解决方案，然后代表
客户管理和操作安装在您的数据中心

或托管设施中的设备。

转介

与 Dell Technologies 协作并将您
的 Dell APEX 销售线索转介给 Dell 

Technologies，由 Dell 

Technologies 直接开展销售工作。

3“客户管理”选项不支持戴尔管理的托管部署。有关戴尔管理的托管部署的各地区提供情况，
请访问 Dell com/Access-APEX

返回目录

https://www.dell.com/en-us/lp/access-apex


© DELL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广泛而卓越的
解决方案

Dell APEX 通过快速调配资源、快速扩展和现代消费方式，
在应用程序和数据所在的创新产品组合中提供简化的云体验。

计算和
HCI 服务

为您的客户提供各处一致
的安全体验以及工作负载
所需的卓越功能和性能，

简化多云。

存储服务

利用可扩展且有弹性的存
储即服务，响应客户不断
变化的业务需求、消除复

杂性并降低风险。

网络和数据
保护服务

帮助客户做出更明智的技术
选择，以提升业务成果并确
保其基础架构和数据始终受

到保护且安全无虞。

定制解决方案

使用我们创新且广泛的
基础架构和服务产品组
合来创建专业的按需环
境，从而满足各种客户

需求。

返回目录

部分产品包括合作伙伴主导的部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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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APEX Data Storage 

Services

合作伙伴部署机会

合作伙伴要求：

✓ 合作伙伴必须在 Dell Technologies 合作伙伴计划中获得认证分级，并且拥有必要的
戴尔部署能力

✓ 合作伙伴必须加入 Dell APEX Console 计划

✓ 合作伙伴必须完成 Dell APEX 合作伙伴部署概述 Saba 培训

符合条件的由客户管理的 Dell APEX 产品

Dell APEX Hybrid Cloud

符合条件的合作伙伴可以为客户部署 Dell APEX 以成果为导向的特定产品。

合作伙伴部署以及其他生命周期服务，可提高您在所有 Dell APEX 交易中
实现更高荷包占有率的潜力。

更好地控制客户的 Dell APEX 部署选项，提供简化的客户体验。

返回目录

Dell APEX Private Cloud

https://education.dellemc.com/content/emc/en-us/csw.html?id=93323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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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订阅模式交付的计算、存储和网络一体化基础架构，帮助客户简化 IT 管理、
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并保持对云战略的全面控制。利用 Dell Technologies 

拥有的技术，确保客户订购他们当前需要的产品，并通过相同期限扩展轻松进行纵
向扩展，提供所需的服务级别。

无论是部署在客户位置，还是托管在您自己的数据中心或托管设施中，Dell APEX 

计算和 HCI 服务都可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可满足期望获得更轻松、更一致的云体
验的客户需求。加快云采用速度并支持客户的整个云之旅。

© DELL Inc. 保留所有权利

59%
的企业会划分任务的
轻重缓急，以减少管理
未来两年的技术投资
所需的时间和工作。4

91%
的组织将现代化
基础架构视为

数字化转型成功的
关键因素。5

4IDC 信息概要《Storage-as-a-Service Improves Business Operations》，2021 年 4 月。
5 Dell Technologies、英特尔和 VMware 委托 IDC 撰写的白皮书《优化混合云中的工作负载分配》，2020 年 7 月。实际结果可能有所不同。

Dell APEX 计算和 HCI 服务

概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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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包含虚拟机和容器的 VMware 工作负载提供简单的本地云体验
Dell APEX Hybrid Cloud Dell APEX Private Cloud

6客户在订阅 Dell APEX Hybrid Cloud 时，可以利用其 ELA for VCF 软件

计算 (vSphere)

存储（可选 vSAN）

网络 (NSX-T)

应用程序迁移 (HCX)*

戴尔 VxRail

SDDC Manager

vRealize Suit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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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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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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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计算 (vSphere)

存储（vSAN/无 vSAN）

戴尔 VxRail

*仅包含在 VCF Enterprise 中

预集成机架，可选择单独的管理群集，
也可选择不同的超级部署体系结构

Dell Technologies 负责基础架构；通过 Dell APEX Console 订购

利用跨多云环境的自动化和编排实现一致、安全的操作

基础架构由客户管理。主要 PoC：客户成功经理 (CSM)，
提供 ProSupport Plus 服务

1 年或 3 年订阅期限。预付、每年或每月付款选项6

在短短 28 天内交付和部署 (SLO)

可选择戴尔的预定义集成机架，
或利用客户提供的机架进行现场集成

Dell Technologies 负责基础架构；通过 Dell APEX Console 订购

非常适合云入门，并可随发展而扩展，占用空间经济高效

基础架构由客户管理。主要 PoC：客户成功经理 (CSM)，
提供 ProSupport Plus 服务

1 年或 3 年订阅期限。预付、每年或每月付款选项6

在短短 28 天内交付和部署 (SLO)

Dell APEX 计算和 HCI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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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敏捷性和可扩展性的需求

业务变更

功能和控制

性能

Dell Technologies 的目标是交付和部署实现价值的时间 (TTV) 目标为
28 天的新云基础架构，并在最短 5 天内扩展现有基础架构。客户可以
根据业务需求快速轻松地扩展其云基础架构。

Dell APEX 计算和 HCI 产品将公有云的强大功能和速度与私有云的
安全性和控制力相结合，所有这些都整合在一起，简化了客户体验。

Dell APEX 计算和 HCI 产品旨在与客户的业务共同快速发展，客户可订
购目前所需的产品，并通过相同期限扩展轻松进行纵向扩展，以满足新
的业务需求。

客户保持对其云环境的完全运营控制，并自行管理基础架构或与合作伙
伴签订合同。
指派的客户成功经理 (CSM) 可帮助协调各项活动，确保服务功能正常使
用，并在需要时引入适当的戴尔技术支持。

通过简化云基础架构管理来加快
云的采用速度。

提高云经济性，更好地控制预算。

平衡公有云的易用性和速度与
本地部署的安全性需求。

轻松实现数据操作现代化。

讨论要点机会 客户可获得的好处

加强交流效果
Dell APEX 计算和 HCI 服务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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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IT 组织都面临着过量配置和配置不足、资本预算限制以及技术更新周期
漫长且复杂的挑战。过去，这些挑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加以应对。存储
要求以及总体业务和经济环境难以预测，IT 部门需要变得更加敏捷。

您的客户可能还需要面对极为有限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而云计划也可能会带来
额外的复杂性。Dell APEX Data Storage Services 可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通过
提高敏捷性和增加选择多样性来提供灵活的 IT，为您的业务带来明显的优势，
同时促使您的客户过渡到基于消费的“存储即服务”模式。

8 IDC FutureScape：《Worldwide Futur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2023 Predictions》，2022 年 10 月。文档编号 US48376222。
9 Gartner®，《Market Guide for Consumption-Based Pricing for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2021 年 3 月

© DELL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到 2026 年，

65% 

的技术购买者在购买基础架构时，
将优先考虑“即服务”消费模式，
以帮助抑制 IT 支出增长并填补

ITOps 人才缺口。8

到 2024 年，
新部署的存储容量中将有

超过

50%

以“即服务”或订阅方式销售，
而在 2020 年，

这一比例还不到 15%。9

Dell APEX DATA STORAGE SERVICES

概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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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符合客户独特数据工作负载要求的存储服务并... 

Dell APEX DATA STORAGE SERVICES

10 Forrester 受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执行的对新技术预计 Total Economic Impact 的研究，2021 年 6 月。根据对使用 Dell APEX Data Storage Services 的四个组织进行的
访谈（汇总并合并到一个复合组织），以及来自另外 121 名 IT 决策者的调查回答，预测 3 年期的估计值。实际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完整报告。

节省多达

50% 的

IT 时间10

将规划和
资源调配成本
降低多达

86%
10

返回目录

省去预测、采购和迁移环节

归档/数据分层，以执行大数据分析

多协议数据访问— NFS、SMB、HDFS、S3、NDMP、REST、HTTP 和 FTP 

文件

传统和现代的基于文件的工作负载/NAS 工作负载

非常适合视频监控、医学影像、媒体和娱乐内容交付/创建、用于 AI/ML/DL 的数据湖等
非结构化和要求严苛的工作负载

让 IT 员工专注于能够实现更多价值的活动

数据块

传统和现代的基于数据块的工作负载/SAN 工作负载

非常适合结构化、事务性工作负载，数据库和虚拟机

任务关键型工作负载的测试/开发

与 VMware 和 Microsoft 等领先供应商产品集成—

非常适合 SQL、Exchange、SAP 和 Oracle 环境

https://www.dell.com/content/dam/documents-and-videos/dv1/en/solutions/apex/industry-market/forrester-tei-dell-technologies-apex-data-storage-servi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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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要点机会 客户可获得的好处

云复杂性源于云要求、转向云运营模式或缺乏公
有云就绪性。

财务战略可规避与 3–5 年技术更新周期相关的大
量资本支出。

包括严格的数据监管和合规性标准的法规或安全
要求。

具有稳定增长趋势、高增长潜力或不可预测数据
需求的工作负载。

技能组合/资源有限的 IT 运营团队或以开发人员
为中心的模式。

快速开拓新市场，无需数据中心运营。

从资本支出过渡到运营支出*，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
并按照所消耗的容量支付费用。

数据保留在本地或安全的托管设施中，符合通用法规和
安全标准。

能够在戴尔管理的互联托管设施中部署存储资源，
带来增长和地理扩展的新机会。

要迈向云消费模式和混合云战略，并且托管支持多云
连接。

避免资源调配不足和过度调配，根据需要使用和为容量
付费。

利用供应商拥有的基础架构简化存储管理任务。

提升多云灵活性和选择权，并且需要简单的公有云入口/

出口。

依托以“即服务”模式提供的可信存储服务进行区域扩展，
利用简化的选项扩展全球 IT 足迹。

满足公有云可能无法满足的数据本地化、法规和审核要求。

消除复杂且耗时的存储预测、采购和迁移周期，使 IT 员工
专注于能够实现更多价值的活动。

利用戴尔拥有的基础架构，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
并转向运营支出模式。

所有使用情况享受一致的费率—对按需使用的容量没有
处罚或超额费用。

Dell APEX DATA STORAGE SERVICES

加强交流效果

*运营支出模式受客户内部会计审查和政策的制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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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世界中，数据是组织最重要的资产。由于网络攻击日益泛滥，
确保数据安全且可用变得无比重要。

面对数据保护的未来，需要管理多云数据激增，降低运营复杂性并提
供有效的网络弹性。Dell APEX 通过简单且具有弹性的现代化多云数
据保护，帮助合作伙伴及其客户迈向未来。

© DELL Inc. 保留所有权利

87%
的组织将云计算视为
其数据保护战略的

重要部分11

94%
的组织选择云部署
（公有云、私有云、
混合云）来运行
新应用程序11

54%
的组织在努力为
SaaS 应用程序
寻找数据保护
解决方案11

60%
的组织在努力为
云原生应用程序
寻找数据保护
解决方案11

11 Vanson Bourne 受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对全球 15 个国家/地区的 1,000 名 IT 决策者进行了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其数据保护战略、云环境中的数据保护方法以及业务中断时的相关应对措施。

来源：ESG Research 出版物，《2021 Data Protection Cloud Strategies Survey》，2021 年 2 月。

Dell APEX 网络和数据保护服务

概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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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APEX Backup Services 通过备份、灾难恢复和长期保留提供简单、安全的保护。
可通过直观的控制台提供集中化的可见性和管理。

有三种 Dell APEX Backup Services 产品可供选择：

端点设备的
安全保护

针对混合工作负载的
自动化灾难恢复和

长期保留

针对 SaaS 应用程序的
统一数据保护和

治理

几分钟内即可完成部署 按需扩展

基于 SaaS 的解决方案，
无需管理基础架构，
只需几分钟即可部署。

不受限制的按需扩展，
可确保客户不断增加的数据

始终受到保护。

端到端数据保护

一体式安全保护，包括备份、
灾难恢复和长期恢复。

端点SaaS 应用程序 混合工作负载

Dell APEX 网络和数据保护服务

Dell APEX Backup Services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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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持续面临着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多任务的巨大压力。
能够以可预见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摊数据中心技术
成本，即使工作负载不固定，也会是一种更大限度增加
现金流的宝贵策略。Dell APEX 定制服务可在根据特定需
求量身定制的专业化按需“即服务”环境中提供灵活性。

Dell APEX Custom Solutions 支持您的客户控制成本，
更好地根据业务需求和工作负载来调整预算，根据使用
时间和使用内容付费。为 IT 基础架构提供简化且可预测
的预算、计费和技术生命周期管理，可灵活地选择更适
合您的客户的技术和条款。

© DELL Inc. 保留所有权利

Dell APEX Custom Solutions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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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APEX 数据中心设施Dell APEX FOD 按需计费

基于消费的支付解决方案—获得客户支持其不断变化的业务所需的技术，
支付的费用与他们的实际使用情况相匹配。 高度可自定义—将客户数据中心运营的部分或全部迁移到按使用量付费模式。

Dell APEX Custom Solutions

提供的不仅仅是
灵活消费模式

畅销解决方案的定价表可简化定价和预算，即使使用量不固定，您的客户也能够制
定预算并预测未来支出。我们还提供自定义定价服务。

所有技术都在第一天就已安装并提供给您的客户，包括他们当前需要的承诺容量和
未来所需的缓冲容量。

组件级监视—每月付款包括承诺容量以及缓冲容量中的任何超额费用。

包括一系列专业服务和支持，可全面管理您的客户的数据中心及其运营。

一张简单的发票可帮助您的客户提高数据中心运营支出的透明度，并根据实际使用
量提供可预测的费率和成本。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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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要点 客户可获得的好处机会

需要灵活的付款选项和业务变更。

希望各类工作负载都能实现差异化
的成果。

需要完全自定义的环境。

功能和控制。

Dell APEX Custom Solutions 让客户能够控制成本，更好地根据业务需求调整预算，还可以
选择按使用时间付费，同时只为整个部门或整个企业使用的资源付费。Dell APEX Custom 

Solutions 基于灵活的 IT 和“即服务”基础架构构建而成，旨在满足客户高速发展的业务需
求。您的客户只需为所使用的内容付费，这使得他们可以轻松地扩展和缩减其自定义环境。

Dell APEX Custom Solutions 是合作伙伴在整个客户企业（从桌面到数据中心）部署灵活消
费和“即服务”功能的灵活方式，其技术选择和条款由客户的特定要求决定。这些以产品为
导向的完全可定制产品/服务旨在使客户能够利用丰富的基础架构产品组合，让各类工作负
载都实现不俗的成果。

客户保持对自定义环境的完全运营控制，而您负责为他们管理基础架构和生命周期管理活动。

Dell APEX Custom Solutions 基于灵活的 IT 和“即服务”基础架构构建而成，将公有云的
强大功能和速度与本地解决方案的安全性和控制力相结合，所有这些都整合在一起，简化了
客户体验。利用丰富的基础架构产品组合，让客户的各类工作负载都实现差异化的成果。

利用弹性容量动态扩展或缩减。

更准确地根据实际资源使用情况调整
成本。

让 IT 团队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业务
目标成果。

通过执行合作伙伴的增值服务来实
现出色体验，从而简化生命周期。

Dell APEX Custom Solutions

加强交流效果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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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提供 Dell APEX 解决方案的优势：

探索专属资源

访问需求挖掘中心

您需要的有关 Dell APEX 产品组合的
所有营销信息。

立即访问

查看 Dell APEX

内容中心
您可以在销售周期的各个阶段
对客户使用的精选资源。

立即探索

启动您自己的
Dell APEX 营销活动
访问数字营销工具，查找旨在帮助您

提高知名度、推动合作并挖掘需求的资产。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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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partner/en-us/auth/campaigns/ap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partner/en-us/auth/sales/apex-content-hub.htm
https://dell.ziftone.com/#/campaigns/browse/8a9982f77c47c65f017c4a18b6ea0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