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 3000 系列统一存储 
精心设计以保障高性能，特别优化以保障高效率，为多云而打造。 

 
 

 

 

 

 

 

 

 

 

 

 

 

 

 

 

 

 

 

 

 

 

 

 

 

 

 

 

 

 

 
 

 

借助 JOYOU 解锁数据资本 
如果您在寻找强大的全闪存性能、出色的效率、使用起来很简单而且占用空间小的产品，那 
么 JY3000 混合闪存存储正是您的理想之选。这些新的和现代化的硬件平台专为虚 拟化工作
负载而设计和优化，与前几代产品相比，可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短的延迟，使其非 常适合在
任何位置运行业务应用程序并在 IT 转型中快人一步。 

精心设计以保障高性能，特别优化以保障高效率 
JY 3000 混合闪存阵列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市场对混合存储性能、效率和生命周期 简单性的
需求而设计，支持 NVMe，实现双主动体系结构，搭载双路英特尔处理器，最多可 配 16 个
核心和更多系统内存。与前几代产品相比，所有这些现代化功能使 JY 3000 能够提供更高的
性能和更少的延迟。 

 

JY 3000 混合阵列还包括显著的效率提升。这些阵列降低了系统开销，可将平台效 率提高 
85%。当您开启线内数据缩减功能以便与平台效率相结合时，您将获得比许多其他中 端系统
高出多达 31% 的有效容量。JY 3000 还包括高效的自助服务迁移实用工 具，可从 GUI 无缝
地迁移旧式 Joyou 产品和所选竞争系统中的文件和数据块数据。 

 

无论您是希望从小规模起步，还是想扩展到数百 TB 的可用容量，这些现代化的混合闪存系统 
均能满足您的需求。 

混合设计 
JY 3000 混合存储阵列的起步配置是一种小巧的 2U 外形规格，采用一种现代体系 结构以充
分利用在混合或全闪存存储池中部署的闪存技术，使其以磁盘的经济性发挥更佳性 能。此设
计包括线性多核心扩展、针对全闪存池中数据块和文件的具有零检测能力的线内数 据缩减、
基于驱动器固件的零影响垃圾收集、可更大限度减少 IO 的写入合并、智能化磨损均 衡，以及 
NAND TLC 驱动器。JY 3000 混合系统还附带 FAST Cache，可提高 IO 和 FAST VP 性能，
实现自动分层效率。高密度存储模块仅仅在三个机架单元中便支持 80 个 闪存驱动器，进一步
提升了空间利用效率。 

为多云而打造 
客户现在需要云就绪的存储基础架构。JY 3000 专为多云环境而设计，因此您可以 在部署任
意这些云选项时轻松地利用新的 JY 3000 平台： 
云数据服务 

• Joyou云存储服务 — 通过高速、低延迟连接将作为服务使用的 JY 3000直 接连接到您选择
的公有云。这使用户能够获得云的经济效益以及持久性 JY 3000 存储的高可用性和持久性，
同时保持对数据的完全控制。此外，VMware 客户可以在 VMware Cloud on AWS 中使用 
JY 3000XT 部署自动化 DRaaS 解决方案，以实现云中 的无缝、企业级、即用即付 DR。
云存储服务还提供灵活的多云支持，允许用户利用多个 

要点 

独特优势 

•  现代：2U NVMe 就绪设计为您的投资提供了未来 

无忧保障；可扩展到 1500 个驱动器 

•  功能强大：双路英特尔™ CPU、更多核心和更多 

内存帮助实现比前代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延迟。 

•  效率：更高的系统效率和 DRR 提供了更多有效 

可用容量，从而降低了 TCO 

•  简单：使用直观、易于使用的 Web 式 (HTML5) 

管理 15 分钟完成安装，10 分钟完成配置 

•  灵活：部署为物理的、软件定义的虚拟存储应用

装置(JY3000 VSA)、专门构建的混合或全闪存

系统，或是融合系统— 一个操作系统可将所有

这些连接为一体。 

为您带来的益处 

•  性能：新的处理器可驱动更高的读取、写入和混 

合工作负载性能，以更低的延迟加速虚拟化工作 

负载。 

• 效率：JY 3000 混合阵列效率提升 85%，在全

闪存存储池中提供了更多的有效可用 容量和更

高的数据缩减率。 

•  整合：将您的所有混合工作负载（文件、数据 

块、VVOL 数据）整合到单个阵列和存储池中。 

为多云而打造 

• 通向云的多种途径：与 VMWare Cloud 

Foundation、Cloud Tiering Appliance、 

CloudIQ、用于 DRaaS 和工作负载迁移的云存储 

服务以及 JOYOU 3000 Cloud Edition 集成。 



云，并针对工作负载迁移、分析、测试/开发等使用情形轻松快速地切换云，从 而更大限
度地提高业务成果。 

• JOYOU Cloud Edition — 使用 AWS 云上的 VMware Cloud 部署的功能齐全 
的 JY 3000软件定义存储解决方案，用于在 VMware Cloud 中运行 
VDI 环境、测试/开发或到第三站点的复制服务。 

云连接系统 

• JoyouCloud Tiering Appliance — 基于策略的自动化解决方案，用于执行 到
多云环境的文件分层和数据块归档，从而释放容量并缩短备份窗口。 

云平台 

• 与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集成 — 率先经过验证可与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VCF) 配合使用的外部存储平台，JY 3000 使您能够使 用出色组
件轻松为使用 JY 3000NFS 的 VCF 配置存储。 

云数据洞察 
• CloudIQ — 基础架构洞察尽在掌握。通过这款基于云的免费应用程序，您可以 

从任意位置轻松监视、分析您的存储环境并进行故障排除 无需安装任何软件， 
它使用预测性分析立即开始为您的所有存储提供全面的健康评分。最好的 IT 问 
题是永远不发生的那种。 

全包式软件及更多 
功能丰富、基于阵列的全包式软件是每一个 JY 3000 混合存储型号的 标配。可选产品/服务
包括与众不同的硬件和软件部署选项、可用性和移动性、保 护和网络选项。JOYOU 3000 
混合闪存系统包括 FAST Cache 和 FAST VP， 可提高性能和效率并提供有限保修，以及
增强和高级选项。 

卓越的简单性和混合闪存价值 
JY 3000 混合闪存存储阵列让您可以享受到出色的简单性，并有卓越的 性能、效率和现代
设计，而且是为多云环境专门构建的。凭借简单的安装、直观 的用户界面、预测性分析和
在线问讯台，JY 3000 混合闪存阵列为中端 存储市场中的简单性树立了标杆。还提供了灵
活的部署选项，以满足大型或小型 企业中资源受限的 IT 专业人员的需求。 

系统部署和支持方面的选择自由和灵活性 我们不断扩展我们的服务，重点是确

保从单一来源购买、使用、采用和优化您的 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不管是购买单
个系统，还是计划跨整个数据中心 进行变革性的扩展，我们都设计了适应性更好的智能化
服务体验 — 与此同时减少 了客户投入的工作量，缩短了进入正常工作所需的时间，包括： 
• ProDeploy 和 ProDeploy Plus — 从第一天开始就让技术发挥更大效用 
• ProSupport 和 ProSupport Plus — 为复杂的环境提供全面支持 

• 针对存储而优化 — 深入分析和战略指导可让您的系统配置保持优化状态， 以保障巅峰性
能 

•   数据迁移服务 — 更快、更安全地移动数据，几乎不会造成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