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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Simpana® 10 提供獨一無二
的全方位整合式單一平台解決

選擇 CommVault® Simpana® 軟體享有現代化的
備份及復原策略

方案，符合成本效益，實現現
代化的備份及復原功能，讓您
能夠：

減少資料保護的時間、成本及風險
CommVault® Simpana® 軟體可協助您加強保護持續成長的資料量、有效管理資訊資產，並迅速發

1. 迅速復原應用程式及資
料，可由各種不同環境

現、復原及存取資料。您可利用真正統一及創新的資料管理解決方案改變資料保護方式，超越傳統備
份的各項限制，消除產品的複雜性。

復原，例如虛擬機器、
訊息、資料庫及檔案。

CommVault 的現代化資料保護

2. 提升效率：整合及自動

為了部署及獲得現代備份及復原的各項優點，您需要深入整合應用程式及虛擬平台，並以智慧型整合

化程序和層級至最適合

功能管理異質儲存陣列快照，享有快速並與應用程式一致的復原。您需要以重複資料刪除、自動化、

您需求的儲存裝置。
3. 處理資料成長：提供全
域重複資料刪除及迅速
的快照式保護。

減少程序數量、階層化和複寫至任何儲存裝置或地點等功能，達到最高效率。您的解決方案必須具備
彈性及安全性，並能透過整合式報告提供深入見解，以便持續進步。最後，所有受保護的資料應成為
資產，而不是管理負擔，因此必須能夠安全開啟，透過可搜尋的單一索引進行自助存取，因應全新使
用需求。

4. 提升生產力：針對您所

Simpana 軟體透過單一平台和主控台提供以上功能，涵蓋各個地點及任何規模，不論是數 TB 的少數

有的索引資料提供安

資料，或是跨國企業達到 PB 級容量的資料，都能加以保護及管理。您可利用單一解決方案保護複雜

全、自助及角色型存取

的異質環境、實體及虛擬伺服器、遠端辦公室，甚至是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的資訊。您可享有最

功能。

高效率，利用最適合自己成本及存取需求的儲存裝置，包括異質磁碟陣列、磁帶及雲端。

5. 強化作業：以整合式報
告針對您的環境提供深
入見解。

全球有超過 17,700 位客戶認同 CommVault 的創新成果，選擇 Simpana 軟體協助解決資料保護及管
理的各項挑戰。而 CommVault 在 Gartner 2012 年企業備份 / 復原軟體魔力象限報告 (Gartner 2012
Magic Quadrant for Enterprise Backup/Recovery Software) 中獲選為「領導者」(Leader) 象限，則

6. 減少複雜性：提供單一

代表業界對我們的肯定。1

解決方案進行備份、災
難復原、歸檔、複寫、

以下列出 Simpana 軟體的部分關鍵技術創新成果，協助您進行轉型，為組織提供現代化的資料

搜尋及 eDiscovery。

保護：

7. 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
支援您的解決方案，提
供企業級的監控、訓
練、諮詢及專業服務。

• IntelliSnap™ － 可自動建立及管理應用程式感知硬體快照，協助迅速復原，提供低影響的備份
作業。Intellisnap 技術整合業界最廣泛的儲存陣列，無需自訂指令碼。您可復原個別檔案、表格
及郵件，以及整個應用程式、磁碟區和虛擬伺服器。備份作業可由主機以外的快照執行，限制對
生產資源的影響。
• Simpana OnePass™ － 利用單次資料掃描整合備份、歸檔及報告功能，可簡化管理、減少
50% 的時間和資源，並消除檔案和電子郵件資料的複雜性。
• 第 4 代重複資料刪除 － Simpana 10 的第 4 代重複資料刪除功能，是以來源及目標型資料刪除
功能的創新歷史為基礎，採用平行重複資料刪除功能，提供線性調整規模的能力，可由小型個別
節點擴展為超大的多重節點重複資料刪除資料庫。您可在全域參考集區整合多個重複資料刪除節
點，以加倍容量、傳輸量及彈性。

1
Gartner Inc.「企業備份 / 復原軟體魔力象限報告 (Magic Quadrant for Enterprise Backup/Recovery Software)」，作者：Dave
Russell、Alan Dayley、Sheila Childs、Pushan Rinnen。2012 年 6 月 11 日。
Gartner 並未針對其研究刊物所述的任何廠商、產品或服務背書，並且並未建議技術使用者僅選擇評分最高的廠商。Gartner 研究
刊物包含 Gartner 研究機構的意見，不應解釋為事實陳述。Gartner 放棄有關此項研究的所有明示或默示保證，包括任何商品適售
性或特定用途適用性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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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tore － ContentStore 是所有受 Simpana 管理資訊的後端虛擬儲存庫，不受硬體影
響，並具備重複資料刪除功能，可整合保護及歸檔資料，以消除效率不彰、無法流通且浪費資源
的資料。智慧型索引可針對資料提供全域感知，讓您迅速在需要時找到自己所需的資料。
• 加速伺服器虛擬化 － 消除資料保護障礙，加速廣泛的伺服器虛擬化。新的應用程式和虛擬化相
容性，在 Microsoft Hyper-V 及 VMware 之間提供更廣泛的快照整合。虛擬伺服器代理程式搭配
容錯移轉、負載平衡及簡化管理，大幅成長 VM 備份作業能力。
• 彈性架構 － Simpana 軟體採用分散式目錄架構，透過 GridStore 提供包含路徑彈性的彈性架
構，並減少故障點實現更快速穩定的資料復原，確保您的資料獲得保護及復原，即使在出現硬體
問題時也一樣。
• 簡化轉換作業 － CommVault 可讓 Symantec NetBackup 及 IBM TSM 使用者以最輕鬆的方式現
代化其資料管理策略。舊型備份代理程式可自動轉換為 Simpana 代理程式，消除許多有關變更
軟體的技術挑戰。最後您可選擇使用容量型授權及各種服務選項，讓轉換作業更輕鬆方便。

選擇 Simpana 軟體在單一平台解決方案享有現代化的備份及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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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功能及優點
IntelliSnap™ 技術

可在業界最廣泛的硬體陣列之中，提供自動化快照管理及應用程式感知復原，無需自訂指令碼，以便
針對應用程式和虛擬伺服器環境，提供更快速有效的精細及完整復原。

第 4 代重複資料刪除

CommVault 內建第 4 代重複資料刪除技術，可由小型的個別重複資料刪除節點，擴展為超大的多節
點重複資料刪除資料庫。Simpana 10 採用平行重複資料刪除功能，利用網格型架構在多節點環境提
供全新水準的擴充性、效能及彈性，大幅減少備份時間、成本及複雜性。使用 SSD 硬碟可進一步提
升容量及效能，即使在單節點組態也一樣。

Simpana OnePass™

Simpana OnePass 技術的單一掃描可整合檔案及電子郵件資料的備份、歸檔及報告，協助簡化管理、
縮短時間及降低基礎設施成本。

ContentStore

將所有由 Simpana 管理的資料安全有效地儲存在具備索引及重複資料刪除功能，且不受硬體影響的單
一虛擬儲存庫，提供復原、保存、存取及搜尋功能。

虛擬伺服器保護

利用易於使用的 Policy-based 策略型探索、安裝、備份及報告工具，在數分鐘內保護數百個 VM，
並可輕鬆擴充為數千個 VM。Simpana 10 包含更廣泛的 IntelliSnap 支援，不僅涵蓋 VMware 也納入
Hyper-V。

災難復原

以全新的強化功能利用虛擬環境進行迅速的 DR 情境測試，協助減少災難復原成本及其復原時間；
Simpana DASH 技術可有效迅速地將已刪除重複資料的備份複本，複寫至次級站台或雲端基礎
設施。

雲端整合

讓您深具信心在雲端利用資料保護。連線至最主要的雲端儲存平台，您可使用全套的 Simpana 軟體功
能，以安全、穩定及透明的方式將資料備份及歸檔至私有及公用雲端，或是由私有及公有雲端備份及
歸檔資料。Simpana 策略引擎直接內建多重用戶控制，並支援安全及可自訂的終端使用者存取控制。

歸檔及搜尋

Simpana 軟體平台提供整合式的歸檔功能，可減少保存的成本及複雜性。策略型的自動化歸檔，以意
義、內容或法規遵循為基礎，將資料移往成本較低的儲存裝置，讓資源獲得最佳運用，並大幅降低基
礎設施成本，符合監管需求。直接由 ContentStore 提供可檢閱的迅速存取功能，可由 HTML 預先檢
閱所有智慧索引資料，提供直覺熟悉的搜尋體驗。

遷移工具

由 Symantec NetBackup 及 IBM Tivoli Storage Manager 等舊型的備份解決方案迅速自信地遷移，達
成更低的總體擁有成本，以及更可靠的資料保護。

全域報告

全新層級的深入見解及進階報告功能，打造最佳化的作業環境，涵蓋所有 ContentStore 資料。強化功
能包括儀表板摘要檢視，不僅涵蓋現有作業環境，也能瞭解作業歷史趨勢。此外診斷、狀況檢查及最
佳實務報告，也能協助您達成卓越營運。

專業服務

擴充人員、訓練團隊，或尋找解決方案處理意外問題。CommVault 與客戶及合作夥伴密切合作，提供
適當規模 / 適當成本的選項實現 Simpana 解決方案，盡可能縮短實現價值的時間。

如需有關 Simpana® 軟體模組及解決方案的更多詳細資訊，
以及最新的系統需求，請造訪 www.commvault.com
www.commvault.com • 888.746.3849 • info@commvault.com
CommVault 全球總部 • 2 Crescent Place • Oceanport, NJ 07757
電話：888.746.3849 • 傳真：732.870.4525

資褓儲存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40號10樓之4
10F-4, No. 140, Sec.2, Roosevelt Rd., Taipei, Taiwan, ROC
Tel: +886-2-8369-3060 • Fax: +886-2-8369-3020
服務專線: +886-2-8369-3200 http://www.datasitter.com

CommVault 全球辦公室：美國 • 歐洲 • 中東及非洲 • 亞太地區 • 中南美洲及加勒 加拿大 • 印度 • 大洋洲
©1999-2013 CommVault Systems, Inc. 版權所有。CommVault、CommVault 及標誌、「CV」標誌、CommVault Systems、Solving Forward、SIM、
Singular Information Management、Simpana、CommVault Galaxy、Unified Data Management、QiNetix、Quick Recovery、QR、CommNet、GridStor、
Vault Tracker、InnerVault、QuickSnap、QSnap、Recovery Director、CommServe、CommCell、IntelliSnap、ROMS、Simpana OnePass 及
CommValue 為 CommVault Systems, Inc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所有其他協力廠商品牌、產品、服務名稱、商標或註冊服務商標，均為其個別擁有者的財產，
用於識別其產品或服務。所有規格隨時可能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