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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儲存裝置能帶給您更高的效能、更順暢的管理、更好的資料安全性，
結果會如何？擁有了七代線性磁帶開放 (LTO) 技術這一堅實後盾，每一個磁帶
匣可儲存高達 15 TB (壓縮) 的容量，HPE StoreEver LTO Ultrium 磁帶機正是符合您
需求的產品。HPE StoreEver LTO Ultrium 磁帶機整合 HPE TapeAssure 以方便管理與
硬體資料加密，以及整合 HPE StoreOpen with Linear Tape File System (LTFS) 以易於
使用，所以能實現更好的資料安全性和更快的磁帶效能，讓您每天可以集中管
理、更輕鬆地進行管理控制，並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保護資料。

HPE StoreEver LTO Ultrium 磁帶機是災難復原計畫臻於完善的必要條件，也是用於
封存的重要媒體。磁帶的可攜性，讓它可以便利且安全地進行異地儲存。磁帶
可為阻擋病毒、火災、水災、駭客、人為錯誤、軟體錯誤，以及可能讓資料處
於風險的重複錯誤，提供最後一道防線。

當企業瞭解到，儲存、保護及轉化再利用資料資產，是其獲致成功的關鍵基礎
時，磁帶作為理想的低成本資料封存解決方案的地位更加鞏固。磁帶媒體具財
務可行性，磁帶使用期限長，對於協助達成法規遵循的長期儲存來說，是明智
的媒體選擇。在媒體與娛樂業、健康醫療與醫療影像、視訊監控，以及高效能
運算環境中，正廣泛而快速地採用 LTO with LTFS。

HPE 品牌的 LTO Ultrium 媒體能可靠地增強效能。我們的磁帶匣通過廣泛的實驗
室測試，遠超產業標準標誌規格的要求。我們的目標是提供更佳的品質，來執
行備份與封存作業，並在您最需要的時候，還原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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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與優點

HPE StoreEver LTO Ultrium 磁帶機專為長期、持久有效的資料保護而設計，並融入
多項獨特的 HPE 可靠功能，可提供：

透過監控與管理功能以及硬體加密，提供卓越的容量與效能：
• 單一磁帶匣可提供高達 15 TB 的壓縮容量

• 提供高達 300 MB/s 的原生資料傳輸速率，即使備份時間非常短促，仍然能展現
順暢的效能

• 讓使用者能夠在磁帶媒體上執行標準檔案作業，以便透過作業方式類似硬碟
的介面存取、管理和共用檔案，因為 HPE StoreOpen with LTFS 使磁帶具備自我
描述能力、基於檔案且易於使用。

• 利用 HPE TapeAssure 監控磁帶機和媒體利用的作業效能，以及磁碟機和媒體的
期限/健全度資訊，可從回應式管理轉為主動式管理

• 利用硬體資料加密，提供最高等級的安全性，可確保機密資訊安全無虞，並
能用更少的磁帶匣快速達成法規遵循

頂尖技術可增強可靠性：
• 利用 LTO-7，改善未更正錯誤率，在傳輸 1019 個位元中，錯誤數低於 1

• 以 LTO-7 休眠模式，達成能源效率 

• 資料速率符合功能可提高效能

• 在 100% 的工作週期下，平均故障間隔時間 (MTBF) 為 250,000 小時1

連線能力與相容性
• 提供多種機型選擇，包括內接式、外接式和機架安裝式，均採用 SAS 介面，還
有各種連接伺服器平台的能力，包括 Dell、IBM 及 Sun。軟體相容性的龐大清單
包括支援的來自 HPE、CA、VERITAS 的備份與封存軟體應用程式

完備的解決方案，開箱即可使用
• 提供完備的解決方案，透過 HPE LTO 媒體、清潔磁帶匣 (含全高磁帶機)，並下
載一份免費 Yosemite Server Backup Basic 軟體 (含硬體資料加密支援) 的選項、纜
線及文件，保護您的資料 

• 利用 WORM 資料保護功能，提供安全的封存記錄方法，協助達成產業法規遵循 

1HPE 內部測試，2012 年 11 月



記錄技術 LTO-1 Ultrium、LTO-2 Ultrium、LTO-3 Ultrium、LTO-4 Ultrium、LTO-5 Ultrium、LTO-6 Ultrium、LTO-7 Ultrium

媒體標籤 箱內隨附可寫標籤

媒體格式 可重複寫入與單次寫入型媒體

每包裝數量 最多 1 件，視機型而定

容量 15 TB (壓縮比例為 2.5:1) 
最大值，視機型而定

讀取速度 最高 300 MB/s (原生) 
最大值，視媒體類型而定

產品顏色 LTO-1 中藍色；LTO-2 紅色；LTO-3 黃色；LTO-4 綠色；LTO-5 淺藍色；LTO-7 灰色

磁帶長度 960 公尺 
最大值，視機型而定

磁帶寬度 (公制) 12.65 公釐

磁帶厚度 5.6 公釐 
最小值，視機型而定

底膜類型 金屬微粒或鋇鐵氧磁體

位元密度 每英寸 485.6 KB 
最大值，視機型而定

資料軌數量 3.584 
最大值，視機型而定

磁層矯頑力 2500 - 2700 Oe 
最大值，視機型而定

封存儲存期限 30 年

磁帶機相容性 儲存媒體相容性對照表：hptapecompat.com

保固標準聲明 有限終生保固

HPE LTO Ultrium 磁帶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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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http://www.hptapecompat.com/


記錄技術 LTO-2、LTO-3、LTO-4、LTO-5、LTO-6 及 LTO-7

容量 最高 15 TB (壓縮比例為 2.5:1)

傳輸速率 最高 300 MB/s (原生)

緩衝區大小 最高 1024 MB

主機介面 6 Gb/s SAS、3 Gb/s SAS (視機型而定) 

LTFS 支援 LTO-5、LTO-6 及 LTO-7

加密功能 有 (LTO-4 及更高規格)

WORM 功能 有 (LTO-3 及更高規格)

尺寸規格 5.25 英寸，全高或半高 (視機型而定)

保固 3 年有限保固，次日產品更換服務，加上 9x5 (一天九小時，一週五天) 的電話支援服務

HPE StoreEver LTO Ultrium 磁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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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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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套裝 - 解決方案價值聲明

HPE ProLiant 伺服器和 HPE LTO Ultrium 磁帶機
LTO Ultrium 磁帶機與 HPE ProLiant 伺服器搭配使用最為理想，如此可為您的 ProLiant 
系統提供可靠且經濟實惠的資料保護。單一 LTO-7 磁帶匣可儲存高達 15 TB 的容
量，這些磁帶機為媒介和企業環境提供兼具價格與容量的優點。

HPE 技術服務
HPE 技術服務將派出客戶信賴的業務技術專家管理您的實務技術，因為只要技術
發揮作用，業務就能蒸蒸日上。

與 HPE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就能減輕與技術相關的業務風險，有效提高可用性、
避免發生代價高昂的停機。我們設計了各種服務選項，而且跟我們的儲存裝置
一樣，既彈性、可擴充且經濟實惠，您完全無需擔心 HPE LTO Ultrium 磁帶機儲
存解決方案的部署、支援與管理。

更好的技術與管理

HPE 技術服務為您分憂解勞，讓您完全無需擔心 HPE StoreEver LTO Ultrium 儲存解
決方案的部署、支援與管理，一切交給客戶信賴的 HPE 專業服務，就能提高可
用性並避免發生代價高昂的停機。

我們推薦
• 3 年 HPE 24 小時加值支援服務：為了提高您的儲存技術的投資報酬率，此為期
三年的組合回應式支援選項，提供全年無休的整合式到府硬體/軟體支援服務

• HPE 安裝服務：為了順暢的啟動與更卓越的商業成就，本服務提供初始硬體安
裝，協助您將產品安裝到您的技術環境中 (不含系統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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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套裝 － 軟體

Yosemite Server Backup
Yosemite Server Backup 基本備份與復原軟體是簡單易用的應用程式，可在數分鐘
內安裝完成，且隨附保護單一伺服器的所有必要功能。它還包含預先定義且可
自訂的媒體輪換機制。最多四個平行資料流，可使 Ultrium 磁帶機保持串流。
資料加密可透過易於管理的介面來設定。欲瞭解更多詳情，請造訪   
barracudaware.com/ysbbasic

服務與支援

HPE Factory Express
在您購買儲存裝置與伺服器時，HPE Factory Express 可以提供自訂及部署服務。
您可以在工廠中根據自己的確切規格自訂硬體，這有助於加快部署。如需詳細
資訊，請造訪 hp.com/go/factoryexpress

客戶技術訓練
我們針對儲存軟體、網路、封存與磁碟儲存系統提供了多種訓練課程。我們的
課程形式相當多元，從分佈於全球 80 個訓練中心的傳統講師授課教學方式，到

線上教學和/或現場教學。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hp.com/learn/storage

HPE 租賃服務
HPE 租賃服務提供創新的金融與財務資產管理方案，可協助您採購、管理，以及
最後汰換 HPE 解決方案。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hp.com/go/hpfinancialservices

更多詳細資訊

如果您的儲存裝置需要可靠性、安全性、延展性，以及長期的未來容量擴充藍
圖，HPE StoreEver LTO Ultrium 磁帶機可以毫無疑問地滿足您的儲存需求。要展開
邁向更睿智的主動式儲存的旅程，請造訪 hp.com/go/tape。

http://www.barracudaware.com/ysbbasic
http://www.hp.com/go/factoryexpress
http://www.hp.com/learn/storage
http://www.hp.com/go/hpfinancialservices
http://www.hp.com/go/t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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