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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超越客户预期的体验

无论是只有一个业务站点的小型公司，还是

拥有多个分支机构的大型企业，都希望增加

与客户的互动和联系，因为这有助于提升营

业收入。提供快速 Wi-Fi 是许多企业的第一

选择，这样客户在等待或购物时，可以通过

移动设备浏览产品信息。此外，它们还可能

提供支持应用的现场服务，使得员工或服务

商能够在移动设备上快速安全地访问数据和

文件。

您的员工可能时不时地需要出差，有时甚至来

不及做前期准备就匆匆出发。您希望能够轻

松地为这些员工提供远程桌面服务，以保证

业务持续运行，同时保护数据和应用的安全。

您一定认为只有投入高昂的成本才能实现这

个目标。事实却并非如此。HPE 小型企业小

型办公室部署解决方案是一款完整且经过验

证的解决方案，涵盖计算、存储、无线接入

点 (AP)、交换机和服务，让您无需从零开始

选择、验证、配置和调整 IT 规模，同时能够

轻松地进行安装和管理。您可以通过可选的 

HPE StoreEasy 网络连接存储或 HPE RDX 可

拆卸磁盘备份系统，轻松增加存储容量。

远程桌面服务 (RDS) 包含 Microsoft Windows 

服务器，支持远程访问集中存储在安全服务

器中的文件和应用。

这些完整的解决方案包将 HPE ProLiant Gen10 

服务器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与可靠且具

成本效益的 Aruba Instant On 无线 AP 和有线

交换机融合在一起，可通过 Instant On 移动应

用和/或基于云的网页门户、HPE StoreEasy 

存储或 HPE RDX 可拆卸硬盘备份系统进行

管理。可选的 HPE 基础系统支持服务提供全

面的硬件和软件服务，可帮助提高 IT 基础设

施的可用性，让您安心发展业务。

此外，HPE 小型企业小型办公室部署解决

方案可以将多种功能（比如虚拟化、存储和

备份）整合到单个服务器上，从而提供一种

简单、安全且经济的“箱中办公室”IT 解决 

方案。

提升连接能力
HPE 小型企业小型办公室部署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简介

本地和混合云小型办公室部署解决方案如

何帮助您提升连接能力？

• Wi-Fi 接入可吸引用户进行现场访问，

实现以应用为中心的互动，让员工能够

随时获得所需信息，从而全面提升客户

体验。

• 借助快速、安全的 Wi-Fi 接入和更出色的

应用性能，将工作效率提升至全新水平。

• 针对本地资源提供远程访问权限，改善

员工的居家办公效率和连接流畅度。

https://psnow.ext.hpe.com/collection-resources/a00057991ENW


做出正确采购决策。

联系我们的售前专家。

聊天 呼叫电子邮件

获取更新

总之，HPE 小型企业小型办公室部署解决方

案可以让您专注于和客户及员工进行互动，

无需将精力耗费在繁杂的 IT 事务上。

充分发掘一切资源的价值 

HPE 小型企业小型办公室部署解决方案是一

款一站式即用型解决方案，包含硬件、软件、

服务和畅销的 HPE ProLiant 选件。它们将 

HPE ProLiant Gen10 服务器作为构建基础，

针对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9 和 Microsoft 

Azure 云服务的各种本地和混合云用例进行了

测试、优化和验证。专为预算不高的客户设

计，助力打造价格实惠且简单易用的 IT 模式。1

HPE ProLiant Gen10

HPE ProLiant Gen10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行

业标准服务器，具有内置的安全功能，可防

范攻击，并在停机后快速恢复。
2
具备自动

化智能的工具可以减少部署和管理所需的时

间，并且无需复杂的技能即可轻松上手，这

些工具包括简单的引导式安装实用程序 HPE 

Rapid Setup，该实用程序可缩短安装时间和

降低出错几率。

3 种规格信息
• HPE ProLiant DL20：100 名用户（包括

至多 20 名远程用户）

• HPE ProLiant ML30：25 名用户（包括至

多 10 名远程用户）

• HPE ProLiant MicroServer：10 名本地用户

HPE StoreEasy Storage
灵活、高效且可靠的文件存储，可为安全存

储文件、图片以及音视频文件提供易于管理

的集中式空间。HPE StoreEasy 1460 提升了

可用容量，并且简化了管理，可助您保护宝

贵的数字资产。

HPE RDX 可移动磁盘备份系统
HPE RDX 可拆卸磁盘备份系统是一款基于磁

盘的可靠备份与恢复解决方案，它具有无与

伦比的可移植性和快速恢复能力，且可轻松

集成至 HPE 小型企业文件和备份解决方案。

Aruba Instant On

Aruba Instant On 产品组合价格经济实惠，

可助您获得安全性出众的高性能网络解决方

案。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即可在数分钟内安

装好 Instant On 接入点和交换机。无论是

作为业务连续性策略还是连接性升级项目的

一部分进行部署，附带全新 1930 智能管理

型交换机的 Aruba Instant On 都可以与现有 

Instant On 室内/外接入点 (AP) 无缝集成，

并且可以通过 Instant On 移动应用实现集中

管理。Instant On 与 NordVPN（一家值得信

赖的在线 VPN 提供商）合作，致力于保护远

程办公和居家办公的员工，为他们提供更好

的 VPN 服务。

HPE Cloud Volumes

HPE Cloud Volumes 是一套云数据服务，

不仅能够提供多云灵活性，还可以保护加密

备份免受勒索软件攻击，节省高昂的出口费

用，同时支持即用即付费用模式。

HPE Pointnext Services

HPE Pointnext Services 拥有的专业知识可帮

助您简化运维，轻松地扩大 IT 员工规模并进

行相应培训，让他们获得事半功倍的工作效

率。广泛的服务选项（比如 HPE 基础系统支

持服务和 HPE Education Services）可助您

减少花费在运维工作上的时间，同时提高 IT 

的可靠性，专注于实现业务目标。

全力以赴

选择合适的优化配置，然后将所选配置应用

于搭载 Windows Server 的 HPE ProLiant 塔

式或机架式服务器，随后您便可以向客户提

供远超其预期的体验。请立即联系 HPE 销售

代表或授权的渠道合作伙伴，了解更多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pe.com/info/smbsolutions

以可预测的方式地使用 IT

您需要以经济实惠的价格获取卓越的技术，

但需要节省现金并帮助您提高运维效率。

HPE Financial Services 提供灵活的订阅方

案，让您能以低廉的每月费用使用 IT。

轻松升级到混合云

HPE 小型企业小型办公室部署解决方案

可通过 HPE Cloud Volumes、Microsoft 

Azure 或托管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云服务，

轻松扩展为混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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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PE 中小型企业解决方案在各地均有销售，但描述稍

有不同，美国和加拿大为“Smart Buy Express”，欧

洲为“Top Value”，亚太地区和日本为“Intelligent 

Buy”。

2  基于外部安全公司对 HPE Gen10 服务器和三个服务

器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的网络安全性渗透测

试，2019 年 9 月。

我们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https://www.hpe.com/global/hpechat/index.html?jumpid=Collaterals_a00057991CHP
https://www.hpe.com/cn/zh/contact-hpe.html
mailto:contactsales@hpe.com
http://www.hpe.com/info/getupdated
https://www.hpe.com/us/en/servers/gen10-servers.html
https://www.hpe.com/us/en/storage/storeeasy-file-storage.html
https://h20195.www2.hpe.com/V2/GetPDF.aspx/4AA3-1750ENW.pdf
https://www.arubainstanton.com/
https://cloudvolumes.hpe.com/welcome/
https://www.hpe.com/us/en/services/pointnext.html
http://hpe.com/info/smbsolutions
https://www.hpe.com/us/en/services/financial-servic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