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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tner 报告（2019 年 6 月）—如何选择最佳的 SAP HANA 系统供应商

50 TB （正式环境中）

HPE IT 运行 SAP HANA 的数据容量接近

HPE 是 SAP 最大的客户环境之一！HPE IT 组
织已经深耕 SAP HANA 多年，正式环境中使
用的容量将近 50 TB。在广泛的“HPE Next”
计划中，HPE IT 率先实施 SAP S/4HANA 
1709 Central Finance，并且在内部运行全球
最大的实例。

200
名 HPE、SAP® 和英特尔® 工程师
在协同创新实验室中开拓创新

HPE 专业知识不仅来源于与 SAP 长达 
30 年的合作关系，也来源于在数字化
转型共同创新实验室中奋斗的专职工

程师。

25,000
位客户基于 HPE 技术运行 SAP

由于有接近 25,000 位客户在 HPE 系
统上运行 SAP 应用以及无与伦比的 
HANA 迁移体验，HPE 对 SAP 和 SAP 
HANA 环境具有独到的洞见，有能力
让各种规模、运行各类工作负载的客

户受益无穷。

46%
的 SAP 许可都在 HPE 系统上运行

从寻求成熟业务解决方案的大型制造公司，到

探索最新创新技术的高科技初创公司，无论行

业或公司规模如何，HPE 和 SAP 都能为其提供
全面的解决方案。

#1
冠绝所有 SAP HANA® 服务器供应商
和所有类型的部署

HPE 是 SAP HANA* 的头号系统供应商，占有
约 40% 的市场份额（超过第 2、3、4 名供应商
的总和），并且是 SAP HANA 设备部署、定制
化数据中心集成 (TDI)、SAP® BW/ 4HANA® 和 
SAP S/4HANA® 领域的领导者。

34,000+
全球专为 SAP HANA 部署的 HPE 服
务器

HPE 有成千上万的客户都在 HPE 系统上
运行 SAP HANA。

https://www.hpe.com/cn/zh/resources/solutions/gartner-sap-hana-servers.html?parentPage=/cn/zh/solutions/sap-hana


HPE Serviceguard for Linux®
HPE 的领先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群集解决方案

快速自动恢复

• 快速故障检测和自动恢复
• 无缝添加灾难恢复保护

充分延长应用运行时间

• 最大限度缩短计划外停机时间
• 消除计划内停机时间

保持数据完整性

• 在任何故障转移情况下确保数据完整性
• 成熟、独特的算法可确保稳健的恢复

开箱即用
的应用感
知功能

基础设施

SAP HANA 基础设施要求

数据库层

* 目前已通过 4 到 32 个插槽和 1.5 TB 到 24 TB 的共享内存认证

**  hpe.com/psnow/collection-resources/a00074521enw

当前数据库 

未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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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

云

环境 - 消费

TDI

设备

扩展 IT 

部署

#1 
横向与纵向扩展能力独占
鳌头*

独特的模块化架构

卓绝的 RAS 技术 

打破世界纪录的系统性能 

HPE Superdome Flex：  
可在各种规模的环境中部署

HPE Superdome Flex 280：  
适用于中小型环境的纵向扩
展服务器

超高性能

云敏捷性

HPE InfoSight - 机器学习

几乎没有
停机风险

最佳部署选择：设备或 TDI、传统本地
部署或具备云经济性

为大大小小的企业提供无与伦比的性
能、灵活性和可用性组合

综合全面的全闪存与混合
闪存存储

HPE Primera**

hpe.com/cn/zh/storage/sap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hpe.com/cn/zh/solutions/
sap-hana

可充分延长应用运行时间的
创新型软件

hpe.com/servers/sglx

应用层

存储

软件

HPE Synergy 480/660

HPE Nimble 
Storage

由 SAP HANA 提
供技术支持的 
SAP Business 
One® 

面向中小型企业的正式系统和
超融合基础设施也是企业测
试和开发环境的理想选择

hpe.com/cn/zh/integrated-
systems/simplivity

hpe.com/cn/zh/servers/
proliant-servers

HPE ProLiant

DL360/380

适用于 SAP 应用层的创新
组合型基础设施（访问 SAP 
HANA）

hpe.com/cn/zh/integrated-
systems/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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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可扩展性 可用性 灵活性 总拥有成本 

专为满足广泛客户需求而
设计的关键业务基础设施

hpe.com/cn/zh/servers/
superdome

hpe.com/cn/zh/servers/
proliant-servers

100% 
可用性 

HPE Superdome 
Flex 280

商业数据仓储

实时分析

应用层

用途

SAP S/4HANA

SAP HANA 数据库
HPE Superdome 

Flex

https://www.hpe.com/psnow/collection-resources/a00074521enw
https://www.hpe.com/cn/zh/storage/sap
https://www.hpe.com/cn/zh/solutions/sap-hana
https://www.hpe.com/cn/zh/solutions/sap-hana
http://www.hpe.com/servers/sglx
https://www.hpe.com/cn/zh/integrated-systems/simplivity
https://www.hpe.com/cn/zh/integrated-systems/simplivity
https://www.hpe.com/cn/zh/servers/proliant-servers
https://www.hpe.com/cn/zh/servers/proliant-servers
https://www.hpe.com/cn/zh/integrated-systems/synergy
https://www.hpe.com/cn/zh/integrated-systems/synergy
https://www.hpe.com/cn/zh/servers/superdome
https://www.hpe.com/cn/zh/servers/superdome
https://www.hpe.com/cn/zh/servers/proliant-servers
https://www.hpe.com/cn/zh/servers/proliant-servers


服务

*  根据 2019 年 COE 内部报告。COE 未能解决的案例将由产品工程部门解决。

1500+

98%

500+
个 SAP HANA 咨询
项目（迄今为止）

的客户问题可在卓越中心内解决*

消费型 IT
云一般的简便性、敏捷性和经济性，同时兼具

本地 IT 的安全性和性能

HPE SAP 
HANA 卓越
中心

位 SAP HANA 专家

借助全面的专家建议，缩短诊断和解决基础设
施问题的时间。与 SAP 展开协作支持互动。

永不枯竭的基础设施容量。在几分钟内从现
场缓冲区按需扩展。以即服务形式每月按计
量的使用量付费，从前期资本支出转变为即
用即付模式。自主选择技术 — 告别犹豫不
决，确定属于您自己的混合云与工作负载部
署最佳组合。企业级支持。

hpe.com/cn/zh/services/pointnext

hpe.com/cn/zh/greenlake

HPE GREENLAKE SAP HANA 服务

减少容量

仅为使用的
容量付费

增加容量

请
求
的
容
量

本
地
缓
冲
应
用

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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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运维和优化

HPE GreenLake SAP HANA 服务。HPE 
GreenLake SAP 管理服务。HPE SAP HANA 
运维服务体验在标准 HPE 运维服务的基础
上增设了 HPE 卓越中心 (COE) 访问、解决方
案生命周期规划服务、SAP 性能服务，以及
生命周期服务资格。

部署和迁移

SAP HANA 快速部署服务。SAP HANA 高
可用性和容灾服务。SAP HANA 数据库
迁移服务。平台迁移 (U2L) 服务。HANA 
2.0 升级加速器。SAP HANA 平台保护与
合规性。Recovery Manager Central for SAP 
HANA。

+ +

准备和规划

SAP HANA 快捷咨询服务、SAP Intelligent 
Enterprise 混合云更新改造，包括 S/4HANA。 
SAP HANA 迁移评估。平台更新改造评估。 
SAP 性能分析可持续改进各项服务，涵盖 
SAP 咨询、SAP 性能、安全性和网络。

真正全面的 HPE POINTNEXT 
SERVICES

SAP HANA Enterprise Cloud (HEC) 客户版 (CE) 与 HPE GreenLake
SAP HEC 客户版是 HPE GreenLake 提供的一款总包式 OPEX 云订阅产品，
可通过 SAP 获取。这款产品可帮助客户利用云功能，同时将 SAP 环境保留
在本地。HPE 将提供、安装并管理基础设施，而 SAP 将提供优质运维和应
用管理服务。

https://www.hpe.com/cn/zh/services/pointnext
https://www.hpe.com/cn/zh/greenlake
https://www.hpe.com/us/en/newsroom/press-release/2020/08/hpe-and-sap-partner-to-deliver-sap-hana-enterprise-cloud-with-hpe-greenlake-cloud-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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