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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浪潮集团是中国本土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型 IT 企业之
一，国内领先的云计算领导厂商，先进的信息科技产
品与和解决方案服务商。业务涵盖系统与技术、软件
与服务、半导体三大产业群组，为全球八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提供 IT 产品和服务。多年来，浪潮始终以超前

应用优化方案 07-08

的技术和独特的软硬件综合实力，在中国 IT 品牌中独
树一帜，并在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引领中
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创新及优势 05-06

PART3

未来趋势 17-18

当下，大数据和云计算成为时代的主题，互联网数据
中心也随着业务需求的增长和 IT 技术的成熟而不断扩
大规模。与此同时，浪潮互联网也紧随时代的步伐，
积极运用最前沿的技术，为互联网客户提供最为先进
高效的产品，为推动客户业务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PART5

自 2003 年涉足互联网行业，浪潮已经拥有 12 年的互
联网客户服务历程。12 年的积累，5 年的深耕，让浪
潮成为互联网圈有口皆碑的服务器第一品牌。针对互
联网行业复杂多变的业务应用环境，浪潮推出高密度
计算、高性能存储、冷存储等多条产品线，涵盖互联
网各细分市场应用环境，为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奇虎、京东等领先互联网企业，以及互联网各细分行
业客户提供最适合业务需求的服务器产品。
本着“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我
们收录了浪潮在公有云、电子商务、门户网站、移动
互联、互联网＋等各互联网细分行业的应用案例，应
用范围涵盖大数据分析、高性能计算、冷存储、虚拟
化等技术方案。希望这些成功案例能够为更多互联网
企业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优化 IT 基础设施建设 15-16

PART1
时代背景 03-04

技术规格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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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03/04
传统刀片仍有弊端
性能瓶颈：刀片因其空间限制，鲜有四路以上节点，而现

PART1

有的刀片节点又往往无法完全释放 CPU 的内存扩展性能。
而且，如用户需要系统稳定性更高的八路服务器承载关键
应用，或需要做大容量内存的数据库应用时，但却又因空

时代背景

间能耗等原因无法通过机架集群的方式构建，则会陷入两
难境地。
扩展瓶颈：刀片因其高密优势广受企业级客户青睐，但同
时也带来了扩展性的局限。通常刀片无法实现标准 PCIE
插卡扩展，即便可以实现，也将与计算、存储或者交换空
间存在互斥，在应对客户标准卡的扩展需求时略显勉强。
应用瓶颈：刀片因计算而生，但当下客户的应用需求已
不满足于单纯的结构化数据的计算，海量的并发数据需
要硬件基础设备提供分布式的存取方案， 新兴的深度学
习等应用需要服务器可提供 GPU/MIC/FPGA 的协处理
加速运算，而传统刀片的节点尚无法灵活应对。

数据爆炸引发服务器需求迅猛增长

而服务器的能耗并非是唯一的来源，散热和制冷的费用达
到了数据中心能耗的 1/3 以上。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的高速发展，数据量呈指

而高昂的金钱花费下还有潜在的时间与人力成本花销，所

数级增长；而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服务

以业务上线速度以及管理的便捷性与集中性也是客户关注

器等基础 IT 硬件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的重中之重。据美国某数据机构统计：数据中心每晚上线

外媒评论：中国的 X86 市场呈现爆炸式增长，相当多省

10 天，用户将损失 25 万美金的潜在生意机会，此外，据

份的 IT 设备采购需求相当于发达国家全年的采购量。据

统计，数据中心 75% 的时间成本都花费在运维人员繁复

IDC 统计：2015 年，北京市的服务器设备需求量相当于

的管理与维护上。

整个日本的需求，广东的全年采购量相当于整个德国的
采购需求。而三大网络巨头 BAT 的年采购量比肩澳大利
2014年服务器市场出货量分布（万台）
亚、巴西和韩国。
17.58%

刀片服务器应运而生：高密度，低功耗；
易维护，易管理

7.55%

200

1.75%
2014年服务器市场出货量分布（万台）
-1.89%
0.87%

1.60%

17.58%

-11.78%

50

7.55%

200
美国

1.60%

中国

西欧

-1.89%

日本

0.87%

拉美

加拿大

-11.78%

1.75%

刀片自 2000 年兴起，随后即如旋风一般席卷全球；调查

中东和非洲

发现，刀片服务器在企业级客户处受到最多的关注，源于

50
美国

西欧

日本

拉美

加拿大

企业级市场对 TCO 的持续关注，空间、能耗、高可管理

中东和非洲

和可维护来源于刀片天然的多节点共享设计架构，可以说，

浪潮

● 灵活多样的组网交换

预计到 2020 年，5000 台以上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数量将达

对关键企业级客户的私有云和虚拟化整合应用有着天然的

● 统一的集中式全系统资源管理

2014年全球各厂家营业额增长率
67.3% 53.9%

到整个服务器市场保有量的 70%，而单一数据中心最大

吸引力。

76.1% 70.5%

可达到 5 万台；但目前数据中心松散的部署架构造成了极

联想

5.70%

1.10%

曙光

思科

大的密度浪费，并且将随着客户应用的不断扩容，带来愈

0.8%

67.3% 53.9%

IBM
29.9%

戴尔

甲骨文

5.70%

惠普

1.10%

华为

联想

曙光

思科

戴尔

甲骨文

发严重的影响。
另外数据中心不仅具有高昂的租赁成本，能耗也是居高不

0.8%
-26.5%

浪潮

多路刀片极致性能

刀片是业界最早具备系统资源池化特征的服务器形态，这

2014年全球各厂家营业额增长率

华为

●

空间！能耗！部署！管理！

29.9%

年度增长率

年度增长率

76.1% 70.5%

中国

融合架构刀片 I9000 打破僵局

IBM

惠普
-26.5%

下，2015 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已达到全球总用电量的 2%，

但刀片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2011 年之前，刀片增速
都非常迅猛，YOY 超过 50%；但接下来的两年整体 X86
市场增速放缓，而高密度服务器却实现翻倍增长，刀片一
度进入了相对低迷的时期，但是就在很多人认为刀片将被
高密设备替代时，2014 年刀片再度崛起，15 年的销量同
比增长率达到 21%，远超过 X86 市场的整体平均增长率。

● 基于模块化实现 2N 冗余
● 真正的 ALL in One
●

IO 模块标准扩展

●

集中供电 / 散热，降低 TCO

创新及优势 05/06
提供业界唯一的不影响计算、交换密度的
IO 扩展方案

PART2

另外，I9000 还提供业界唯一
的 后 出 线 IObox 设 计， 突 破
性的 IO Box 设计，最为灵活

创新及优势

的网络直通方案，不需要增
加专门的网络直通模块，可
兼容支持所有符合尺寸要求
的标准 PCIE 扩展卡。
没有交换模块的互斥，没有
前出线缆对可维护性的严重
影响，不影响计算密度，甚至
可以按照用户的需求直接使用用户自有的专用加密卡等设
备，将刀片的扩展灵活性推上新的高度。

I9000 融合架构，业界唯一“All-in-One”

CPU 与内存匹配。在提升密度、可

I9000 刀 片 系 统 可 支 持 2 路、4 路 和 8 路 等 不 同 扩 展 能

突破传统刀片性能瓶颈，提供比肩机架产
品的业务承载性能

力的多种计算刀片，通过集中或分布式存储方案，配合

在机柜系统配置好的前提下，将 1U 机架优化服务器系统

更适用于内存数据库、虚拟化等高

移植到刀片服务器上，所占用的空间是原来的 1/3。比如

性能应用。

1G/10G 以太网、FCoE 以及 16Gb FC SAN 等多种主流
网络交换技术，可以无差别的融合于单个刀箱。用户可选
择采用不同的计算刀片和交换模块组合支撑 Scale-out 计
算密集型应用和 Scale-up 关键业务应用，适合部署运用
于企业 IT 业务的多个领域，同时承担非关键业务和交易
处理、商业分析等高一致性关键业务，统一的硬件平台降
低了整个企业 IT 基础架构的复杂度。
同时 I9000 也是业内唯一支持单刀箱配置双八路的刀片产
品，极大的便于用户做关键业务的双机热备。

管理和可维护性的同时，提供与机
架式服务器一致的计算及扩展性能。

在处理 1024 节点的高密度计算服务器环境里，如果全部
采用 1U 配置的机架服务器，则至少需要 32 个机柜，其
中还不包括以太网交换集线器所占用的机柜空间 ; 而采用
刀片服务器，则仅需 21 个机柜，却包括了以太网交换集
线器的机柜空间。
I9000 在保持刀片高密度特性的同时，兼顾计算性能的均衡；
半宽 EP 双路节点实现 24DIMM 扩展，全宽 EX 四路节点
实现 96DIMM 扩展，经实测，计算性能与主流高端机架服
务器不相伯仲。
I9000 配套的四路刀片内存容量是友商同类产品的 2-3 倍，
并可将内存的最高 1866MH 运行频率持续保持到 64 根内
存的配置，性能业界顶尖。

突破传统刀片应用瓶颈，超融合搭配灵活
应对
I9000 搭配的存储扩展和 PCIE 扩展节点与一般的超融合
架构别无二致，还能够为超融合提供更大容量的存储空
间；存储扩展上，8 个存储扩展节点满配 96 块盘可以选
择 NVMe SSD、SATA SSD 或是 SATA HDD，实现三层
存储分层存储，如果在这其中改变双路服务器的配置，替

多项业界顶级交换融合，提供数据中心级
网络性能
数据中心是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生产工厂”。近年来，
以移动互联网、Web2.0 应用、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型业务迅
速发展，数据中心规模开始迅速扩大，并呈现出动态、弹性、
灵活、按需调用的特点。传统网络设备作为数据中心内部

换 1~2 个存储扩展节点为 PCIe 扩展节点，则可以实现带
FGPA 或其他加速卡的混合计算、计算加速和存储方案，
比如用 FGPA 进行纠删码（中文也成擦除码，即 Erasure
code）的 Hadoop+Spark 混合方案。
另外 PCIE 扩展节点还可以实现多 GPU 的协同加速处理，
面向 CAD，CAE、VDI 等工业制图、油气勘探、基因测
序等应用，为客户带来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却由于无法满足弹性、灵活的业
务需求而成为当前数据中心发展的瓶颈。
针对当前的问题及趋势，I9000 融合真正面向下一代数据
中心与云计算的交换模块
1G/10G 多平面交换模块：方便实现服务器数据平面和

突破传统刀片散热瓶颈，创新微数据中心
散热方案
● I9000 采用后部风扇集中为计算单元散热，并且每个风

型号

Gﬂops 值

CPU

NX8480M4

1437.15

E7-4850 v3 4 颗

NX8480M4

1446.73

E7-4850 v3 4 颗

型号

SPEC CINT

CPU

NX8460M4

1331

E7-4850 v3 4 颗

第五代 16G FC 交换模块：在实现与 8G 网络同样性能

三个层面全面优化的专用散热风道，大幅提升散热效率

NF5280M4

1340

E7-4850 v3 4 颗

的前提下大幅降低部署复杂度和周边设备、线缆投资，

和可靠性，可在 40 度高温环境下稳定运行，用户无需

可充分释放闪存设备的 IO 潜能。不仅如此，该交换模

担心机房散热环境变化甚至异常情况下的散热风险，方

块支持 3 种工作模式，可灵活升级设计，实现 1：1 的

便 与 其 他 形 态 服 务 器 统 一 部 署。 同 时 I9000 刀 箱 冷 热

交换收敛，大幅提升系统性能

通道分离，打造微数据中心级体验。

客户收益：单刀箱最大的内存扩展能力将达到 48TB，提
供更强大的内存数据处理能力，以及虚拟化应用更均衡

管理平面的分离，降低成本，提高整机可靠性

扇可独立设置散热策略

10G 融合交换模块：融合 FC/FCoE/IP 网络的全万兆云计

● 交换模块、IO Box 等易热部件，具备独立的散热通道

算特性，可以轻松应对客户对 10GE/40GE 高带宽网络的

● I9000 上部设计 0.2U 辅助进风风道，电源上部设计 0.1U

需求。并且可实现跨刀箱级联，极大简化中继交换机设备

热隔离层

应用优化方案 07/08
● 8 个双路节点 +8 个存储扩展节点 = 面向
超融合应用

PART3
应用优化方案

-8 个 NX5460M4 计算刀片
-16 Xeon EP 处理器
-8 个存储节点
-112 个 HHD/SSDs
客户收益：
◆ 单刀箱高达 112 块硬盘的本地存储空间，NVMe 硬盘性

● 16 个双路节点 = 面向商用 HPC 应用的
计算密集型配置

● 8 个双路节点 +8 个 PCIE 扩展节点 = 面向
高性能计算领域协处理加速配置

● 4 个四路节点 /2 个八路节点 = 面向大型
数据库、内存计算等关键业务应用

能可达到机械硬盘的 1000 倍以上 , 全面提升读写速率
◆ 计算模块与存储模块逻辑化分离，支持计算模块 / 存储
模块的在线添加与移除，灵活调配计算及数据资源，提
升资源利用率，全面降低 TCO

● All in One——全能企业级业务平台，
多种应用混合
-16 个 NX5460M4 计算刀片

-8 个 NX5460M4 计算刀片

-2 个 NX8880M4/4 个 N×8480M4

-32 个 Xeon EP 处理器

-16 个 Xeon EP CPU

-4x4 路或 2x8 路

-24TB DDR4

-16 个 GPU/MIC

-16 Xeon EX 处理器

客户收益：

客户收益：

◆ 单刀箱支持 16 刀标准计算节点，32 颗 Inter 行业优化

◆ 扩展节点提供 4 PCIEX8 插槽 /2 PCIEX16 插槽，最高

型处理器，18.4 Tﬂops 万亿次浮点计算，24TB 超大内
存容量，业界最高标准，全面支持企业客户高密计算需求
◆ 56Gb/s 的 FDR IB 网络，优化网络延时与带宽，满足所
有节点无阻塞的计算交换需求

可支持 16 个 MIC/GPU
◆ 兼容 FLUENT，SOAP 等主流 ISV，轻松应对机器学习，
油气勘探，基因测序等客户应用

-24TB DDR4
客户收益：
◆ 支持最广泛的虚拟化软件，InCloudsphere、Vmware、
Xensever
◆ 采用可堆叠计算结构设计，单刀箱支持双八路，轻松应
对 Scale-up 应用需求
◆ 关键部件全冗余热插拔设计，双活管理，全面保障系统
的可靠性、可用性

客户收益：
NX5460M4 和 NX8480M4 等计算刀片可以无差别混插于
同一个刀箱内，没有特定位置限制，用户可根据应用变化
随时调整

技术规格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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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主机箱规格

双路计算刀片规格 NX5460M4

◆ 支持超高算密度节点、异构加速节点、高性能 2/4/8 路计算节点、强存储、

◆ 提供业界最高的内存容量及网络扩展性能

强扩展节点灵活组合
◆ 采用统一管理、供电及散热架构，可在线增加 / 移除池化资源

◆ 业界率先支持计算节点的 SAS/SATA/SSD/NVMe 融合存加速方案
◆ 支持内嵌 SSD 装载 OS

◆ 优秀的交换设计，支持主流 IB、以太网和光纤交换模式，更可在未来可扩展至
100G 交换带宽
◆ 可在同一系统中满足用户对云计算平台和企业级关键应用的苛刻要求；随需而

处理器

动，弹性部署
内存
型号

I9000

高度

12U

刀片支持

最大全宽 8 片、半宽 16 片

PCIe 扩展模块

最大 8 个标准 PCIe 扩展模块，每个支持 2 个半高半长 x8 速率扩展槽

交换模块

最大 4 个全高交换模块

散热模块

最大 10 个散热风扇模块
支持 2 个管理模块，支持 1+1 冗余，支持级联管理功能
每个刀片均可提供“黑匣子”功能，记录故障信息，支持断电快速故障查询与定位，快速恢复运行，提
高系统稳定性

管理模块

提供刀片及主机箱统一界面远程管理、信息监测、日志管理、自动报警、网络安装、远程管理、远
程刀片的启动、监控、锁定、关闭、注销等功能要求
IPMI 2.0，支持 KVM Over LAN/KVM Over IP
Serial over LAN(SOL)
Virtual Media Over LAN(Virtual USB/DVD and Drove Redirection)

存储

I/O 扩展槽

支持 2 个英特尔 ® 至强 ® E5-2600 v3 系列处理器
24 个内存插槽，最高支持 DDR4 内存，最大可扩展 1.5TB 内存。支持内存 ECC 纠错、内存镜像、
内存热备等高级功能
最大支持 1 个内置 Msata SSD 硬盘和 2 个热插拔 2.5 寸 SATA/SAS/NVMe（PCIe）接口硬盘或
SSD，可以同时配置为 SAS+NVMe
1 个 PCIe 3.0 x8 Raid 子卡插槽，2 个 PCIe 3.0 x16 扩展子卡插槽，1 个 PCIe 3.0 x16 扩展模块专
用接口，1 个 PCIe 3.0 x8 标准扩展卡插槽（通过机箱后部 IO Box 实现，半高半长规格）

集成 I/O 端口

2 个 USB 3.0，1 个 VGA，1 个 Power 按键，1 个 Reset 按键

网络控制器

集成高性能双口千兆以太网卡，支持虚拟化加速、网络加速、负载均衡、冗余等高级功能

机箱

半宽计算刀片规格，适用于 I9000 主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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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全宽计算刀片规格 NX8480M4

万兆融合交换模块（ESM1048X）

◆ 多路可堆叠设计

◆ 仅需 1*Mezz 卡 +1* 交换模块即可实现 10GE/40GE/8G

◆ E7-4800/8800 v3/4 平台

FCoE 三种不同交换模式，为进一步简化了整合网络基础

◆ 业界最强内存扩展性能

架构提供了便利

◆ 内存容量超竞争对手 2 倍以上

16x10Gb SFP+ 接口

处理器

支持 4 个英特尔 ® 至强 ® E7-4800/8800 v3/v4 系列处理器

内存

96 个内存插槽支持高级内存纠错、内存镜像、内存热备等高级功能

硬盘控制器

标配 SAS 12Gb 磁盘控制器子卡

RAID

SAS 磁盘控制器支持 RAID 0/1/5

存储

最大支持 8 个热插拔 2.5 寸 SATA/SAS/NVMe 接口硬盘或 SSD

支持 FCoE（上行 16 端口）、FC（上行 16 端口中的 8 个端口）

1 个 PCIe 3.0 x8 Raid 子卡插槽，4 个 PCIe 3.0 x16 扩展子卡插槽，4 个 PCIe 3.0 x8 扩展子卡插槽

SNMP v1/v2/v3、Telnet、Console、MGMT、WEB、RMON、SSHv1/v2、FTP/TFTP 文件上下载管理、

（可通过专用线缆选择链接 IO Box 支持 4 个标准 PCIe 扩展卡，半高半长规格）

支持 NTP 时钟、支持 Syslog、支持 SPAN/RSPAN、支持 IPFIX 流量分析

I/O 扩展槽
集成 I/O 端口

4 个 USB 3.0，2 个 VGA，1 个 Power 按键，1 个 Reset 按键

网络控制器

集成高性能双千兆以太网卡，支持虚拟化加速、网络加速、负载均衡、冗余等高级功能

机箱

全宽计算刀片规格，适用于 I9000 主机箱

上行端口

4x40Gb QSFP 扩展模块，支持堆叠，每个端口可支持转出 4 个 10Gb
1×RJ45 管理维护接口

下行端口

16x10Gb link 连接 Blade 上的万兆 Mezz
支持标准二层和三层交换（IPv4&IPv6）

交换功能

管理功能

支持数据中心特性功能

可被系统管理模块直接进行网络配置、FW 升级
提供交换机监控管理接口（温度，电压，日志及报警信息），报警信息可通知管理模块
支持通过管理模块进行交换模块的开机、关机及重启
可以通过管理模块对交换模块进行配置（两种方式，命令行和管理界面）

散热风扇

2 组热插拔散热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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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 / 万兆多平面交换模块（ESM1048Y）

16Gb FC SAN 交换模块（FSM1648B）

◆ 采用 Brodecom 多层交换芯片，实现服务器数据平面和

◆ 在实现与 8G 网络翻倍带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部署复杂

管理平面的分离，降低成本，提高整机可靠性

度和周边设备、线缆投资
◆ 1：1 收敛比，更适应于超大规模虚拟私有云存储，VDI
等低延迟或带宽密集型应用
16x SFP+ FC 接口，支持 4/8/16Gb 速率

8xRJ45
上行端口

8x10Gb SFP+

上行端口

1×RJ45，用于管理与维护
下行端口

交换功能

16x1Gb link 连接 Blade 上的千兆 LOM
32x10Gb link 连接 Blade 上的万兆 Mezz
支持标准二层和三层交换
支持数据中心特性功能
SNMP v1/v2/v3、Telnet、Console、MGMT、WEB、RMON、SSHv1/v2、FTP/TFTP 文件上下载管理、
支持 NTP 时钟、支持 Syslog、支持 SPAN/RSPAN、支持 IPFIX 流量分析

管理功能

可被系统管理模块直接进行网络配置、FW 升级
提供交换机监控管理接口（温度，电压，日志及报警信息），报警信息可通知管理模块
支持通过管理模块进行交换模块的开机、关机及重启
可以通过管理模块对交换模块进行配置（两种方式，命令行和管理界面）

散热风扇

2 组热插拔散热风扇

可作为 F_ports、E_ports（扩展型端口）使用，在接入网关模式下可作为 N_ports 使用
1×RJ45 串行管理接口，用于管理与维护

2x40Gb QSFP，模块化设计，每个端口可支持转出 4 个 10Gb
下行端口
散热风扇

32× 全双工 16Gb FC 接口
下行接口为 F_ports
2 组热插拔散热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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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优化 IT 基础
设施建设

交通行业

广电行业

雾霾肆虐，PM2.5 频频爆表，空气质量预警在橙色和红色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随着近些年业务不断的发展，

之间游移，交通污染无疑是重大帮凶；此外，人们的出行

规模逐渐扩大，在公司内网环境中随着逐年的采购，IT 设

需求持续上涨，但城市拥堵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体验；

备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已经对公司的系统管理员日常

政府要实现管制，首先要实现监督：北京交通委节能减排

维护工作造成极大的困扰，现在既需要搭建一套综合网管

中心为此建设了信息化重大工程“节能减排统计与监测平

系统来采集内网中所有 IT 设备的信息，预判出现故障的设

台建设”，实现地面公交、轨道、出租、郊区、省际、旅游、

备并及时确定故障点，提高设备维修速度。同时对下属用

货运等运输行业监测全覆盖，主要运输工具类型监测全覆

户端设备进行检测，提升用户体验效果。

盖，全面实现行业和车辆的动态监测。

浪潮 I9000 融合架构刀片系统为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

浪潮的 I9000 融合架构刀片系统为北京市交通委节能减排

公司，带来了多方面改变，在有限的机房空间内部署了

中心的大数据应用层应用服务，超高密的计算性能保障了

满足用户应用规模的服务器，为综合管理系统采集系统

海量实时监测数据的存取和分析，丰富的节点充分满足数

的上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今后广电公司管理公司内

据整合和统计计算、大数据服务支撑、趋势预测及数据仿
真等不同应用需求，同时可以部署于同一平台，实现统一
管理和运维。

企业行业
随着烟草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深入，业务发展；其卷烟营销
平台信息系统对部署速度、稳定性、安全性和应对峰值的
要求越来越高，资源配置紧张带来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核
心业务系统省集中对计算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亟
需对现有资源池进行扩容升级。但客户数据中心机房经过
多年的增配可使用面积已经非常有限，整体能耗和机房称
重也几乎达到峰值。
浪潮 I9000 融合架构刀片系统为四川烟草公司搭建卷烟
营销平台资源池扩容建设，节省 33% 部署密度，提供
99.999% 的系统稳定性，统一硬件管理系统支持错峰上电、
黑匣子、定点导航等功能，助力客户构建高可靠、高性能、
高扩展和高可管理性的 IT 基础架构。

网设备和外网用户端带来的可能。

教育行业
中南大学的信息化建设对于机房空间和设备资源利用率有
着严格的要求，单纯的机架式服务器，运行选课系统，在
平时非选课时间段，设备资源利用率非常低，而本着专机
专用的原则，该机器只能这样空放着，白白浪费资源；而
在选课期间，由于瞬时访问量的增大，设备又出现资源严
重不足的情况。
浪潮 I9000 融合架构刀片系统为中南大学构建虚拟化资源
池，完美实现负载均衡，缓解业务压力节约能耗，另外计
算模块、存储模块、PCIe 扩展模块彼此之间逻辑化分离，
支持计算模块 / 存储模块的在线添加与移除，也适应业务
组之间需逻辑隔离、电气隔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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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趋势

未来的数据中心需要基础设备更加开发，更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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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未来，最大限度保护企业 IT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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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预集成，一键部署
业界唯一可无缝迁移至整机柜系统的刀片服务器系统，适用未来 5 年数据中心架构

ER

AW

DR

O
AT

O
ST

Compute

DR

X

M

O
ST

• ——安全解耦，软件定义实现快速重构适时平台感知
• ——感知业务负载，动态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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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存储资源可在线添加 / 移除安全自动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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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硬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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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浪潮刀片产品提供业界唯一无缝过度整机柜设计，保护用户投资

Storage

整机柜因其一体化设计使得资源更集中，未来浪潮也将首先在整机柜上应用硅光互联、融合 PCIE 交换等技术，所以整机
柜将是技术的先驱产品。I9000 则具备更成熟的产品形态，更包容企业原有设施的包袱，同时可无缝过度至整机柜，纵使
大部分客户无法一步登天，但 I9000 可以帮助客户步步为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