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1 Power E950 

                             专为动态的企业计算需求而设计 

 

                                        紧凑的 4 路系统可提供卓越的性能、极高的敏捷性和业界领

的可靠性 

 

重点内容 

                                         

• PowerVC 和默认集成的企业版 PowerVM

简化了云部署 

• 在单台服务器上通过高级微分区最多管理

960 台虚拟机 

• 高于 99.999%的正常运行时间造就行业领

先的可靠性 

• 通过更快的芯片加密功能保护静止的和移

动的数据 

                                        

 

 

 

 

 

 

 

 

 

 

K1 Power E950 以经济实惠的价格提供一系列独特的企业级功能，

采用可靠而紧凑的 4 路 4U 规格实现卓越的性能。得益于 2 到 4

个 8、10 或 11 核的 POWER9 处理器，高达 16TB 的 DDR4 内

存，内置 PowerVM 虚拟化和容量随需应变（CoD）功能，提供

业界任何其他 4 路系统都无法比拟的每内核性能、效率和业务敏

捷性组合。 

K1 Power E950 是成长型中型企业的理想平台，也适合做大型企

业的部门服务器或数据中心组成部分。 

K1 Power Systems 的开放、以数据为中心的设计将计算能力、内

存带宽和众多数据路径融为一体，通过易于使用和管理的方式处

理数据及在应用间移动数据。K1 Power E950 服务器使用全新的

POWER9 处理器优化了吞吐量，支持高达每内核 8 线程（SMT8）

的同步多线程功能。每个单芯片模块拥有片上内存控制器，可利用

高达 128MB 片外 eDRAM L4 缓存来提供每路 230GB/秒的内存

带宽。通过将新的 PCIe 第 4 代 I/O 控制器直接集成到处理器中来

进一步减少延迟，I/O 带宽也得到显著增加。 

 

 

 

 

 

 



 

 

 

如果要构建私有云基础架构，支持可将数据转化为 

竞争优势的大规模、关键应用，K1 Power E950 是 

理想的基础。每台 K1 Power E950 都可针对您的独特 

需求量身定制且随时可部署，还拥有企业级安全保护 

且默认集成高效的 PowerVM 虚拟化功能。 

K1 Power E950 

 

K1 Power E950 配置概览 

 

型号 浪潮 K1 Power E950 

处理器数量 2、3 或 4 颗 POWER9 处理器 

处理器 

最多 44 个内核-每路处理器 11 个内核，频率为 3.2-3.8GHz（最高） 

最多 40 个内核-每路处理器 10 个内核，频率为 3.4-3.8GHz（最高） 

最多 32 个内核-每路处理器 8 个内核，频率为 3.6-3.8GHz（最高） 

处理器 L3 缓存 每核 10M，每处理器最大 110M 

处理器线程数 每核 8 线程  

内存 
最多 128 个 DDR4 工业标准 DIMM 插槽 

最大支持 16TB 企业级内存 

处理器到内存带宽 每路 230GB/s，整机最大 920GB/s 稳定带宽 

内置磁盘存储 8 个热插拔 SFF SAS 托架+4 个 NVMe 托架 

存储扩展 最多支持 64 个外接 24 盘位 2.5 寸硬盘扩展柜 

RAID 可选配支持 RAID 0/5/6/10/5T2/6T2/10T2，支持 Cache 超级电容保护 

内置 PCIe 插槽 最多 11 个热插拔 PCIe 第 4 代插槽 

PCIe 扩展 最多支持 4 个 I/O 扩展柜在 

网络控制器 外接网卡：支持 1GE/10GE/25GE/40GE/100GE 网卡 

电源 
⼯作电压：200 - 240 V AC 

配置 4 个 2000W 白金级电源，支持热拔插 



可靠性、可用性和

可维护性（RAS）

特性 

CPU⾸次故障数据捕获 

处理器指令重试 

通过缓存⾏删除功能实现 L2 和 L3 缓存 ECC 保护 

处理器动态维护，处理器核心错误时转移相关业务并进行自我修复 

内存 Chipkill 保护，具有备份 DRAM 

bus 重试和备份数据通道启用 

节点互连 SMP 线缆冗余 

为处理器和 DIMM 供电的稳压器模块（VRM）拥有冗余和备份功能 

冗余系统时钟 

支持热插拔冗余电源 

支持热插拔的冗余风扇 

支持热插拔的 PCIe 插槽 

冗余 Power VM 内存镜像 

动态系统迁移（LDAP） 

40 层 PCB 板，提高信号质量，避免信号干扰，高可靠设计 

增强型 PCIe 错误处理机制，避免 PCIe 链路错误导致系统宕机 

操作系统 AIX、K-UX、Redhat、SuSE 

云和虚拟化 

标配 PowerVM 企业版，可在单机内部署逻辑分区(LPAR)，微分区(Micro 

Partition)，支持分区的动态资源调整和基于工作负载的自动平衡资源，支持分

区镜像、备份和活动分区迁移功能 

可选配 PowerVC 企业版，提供 Openstack 云管接口，支持将多台 K1 Power

服务器组成硬件基础架构云 

分区模式下支持混合部署 AIX，K-UX 和 Linux 操作系统，支持在 Linux 操作系

统中部署容器云 

尺寸（宽*深*高） 449mm × 901.7mm × 175mm (4U) 

工作温度 10℃～35℃ 

保修 
3 年保修，7*24 当天相应，现场服务 

可选保修服务和额外的维护服务 

 

 

 

 

 

 

  



 

 

                                         

 

为什么选择浪潮商用机器？ 

 

浪潮商用机器有限公司，是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浪潮”）和国际商业机器（中

国）有限公司 (简称“IBM”）共同出资成立，由

浪潮控股的中国本土服务器厂商。 

面向中国及“一带一路”国家用户需求，研发、

生产、销售支持 POWER 处理器、安腾处理器的

浪潮 K1 高端 Unix 服务器系统（小型机）和基于

开放 POWER 技术的 Linux 服务器，致力于为用

户打造更加完整、高效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专

业、敏捷的软件和技术服务。 

 

 

 

更多详细信息： 

欲了解关于 K1 Power E950 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联系您的浪潮商用机器销售代表处或浪潮商用

机器商业合作伙伴，或者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inspurpower.com 

 

 

 

 

 

 

 

 

                                         

 

浪潮商用机器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 号国际创业园 C 栋五层 

中国印刷 

浪潮商用机器有限公司是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

公司与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的合资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已授权浪潮商用机器有限公

司使“POWER”商标，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已授权浪

潮商用机器有限公司使用“浪潮”、“Inspur”商标，

本文档之上所涉及各项产品相关利益与责任均唯一

归属于浪潮商用机器有限公司。 

本文截档至最初公布日期为最新版本，浪潮商用机器

有限公司可随时对其进行修改。浪潮商用机器有限公

司并不一定在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或地区提供所有

这些产品或服务。 

本文档仅用作产品介绍之目的，本文档所涉及任何内

容均不应被认为合同邀约，或作为任何邀约或合同之

组成部分。本文档中所讨论的数据基于特定运行条件

得出。实际数据可能会有所差异。 

本文档内的信息“按现状”提供，不附有任何种类的

（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保证，包括不附有任何

关于适销性、适用于某种特定用途的保证以及不侵权

的保证或条件。浪潮商用机器产品根据其提供时所依

据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获得保证。 

所报告的实际可用存储容量可能为非压缩或压缩容

量数据， 两者可能有所不同，实际可用存储容量也可

能比所报告的容量要小。 

 

请回收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