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说明

UNIS BL460c Gen8紫光刀片服务器
平衡架构、高性能、高灵活性 

产品简介

创新智能科技
英特尔新一代智能至强处理器

• 新一代双路英特尔 ® 至强 ® E5-2600 处理器家族，提供了2、4、6和8核解决方案             
，同时支持高达130W处理器

•增强的内存容量和性能、以及低功耗优势。16个双列直插式存储模块(DIMM)插     
槽，在1333MHz时支持最多512GB内存，在1600MHz 时支持最多256GB内存，同
时还支持以较低功耗 (1.35V)运行registered DIMM (RDIMM)，而不降低性能

•双端口弹性扩展卡(FlexibleLOM)，支持您选择不同的网络端口的技术、速度和 
OEM供应商

•iLO管理引擎，提供了众多嵌入式特性，能够为从部署、持续管理、服务警告到远
程的整个生命周期提供支持

•P220i 智能阵列控制器提供了比 BL460c G7刀片服务器中包含的P410i 控制器高三
倍的性能。BL460c Gen8刀片服务器支持采用2.5 英寸小外形 (SFF)串行连接SCSI 
(SAS)、串行ATA(SATA)硬盘和固态硬盘(SSD)。P220i智能阵列控制器标配512MB 
闪存写高速缓存 (FBWC)，并支持混合使用 SAS/SATA/SSD 热插拔硬盘

•两个 x16 PCI Express (PCIe) 3.0 I/O 扩展插槽，支持现今带宽最高的扩展子卡，
同时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充足扩展空间

1 基于内部进行的每秒 I/O交易量测试。实际结果取决于应用程序、系统配置和调试
等因素。

2  在混合使用不同的硬盘技术时， RAID 技术仅限于两个独立的 RAID 0 卷。

UNIS BL460c Gen8刀片服务器是全球领
先的刀片服务器家族的最新成员，在性
能、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之间实现了最佳
平衡，并提供了简单的数据中心管理方
法。这一全新双处理器刀片服务器精心
设计而成，具有更大的内存和存储容量
、新一代Integrated Lights-Out (iLO) 管
理引擎、以及支持云的Insight管理功能
。这些特性赋予了BL460cGen8刀片服
务器更高的灵活性和简化的管理能力，
使其成为数据中心计算的理想选择。

BL460c刀片服务器是一款可支持双路 
CPU的服务器，配备了多项全新和增强
的特性，其中包括：



• 以用户为中心和直观的设计特性帮助 
减少了常见的宕机问题，并提供了Smart 
Drive托架和Smart Socket 技术

• 集成生命周期自动化的特性在所有服
务器上提供了基于Active Health 
System 的无缝监控能力、嵌入式设置工
具和系统维护功能。所有这些功能均使
用业内领先的iLO 管理引擎构建

• 动态工作负载加速为不断扩展的硬盘
容量提供了更智能的数据保护能力，同
时支持实时工作负载分析以调整和帮助
优化存储性能

• 自动能源优化 (AEO) 增强了服务器分
析和响应服务器内3D传感器海洋所生成
数据的能力；AEO通过Insight Control 
提供了自识别定位和盘点功能，可帮助
优化整个数据中心的工作负载

主要特性和优势

改善用户体验

• 改进的扩展子卡拆卸能力可支持更快移
除和轻松插入FlexibleLOM卡。每台刀片
服务器 BL460c Gen8 均配备了DIMM 工
具，支持更轻松地插入和移除单个 DIMM

• 英特尔至强 E5-2600 处理器家族具有更
大的能效和更高的性能，并通过英特尔快
速通道互联技术 (QPI) 、英特尔集成内存
控制器、睿频加速技术和智能电源管理技
术提供了更高的适应能力

• 英特尔至强 E5-2600 处理器家族最高可
提供 8 个内核和 16  个线程，能够将性能
最多提高 33% 

提高性能并简化拆卸

直观、可配置的管理系统减少耗时的任务

•BL460c Gen8 刀片服务器内建 Agentless Management( 无代理管理 ) 技术。
该技术运行于iLO4芯片组上，提供了无代理硬件监控和警报功能。只需将以太网线
缆和电源线连接到机箱后，Agentless Management( 无代理管理 ) 特性便开始发
挥作用

•智能存储设置是一项汇总了多项产品所长的特性，其中包括SmartStart、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 和 Smart Update Manager 等

•Active Health System 提供了7x24全天候健康状况监控功能，并能够记录服务器
硬件以及系统配置的变化。通过采用可确保安全传输数据的统一诊断工具，它能更
快地诊断问题并帮助快速解决问题

增强应用程序、存储和 I/O 性能

•SmartMemory 是一项仅在Gen8 服务器上提供的全新技术。与行业标准内存相
比，这项技术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品质、性能和可管理性。它支持RDIMM、 
UDIMM (Unregistered UDIMM) 和LRDIMM (Load Reduced LRDIMM)内存，在 
BL460c Gen8 刀片服务器提供了512GB或256GB( 采用1600MHz 内存时 )的内存
容量

• BL460c Gen8 刀片服务器上的 PCIe 3.0 技术具有更低的延迟，将每个 I/O 扩展
插槽的带宽提升了多达 400% 

• 两个 x16 PCIe 3.0 I/O 扩展插槽支持性能最高的扩展子卡，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
时，为未来提供了充足扩展空间

• FlexibleLOM允许您根据网络要求升级技术，可帮助您根据未来需求自定义服务
器网络和进行扩展，而无需大范围更换现有的服务器硬件；它提供了广泛的带宽
和阵列 ( 以太网、FcoE 和 InfiniBand) 选择，支持局域网唤醒 (WOL) 功能，并提
供了共享的iLO端口以提高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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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UNIS BL460c Gen8 刀片服务器

(2) SFF SAS/SATA/SSD 和热插拔硬盘说明

支持的硬盘

处理器高速缓存

处理器家族

处理器数量

处理器内核数量

处理器速度

内存插槽

最大内存

内存类型

内存保护功能

网络控制器

存储控制器

扩展插槽

机箱外形

电源类型

满配置外形

保修（部件/工人/现场支持）

• 热插拔 SFF 2.5 英寸 SAS
• 热插拔 SFF 2.5 英寸 SATA
• 热插拔 SFF 2.5 英寸 SSD

• 20MB L3
• 15MB L3
• 10MB L3
• 5MB L3

英特尔至强 E5-2600 处理器家族

1 或 2 颗

2 、 4 、 6 或 8 核处理器

最大 3.0GHz

16 个 DIMM 插槽

512GB

• DDR3
• LRDIMM
• RDIMM
• UDIMM

•  高级 ECC
•  内存锁步模式
•  在线备用

1 个 FlexibleLOM (2) 端口

1 个 智能阵列 P220i 控制器，包含 512MB FBWC

(2) PCIe 3.0
• 1 个 x16 type A
•  最多 1 个 x16 type B

刀片服务器

机箱电源

• 8 (c3000)
• 16 (c7000)

3 年部件 /3 年人工 /3 年现场
7x24x4 ，一站式无忧安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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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服务

让紫光帮助您利用 IT 新型态。

紫光技术服务能够提升您的信心、降低风险，并帮助您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我们的咨询服务可提供建议和指导，旨在让您的工作负载安全利用更新的技术。

实施和安装服务支持更快、更可靠地启动您的全新Gen8服务器，同时我们的支持组合可帮助您实现轻松连接并快
速恢复业务。

我们建议使用面向Gen8 服务器的主动式服务以防止问题的发生并快速和高效地解决问题。

金牌服务提供各种针对软硬件支持的覆盖级别和响应速度。

数据中心服务可帮助您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灵活性运营并演进您的IT环境，其中我们的Flexible Capacity 服务能
够在不影响资本预算的情况下获得 IT 容量。

我们的支持技术支持您利用数百万台设备和数千名专家的集体智慧，以随时随地了解最新信息并确保有效控制。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hunis.com

欲了解紫光更多信息，请电话垂询：
热线：010-62789898
网址：www.thunis.com

© 版权所有2015 Unisplendour corporation limited。本文所含信息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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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至强TM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商标。Microsoft和 Windows是微软公司的注册商
标。Citrix是Citrix Systems, Inc. 和/或其下属子公司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注册的
商标。VMware 是 VMware, Inc.在美国和 / 或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Linux是Linus Torvalds 
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