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说明 I UNIS DL580 Gen9 阪务器

超凡性能

• llll路配置 ， 最多72个处理器内核

• 96个DDR4DIMM插槽（录杰6TB)

·12个PCle Gen3.0 Fl/FH插棺

• 12 Gbps SAS RAID控制器

• 1吤2.5英寸内部硬盘／困态硬盘托架

卓越可靠性

享受先进的可靠性、 可用性
及可扩展性(R心）特性

• 克级错误恢笠
• Memory Quarantine

• j!:j级错误品离

·Advanced Fault Resiliency

• 克级事件检测与报告

． 认证选件

经济高效

． 降低的电源和散热成本

． 改进的芒理和可维护性特性

管理简易性

• 业内领先的可笠理性．

带来非凡的时间与成本节约优势

， 英特尔性能测试．克达39%的通用计算吞吐豐
芦明暴干est. SPECinl_rate_base2006浏试络
果 ， 该测试比较了4预英特尔＠至沿TM处理器
ES,4669 v3和E5-4 657L v2; 内核数豐增加 50%
茄于对ES-4600 v2(12个内核）和v3(18个内核）
的对比 ， 2015年1月．

，茄千内部计算． 恐于对不同代服务器
中 1,866MHz和 1,600 MHz DDR4 DIMM的差异
比较， 2015年5月．

• 6TB支持(64GBDIMM) 已千2015年年中提供．

• 安全启动身份验证包括所有UEFI驱动程序、
UEFI应用｀ 揉作系统引导装载程序和Linux
内核校块·

， 沿查谷规格概述 ， 了解更多详悄

@insld竺

� 

英特尔至强
｀

主要特性和优势

超凡的性能和突破性的可扩展性 ， 能够满足最苛刻的应用的要求

• 冞用英特尔＠至强 TM El-4800/8800 v3处理器 ， 最高四个插座和72个内核 ． 较前

代产品性能提高 39%, 内核数鱼培加20%, 从而加速您的业务关键型企业应用、 业

务智能应用及数据库应用·

·96个DDR4 Smor!Memory 插梧（最高频率1.866MHZ)支持最高 6T83 内存容堡 ． 将

内存计算和大规棱虚拟化性能最高提高 16%,

·12 个Fl/FH PCle 3.0插槽（标配， 用千支持GPGPU)并可灵活选择FlexibleLOM 或

PCle立式以及 IGbE 、 IOGbE或 lnfiniBond适配器 ， 从而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器求

， 支持NVMe 混合使用及写入密栠型 PC厄工作负载加速器 ， 是数据库及虚拟桌面品

础设施 (VDI)工作负载或者在线交易处理(OLTP)及业务智能工作负载的理想选择。

笙新设计的Flexible智能阵列和 Smorl SAS主机总线适配器(HBA)控制器可提高数据

， 访问速度 ， 并支持您灵活选择适合您环境的恐佳 12 Gb/s 控制器．

领先的x86可用性和卓越的可靠性确保您的业务万无一失

， 通过全面的故障笸理及诊断提高系统可用性并降低服务要求 。

， 借助采用安全加密、 高级数据镜像和备用电源保护（配有智能存储电池）特性的智能

阵列控制器改进了可靠性和数据保护．

• 凭借4个新的安全启动级别（支持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换式）提高了安全性．

• 利用主动式支持脑务为用户提供个性化、 简单的支持体验 ， 同时兼顾性能 、 正常

运行时间和生产效率·

极具砐引力的灵活性和纵向扩展效率

． 通过支持的ASHRAE A3和A4配世减少了您的散热开销．

． 通过高效冗余逄用插檀电源（可提供最高94%的能效. ia金级）以及品础设施电源能

效(48VDC捻入电压）和电源发现胺务支持降低了电源成本．

． 通过受客户启发而设计的特性（如方便维护的前端访问处理器／内存抽屉、 热插拔风

扇和埂盘、 面向运行状况和组件监控的可选 SID、 用以快速访问产品信息的快速参

考代码）提高了效率·

灵活的基础设施管理可加速IT服务交付

． 借助OneView提升蓦础设施笸理速度 ， 锋低营理成本 ， 并将您的 IT恐础设施呈现

在单个栠成视图中。

• 借助Insight Online更加轻松地监控暴础设施运行状况井笸理支持．

． 借助智能供应和脚本工兵奈件在UEFI启动换式下进行配过 ， 进行本地和远程供应．

借助Integrated lights-Out 嵌入式笞埋远程带外部咎、 监控和支持您的服务器．

． 借助智能更新优化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并缩短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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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计算

内存

存储

闪存写高速缓存(FBWC)

SmartDrive 

VO扩展

网络

VGA/USB端口/SD光驱

GPU支持

系统ROM

融合营理

支持笞理

嵌入式笞理

电瀑

风扇

安全性

系统RAS特性

行业合规性

电源发现服务

位置发现服务

外形／机箱深度

可维护性一易千安装的滑轨

保修（部件／工人戊U场支持）

UNIS DLS80 Gen9瓣务器

2、 3或4颖英特尔＠至强™ E7 4800/8800 v4处理器： 4/8/10/12/14/16/18 个内核：
骰古3.2 GHz和4SMBL3克速缓存

缎多96个DDR4 DIMM插橹 ． 散大内存为618(驾个DIMM 64GB. 支持R•DIMM和LR•DIMM.
散高抒率1.86 6 MHz)

容能阵列P830i 12 Gbps SAS控制器

2GB 或4GB FBWC 

10个SFF硬盘／固态硬盘插槽: 支持SFF SAS硬盘和SAS因态硬盘；支持扩展24个SFF硬盘

标配12个PCl•e Gen3 fl/FH插橹
FlexiblelOM和嵌入式SAS RAID控制器额外提供2个1/0设备 ． 句个系统共11个PCle设甜
注：插橹可用性取决干所安装的处理器的数豐·

FlexiblelOM: 可选择4个 lGbE、 2个I OGbE或者2个lO GbpsCNA或2个FDR lnfini8 and 

2个视频(H, Ir): 8个USB(2f, 2i, 4r); 3/5个网卡： 1个microSD: 外部USB光驱（可选）

缎多5个双宽GPGPU

UEfl和传统B IOS

OneVie w和ilO Advanced 

带有汜强型移动应用的lnsighl Online 

il04、 扭能供应、 系统吏新芒理程序{SUM)、 RESTtul接口工兵 、
面向MicrosoftWindows Server PowerShe ll的脚本工兵

散多4个1.500W或l.200W(N+N冗余） ， 94%的能效：通用插橹
1.200W电源：经大耗电堡一 120VAC-l.012VA. 3.4088TU: 230VAC-1,332VA. 
4.4478TU 1.SOOW电源· 数大耗电豐一230VAC-1672VA, 5.6378TU

4个热插拔 rs个转子. N+l冗余）：可从前端操作

安全启动、 英特尔安全密钥和TPM这项

高级错误恢安、 Memory Quarantine. 杰级错误隔离、
Advanced Faull Resifiency、

杰级串件桧浏与报告、 认证选件

支持ASHRAE A3和A4配咒

支持

支持

机架(4U), 29英寸

标配CMA

7x24x4现场叛务， 并带基本安装服务和一次链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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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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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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议和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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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9 服务器 ． 同时我们的支持组合可帮助您实现轻松连接井快

速恢赁业务·

． 我们违议使用面向Ge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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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演进您的IT环境 ， 其中我们的Flexible Capacily 服务能
够在不影咱资本预算的恪况下获待 IT 容堡 。

． 我们的支持技术支持您利用数百万台设各和数千名专家的栠体智慧 ． 以随时陋地了解最新信息并确保有效控制 ．

更多信息，满访问

www.thunis.com 

欲了解紫光更多信总 ． 诮电话垂询：
热线 010-62789898
网址： www.lhunis.com 

©版权所有2015 Unisptendour corporation limited. 本文所含信总可能随时更改 ， 恕不另行通知，

紫光产品与服务的全部保佟条款在此类产品和胺务附帝的保侈声明中均已列明。 本文中的任何信息均
不构成额外的保佟条款． 紫光对文中包含的技术或绵软上的错误或遗漏概不负资

英特尔0至强TM是英特尔公司在芙国和其它国家的商标. Microsoft和 Windo心是微软公司的注册商
标, Cilr以是Citrix Systems. Inc. 和／或其下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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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wore 是 VMwore, Inc. 在芙国和 I 或共它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 Linux是Linus Torvolds 
公司在芙国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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