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曙光公司推出的 TC4600H 刀片服务器以高性能计算、Web 基础架构、虚拟

化为主要应用目标，融入了诸多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特性，是业界领先的最

新一代符合开放性标准的刀片服务器产品。 

TC4600H 是一款 5U10 片刀片服务器，实现了高性能、高密度、可伸缩、按需

配置、方案灵活的产品设计要求，可满足用户业务多样且动态变化的应用需求。

同时，它具有企业级产品的 RAS 特性，可满足教育、科研院所、云计算、安全、

政府、石油、电信、金融、气象、广电、互联网等关键用户的需要。 

TC4600H 刀片服务器具有良好的系统可伸缩性，可根据需求实现灵活的按需配

置。系统目前支持基于 Intel Romley-EP 处理器平台(即：E5-2600 系列)的计

算刀片，单箱刀片可支持高达 10 片计算节点；可通过模块化设计，为计算刀

片提供多种网络接口：系统可支持高达 56Gb 的 Infiniband QDR 网络，1Gb 以

太网络，10Gb 以太网络。对于系统的关键部件和功能模块，TC4600 采用冗余

设计，实现了企业级的 RAS 特性，可满足关键应用的需求。 

在系统管理方面，TC4600H 提供本地 BMC（IPMI）、系统 CMM 管理模块、大

规模集群管理软件等三种方式，三级全方位管理策略最大程度上简化了系统的

部署、操作和维护，用户可轻松实现对系统的全面掌控。 

TC4600H 刀片服务器采用多级节能举措，单体电源效率高达：94%和多模块的

智能的均流措施，可有效降低系统功耗、提高系统电源效率和制冷效率，配合

节能软件，可最大程度上实现绿色节能的效果。 

TC4600H 刀片服务器是曙光完全自主设计、高密度、高性能的刀片服务器系统。

开放性标准和接口打破了垄断和“孤岛”，为形成产业链提供了前提条件，用户

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选择和完善的服务，并降低 TCO。 

刀片服务器 
TC4600H 

 

特点： 

 开放性标准 

 扩展能力强 

 便捷的管理 

 强大的计算能力 

 按需配置、可伸缩 

 高效智能电源和散热

策略 

 绿色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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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符合开放性标准 

TC4600H 刀片服务器是曙光完全自主设计、高密度、高性能的刀片服务器

系统。符合开放性标准的刀片平台可以为用户带来多方面的收益，包括更方

便地选用多个厂家的部件和模块，保护投资并降低 TCO。 

强大灵活的网络能力 

提供强大灵活的网络能力。系统支持 Infiniband 56Gb FDR 网络、千兆以太

网络、万兆 10G 以太网络。 

多样的磁盘配置方案 

提供多种磁盘扩展方式： 

本地磁盘刀片可提供 2 块硬盘。基于本地 RAID 控制器，可构建 RAID 0，

RAID 1，RAID 1E。 

提供 10G 网络接口，支持配置带相应 10G 网络接口磁盘阵列，提供大容量

磁盘一体化解决方案，可极大提高磁盘系统可靠性，最大限度满足节省空间、

高速访问存储、保护用户数据安全需求。 

全面便捷的系统管理 

提供本地 BMC（IPMI）、系统 CMM 管理模块、大规模集群管理软件； 

三级全方位管理可使用户对系统轻松且全面掌控，系统状态一目了然。 

强大的计算能力 

使用 Intel 多核处理器构建高性能计算刀片，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 

按需配置、可伸缩 

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求的变化，动态调整刀片服务器的配置。 

产品升级简单便利、经济高效。 

高效智能的电源策略和散热策略 

自动均衡的电源管理，始终使电源工作在最高效的状态，最大限度降低用户

的耗电。合理散热区域布局，极大提高散热效率和可靠性。 

针对用户应用的动态变化，电源和散热提供智能自动优化策略。 

绿色节能 

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多级的节能举措。降低了系统功耗，提高了系统电源

效率和制冷效率，配合节能软件，可最大程度上实现绿色节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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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刀片机箱 5U 的标准机架，可提供 10 个

刀片托架；标准化、模块化的设

计。可使用多个厂商的网络模

块、管理模块、计算刀片，为用

户提供了多种产品供应商的选

择；也可使用不同时期的符合标

准的模块，延长了刀片系统的使

用周期，保护了用户的投资。 

 

  功能特性 优势 

高可用中板 无源中板设计，不含有源器件，

可靠度呈指数倍提升； 

高速信号、低速信号分离设计，

提高中板可靠性； 

为更快的下一代 I/O 技术预留

扩展链路，可无缝升级兼容下一

代刀片，延长刀片机箱的生命周

期，保护用户的初始投资。 

 

   

计算刀片 提供基于支持 Intel 的多核处理

器。在曙光 TC4600H 统一基础

架构平台上，可进行灵活多样的

选择； 

可以针对特定应用进行优化选

择，将适合各种应用需求的多种

计算刀片平台并存于统一的刀

片机箱之内，从而获得最佳的一

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Infiniband 高速交

换网络 

高 带 宽 、 低 延 迟 、 全 互 联 的

Infiniband 高速交换网络，提供

Infiniband 4x 56Gb/s FDR 连

接，支持铜缆和光纤接头的转

换； 

采 用 业 界 最 新 、 最 高 性 能 的

infiniband 交换网络，刀箱提供

高达 6.272Tb/s 的吞吐能力。 

  

以太网络 多种不同规格、不同性能的千兆

网络模块； 

常规的千兆交换网络和带万兆

上联的千兆交换网络，已合适不

同应用的需求； 

千兆直通网络，适合用户对网络

性能要求极为苛刻的需求。 

 

  

特性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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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 KVM 功能 

 
 
 
 
 
 
 
 
 
 
 
 
 
 
 
 

允许从桌面或任何其他地点以

Web 浏览器访问、安装、配置和

控制远端的刀片服务器； 

低网络带宽需求，可以消除刀片

服务器系统管理和使用地域的限

制，提升了远程处理的速度； 

BIOS 级别的访问及控制，与操

作系统无关，提供完全的兼容性； 

高安全性的数据均经过基于硬件

的 128 位数据加密。 

 

   

冗余设计 TC4600H 电源模块、网络模块、

风扇模块等系统关键部件和模

块采用了冗余设计，保证整机高

可靠运行。 

 

  

使 用 自 动 智 能 调

节 策 略 的 电 源 模

块 SRPM （ Self 

Regulating Power 

Modules） 

 

全智能电源控制，无需人工干

预，根据功耗变化，自动智能调

节电源系统的管理策略，能够始

终保持电源模块工作在效率曲

线的高点，减少不必要的功耗损

失，大幅增加电源的使用寿命； 

支持实时状态监控，支持实时的

电源负载测量和显示。 

 

  

使用线性预补偿

策略的散热模块

LPCM（Linear 

PreCompensatio

n Cooling 

Modules） 

 

根据温度变化，线性平滑调整风

扇转速，最大限度减弱噪音，降

低不必要的功耗； 

根据温度变化，预测下一阶段温

度变化趋势，提前进行转速调整

补偿，保证风扇转速和噪声平

稳。 

 

  

管 理 模 块 提 供 全

视 角 管 理 控 制 功

能 FVMM （ Full 

View 

Management 

Modules） 

 

 
 

基于 Web 浏览器的管理方式，

可提供所有组件的最新状态及

图形标示的详细信息； 

实时状态监控、故障预警，动态

优化调整资源配给和工作策略； 

保存并统计分析关键历史数据；

直观显现重要信息的变化趋势；  

多种错误故障报警方式，日志、

审计和报表可供查询； 

允许加密远程控制，可从任何位

置控制操作及监控整体运行； 

 允许远程的 KVM，远离封

闭嘈杂的机房环境。 

 

  

 

10G 以太网络 

 
提供支持 10G 以太网接口；顺

应高性能计算，云计算和虚拟化

技术的带宽需求，提供基础性的

保证；同时也为 10G 的存储方

案提供标准接口，满足用户对

10G 网络多样化的应用需求。 

 

  功能特性 优势 

页码：4  版本 1.1 



 

刀片服务器                           TC4600H 

 

远程虚拟媒质 

 
 
 
 
 
 

为每一计算刀片提供远程虚拟

介质，可用于安装操作系统、拷

贝文件等操作； 

配合远程 KVM 和 Web 界面管

理，可实现对系统的全面远程管

理和控制； 

可启动媒介，为快速安装操作系

统以及数据拷贝带来便利性。 

  功能特性 优势 

 
 
 

 

 

光学通路状态指示

技术 OPSI(Optical 

Path Status 

indicator) 

 

覆盖刀片服务器各组件的光学

指示通路，能够提供准确的状态

指示和错误报警； 

帮助用户了解系统的运行状况，

迅速对异常状态作出判断和定

位，有助于提供稳定的服务，实

现最佳的 MT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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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TC4600H 刀片服务器技术规格 

刀片机箱外形特征 5U 标准刀箱高度； 

计算刀片 最多 10 个计算刀片，提供基于 Intel Xeon Romley-EP 平台计算刀片供选择； 

IB 交换网络 机箱对外可提供 10 个 56Gbps 的 FDR Infiniband 接口；满足 56Gb/s 全线速连接

需求； 

千兆以太网 

交换网络 

刀箱对外提供千兆网络配置： 

（1） 配置一：2 *千兆交换模块 ; 

此千兆交换模块对外至少提供 6 个 RJ45 千兆接口； 

（2）  配置二：1 *千兆交换+1 *直通模块  

此千兆交换模块对外提供 6 个 RJ45 千兆接口 或 提供可选（带万兆上联：

2*万兆端口+6 千兆口）； 

此千兆直通模块对外提供 14 个 RJ45 千兆接口；   

电源模块 最多配置 4 个具有负载均衡和故障切换功能的热插拔 2000W 交流电源模块，可以

提供 N+1 或 N+N 电源冗余配置；  

散热模块 标配 4 个带线性预补偿功能的智能冗余风扇；  

管理模块 可实现远程虚拟介质、远程 KVM、刀片状态、故障定位、开关机等全方位管理控

制监视功能； 

配套介质 可选 1 个外置 USB  DVD-RW； 1 个 USB Hub； 

光学通路状态指示 OPSI 刀片机箱、刀片、电源、KVM、USB、IB 网络，千兆网络、高级管理模块、硬盘

驱动器； 

外部存储器 支持主流存储解决方案（所有曙光公司存储产品）和非曙光公司的存储产品；  

外形尺寸（高×宽×深） 218mm×446mm× 792.1mm； 

重量（满配） 50Kg（不包括计算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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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刀片技术规格 

CB60-G16               双路 Intel Xeon Romley-EP 刀片（IB） 

处理器 支持 Intel Xeon E5-2600 和 E5-2600 V2 系列处理器； 

处理器数量 最多 2 个，可选 1 个； 

内存 提供 12 个内存插槽，最大 192GB DDR III 800/1066/1333 /1600 内存； 

芯片组 Intel Patsburg PCH 系列高端芯片组； 

SAS 控制器 Intel Patsburg PCH SAS 控制器，提供 RAID 0，RAID 1， RAID 1E; 

磁盘 提供本地两个 2.5”热插拔 SAS/SATA/SSD 磁盘 

VGA 集成图形控制器； 

IB 网络 可支持 56Gbps 的 FDR Infiniband 网络; 

千兆网络 Intel 82580 双千兆以太网控制器，全面支持虚拟化和 IO 加速； 

系统管理 板载 BMC 管理芯片，符合 IPMI2.0 标准的管理功能，并提供远程 iKVM，Virtual 

Media 功能； 

外形尺寸（高×宽×深） 210.90mm×42.4mm×538.40mm 

重量（满配） 6Kg； 

兼容操作系统（详细的版本

信息请参考 TC4600H 刀片

服务器软件兼容列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64bit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6U2 64bi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2 64bit 

操作系统兼容性和系统配置有很大关系，更多信息请咨询曙光公司销售代表或者曙

光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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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60-G11               双路 Intel Xeon Romley-EP 刀片 

处理器 支持 Intel Xeon E5-2600 和 E5-2600 V2 系列处理器； 

处理器数量 最多 2 个，可选 1 个； 

内存 提供 12 个内存插槽，最大 192GB DDR III 800/1066/1333/1600 内存； 

芯片组 Intel Patsburg PCH 系列高端芯片组； 

SAS 控制器 Intel Patsburg PCH SAS 控制器，提供 RAID 0，RAID 1， RAID 1E; 

磁盘 提供本地两个 2.5”热插拔 SAS/SATA/SSD 磁盘 

VGA 集成图形控制器； 

千兆网络 Intel 82580 双千兆以太网控制器，全面支持虚拟化和 IO 加速； 

系统管理 板载 BMC 管理芯片，符合 IPMI2.0 标准的管理功能，并提供远程 iKVM，Virtual 

Media 功能； 

外形尺寸（高×宽×深） 210.90mm×42.4mm×538.40mm 

重量（满配） 6Kg； 

兼容操作系统（详细的版本

信息请参考 TC4600 刀片服

务器软件兼容列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64bit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6U2 64bi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2 64bit 

操作系统兼容性和系统配置有很大关系，更多信息请咨询曙光公司销售代表或者曙

光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如需更多信息 
 
请访问曙光公司官方网站：www.sugon.com 或拨打客服电话：400-810-0466 
亦可联系曙光公司全国各分支机构，联系方式请登录曙光公司官网进行查询。 
曙光公司保留对产品规格或其它产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重量、外观、尺寸或其它物理因素）不通知予以更改的权利； 
本文中所提到的信息，如因产品升级或其它原因而导致的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本文中所涉及的产品图片均以产品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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