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1 Power Systems S914 服务器可轻松融入

贵公司的云和认知战略中，为您的关键应用工

作负载提供卓越的性价比优势

配备 1 TB 内存，支持更快从数据中获取洞察

专为安全性、可靠性和高性能而设计，轻松应

对当前和未来的安全威胁

动态分区迁移功能帮助您从以前的 Power 

Systems 迁移出来

业界最强的单核性能节省了许可成本

K1 Power Systems S914 服务器可轻松融入贵公司的云和认知

战略中，为您的关键应用工作负载提供卓越的性价比优势。

采用POWER9 技术的新一代K1 Power Systems 富于创新，可为当

今企业的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提供前所未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保

障。POWER9 针对诸如数据库或分析之类的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全

新设计。这款新一代服务器配备两倍于POWER8 的内存插槽，使其

成为内存型应用和以数据为中心的应用的理想平台。内存子系统的

改变和工业标准内存 DIMM 的使用将 POWER9 的领先性价比提升

到全新水平。专为运行商业、认知和数据库工作负载而设计，相比其

他竞争性服务器平台具备更好的性能，POWER 服务器赢得了客户信

赖，被用作其 IT 基础设施的强大而安全的支柱。大部分财富 500 强

公司都开始在其 IT 基础设施中使用 POWER 技术，从小型应用到大

型数据中心部署。

K1 Power System S914 服务器 (9009-41A) 是一款强大的单路服

务器，可提供多达 8 个激活内核和灵活的 I/O 配置来满足当今的发

展和未来的处理需求。

‒典型频率为 2.3 至 3.8 GHz（最高）的 4 核 POWER9 处理器配置
‒典型频率为 2.3 至 3.8 GHz（最高）的 6 核 POWER9 处理器配置
‒典型频率为 2.8 至 3.8 GHz（最高）的 8 核 POWER9 处理器配置（
仅支持机架式配置）



高达 1024 GB 的 DDR4 内存

存储底板选项：

18 个 SFF-3 托架/双 IOA，带写缓存

12 个 SFF-3 托架/RDX 托架

拆分为 6+6 个 SFF 托架：须添加另一个 SAS 控制器

12 个 SFF-3 托架/RDX 托架/2 个 EXT PT

可选 PCIe3 NVMe 承载卡（带两个M.2 模块插槽）

EXP24SX SFF 第 2 代托架抽屉扩展功能

可热插拔的 PCIe 第 3 代和第 4 代插槽

集成：

服务处理器

EnergyScale 技术

热交换和冗余散热

USB 3.0 端口

两个 HMC 端口

一个带 RJ45 接头的系统端口

2 个可热插拔的冗余电源

19 英寸机架式 (4U) 和塔式硬件选项

全新K1 Power S914 - Power9服务器系列
的入门产品。行业领先的集成安全性和可靠
性，通过集成虚拟化功能支持云计算

1 个 4、6、8 核 POWER9 CPU

最高1TB，由16个频率为2666、2400和2133Mhz的DDR4 IS DIMM组成，（
IBM i p05 软件层最高为 64GB)

每路高达 170 GB/s

可选仅配备12个SFF托架的RDX驱动器

3 个 x16 第 4 代全高、半长插槽 (CAPI)
2 个 x8 第 4 代全高、半长插槽（使用 x16 接口）(CAPI) 
2 个 x8 第 3 代全高、半长插槽（使用 x16 接口）
4 个 x8 第 3 代全高、半长插槽（其中一个插槽用于插入必需的基础 LAN 

片上缓存带宽7TB/s



3年保修，当日响应24x7，现场服务
可选保修服务和额外的维护服务

工作电压：900 W PSU：100 - 127 V AC 或 200 - 240 V AC
                1400 W PSU：200 - 240 V AC
工作频率：47/63 Hz

19 英寸机架式硬件
宽度：482 毫米（18.97 英寸）
深度：769.6 毫米（30.3 英寸）
高度：173.3 毫米（6.8 英寸）
重量：36.3 千克（80 磅）
塔式硬件：
宽度：182.4 毫米（7.18 英寸）
包含支架的宽度：328.5 毫米（12.93 英寸）
深度：751.7 毫米（29.59 英寸）
包含旋转式前门的深度：814.7 毫米（32.07 英寸）
高度：486.1 毫米（19.14 英寸）
包含把手的高度：522 毫米（20.55 英寸）
重量：51.89 千克（114.4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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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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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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