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简介

英特尔® 固态盘专业版 1500 系列
非易失性存储解决方案

专家的选择
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具有集成的硬盘加密

和远程管理功能，可以加快业务存储并降低总拥有

成本

专为 IT 人士而设计

介绍英特尔首款专为商务设计的新型高级固态盘方案。英特尔® Pro 1500 系列

是一款面向企业的固态盘，容量从 80GB 到 480GB。英特尔® 固态盘专业版系列

有轻薄的 2.5 英寸和更小的 M.2 外形两种规格，专为最新的二合一超极本™ 设计，也可以用

于更传统的 PC 平台。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是旗舰版企业客户端存储解决方案，专

为提供轻松的 IT 部署和安全的可管理性而设计。

增强的安全性和可管理性

英特尔® 固态盘专业版家族无论容量和尺寸全线支持可信计算组织（Trusted Computing 

Group）* 的 Opal 协议1，提供了业界标准的加密密钥管理功能以保证您企业数据的安全。集

成的基于硬件的 256 位 AES 引擎可无缝地对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不会对性能造成任何影

响。使用设置与配置服务（SCS）9.0 版在启用英特尔® 博锐™ 的环境中进行部署时，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可利用远程管理功能。此外，重要的硬盘诊断可用于主动状况监控，

从而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固态盘管理可以远程完成，无论平台是否通电，从

而减少了对代价高昂的现场实地访问的需要。

高能效性能

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提升了平台性能，顺序性能高达 540 兆字节/秒（MB/s），随

机每秒输入/输出操作数（IOPS）高达 80K。除了强大的性能提升之外，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还通过高级低功率模 

式提供了更长的电池续航时间，与传统的机械磁盘相比闲置状态下的功耗降低了 90% 以上。这样一来就将功耗从几瓦降到几毫瓦。

当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与第 4 代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平台配合使用时，功耗将再降一个量级，从毫瓦到微瓦。

世界一流的品质和可靠性

英特尔® 固态盘以其品质和可靠性在整个行业中享有盛誉，Pro1500 系列也不例外。Pro 1500 系列帮助企业 IT 显著减少由于存

储故障而导致的员工停工时间。Pro 1500 系列在设计上可实现低于 1% 的年故障率（AFR）。由于低故障率，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部署可显著改善企业的总拥有成本（TCO）。此外，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有英特尔出色的保修和客户支

持做后盾，让您可以更放心。

稳定和可预测

英特尔® 稳定映像平台计划（英特尔® SIPP）通过稳定关键组件的变化以及使到下一代产品线的过渡更可预测，降低了管理平台生命

周期方面的复杂性。现在，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已加入英特尔® SIPP，IT 人员可以更轻松地计划下一轮部署。英特尔®  

固态盘专业版系列绝对是您专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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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2

型号名称 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

容量（GB）3 M.2 — 80、120、180、240、360；2.5 英寸 — 80、120、180、240、360、480

NAND 闪存 20 纳米英特尔® NAND 闪存多层单元（MLC）

带宽3,4

外形
容量点

顺序读取 
（高达）

顺序写入 
（高达）

随机读取 
（高达）

随机写入5 

（高达）

M.2
80GB、120GB、180GB、
240GB、360GB

540 MB/秒 490 MB/秒 41K IOPS 80K IOPS

2.5 英寸
80GB、120GB、180GB、
240GB、360GB、480GB

540 MB/秒 490 MB/秒 41K IOPS 80K IOPS

接口 SATA 6Gb/秒，与 SATA 3Gb/秒兼容

外形、高度和重量

外形 高度/重量

M.2（80 毫米） 最高 3.7 毫米/最重 10 克

2.5 英寸 最高 7 毫米/最重 78 克

使用寿命 120 万小时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

M.2 功耗 活动：140 毫瓦（典型）6 闲置：55 毫瓦（典型）7 深度休眠：200 微瓦

2.5 英寸功耗 活动：195 毫瓦（典型）6 闲置：125 毫瓦（典型）7 深度休眠：5 毫瓦

工作温度 0 °C 到 70 °C

RoHS 合规性 满足欧盟（EU）RoHS 法规的要求

软件工具
包含英特尔® 固态盘优化器的英特尔® 固态盘工具箱：www.intel.com/go/ssdtoolbox
英特尔® 数据迁移软件：www.intel.com/go/ssdinstallation

1 同时提供非 OPAL Pro 系列固态盘 
2 基于英特尔® 固态盘 Pro 1500 系列产品规格。
3 所有容量和外形在发布时将不可用。
4 性能因容量而异，使用 lometer*（队列深度为 32）进行测量。
5 性能数据使用 lometer*（队列深度为 32）测量得出。测量在整个固态盘上的 8GB 逻辑块地址（LBA）范围上进行。
6 执行 MobileMark* 2007 工作负载时（启用 SATA 链路功率管理（LPM））测量的活动状态下的功耗。
7 闲置功耗定义为在启用 SATA 链路功率管理（LPM）时固态盘处于闲置状态下的功耗。

固态计算始于 Intel Inside®。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l.com/go/ssd

本文件中包含关于英特尔产品的信息。本文件不构成对任何知识产权的授权，包括明示的、暗示的，也无论是基于禁止反言的原则或其他。除相关产品的英特尔销售条款与条件中列
明之担保条件以外，英特尔公司不对销售和/或使用英特尔产品做出其他任何明确或隐含的担保，包括对适用于特定用途、适销性，或不侵犯任何专利、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担保。

“关键业务应用”是指当英特尔产品发生故障时，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人员伤害或死亡的应用。如果您针对此类关键业务应用购买或使用英特尔产品，您应当对英特尔保证
因使用此类关键业务应用而造成的产品责任、人员伤害和死亡索赔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所有索赔成本、损坏、费用以及合理的律师费不会对英特尔及其子公司、分包商和分支机
构，以及相关的董事、管理人员和员工造成损害，无论英特尔及其分包商在英特尔产品或其任何部件的设计、制造或警示环节是否出现疏忽大意的情况。

英特尔有权随时更改产品的规格和描述而毋需发出通知。设计者不应信赖任何英特产品所不具有的特性，设计者亦不应信赖任何标有“保留权利”或“未定义”说明或特性描述。对此，

英特尔保留将来对其进行定义的权利，同时，英特尔不应为因其日后更改该等说明或特性描述而产生的冲突和不相容承担任何责任。此处的信息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请勿根据

本文件提供的信息完成一项产品设计。

没有任何计算机系统能够在所有情况下均能提供绝对的安全性。内置安全功能仅支持在特定英特尔® 固态盘处理器上使用，并可能需要其他软件、硬件、服务和/或互联网连接。结果将因配置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详情请垂询您的制造商。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载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针对性能进行了优化。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均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

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

本文件所描述的产品可能包含使其与宣称的规格不符的设计缺陷或失误。这些缺陷或失误已收录于勘误表中，可索取获得。

订购产品前，请联系您当地的英特尔销售办公室或分销商了解最新技术规范。

如欲获得本文涉及的带编号文档的副本或其他英特尔文献，可致电 1-800-548-4725，或访问：http://www.intel.com/design/literature.htm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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