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全世界产生的数据量都在呈爆炸式增长，不断达到新的体量。这些数据中蕴藏着

巨大的宝藏，企业若能充分加以利用，将有利于更好地做出关键决策、获得新洞察并提

供差异化服务。而人们对于内存容量的需求，其增速之快几乎难以满足，并且还有将更

大量的数据放得更靠近 CPU 的需求。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是使用最多的传统

主内存技术，能提供迅捷的访问速度，但缺点是容量小、价格昂贵且具有数据易失性。

而一般的硬盘存储虽然容量大、价格便宜且具有数据持久性，但访问速度慢。因此，当

数据从基于 DRAM 的内存传输到基于硬盘的存储时，将带来巨大的延迟和带宽损失。

而不断增加的数据量和对于快速访问更多数据的需求，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性能差距带来

的弊端。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是英特尔的革命性产品，通过创建新的存

储层来填补内存-存储之间的性能差距，从而颠覆传统的内存-存储层级，带来更加出色

的整体性能、效率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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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简介

全新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在内存和存储之间引入

了一个全新产品类别，通过将内存和存储的特性融合，提供两全其

美的优势。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目前有 128 GiB、

256 GiB 和 512 GiB 三种容量可选，而当前 DRAM 的最大容量

仅有 128 GiB。这一全新产品非常灵活，兼具易失性和非易失性

属性，还可以用作高性能存储层，便于设计人员和开发人员访问

大容量且性价比高的内存。而且，他们还可以选择应用托管内

存，这对于优化系统性能至关重要。这项英特尔® 技术具备一致

的低延迟、高带宽、服务质量 (QoS) 和耐用性，可为云和虚拟化

用户提供更大容量和更多虚拟机 (VM)，并以经济的价格为内存

数据库提供更高容量、超快速存储和更大的内存池。总而言之，

英特尔可以在提供更大内存容量的同时，提高系统性能（性能达

到非易失性内存主机控制器接口规范 (NVMe) 固态盘的 3 倍）。

此外，与 NAND 固态盘相比，这项技术在写入密集型工作负载

中的耐用性更加出色。

这些持久内存模块兼容 DDR4 插槽，可与传统 DDR4 DRAM 

DIMM 共存于同一平台。这些模块适用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配备的标准 DDR4 DIMM 插槽。英特尔® 傲腾™ 数

据中心级持久内存针对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进行设

计和优化。用户可在每个通道上安装一个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

级持久内存，而单路最多支持六个，从而提供高达 3 TiB 容量，

这意味着八路系统最多可以访问 24 TiB 的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

内存。这些模块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金牌和铂金处理器兼容。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容量大、价格经济且具有持

久性，有助用户从更大的数据集中挖掘比以前更多的价值。这项

新技术可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并推动数据中心变革。另外，它

能够替代昂贵的 DRAM，以经济的价格提供超大容量的内存，并

可适应内存数据库 (IMDB) 等对工作负载要求苛刻的新兴应用。

在完成部署后，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不仅可以节

约内存成本，还可以降低软件许可成本、减少节点数量、提升能

效和优化其他运营效率，从而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除了节省成本外，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还可以优

化基础设施的整合，提升服务器的性能。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

心级持久内存可促进重要的基础设施整合，它在容量上的增加为

整合分布在多个节点上并导致 CPU 未被充分利用的工作负载提

供了可能。通过在较少节点上集中和整合工作负载，节省所需的

部署成本并尽可能提高 CPU 的利用率。每个节点的处理能力越

强，CPU 的利用率就越高。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带来了全新的内存层，具有

出色的性能和持久性。对于这一安装在内存总线上的小型超快存

储设备，架构师和开发人员正在将其作为创新的跳板，围绕着有

关重启和复制的新用法，突破系统瓶颈，为要求苛刻的工作负载

提供令人满意的性能。 

工作模式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具有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内存模式和 App Direct 模式。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

客户可以灵活地跨多个工作负载利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

持久内存的优势。 

内存模式 - 内存模式非常适合提供大容量内存，不需要对应用进

行更改，这使得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易于采用。

在内存模式下，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可扩展操作

系统支持的可用易失性内存容量。而 DRAM 将用作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缓存。CPU 内存控制器会将 DRAM 用作

缓存，将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用作可寻址的主内

存。虚拟化技术可从以内存模式工作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

级持久内存处受益。因为与 DRAM 相比，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

心级持久内存的容量更大、可部署虚拟机的密度更高且能以更低

的成本提供更大的单虚拟机内存容量。I/O 绑定的工作负载也可

以从内存模式中受益。因为与 DRAM 相比，英特尔® 傲腾™ 数据

中心级持久内存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大的内存容量，从而支

持更大的数据库。随着内存容量的增加，虚拟机、容器和应用的

密度也得到提升，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利用率

也随之提高。在内存模式下使用时，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

持久内存中的数据具有易失性，因为该模式下采用的是单个加密

密钥处理，该密钥在断电时将被丢弃，因此导致数据无法访问。 

App Direct 模式 - 在 App Direct 模式下，软件和应用可以直接

与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通信，从而降低堆栈的复

杂性。此外，用户也可以选择让 App Direct 模式使用之前的存储 

API。这样它就可以像固态盘一样运行并可以启动操作系统。操作

系统会将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和 DRAM 视为两个独

立的内存池。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像存储一样具备

数据持久性，像内存一样支持寻址。一致的缓存能够将持久内存的

使用扩展到本地节点之外，而一致的低延迟能够支持更大的数据

集。即使在重启期间，持久内存也能保留数据，因此能够增加系统

的业务弹性，缩短重启时间。与 NAND 固态盘相比，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不但具有持久性，还能提供更大的容量、更高

的耐用性和更出色的带宽，令受内存限制的工作负载从中受益。 

双重模式 - 属于 App Direct 的子集，可进行预配置，让部分英

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处于内存模式，其余部分则处

于 App Direct 模式。在双重模式下，应用可以充分利用高性能

存储，无需担心将数据移入和移出 I/O 总线造成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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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配备 256-AES 硬件加密功

能，因此可让数据更安全。在内存模式下，英特尔® 傲腾™ 数据

中心级持久内存的加密密钥会在断电时删除，在每次启动时重新

生成。这意味着之前的数据将无法再访问。在 App Direct 模式

下，数据将使用模块中的密钥进行加密。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

心级持久内存会在断电时锁定，需要使用密码来解锁和访问数

据。加密密钥存储在模块的安全元数据区域中，只能由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控制器访问。如果需要重新利用或

丢弃模块，则可以利用安全加密擦除和 DIMM 覆写来避免数据被

意外访问。 

从更大的数据集中提取更多的价值

随着具备更大容量的持久内存的问世，大型数据集可存储在距离 

CPU 更近的位置，从而加快处理速度，缩短获得洞察的时间。更

高容量的英特尔® 持久内存将带来更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从而

加快全行业向内存数据库演进的趋势。凭借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那些受内存限制的工作负载将显著提升快速处理

数据的能力。

有了英特尔® 持久内存，客户将获得非常大的内存容量，可以对

更大的数据集进行分析。另一项益处是 CPU 可向英特尔® 傲腾™ 数

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读取/写入高速缓存行，进而消除将数据结构

调为写入磁盘所需的 4 KB 块的开销。与 NAND 固态盘相比，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能够处理更多写入的数据，

并能通过 App Direct 模式提供许多优势和更加出色的可靠性。

与 DRAM 相比，此模块本身具备的持久性可以更低的成本提供

更快的恢复时间和更短的停机时间，为客户带来诸多益处。

许多关键业务数据库和企业应用会在工作内存中存储大量数据。

如果服务器停机（不管是计划内停机还是意外停机），重新加载

内存阵列可能需要数小时，导致停机时间也被延长。应用停机可

能会造成一分钟数千美元的损失。由于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

级持久内存能够在重启期间保留数据，因此这些类型的应用可以

更快地恢复使用。这意味着企业、云和通信服务提供商 (CoSP) 

能始终满足服务级别协议 (SLA)，并避免昂贵的系统冗余成本。

SAP HAN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重启时间加快了 13 倍，

节省了 39% 的成本。1,2,3,4,5

通过令人信服的性能为更多客户提供更多服务

虚拟机需要处理的数据不断增加。如果能够在 CPU 附近提供更

大的内存容量，就意味着客户能以低于典型 DRAM 系统的成本，

支持更多的虚拟机，并为每个虚拟机提供更多内存。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面世之前，内存系统受到严格限制，

使 CPU 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性能也受到极大限制。现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能够以更低的单位硬件成本支持更多

虚拟机 (VM) 或容量更大的虚拟机。借助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Hyper-V，客户的系统内存容量增加了 33%，每个

节点支持的虚拟机数量增加了 36%，硬件成本降低了 30%。1,2,6,7

推动应用创新并探索新的数据密集型用例

凭借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引入的全新内存层、引

人瞩目的全新特性和在其上直接加载/存储数据的能力，开发人

员能够探索更多的创新和功能。 

随着由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操作系统供应商 (OSV)、虚拟化

提供商、数据库和企业应用供应商、数据分析供应商、开源解决

方案提供商、云服务提供商、硬件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以及

更多容量 = 9 TB （总计）
+ 6 T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更快速度
最大程度减少停机时间

3 TB DRAM

重启时间 

90 秒 13X 更快的
重启速度1,2,3,4

重启时间 

20 分钟

更低成本
成本/数据库容量 (TB) 约 38,357 美元 39% 节约

成本5约 62,495 美元

对于 SAP HANA

定价指南截至 2019 年 3 月 1 日。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请参阅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协助您做出购买决策。

更多容量、更快速度、更低成本

DRAM+仅 DRAM

（总计） 3



存储网络行业协会 (SNIA)、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 (ACPI)、统一可

扩展固件接口 (UEFI) 和分布式管理任务组 (DMTF) 等标准组织构

成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不断壮大，客户可更容易地完成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快速部署并充分利用其各项优势。

编程模型
英特尔与许多公司合作设计了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

存的软件接口，为持久内存创建了统一的编程模式。全球网络存

储工业协会 (SNIA) 成立了一个技术小组。他们已发布了这一编

程模式的规范。该软件接口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持久内存技术，能

够与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或任何其他持久内存技

术配合使用。

该模型提供三个主要功能：

•  管理路径，允许系统管理员配置持久内存产品并检查其运行

状况。

•  存储路径，支持传统存储 API，无需更改现有的应用和文件系

统；他们只是将持久内存视为高速存储设备。

•  内存映射路径，通过一个持久内存感知文件系统来开放持久内

存的能力，以便应用可以直接在持久内存上进行加载/存储。这

种直接访问模式不会像传统文件系统那样使用页面缓存，并且

已被操作系统供应商命名为 DAX。

当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决定充分利用持久内存的功能时，可将

应用转移到内存映射持久内存，并将数据结构置于其中，从而

带来显著的变化。为了在断电情况下保持数据的一致性，需要

跟踪持久内存的分配并以事务的形式更改数据结构。这涉及复

杂的编程，易失性存储无需这样做，而基于块的存储则采用不

同的方法。

持久内存开发工具包 (PMDK – http://pmem.io) 提供的库能够简

化持久内存编程。软件开发人员只需提取所需的功能，就能在持

久内存上精简、快速地运行自己的程序。

这些库经过英特尔的全面验证和性能调优，具有开源且中立的特

点，可在各类持久内存产品上提供出色的表现。PMDK 包含一系

列基于 SNIA 编程模式的开源库，提供完整的文档，包括代码示

例、教程和博客。PMDK 还为 C 和 C++ 中的库提供语言支持，

并支持 Java、Python*，陆续还会支持其他语言。

让数据从负担变为“富矿”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创新。

它与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相辅相成，将把云和

数据库中的关键数据工作负载转为内存分析和内容分发网络 

(CDN)。

完成
更多
任务

192 GB DDR4 DRAM 
+1 T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768 GB
DDR4 DRAM

提升高达

33%1,2,6内存容量

提升多达

36%1,2,6每个节点的
虚拟机数量

降低多达

30%⁷
每个虚拟机
的硬件成本

22 个虚拟机 30 个虚拟机

更低
成本 约 1,108 美元/虚拟机约 1,588 美元/虚拟机

WINDOWS SERVER* 2019/HYPER-V - 多租户虚拟化
工作负载 – Windows Server 2019/Hyper-V，带 OLTP 云基准测试

仅限 DDR4 DRAM DDR4 DRAM+ 内存模式

定价指南截至 2019 年 3 月 1 日。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请参阅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协助您做出购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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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家族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外形规格 持久内存模块 (PMM)

DCPMM SKU1 128 GiB 256 GiB 512 GiB

用户容量 126.4 GiB⁸ 252.4 GiB⁸ 502.5 GiB⁸

MOQ 4 50 4 50 4 50

MM# 999AVV 999AVW 999AVX 999AVZ 999AW1 999AW2

产品代码 NMA1XXD128GPSU4 NMA1XXD128GPSUF NMA1XXD256GPSU4 NMA1XXD256GPSUF NMA1XXD512GPSU4 NMA1XXD512GPSUF

模型字符串 NMA1XXD128GPS NMA1XXD256GPS NMA1XXD512GPS

技术 英特尔® 傲腾™ 技术

有限保修 5 年

平均年故障率 (AFR) ≤ 0.44

耐用性 
100% 写入  
15W 256B

292 PBW 363 PBW 300 PBW

耐用性  
100% 写入  
15W 256B

91 PBW 91 PBW 75 PBW

带宽性能  
100% 读取  

15W 64B
6.8 GB/s 6.8 GB/s 5.3 GB/s

带宽性能  
100% 写入  
15W 256B

1.85 GB/s 2.3 GB/s 1.89 GB/s

带宽性能  
100% 读取 

15W 64B
1.7 GB/s 1.75 GB/s 1.4 GB/s

带宽性能  
100% 写入  

15W 64B
0.45 GB/s 0.58 GB/s 0.47 GB/s

DDR 频率 2666、2400、2133、1866 MT/s

最大热设计功耗 (TDP) 15W 18W

温度  
(TJMAX)

≤ 84℃（85℃ 关闭，83℃ 默认）介质温度

温度  
（环境温度）

10W：54℃ @ 2.4m/s

温度  
（环境温度）

12W：49℃ @ 2.4m/s

温度  
（环境温度）

15W：44℃ @ 2.7m/s

温度  
（环境温度）

N/A 18W：40℃ @ 3.7m/s

注：¹GiB = 230；GB = 10⁹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规格表

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
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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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进行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²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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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 。
 3 Columnar 将 1.3TB 数据集存储并重载到 DRAM 的耗时是 20 分钟。之前整个系统的重新启动耗时是 32 分钟，在使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后是 13.5 分钟（操作系统 12 分钟 + 1.5 分钟）。 
 4 重新启动速度加快 13 倍：基准配置（仅 DRAM）：系统：Lightning Ridge（四路）；CPU：英特尔® 至强® 8280M；每个节点的 CPU：四路 @ 28 个内核/路；内存：6 TB (48 x 128 GB DDR4 @ 

2666 MT/s)；网络：10 GbE 英特尔® X520NIC；存储：60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600 SATA 480 GB；BIOS：WW48’18；操作系统或虚拟机版本：SUSE 15；WL 版本：英特尔® IT 工作负载；
SAP HANA* 数据库大小：3TB；安全缓解措施：启用变体 1、2、3；成本预估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和 DRAM 配置：系统：Lightning Ridge（四路）；CPU：英特尔® 至强® 8280L；每个节点的 CPU：四路 @ 28 个内核/路；内存：9TB（248 个 256 G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24 x 128 GB DDR4 @ 2666 MT/s；网络：10 GbE 英特尔® X520NIC；存储：90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600 SATA 480 GB；BIOS：WW48’18；操作系统或虚拟机
版本：SUSE 15；WL 版本：英特尔® IT 工作负载；SAP HANA* 数据库大小：3TB；安全缓解措施：启用变体 1、2、3；成本预估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5 基准配置（仅 DRAM）：系统数量：5；每个插槽的内存子系统：DRAM – 1536 GB (12x128 GB)；CPU SKU|每个系统的数量：8280M（CLX，铂金，28 个内核）|4；存储说明|总存储成本：硬盘/ 
固态盘数量|36,000 美元；软件许可证说明|每个系统的成本：软件成本（每个内核或每个系统）|0 美元；相关价值指标：15.00；CPU 成本：4 个 8280M（CLX，铂金，28 个内核）：52,048 美
元；内存子系统：总容量（仅 DRAM）：6144 GB（1536 GB/路）：91,834 美元；存储：硬盘/固态盘数量：36,000 美元；RBOM：机箱；PSU；Bootdrive 等：7,603 美元；软件成本：0 美元；
总系统成本：187,485 美元；总成本：5 个系统 x 187,485 美元：937,424 美元；成本/TB：62,494.95 美元。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和 DRAM 配置：系统数量：5；每个插槽的内存子系统：2304 GB（6x256 GB DCPMM + 6x128 GB DRAM），2-2-2，App Direct 模式；CPU SKU|每个系统
的数量：8280L（CLX，铂金，28 个内核）|4；存储说明|总存储成本：硬盘/固态盘数量|54,000 美元；软件许可证说明|每个系统的成本：软件成本（每个内核或每个系统）|0 美元；相关价值指标
：30.00；CPU 成本：2 个 8280L（CLX，铂金，28 个内核）：71,624 美元；内存子系统：总容量（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 DRAM）：9216 GB（2304 GB/路）：96,917 美元；
存储：硬盘/固态盘数量：54,000 美元；RBOM：机箱；PSU；Bootdrive 等：7,603 美元；软件成本：0 美元；总系统成本：230,144 美元；5 个系统 x 230,144 美元：1,150,720 美元；成本/TB
：38,357.32 美元。

 6 基准配置（仅 DRAM）：节点：1；路：2；CPU：Cascade Lake B08272L；内核/路，线程/路：26，52；超线程：开启；睿频加速：开启；BKC 版本：WW42’18；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
持久内存固件版本：5253；系统 DDR 内存配置：插槽/容量/运行速度；24 个插槽/32 GB/2666 MT/s；总内存/节点（DDR，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768 GB，0；存储 - 启动：1 个
三星 PM963 M.2 960 GB；存储应用驱动器：7 个三星 PM963 M.2 960 GB，4 个英特尔® 固态盘 S4600 (1.92 TB)；网络：英特尔® X520SR2 (10 GB)；PCH LBG QS/PRQ-T-B2；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9 RS5-17763；工作负载和版本：OLTP 云基准。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和 DRAM 配置：节点：1；路：2；CPU：Cascade Lake B08272L；内核/路，线程/路：26，52；超线程：开启；睿频加速：开启；BKC 版本：WW42’18；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固件版本：5253；系统 DDR 内存配置：插槽/容量/运行速度；12 个插槽/16 GB/2666 MT/s；系统：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配置：插槽/容量/
运行速度：8 个插槽/128 GB/2666 MT/s；总内存/节点（DDR，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192 GB，1 TB；存储 - 启动：1 个三星 PM963 M.2 960 GB；存储应用驱动器：7 个三星 
PM963 M.2 960 GB，4 个英特尔® 固态盘 S4600 (1.92 TB)；网络：英特尔® X520SR2 (10 GB)；PCH LBG QS/PRQ-T-B2；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9 RS5-17763；工作负载和版本：
OLTP 云基准。每个虚拟机运行 4 个 vCPU，每个虚拟机使用 32 GB 内存。

 7 基准配置（仅 DRAM）：系统数量：1；每个插槽的内存子系统：DRAM – 284 GB (12x32 GB)；CPU SKU|每个系统的数量：3276（CLX，铂金，28 个内核）|2；存储说明|总存储成本：硬盘/固态
盘数量|7,200 美元；软件许可证说明|每个系统的成本：软件成本（每个内核或每个系统）|0 美元；相关价值指标：22.00；CPU 成本：2 个 8276（CLX，铂金，28 个内核）：17,348 美元；内存
子系统：总容量（仅 DRAM）：768 GB（384 GB/路）：8,993 美元；存储：硬盘/固态盘数量：7,200 美元；RBOM：机箱；PSU；Bootdrive 等：1,300 美元；软件成本：0 美元；总系统成本： 
34,931 美元。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和 DRAM 配置：系统数量：1；每个插槽的内存子系统：2 GB（4x128 GB DCPMM + 6x16 GB DRAM)，2-2-1，内存模式；CPU SKU|每个系统的数量：3276
（CLX，铂金，28 个内核）|2；存储说明|总存储成本：硬盘/固态盘数量|7,200 美元；软件许可证说明|每个系统的成本：软件成本（每个内核或每个系统）|0 美元；相关价值指标：22.00；CPU 
成本：2 个 8276（CLX，铂金，28 个内核）：17,348 美元；内存子系统：总容量（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 DRAM）：1024 GB（512 GB/路）：7,306 美元；存储：硬盘/固态盘数
量：7,200 美元；RBOM：机箱；PSU；Bootdrive 等：1,300 美元；软件成本：0 美元；总系统成本：33,244 美元。

 8 PV FW 1.2.0.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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