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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德自强星核 5 系列 QPI 四核服务器     

PR2510N—部门/企业级 2U 机架式服务器 
 

宝德自强星核 5 系列 QPI 四核服务器

PR2510N 是一款全新总线架构支持原生态

Nehalem 处理器的部门级双路服务器。采用更

快的传输速率、更高的位宽及传输带宽的

Intel QPI 技术；使用单芯片位宽以及频率和

功耗更加优化的 DDR3 内存；支持 Intel 全新

一代微处理器架构的 Nehalem CPU。 
 

全新的酷睿微架构 Nehalem：                                                                   
宝德自强 PR2510N，支持全新的

酷睿微架构 5500 系列(Nehalem)处理

器： 

 支持超线程----第三代超线 

技术，四核心时多达八个线程； 

 支持虚拟化设备输入/输出  

(VT-d)----在之前以虚拟化 CPU 为主的

基础上增加设备输入/输出的虚拟化，能

有效提高虚拟机的性能和效率； 

 内核加速模式(Turbo Mode) 

内核运行动态加速。可以根据需要开启、

关闭以及加速单个内核的运行； 

 新增的 SSE 4.2 指令集； 

 Cache 的设计----采用三级全

内 

含式 Cache 设计，L1 的设计和 Core 微

架构一样；L2 采用超低延迟的设计，每

个内核 256KB；L3 采用共享式设计，被

片上所有内核共享。 

 集成内存控制器(IMC)----从芯片 

组上移到 CPU 片上，支持多通道 DDR3 内

存，内存读取的延迟大幅度减少，内存

带宽大幅提升，最多可达三倍 
 
 
 
 
 

快速通道互联－QPI 总线： 
宝德自强 PR2510N，QPI 是取代前端

总线(FSB)的一种点到点连接技术；QPI 采用

串联方式作为讯号的传送，采用了 LVDS（低

电压差分信号技术，主要用于高速数字信号

互联，使信号能以几百 Mbps 以上的速率传

输）信号技术；可靠性、实用性和适用性特

点为 QPI 的高可用性提供了保证；20 位宽的

QPI 每个连接其带宽可达惊人的每秒 

25.6GB，远非 FSB 可比。通信更加方便；QPI

高速互联方式使得CPU与CPU之间的峰值带

宽可达 6.4GT/s。 
 

高效 DDR3 内存技术： 
宝德自强 PR2510N，采用 DDR3 内存

技术，拥有高频率低电压的优点，DDR3 比

DDR2 运行时节省约 30%的电力，数据传输是

DDR2 的二倍速度，1.5 伏特的电压比 DDR2

的 1.8 伏特降低了 17% ；点对点连接；采用

ODT（核心整合终结器）技术以及用于优化

性能的 EMRS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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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电源管理： 
宝德自强 PR2510N 服务器，支持Intel 

Node Manager 动态电源管理，可根据机器的

实际情况设定功耗值动态调节管理组中的

节点服务器的功耗，使得一个机柜中相同输

入功率下能最大限度的增加服务器数量，为

用户降低托管成本。                                                         
 
增强的虚拟化技术 VT： 

宝德自强 PR2510N 服务器，支持虚拟

化设备输入/输出 (VT-d)----在之前以虚

拟化 CPU 为主的基础上增加设备输入/输出

的虚拟化，能有效提高虚拟机的性能和效

率。为服务器的整合、原有数据的迁移以及

安全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I/OAT 技术： 

宝德自强 PR2510N 服务器，针对现今

的处理器架构对 TCP/IP 协议堆栈进行了优

化，同时强化了平台性能从而大幅降低数据

传输过程中的延迟，克服网络加速中的其他

重要因素，更好的利用千兆以太网通道和现

今的高性能处理器。 

 

处理器可管理性： 
宝德自强 PR2510N 服务器，通过内核

加速模式(Turbo Mode)内核运行动态加速。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开启、关闭以及加速单个

内核的运行，有效降低系统功耗；处理器可

支持超频。 

 
强大的 I/O 处理功能 

宝德自强 PR2510N 服务器，基于 Intel 

QPI 架构，配合全新一代 45nm Nehalem 处理

器，20 位宽的 QPI 连接其带宽可达惊人的每

秒 25.6GB，采用 Intel 5500 芯片组，同时，

融合 Hyper Threading 技术，第三代超线程

技术，四核心时多达八个线程。 

采用 DDR3 技术，提供高达 12.8GB/S

的带宽，组成双通道，则可以提供 25.6GB/S

的带宽，极大限度提高内存子系统性能。整

合 Intel 第三代输入输出技术（3GIO）PCI 

Express, 设备独享总线，突破 I/O 带宽限

制。 
高系统可用性 

宝德自强 PR2510N 服务器，配合处理

器 Hyper Threading 技术，支持多线程多任

务模式。处理器集成内存控制器，DDR3 内存，

提供一个高可选的内存解决方案。提供 SAS

接口，支持 HOSTRAID（RAID 0/1/10）功能，

满足系统对硬盘安全性的要求,同时考虑到

用户成本需求。集成 Intel 服务器级双

1000M 网络适配器，支持链路汇聚以及绑定

冗余功能，适合多种应用需求。 

 

高系统扩展性 

宝德自强PR2510N服务器，支持四核

Nehalem处理器，6个DIMM内存插槽最大可支

持 48GB的DDR3 内存,系统最多支持8个

硬盘扩展位，提供热插拔方案，可实现在线

维护功能。提供2×PCI 32bit/33MHz, 2×

PCI Express * 8，2×PCI Express * 4扩

展插槽，或可选3个全高PCI-X 64位扩展插

槽，为用户提供充分的扩展空间。 

 

适用多种的应用环境 

宝德自强 PR2510N 服务器，独特的 1U

机架式设计，符合各类网络、信息运营商的

要求，可以完全胜任 WEB、Email、FTP、File、

高速缓存、信息、多媒体、代理主机、搜索

引擎、安全性、虚拟私人网路（VPN）、IP

语音（VOIP）、网络托管等，同时也可以胜

任多数据存储、数据库应用、高性能计算、

计算机集群等领域，是数据中心建设、电子

政务、企业信息化、游戏网站、宽带网络、

校园主干网建设等方面应用的最佳选择。 

 

服务器管理 

宝德自强 PR2510N 服务器，主板集成

iBMC，可实现远程 iKVM，所有用户不同的管

理需求。用户可根据自己需求定制需要的任

务管理模块。采用基于平台的硬件和固件解

决方案，可利用带外（OOB）通讯方式对服

务器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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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规格 

 

 

 
认证兼容操作系统 

服务器管理功能 

 
 
 
 

PR2510N 技术规格一览表 

机箱高度 机架 2U 

产品型号-商品代码 2510N 

处理器 Intel XEON Nehalem 四核 E5502 1.86G、E5504 2.0G、E5506 2.13G、E5520 2.26G、E5540 

2.53G、X5560 2.66G、X5570 2.93G 

芯片组 Intel 5500 

处理器数量(标配/最大) 1\2 

QPI 速度 6.4GT/s 

内存(标配/最大) DDR3 (1G 800MHz/ 48 GB)  6 个内存插槽 

扩展插槽 2*PCI 32 位/33MHz；2*PCI-Express*8；2*PCI-Express*4                          

集成 RAID 支持 RAID 0、1、10 

硬盘驱动器（标配/最大） 1\ 8 

网卡 集成两个 Intel 82574L 千兆服务器网卡，支持 I/O AT 技术 

显卡控制器 集成显示控制器 

服务器系统管理功能/ 

PDA 安装支持包 

PDCM 服务器管理功能 

PDA 光盘安装软件包 

I/O 端口 6 个 USB2.0 接口(4 后，2前)；2个串口（一个内部，一个外部）；二个以太网（RJ-45）

接口；一个显示接口 

CD-ROM/软盘驱动器 集成光驱，软盘驱动器需要选购外接 USB 软驱 

电源 480W 服务器专用电源（可提供 550W 1+1 冗余选择）、全电压范围自适应服务器专业电源、

115V/60Hz ，230V /50Hz 自适应 

Identifier number Operating System 

1 Microsoft*Windows 2003 R2 Enterprise Edition X32 & X64；Microsoft Windows 2008

2 Red Hat*Enterprise Linux 5.0 U3 X32&X64 

3 SuSe* Linux Enterprise10.0 SP2 X32&X64     其它操作系统请与宝德技术部门确认 

系统监控及自动恢复 系统运行情况指示器及修正动作，包括：自动电源循环、操作系统看门狗定时器、故障

弹性引导 

服务器故障排除 持续进行运行情况监控以及错误记录 

局域网/远程监控 局域网/远程系统进行平台监控和预警 

主板集成 服务器状态监视主板报警服务器电源管理 SMaRT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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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及规范 

 
机箱结构  

 
Powerleader PDCM 

PR2510N 服务器还支持 Powerleader PDCM，基于国际标准 IPMI 2.0 协议基础设计，提供功能强大、

高度集成的服务器系统管理解决方案，它可以开发您现有的企业或工作组管理环境，并利用其高安全性，

通过网络更有效的访问和管理物理上分散的 IT 资产，它可以通过以下方面实现，降低成本； 

 
● 减少宕机    ● 提高 IT 人员和最终用户的工作效率   ● 降低服务和支持成本   ● 提供更多的服务器管理途径 

 
IT 管理员可以详细查看远程系统的硬件配置，监控关键组件的使用和性能，如处理器、内

存、硬盘、I/O 扩展槽、甚至可以进行远程的 BIOS/FRU/BMC 等升级操作； 

 
Powerleader PDCM 包括可以与远程管理适配器或其他系统管理监控功能协作的一系列集成服务器工

具，通常的功能和监控功能包括： 

 
 ● 服务器关键硬件组件监控   ● 散热风扇速度      ● 温度       ● 指引灯诊断     ● 电压    

 

      IT 管理员拥有 Powerleader PDCM 服务器全面的虚拟现场控制，并能够远程： 

 
● 访问服务器，与服务器状态无关                               ● 定义自动措施，如： 

●  存储和显示详尽的系统组件状态信息；                            － 发送电子邮件或网络报警信息 
●  查看 POST 期间的服务器引导                                    － 执行命令或程序 
●  浏览和删除事件和错误日志                                      － 向控制台弹出错误信息 
●  重启或关机                                                 ● FLASH BIOS 
●  监控和制定服务器运行状态的阀值，包括：                     ● 监控和利用图形描述服务器资源： 

     － 操作系统负载      － 电压                                 － 内存       －处理器 

      － POST 超时         － 温度                                 － 硬盘驱动器 

  ● 确定潜在的性能瓶颈并响应以防止宕机； 
 

环境温度 运行时 10
。
C 至 35

。
C 非运行时-40

。
C 至+70

。
C 周围环境 

相对湿度 非运行时 95%，于 25
。
C 至 30

。
C 温度下不凝结 

噪声 运行模式中，于侧位测量声压＜50Dba；环境温＜28
。
C 时测得声强为 6.2dBA 

静电释放 每项英特尔环境温度测试规范 15KV 

安全标准（中国） CCC 

外形系统 机架式 

高 4U 

宽 430mm 

长 670mm 

重量（最低配置） 约 17.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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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详情，请电话垂询当地宝德分公司、办事处或离您最近的宝德授权经销商。 
宝德定购/售前支持热线：800-830-3851 
宝德售后支持热线：800－830－6808 
 

● 欲了解有关产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powerleader.com.cn 

● 欲了解有关宝德技术支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powerleader.com.cn 

● 本文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全国联保，由分布在全国各宝德专业售后服务网点提供“一站

式”服务响应与支持； 

提供 3 年有限现场保修以及现场支持服务； 

800-830-6808 热线响应和支持； 

具体信息请参考宝德集团网站信息 

      如需更多信息： 

         请访问：http://www.powerlead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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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德产品与服务的全部保修条款在此类产品和服务附带的保修声明中均已列明，本文中的任何信息均不构成额外

的保修条款。宝德对于本文中所含有的技术或编辑错误、遗漏概不负责。所有信息的最终解释权归宝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 

 

2009 年 3 月中国印刷 

P/N: DP2009PR2510NV0.9 

           宝德服务器满足您一切所需 
  
如欲了解有关宝德服务器如何帮助您增长业务、缩减成本、降低成本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powerleader.com.cn 
 

借助业经验证且经济高效的灵活技术拓展业务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企业需要采用最佳技术来不断向前发展和拓展业务，以及借

助业务骤增的机会实现飞跃，您的服务器基础设施必须要能够随业务需求进行调整、变化和

扩展，还要能够帮助降低风险，提高系统可用性，并有效控制成本和数据中心设备数量。 
 

宝德满足您一切所需 

宝德服务器提供了众多端到端企业服务器选择，包括从入门级服务器到数据库服务器，

乃至高性能计算，多年来，宝德致力于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推出领先的服务器产品、技术；以

便为企业带来卓越的性能、强大的可靠性和广泛的选择。宝德做出的郑重承诺以及在为市场

提供创新技术方面保持的辉煌记录，将确保能够为您带来所需的能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业

务和计算需求。 
 

宝德服务器可提供超越您企业需求的出色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