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标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要求 数量

1

●实验平

台大数据

服务器

处理器

（CPU）

核心数量：十六核心

线程数量：三十二线程

CPU 主频：2.9GHz

动态加速频率：3.9GHz

L3 缓存：22MB

支持最大内存容量：1TB

内存类型：DDR4 2933MHz

2

1

套

内存 容量：256G DDR4-2933 1

硬盘

4*8TB 企业级硬盘（7200 SATA），4*1.92TB 企业

级 SSD，1*480G 企业级 SSD，9361-8i 2G 缓存阵

列卡。

1

高性能

计算卡

可扩展性：可扩展至 8卡

显存频率：19500MHz

显存容量：24GB

显存位宽：384bit

最大分辨率：7680×4320

接口类型：PCI Express 4.0 16X

I/O 接口：1×HDMI 2.1 接口，3×DisplayPort

接口

电源接口：8pin+8pin

3D API：DirectX 12 Ultimate，OpenGL 4.6

支持 HDCP：HDCP2.3

4

网卡 双口万兆网卡 1

电源 2000W 双路冗余电源 2+2 1

机箱 4U 机架式服务器 1



质保 不少于 3年整机产品质保 1

2

软硬一体

高性能存

储服务器

服务器

节点

1．每个节点配置≥2 颗 CPU 存储处理器，CPU 核

心数量≥12 核心，线程数量≥24 线程，CPU 主频

≥2.4GHz，动态加速频率≥3.5GHz，缓存≥

16.5MB，支持最大内存容量≥1TB，内存类型≥

DDR4 2400MHz。

2．内存：每节点配置≥192GB 缓存；

3．硬盘：每个节点配置 2个≥480GB SSD 2.5 寸

硬盘（系统盘）；每个节点配置 2个≥960GB SSD

硬盘(缓存盘）；每个节点配置 14 个 8T 企业级

SATA 硬盘，转速≥7200 转；

4.接口：每个存储节点配置≥2 个万兆口（满配

光模块），配置≥4 个千兆电口，作为前端业务

端口，用于前端业务主机对存储系统进行数据读

写操作；每个存储节点配置≥2 个万兆口（满配

光模块）后端数据互联端口，用于存储系统节点

间数据交换。

3

1

套

交换机

1.交换能力：交换容量 4Tbps,三层包转发率≥

1200Mpps；

2.接口配置要求：固定 48 个 1/10Gbps SFP+端口

和固定 6 个 40G QSFP+端口（支持拆分为 10G 端

口使用），最大支持万兆端口 72；

3.三层功能：支持 IPv4 静态路由，RIPv1&v2，

OSPF，BGP，ECMP，ECMP self-healing;支持 IPv6

静态路由，OSPF V3，RIPng，BGP V6，ICMPv6，

NDP，PMTU；支持 VRF 功能；

4.组播协议：支持 IGMPv1/v2/v3，PIM-SM，

PIM-SSM，PIM-SSM，Static Multicast，MLD v1/v2，

MLD Snooping ，PIM-SM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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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低延时：转发延时不大于 800ns；

6.电源：实配可热插拔的冗余交流电源，实现 1:1

冗余，支持 220V 双交流或高压直流 240V 供电；

风扇：实配可热插拔的冗余的风扇模块，风扇数

量≥3，支持严格前后送风。

系统功

能

1.支持一个集群内可同时提供块存储、文件存储、

对象存储服务；支持闪存加速、智能负载均衡和

性能 QOS 功能；

2.支持多副本保护；支持 N+1 到 N+4 的纠删码保

护，最大支持任意 4个节点故障而数据不丢失、

系统不停机；

3.提供对存储系统各个参数的实时监测，管理界

面内可查看各个存储池的信息，包括冗余策略、

所属硬盘池、数据健康度和状态等，支持对硬盘

容量、硬盘负载、内存占用、CPU 占用的监控；

支持对硬盘故障检测，感知硬盘故障风险并预警；

支持对存储容量增长趋势进行预测；支持对系统

性能进行预测；支持存储卷性能监控，包括 IOPS、

带宽、时延、平均 I/O 大小等，管理界面可查看

每个集群、存储池的 IOPS/带宽，支持保存≥7

天的性能监控数据；

4．支持通过 SNMP 协议，以短信、邮件等形式发

送告警信息，以便集群出现异常时第-时间通知相

关责任人；

5.实配快照功能，支持对文件系统内的任意目录

创建快照；

6.对象存储支持追加写操作；

7.对象存储支持提供多租户服务；

8.块存储分布式软件要求实配并支持 4个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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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创建。



3

云平台人

工智能软

件扩容

功能

提供私有部署，支持部署在本次招标的服务器上，

模型存储于本次招标的存储服务器上，服务运行

在本次招标的大数据服务器上。

1.支持 AI 在线推理、支持深度学习模型二次开发

和部署，提供良好的管理交互界面。（投标时提

供截图证明）

2.支持模型二次开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支

持模型固化，模型文件管理，服务镜像管理；支

持多种模型二次开发结果上传方式：可视化配置

与打包上传的方式。（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3.支持丰富多样的交互界面，可以放大，缩小，

移动，拖拽，框选，自动布局，复制，删除，撤

销，恢复，缩略图，节点合并，节点展开等数十

种复杂交互。（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4.支持分布式集群管理、机器节点动态扩展，集

群规模不低于 3 台机器节点，平台支持 docker

开发 环境 ，支持 主流 的深 度学习 环境 ：

tensorflow、pytorch 等。（投标时提供截图证

明）

5.支持对机器学习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训练、

评估和预测等。（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6.支持格式转化，自定义脚本，数据处理等多种

计算模式。（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7.支持可扩展性，高用性；支持多用户多权限管

理；

支持 Ubuntu 系统版本 16 及以上，支持 Centos

系统 6.4 及以上版本。（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8.支持版本回滚能力；支持历史版本可视化预览

查看；支持历史版本下载能力；支持对历史版本

1套



可查看的权限管理能力。（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9.支持 AI 实验以项目的形式进行组织，包括运行

环境、源代码、数据集等子对象，提供项目创建

功能，创建时可选择编程语言、框架、引用模型、

数据集及上传代码；支持对已生成的项目进行编

辑和参数修改；支持对项目的各项配置进行检索，

包括数据集、深度学习框架类型、编程语言等。

（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10.支持版本控制，支持保存每次项目运行代码版

本，记录每次运行任务对应代码。（投标时提供

截图证明）

11.提供多维度的运维工具，包括集群设备管理、

训练任务管理、用户管理、基础数据及镜像管理、

业务日志管理，方便直观的集群资源利用率展示

功能。（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12.支持增删集群内的服务器节点，方便更加灵活

的运维操作。（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13.提供 IP 管理，Hosts 管理，进程管理，服务

管理，远程开机/关机管理。（投标时提供截图证

明）

14.提供完善的系统可视化界面，包括集群整体运

行概览，近期用户活跃情况、集群数据集等基本

资源情况、集群任务运行情况、集群告警信息展

示等。（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15.支持用户分组，支持用户权限划分，支持用户

组权限划分，支持用户组的管理，支持用户组与

资源的关系管理；支持设备可视化添加，支持设

备的账号权限管理，支持设备的在线状态监控，

支持设备的分组管理。（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16.支持运维平台本身的登录、操作、审计、监控

日志，支持各个业务系统、计算平台、数据系统

的日志管理能力，同时还有日志搜索的能力；支

持各类可视化展示，饼状图，柱状图，折线图，

表格，以及各类筛选功能：按照时间、资源类型、

组进行筛选。（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17.支持小任务碎片化资源调度，同时针对分布式

任务支持所有任务资源同时分配，且不会阻塞任

务队列。（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18.支持对集群用户，集群秘钥，集群连接权限，

集群文件下载权限，集群文件上传权限等进行逐

一管理。（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19.支持提供详细报警信息列表、报警参数设置、

报警阈值设置； web 界面报警。（投标时提供截

图证明）

20.支持对集群实时信息、历史信息、节点性能对

比数据；可生成作业信息面板、资源使用情况面

板、报警信息监控面板等。（投标时提供截图证

明）

21.支持文件的上传、下载操作，支持在线复制、

粘贴、删除、打包、重命名、新建、打开等操作。

（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22.支持通过物理视图展示整体视图，监控机柜中

各节点状态；可通过物理视图直接对节点进行远

程桌面、远程 shell、报警信息、显示节点运行

情况、开关机等操作。（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23.支持对 GPU 负载、CPU 负载、网络负载、存

储负载等指标进行监控。（投标时提供截图证明）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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