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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与伦比的密度和能源效率实现卓越性能 

HPE Moonshot 是一款融合式刀片系统，非常适合为金融服务行业提供安全桌面和虚
拟应用。HPE Moonshot 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将高性能、超高服务器密度和能源效率相
结合，降低了 IT 成本。

适用于交易员工作站的智能解决 
方案
HPE Moonshot 采用全新设计，是一款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经过工作负载优化的应用
特定系统。必须购买超出需求的容量和资源，然后支付额外的费用来分割任务的日
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Moonshot 背后的创新理念很简单：为特定工作负载量身定制更高效的英特尔® 至强® 
片上系统 (SoC) 处理器，用以取代能耗高的传统一般用途处理器。

这款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系统采用集成式结构和密集计算标准，是许多金融服务组
织保护最终用户计算应用的明智之选，特别是桌面和应用交付。

表 1. HPE Moonshot 系统 - 小方案提供大价值

每美元性能最佳 每瓦特性能最佳 每机架用户最多

• 独立“小”节点和裸机运行， 
无需虚拟机 (VM)

• 高 CPU 核心频率 SoC

• 低功耗 SoC

• 集成固态磁盘 (SSD) 存储

• 集成工作站图形处理单元 
(GPU)

• 与上一代平台相比，采用  
HPE ProLiant m750 的 Moonshot 
使单位用户功耗降低了 25%

• 与 1P 服务器相比，Moonshot 
的功耗降低了 88%1

• 内置 10GbE 结构

• 优先于可扩展性的性能密度 
（无 I/O 插槽）

• 与上一代平台相比，采用  
HPE ProLiant m750 的 Moonshot 
使每个服务器的用户数量增
加了 32%2

您知道吗？ 
HPE 与金融服务
• 全球三分之二的信用卡交易都通过 

HPE 解决方案处理

• HPE 每年在全球支持 160 亿次
交易

• HPE 解决方案每年处理超过 3 万亿
美元交易额

• HPE 为全世界 130 家大型股票和商
品交易所提供技术支持

• 在由 American Banker 和 IDC Financial 
Insights 主办的年度 Fintech 25 强评
选中，HPE 位列第二

1、2  根据 HPE 的独立测试结果，按照行
业平均价格、功耗和机架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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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金融服务公司面临的挑战
密度和灵活性
金融服务行业需要在更小的空间内容纳更多用户，同时减少总拥有成本。我们如何提供低成本计算解决
方案，达到交易员做出瞬时交易决策所需的性能水平？

• 纽约和伦敦的房地产价格很高。我如何将更多用户挤入更密集的空间？

• 借助 HPE Moonshot 和 Citrix®，通过灵活的桌面场景优化工作空间利用率。

• 交易员通常以团队形式工作，需要频繁地更换工作地点。每次迁移都要花费数千美元。借助 Moonshot，
交易员搬家轻而易举，只需在其他工作场所登录即可。

• 由于政治局势的原因（如英国脱欧），可能需要将办公室搬到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城市。Moonshot 可以
简化甚至可能无需搬迁工作站设备，因为能从数据中心交付服务。

可管理性
交易员通常使用分布式工作场所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的维护、故障排除和安全保障成本高昂。Moonshot  
在数据中心提供集中管理，保护数据安全，同时维护桌面工作站的性能。

性能
交易员工作站用户需要灵活性和性能。事实证明，虚拟化工作负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多数人认为实现
的可能性较小。交易员可以借助 Moonshot 获得所需的性能，并伴随灵活的工作场所环境。

数据冗余和恢复
对于大多数银行，交易员是最重要的用户类别。因此，他们在灾难恢复和故障转移场景方面需要高等服务
级别协议，这是可以理解的。通常利用需要分阶段实施和维护的工作站建立并调试单独的灾难恢复办公
室。Moonshot 可以跨数据中心而非物理用户位置提供数据冗余，从而消除这项成本高昂的设置所需的维
护。如果进行了灾难恢复，则任何配有显示器和接入设备的工作场所都可以让交易员登录并工作。

用户体验非常重要
软件开发者正在寻找用于编译的高频率、快速 NVMe 存储环境。借助 Moonshot 的高频率 CPU、超快 NVMe 
和集成 GPU，软件开发者可以获得所需的编译能力，交易员可以持续运行多个屏幕、视频和数字运算应用。

功耗对资本支出影响巨大
构建新机架之前，一个空间能容纳多少用户？我需要一个能够提供足够性能的计算节点，用来优化我的工
作负载，同时保持节能高效。

• 集中式环境和管理
• 工作场所内没有工作站
• 
• 灵活的桌面政策
节能、经济高效的运维

• 安全性与数据丢失保护
• 远程访问（如果需要/允许）

• 传统胖客户端基础设施
• 去中心化部署和数据存储
• 高维护成本
• 工作站热暴露
• 专门的交易员工作场所
• 不具备灵活性

图 1. 比较 HPE Moonshot 与传统金融交易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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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PE Moonshot 概览 

HPE MOONSHOT 基础设施
HPE Moonshot 是一款融合式刀片系统，其密度为每个 4.3U 机箱 45 个刀片服务器。因此，HPE Moonshot 机
箱将以 42U 机架交付大量计算刀片。Moonshot 机箱可提供您所需的一切，包括计算、存储、网络/交换机、
电源、热插拔风扇和通过行业领先的 HPE Integrated Lights Out 5 (iLO 5) 进行机箱管理。

HPE Moonshot 机箱将传统服务器中的所有常见资源合并在一起，包括电源管理、风扇和网络，但可以跨 
45 个热插拔刀片服务器共享。Moonshot 的共享架构可实现大规模横向扩展，且不会相应地增加复杂性、
能耗和管理开销。

HPE Moonshot 最多支持 45 个热插拔高性能计算刀片 
根据用户需求，您可以在 HPE Moonshot 中置入混合搭配的高性能英特尔至强型 HPE ProLiant m750、m510、 
m710x 和 m710x-L 刀片服务器组合（详述如下）。HPE Moonshot 机箱中的所有刀片服务器均为实现低功耗
而设计，每个刀片的功率仅为 70 瓦。每个刀片均包括英特尔至强计算、内存、集成网络和集成高速 SSD 存
储，全部部署在一个单一紧凑刀片上。每个刀片还拥有专门用于管理的 HPE iLO，独立运行，可为每个用户
提供不受影响的专有性能。

系列指南

HPE Moonshot 1500 机箱
4.3U 高度

45 个热插拔刀片

• m750
• m710x
• m710x-L
• m510

每刀片 45-70 瓦特
冗余双低延迟交换机
• HPE Moonshot 45XGc 交换机模块
   – 45 x 10 GB 下行链路

冗余双网络上行链路
• HPE Moonshot 4QSFP+ 上行链路模块
   – 4 x 40 GB 堆叠式上行链路
• HPE Moonshot 16SFP+ 上行链路模块
   – 16 x 10 GB 堆叠式上行链路

5 个热插拔风扇模块

Chassis Manager

通用插槽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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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HPE ProLiant m750 刀片服务器 HPE ProLiant m510 刀片服务器 HPE ProLiant m710x 刀片服务器

核心 1 个英特尔至强 E-2286M 八核处
理器

1 个英特尔至强 D-1548/D-1587  
8/16 核处理器

1 个英特尔至强 E3-1585L v5 四核处
理器

内存 高达 128 GB 内存 高达 128 GB 内存 高达 64 GB 内存

存储 高达 15.36 TB NVMe 存储 高达 7.68 TB NVMe 存储 高达 15.36 TB NVMe 存储

连接 双 10GbE 以太网 双 10GbE 以太网 双 10GbE 以太网

GPU 英特尔® UHD P630 GPU 无 GPU 英特尔 Iris® Pro P580 Graphics (3D)

管理 HPE iLO 5、HPE iLO 放大器和 
HPE InfoSight

HPE iLO 4 HPE iLO 4

主要客户需求/用法 高性能刀片服务器支持如下工作 
负载：
• 丰富的应用流

• 远程工作站/桌面交付

• 视频转码

高密度“计算工具”刀片可提升如下 
工作负载的性能：
• 分析

• 机器学习 

• 高密度应用交付

高性能刀片服务器支持如下工作 
负载：
• 丰富的应用流

• 远程工作站/桌面交付 

• 视频转码

• 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 应用

适用于 HPE MOONSHOT 系统的 HPE PROLIANT 刀片服务器 
技术规格

如需最新的可用软件驱动程序列表，包括如何从 HPE 获取它们，请前往 hpe.com/cn/zh/servers/server-operating-systems，访问操作系统支持，以及我们的驱动程
序下载页面 hpe.com/cn/zh/servers/moonshot。

HPE 通用插槽电源 

HPE Moonshot 系统最多可容纳四个 HPE 通用插槽 (CS) 电源。这些电源可以跨多个 HPE ProLiant 和 Integrity  
服务器以及 HPE 存储解决方案实现通用性。

HPE CS 电源旨在提供最高电源效率，同时不对系统性能造成负面影响。HPE CS 电源经过电力研究院 (EPRI) 
测试，并通过 ECOS 80 Plus 电源计划认证。HPE CS 电源的效率评级高达 94%，有 1200 瓦和 1500 瓦配置
可选，适合 HPE Moonshot 1500 系统。所有 HPE CS 电源均经过 UL 认证，带有 CE 认证标志，可热插拔，支
持冗余配置。

系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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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冷却风扇

HPE Moonshot 机箱标配五风扇。要使用机箱，必须安装五个风扇并使其运行。在一个风扇退化（一个转子
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机箱依然可以正常运行，直至更换。

网络

根据您选择的刀片服务器，HPE Moonshot 1500 机箱将配备集成交换机模块，并搭配上行链路模块，以便
与外部网络通信。通过分解内部交换机的上行链路，HPE Moonshot 可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以部署您选择
的外部互连，并确保进行面向未来的投资。

HPE Moonshot 系统最多支持两对交换机和上行链路模块，可通过对它们进行独立配置实现冗余或流量隔
离。可在多个机箱内或跨多个机箱堆放多个模块，以降低架顶式 (ToR) 交换机的成本，在交换机或上行链
路发生故障时提供故障转移。

• HPE Moonshot 45XGc 交换机模块 - 提供高速、低延迟连接，同时大幅降低大规模部署解决方案的成本
和复杂性。45XGc 交换机模块可与 HPE Moonshot 1500 机箱内的机盒建立 10GbE 网络连接，与机箱建立 
40GbE/10GbE 外部连接。每个机箱最多支持两个交换机模块，它们可以通过 HPE 智能弹性架构 (IRF) 合
并在一起，作为一个单一实体进行管理。

• HPE Moonshot 4QSFP+/16SFP+ 上行链路模块 - 为 HPE Moonshot 1500 机箱提供以太网网络功能。每个机
箱最多支持两个 Moonshot 4QSFP+ 上行链路模块或两个 Moonshot 16SFP+ 上行链路模块，可通过配置实
现冗余或流量隔离。每个上行链路可提供 160 Gbps 带宽，用于将 HPE Moonshot 系统连接至外部网络。

技术规格 - 上行链路模块

HPE Moonshot 4QSFP+ 上行链路模块 HPE Moonshot 16SFP+ 上行链路模块

SPF+ 端口 40GbE 或 10GbE，取决于插入的模块 10GbE 或 1GbE，取决于插入的模块

串行端口 用于带外管理 用于带外管理

LED 用于链路连接和活动 用于链路连接和活动

系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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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MOONSHOT 可管理性和安全性
每个 Moonshot 系统都集成了强大的管理和安全功能。这些高级功能有助于 HPE Moonshot 的设置、配置、
工作负载配置、健康状况和电源监测及固件管理/维护。集成管理和安全功能包括以下方面。

HPE iLO 5 - 嵌入在每个 m750 刀片上，HPE iLO 5 为您提供所需工具，帮您从世界任何角落高效管理服务
器、快速解决问题并保持业务正常运营。HPE iLO 的最新更新简化了运维，提高了性能和安全性，让您可以
轻松管理整个服务器环境。

HPE iLO 5 包括可信平台模块 (TPM)，即通过集成加密密钥保护硬件安全的国际标准模块。HPE iLO 还包括
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 (UEFI)，也即将计算机固件连接至其操作系统的软件程序的规格。通过 UEFI，您可以：

• 选择服务器级电源

• 开启和关闭电源

• 执行服务器测量

• 启用动态功率封顶

• 管理资产 

HPE Moonshot Chassis Manager 2.0 - 包含在 HPE Moonshot 中，该 HPE Moonshot 机箱管理模块可通过命令
行接口管理机箱和服务器的健康状况，通过 SSH 或基于网络的图形用户接口 (GUI) 访问。利用管理模块，
您可以配置机箱，定义服务器设置，在 HPE Moonshot 中更新固件。HPE Moonshot 机箱管理模块 2.0 支持 
HPE RESTful 接口工具，该接口工具可提供大规模脚本配置，以便快速部署多个 HPE Moonshot 系统。利用
该管理模块，您可以：

• 查看大量的机箱、机盒、节点和交换机详细信息，以及健康状况信息。

• 查看机箱组件、机盒、节点和交换机的固件版本，并为其更新固件。

• 管理所有服务器节点的电源和启动，以及机盒和交换机的电源。

• 配置 Moonshot 机箱网络和主机名。

• 配置 SSL 安全证书、时间设置和高达 12 个本地用户帐户。

iLO 放大器包 - iLO 放大器包是一款高级服务器库存、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解决方案，可利用 iLO 高级功能
提供快速发现、详细库存报告及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iLO 放大器包可针对数千个受支持的服务器执行快
速服务器查找和库存清点，以便大规模更新固件和驱动程序。

Moonshot 组件包 - 这款全面的固件解决方案已在 Moonshot 系统上经过测试，并作为压缩文件交付，包
括固件文件，可用于更新 Moonshot 机箱及其刀片服务器/机盒，从命令行部署固件更新，以及 iLO Chassis 
Manager 和 Moonshot 45XGc 交换机模块。

RESTful API - 有助于您全面清点 Moonshot 机箱，控制电源和重置，配置设置，获取事件日志等等，此 API 
与互联网转向常见软件界面模式的趋势相符。

系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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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Provisioning - 嵌入在 HPE ProLiant m750、m510、m710x-L 和 m710x 刀片服务器中，此服务器协
助工具使用简单，可快速部署。要访问 Intelligent Provisioning，只需在服务器启动过程中按下 F10 即可。这款
全面集成的系统和操作系统配置工具可简化服务器安装和设置步骤，方便您加快部署服务器。

Windows PowerShell 脚本 - 这些脚本可以强化 Moonshot Chassis Manager 任务的控制和执行，并为 Microsoft 
部署工具和 Citrix Provisioning Services 提供集成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HPE Moonshot 1500 机箱规格速览。

助力加速成功的服务

凭借战略性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25,000 名 IT 专家，HPE Pointnext Services 有助于您提升绩效，发展业务，
降低数字化转型各个阶段的成本。HPE Pointnext Services 专家可帮助您：

• 根据在边缘、人工智能和云领域的独特挑战，规划转型并设计路线图。

• 设计、部署、集成并配置解决方案，以便从软件和硬件中获取最大价值；利用您首选的技术交付所选的
解决方案。

• 转变员工文化，更新技术能力。

• 运营和使用 IT 即服务

 –通过自动化技术将 IT 团队从日常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

 –更新改造 IT 运维，并利用新型创新方式运行 IT、集成 CloudOps、启用 DevOps 方法

 –获得对复杂关键业务系统（如 SAP HANA®、Microsoft Azure）和多供应商的专业支持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pe.com/cn/zh/services/pointnext.html。

HPE Moonshot 可作为即服务随 HPE GreenLake 一起交付，为您提供灵活消费模式，可根据您的业务需求
轻松扩展。这款基于消费的创新型基础设施服务可以按需提供容量，同时具备公有云的敏捷性和经济性
以及内部部署 IT 的安全性和卓越性能。HPE GreenLake 可协助您的 IT 组织：

• 扩展 - 根据需要立即扩展可用容量，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无需等待几个月。

• 按增长付费 - 仅为超出最低使用量的容量付费，有助于您以适当的速度发展业务。

• 降低风险 - 在内部管理关键工作负载，由 IT 部门保持控制。

• 灵活付费 - 无需预先支付，只需根据使用量付费，可以更好地使现金流与业务保持一致，并增加财务灵
活性。

• 消除过度配置成本- 对于超出最低容量承诺的未使用部分，您无需付费。

• 壮大团队 - HPE GreenLake 支持团队是您团队的延伸，致力于帮您提前规划，简化您的混合云。

• 简化环境 - 一个门户、一份合约、一份发票，即可包括某些 Microsoft Azure 公有云服务。

• 在您的环境内打造云体验 - 自动化流程包括容量管理、故障修复服务和主动式支持。

有关 HPE GreenLake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pe.com/cn/zh/services/flexible-capac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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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pe.com/psnow/collection-resources/c04111337
https://www.hpe.com/cn/zh/services/pointnext.html
https://www.hpe.com/cn/zh/services/flexible-capac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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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是 MOONSHOT 的头号合作伙伴

只有 Citrix 能提供完整的虚拟应用和桌面解决方案，满足您的所有业务需求。让员工能够随时随地自由工
作，同时降低 IT 成本。由于 HPE Moonshot 运行 Citrix 软件解决方案，您可以从现代数字工作场所的任何
云端（公有、内部部署或混合云）交付 Microsoft Windows、Linux® 和基于网络的业务应用或全虚拟桌面。

特别适合在 HPE MOONSHOT 上运行的其他
工作负载
高性能计算 (HPC) 和大数据工作负载

优化空气动力学性能是一级方程式赛车团队的头等大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 CFD 模拟。
为增加 CFD 模拟数量，从而在比赛期间提高汽车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和竞争力，阿尔法罗密欧索伯 F1 车队
采用了基于 HPE Moonshot HPC 服务器群集的超级计算解决方案。阅读案例研究，请访问  
hpe.com/psnow/collection-resources/a00048382enw。

媒体处理

IT 必须随时随地向越来越多的设备按需提供日益增多的媒体。Moonshot 的集成图形处理单元、高密度和 
高吞吐量特性以及与创新软件提供商的强大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视频和媒体业务获得突破性业务绩
效。借助 Moonshot 媒体处理服务器，您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降低运维成本，并在企业需要时进
行扩展。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pe.com/cn/zh/servers/media-moonshot.html。

按需使用 MOONSHOT
HPE GreenLake 是一种服务，旨在借助内部部署硬件、软件和专业知识，以即用即付模式交付 IT 业务成果。3

以您目前所需的 HPE Moonshot 容量作为基础，然后随着业务需求进行扩展，从而充分利用主动式容量管
理和基于使用量的弹性按月支付模式，协助消除过度配置。所包含的服务有助于消除 IT 领域的繁重工作，
将 IT 人员解放出来，让其专注于创造业务价值。

系列指南

3  hpe.com/cn/zh/greenlake

https://www.hpe.com/psnow/collection-resources/a00048382enw
https://www.hpe.com/cn/zh/servers/media-moonshot.html
https://www.hpe.com/cn/zh/greenlake


做出正确采购决策。
联系我们的售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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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新

HPE 全球 IoT 创新实验室
与 HPE Moonshot 专家合作
HPE 全球 IoT 创新实验室致力于加速客户、合作伙伴和 HPE 之间的合作，提供对定
制物联网 (IoT) 和边缘到云技术与解决方案的概念验证设计和测试。HPE 全球 IoT 
创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拥有顶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既可以在现场协助测试，也可以
通过安全网络连接提供远程测试帮助。

HPE 全球 IoT 创新实验室旨在探索和构建广泛的 IoT 解决方案，如智能城市、工业物
联网 (IIoT) 制造、智能医疗、智能零售，以及媒体处理和发行、电信、远程虚拟桌面和
军事应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pe.com/cn/zh/servers/global-innovation-lab。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pe.com/cn/zh/servers/moon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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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Moonshot 和 Citrix 虚拟应用与
桌面用于解决应用虚拟化和虚拟化
桌面基础设施方面的实际挑战
Citrix 是行业领先的应用和桌面虚拟 
化标准解决方案，旨在帮助员工随 
时随地在各种设备上保持出色的工
作效率。Citrix 虚拟应用与桌面基于 
HPE Moonshot 运行，是当今移动型企
业的首选，原因是该解决方案能够：

• 加强安全 - 基于用户位置和设备属
性，以智能方式应用安全政策， 
超越了防火墙和端口锁定等传统
方法。

• 降低成本 - 提供强大且节省成本的
精简配置技术，可减轻对昂贵的
共享存储解决方案的依赖。

• 提高移动性 - 在应用启动和性能
方面优于其他解决方案的速度，
甚至是要求最严苛的应用。

• 简化 IT - 并入了 AppDNA for  
AppDisk，一款强大的应用迁移和
补救分析解决方案。AppDNA 已证
明可以缩短兼容性测试、问题补
救和迁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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