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PE 1x2x16 G4 KVM IP 控
制台交换机 (Q1P55A)

概述
您是否需要通过简化管理和控制来对联网设备进行安
全的远程访问？ 长时间工作在服务器机房中的 IT 专
家都知道高质量 KVM 控制台交换机（拥有访问计算
、存储和网络硬件所需的功能）的重要性。HPE
Advanced IP KVM 可确保 IT 管理人员事半功倍，包
括高效地利用现有 IT 资产，尤其是动态虚拟 IT 环境
中的 IT 资产。通过提供对联网设备的安全远程访问和
控制，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加强设备管理，同时降
低运营和设备成本。

功能
远程和本地虚拟介质
HPE Advanced IP KVM 支持多达 2 位用户，包括 1 位远程用户和 1
位本地用户。

全远程 KVM 功能 - 以接近本地控制的性能，对服务器和串行连接的
设备进行远程 KVM 控制。

管理员可以将工作站上的本地介质映射到数据中心或远程办公室中的
远程服务器，以便轻松执行应用安装或升级。

在本地搭配 HPE LCD8500 使用时，USB 驱动器可以连接到控制台
正面的 USB 端口，提高了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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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堆叠支持
HPE Advanced IP KVM 包括两级级联，可支持多达 256 台服务器。

如果各层均包含虚拟介质兼容的控制台交换机和接口适配器，则虚拟
介质可映射到任何层上的服务器。

轻松管理交换机和联网设备
HPE Advanced IP KVM 允许您直接通过 IP Viewer 软件在远程 KVM
和 iLO 会话之间轻松切换。

本地控制台 OSD - 在控制台显示器上显示系统相关信息。

板载网络接口 (OBWI) – 通过浏览器访问，管理 KVM 设备和接口适
配器，并启动与托管设备的远程控制台会话。

预定扫描 - 循序扫描系统中的任一或所有计算机，然后评估系统性能
。 通过预定扫描，您可以决定使用哪台计算机以及连接的持续时间
。

多种节省空间的 0U 安装方法
后部机架位置的 HPE Advanced IP KVM 可安装在 HPE 1U 机架式键
盘后面，或安装在具有随交换机提供的导轨机架式键盘和显示器后面
。

侧面安装位置的 HPE Advanced IP KVM 可使用可选导轨将设备安装
到具有侧安装功能的机架式机柜的侧面。

共享安装连接点可实现在标准 19 英寸 HPE 机架机箱前部或后部
(1U) 的水平安装；或者在连接器垂直向上的情况下，在位于机架侧
壁 0U 空间中（仅在 HPE 机架中）的垂直安装；还有在 HPE 1U 键
盘/显示器产品后侧的安装。

技术规格 HPE 1x2x16 G4 KVM IP 控制台交换机

Product Number Q1P55A

保修 3 年有限保修

产品尺寸（公制） 高 x 宽 x 深 4.36 x 43.8 x 16.99 厘米

重量 2.04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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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其他技术信息，可用的

型号和选项，请参阅

QuickSpecs

HPE 服务

无论您处于转型之旅的哪个阶段，都可以信赖 HPE 服务。我们能够在合适的
时间、地点，以您期望的方式为您提供所需的专业知识。从战略和规划到部
署、持续运维等方面，我们的专家都能为您提供相应的支持，助您实现宏伟
的数字化愿景。

咨询服务

经验丰富的专家可以帮助您制定有效的混合云策略，并优化运维效率。

托管服务

将繁杂的 IT 运维工作交给 HPE，您可通过统一控制平台统揽全局，并将精
力投入到创新当中。

运维服务

优化整个IT 环境并推动创新。 高效管理日常 IT 运维任务，释放宝贵的时间
和资源。

· HPE Complete Care 服务：一款灵活的模块化服务，旨在帮助您优化
整个 IT 环境，并实现预期的 IT 成果和业务目标。这些服务由我们专
门指派的 HPE 专家团队提供。

· HPE Tech Care 服务：让您在使用 HPE 产品时获得出众的运维服务
体验。该服务提供面向特定产品的专家咨询服务、AI 驱动的数字体验
，以及一般技术指导，可帮助降低风险并持续探索提升工作效率的方
式。

生命周期服务

提供量身定制的项目管理和部署服务，可满足您的特定IT 部署项目需求。

HPE 培训服务

专门面向 IT 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推出丰富的培训和认证。制定合理的学习
计划，精进特定领域的技能。 根据您的实际业务情况确定培训方案，提供灵
活的持续学习选项

缺陷介质保留是一项可选服务，允许您保留因故障而被 HPE 更换的磁盘或符
合条件的 SSD/闪存驱动器。

HPE GreenLake

HPE GreenLake 边缘到云平台是 HPE 在市场上推出的一款响当当的“即服
务”产品。该平台采用一体化运维模式，在本地以即用即付模式统筹管理
，能够将云体验整合到数据中心、多云环境和边缘等各个位置的应用及数据
当中。

如果您需要 IT 融资解决方案等其他服务，请点击此处进行探索。

做出正确采购决策。
联系我们的售前专家。

Find a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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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可能与实物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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