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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器系统建设
一、

服务器系统建设需求

１．１ 行业化用户需求
为满足行业用户综合化应用的需求，应配备数据库服务器，ＷＷＷ 服务器和
Ｍａｉｌ 服务器，文件服务器和 ＯＡ 服务器，防病毒服务器等等，根据用户目前的实
际需求我们对数据库服务器的选型提出可行性方案。

１．２

硬件平台需求
平台选型设计首先考虑用户的实际应用环境及应用需求，其次考虑作为平台

的软件硬件产品的功能和性能，第三要考虑国际国内发展的主要流行趋势，第四
要考虑总体设计人员可能采取的策略和技术手段，最后还要考虑企业的投资能力
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支持水平。从应用环境与需求的角度来衡量，系统选型的
基本依据和方法是：根据企业的规模，组织机构布置，应用系统实施规模和外部
环境等情况，确定系统平台模式。根据单位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层次设置情况，
应用系统的总体功能结构设计情况，确定平台体系结构。根据用户业务操作和数
据处理的基本特征，事务处理和数据处理对系统性能的基本要求，原有软件资源
及保护要求，确定软件平台选型策略。根据事务和数据处理的频率，以及原有硬
件处理的情况，确定基本硬件平台选型策略。
根据计算机硬件发展水平和平台档次的更新情况，国内产品供货情况与售后技术
支持情况，以及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进行具体的平台选型和性能价格比分析。
根据企业的投资能力，建立典型开发环境及平台多场地安装的代价，验证平台选
型的经济可行性。根据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和系统总体实现目标，系统的技术设
计要求如异种机入，异种网相联，异种数据源互操作，异种工具互用。分布能力
和汉字处理能力等，综合权衡平台的可用性，可集成性和可伸缩性。
总的来说，系统平台选型要遵循下列原则：
首先，要考虑硬件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合理优秀的主机的硬件设计（体系结构，
电源设计，抗干扰能力，降温系统等）对于系统的运行稳定性十分关键；例如是否
采用抽屉式结构设计，冗余电源，冗余风扇降温系统，及支持相关的热更换技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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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考虑相关硬件与软件平台的技术先进性是否支持多机技术，可维护
性，操作系统平台的稳定性，并发支持能力。
第三，要考虑否具有并发处理，事务能力的可扩展性。
第四，能否满足高可用环境的性能指标体系，主机在满足高可用与安全环境
下的性能指标能力，处理能力是否满足需求，处理能力的扩充能力。
第五，服务器有无良好的系统应支持丰富的性能可靠的应用平台，特别能支
持满足用户当前需求的应用平台；机型是否具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单位 ＴＰＣ 成
本）与运行成本；厂商能否提供直接的现场服务；在选择厂商的另一重要因素是
该制造商在该产品的业绩，市场份额，技术发展．

二、服务器操作系统选型原则
操作系统是软件平台的核心，可称为操作平台，选操作平台的基本方针是：
技术上具有先进性，发展上具有可扩展性，投资上具有受益性。一般地，选择
ＮＯＳ 既要分析原有的系统情况，又要分析 ＮＯＳ 的情况，对原有的系统情况分析应
注意几点：
１） 需要实现的目标，即要建立具有什么样的网络。
２） 现有的系统配置，实现的难易程度，技术配备等。
３） ＮＯＳ 的主要功能优势、配置。

２．１ 三种主流操作系统的比较
ＮＯＳ 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专用的网络操作系统如：ＮｅｔＷａｒｅ ，Ｌ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Ｒ 和 ＶＩＮＥＳ；
另一类是 ＵＮＩ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 和 ＯＳ／２。小型机和 ＲＩＳＣ 工作站上的操作系统都是
ＵＮＩＸ 的变种，如：ＨＰ 的 ＵＸ，ＩＢＭ 的 ＡＩＸ，ＳＵＮ 的 ＳＯＬＡＲＩＳ 等等；就目前能够成为
国际国内主流操作系统平台的产品是；ＵＮＩＸ ，ＮｅｔＷａｒｅ，而 ＵＮＩＸ 是唯一能从便
携机到大型机全型谱系统列通用操作系统。ＮＴ 是从 ＰＣ 上发展起来的 ３２ 位操作
系统，是基于 Ｃ／Ｓ 体系结构的多线程系统，支持虚拟内存。ＮｅｔＷａｒｅ 适用于 ＩＮＴＥＬ
芯片的 ＰＣ，不支持虚拟内存，但支行速度较高具有良好的三级容错能力。
从操作能力看，三者都是真正的多任务系统。ＵＮＩＸ 和 ＮＴ 是优先任务能力系
统，对 ＣＰＵ 的读写控制由操作系统完成可以改变任务的优先级，有利于多种任务
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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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协议支持：ＴＣＰ／ＩＰ 是当今世界上应用最广而不基于任何硬件平台的网
络通讯协议，采用 ＴＣＰ／ＩＰ 是为了解决异种机连网和异种网互连的问题，ＵＮＩＸ 最
大的优势是采用 ＴＣＰ／ＩＰ 作为 Ｃ／Ｓ 环境下的标准协议，ＴＣＰ／ＩＰ 和 ＮＯＶＥＬＬ 的 ＯＤＩ
接口以及微软的 ＮＤＩＳ 接口规范相兼容。
安全性方面，ＵＮＩＸ 和 ＮＴ 都是以牺牲速度换取数据保护，达到 Ｃ２ 级安全标
准，从应用来看，ＵＮＩＸ 安全性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产品成熟性来看，ＵＮＩＸ 和 Ｎｅｔｗａｒｅ 都以非常成熟，ＮＴ 从 ９３ 年才推出，目前
还只适用于 ＰＣ 和工作组级的服务器。
因此我们在选择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时，应根据不同的应用类型和网络规模及对安
全性的要求选择相应的操作系统，从操作系统的成熟性、可用性以及安全性各方
面综合考虑，我们推荐用户使用 ＵＮＩＸ 系统。

三、 服务器的选型原则
３．１ 选型原则
目前市场上能够充当网络服务器的机型有：小型机，ＲＩＳＣ 工作站，ＰＣ 服务
器。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服务器进行选择：
总体发展水平：随着计算机芯片集成度和制造水平的提高，计算机机型谦规
模正在日益缩小，目前的大型机结构采用的的技术基本上能在 ＰＣ 上实现，其性
能可与早期的大型机相媲美。
在 Ｃ／Ｓ 应用中，网络服务器的关键任务是响应速度。影响网络服务器的速度
主要因素有，首先是硬盘读写速度和硬盘接口卡的传输速度，其次是内存访问速
度和 ＣＰＵ 的处理能力，第三是网卡的响应速度。
综上所述，选择网络服务器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１） 选择高速硬盘和接口卡
２） 配置适当的内存容量
３） 选择档次较高的 ＣＰＵ
４） 选择性能优越的网卡
体系结构：ＩＢＭ，ＳＵＮ，ＤＥＣ，ＨＰ 公司的小型机服务器都是 ６４ 位的体系结构，都
有其 ６４ 的 ＵＮＩＸ 系统。系统的扩展能力基本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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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软件：因各家的 ＮＯＳ 并不都是标准的，并非所有的软件在任何系统上都
能运行，就开放性而言，ＳＵＮ 平台上的应用软件是最多的，ＳＵＮ 服务器在银行和
电信行业应用非常广泛，电信部门的多种业务的应用对于开放性的应用软件的平
台要求是比较高的，ＳＵＮ 服务器很好的满足了这一要求。
用户评价：根据中国计算机报和 ＩＤＧ 的调查，ＳＵＮ 机器的可靠性是最好的，根据
最新的季度财政报告，ＵＮＩＸ 中小型服务器市场占有率第一。

３．２ 产品详细介绍
３．２．１ Ｓｕ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结构及外观
Ｅ４５０ 几乎可为任何一种计算密集型、数据密集型、Ｉ／Ｏ 密集型的应用或复
杂的混合应用提供优异的性能。该服务器既可独立安装，也可采用机架式安装，
配置灵活、功能强大，具有极好的可缩放性和非常高的可靠性。
Ｓｕ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的机箱外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Ｓｕ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机箱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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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机箱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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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的机箱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Ｓｕ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的机箱内部剖面图

３．２．２ Ｓｕ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４５０ 介绍
Ｕｌｔｒ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服务器能够向用户提供适用的企业计算能力、可缩
放性和可靠性。无论是为几百台客户机运行一个极其重要的应用软件，还是为分
公司或部门同时运行很多应用软件，都可以提供用户所希望获得的性能、可靠性
和可缩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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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４５０ 服务器的系统体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Ｅ４５０ 服务器体系结构
（１）ＵｌｔｒａＳＰＡＲＣ－ＩＩ 处理器
Ｕｌｔｒ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服 务 器 所 采 用 ＵｌｔｒａＳＰＡＲＣ 处 理 器 是 新 一 代 的
ＵｌｔｒａＳＰＡＲＣ－ＩＩ 芯片，主频为 ３００ＭＨｚ、４００ＭＨｚ、４５０ＭＨｚ 三种。外部高速缓存分
别为 ２ＭＢ（３００ＭＨｚ）和 ４ＭＢ（４００ＭＨｚ 和 ４５０ＭＨｚ），带有 ＥＣＣ 校验的内存可达 ８ＧＢ，
所有内存采用两路或四路 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ｉｎｇ 技术，大大降低了系统延迟。
（２）ＵＰＡ 互连
在主板上采用了新型的 ＵＰＡ 互连技术来连接处理器、内存、Ｉ／ Ｏ 通道，系
统内存数据通道宽达 ５７６ 位，其中 ５１２ 位为数据，６４ 位为 ＥＣＣ 校验信息。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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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３００ＭＨｚ 或 ４００ＭＨｚ ＣＰＵ 时，ＵＰＡ 总线的时钟高达 １００ＭＨｚ，使得其峰值带宽达到
１．６ＧＢ／ｓ，Ｉ／Ｏ 峰值带宽为 ８００ＭＨｚ。使系统适用于多任务、多处理环境，有效地
处理多个同时存在于处理器、内存和 Ｉ／Ｏ 装置之间数据传输的请求。
（３）强大的 Ｉ／Ｏ 吞吐能力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提供强大的系统 Ｉ／Ｏ 能力，最大 Ｉ／Ｏ 吞吐量超过 １ＧＢ／ｓ，
包含 １０ 个 ＰＣＩ 的插槽；标准配置带有 １０Ｍ／１００Ｍｂｐｓ 自适应快速以太网卡，可以
根据用户网络系统的需要自动选择采用 １０Ｍｂｐｓ 或 １００ＭＢｐｂｓ 的传输率传送信息；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系统带有 ４０Ｍｂｐｓ ＵｌｔｒａＳＣＳＩ－３ 和 ２０Ｍｐｂｓ Ｆａｓｔ／Ｗｉｄｅ ＳＣＳＩ－２ 接
口可为用户提供必须的 Ｉ／Ｏ 吞吐量。
（４）大规模的存储容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４５０ 的 Ｉ／Ｏ 子系统采用 ５ 条 ４０ＭＢ／ｓ 的 ＵｌｔｒａＳＣＳＩ－３ 通道，最多可支
持 ２０ 个驱动器，从而为系统提供高达 ３６４ＧＢ 的可热插拔内置磁盘；并且，系统
可以支持 ２０ 个外置的 Ｓｕｎ ＳｔｏｒＥｄｇｅ 存储设备，使系统的最大磁盘存储量达到数
十 ＴＢ。

３．３ 服务器选型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行业用户的具体需求，我们推荐用户选用技术先进，可
靠性高，扩展能力强的 ＳＵＮ ｅ４５０ 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操作平台使用 ＵＮＩＸ 操作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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