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MC HPC 和
AI 卓越中心
提供创新和专业知识的中心

与创新同步的高级计算
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处理性能和连接能力的进步和大量新的实时信息源的接
入正在推动下一次工业革命，酝酿人类进步的又一次飞跃。数据分析、高性能计算 (HPC)
和人工智能 (AI) 是这一变化的催化剂，它们可助您实现新突破，获得重大发现，并解决我
们当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难题。
这些技术正迅速融合到一起，并扩展到越来越多的行业中一些令人振奋的新使用情形中。当
然了，总是会有更大的问题和更大的数据集出现，这就要求 HPC 跟上发现和创新的步伐。
这一快速变化为全球各地的企业带来了大量机会，让他们能够加速实现结果和推动创新，
同时降低风险。然而，为了让您从现状达到理想的未来目标，有许多事情要做。
这正是 Dell EMC 能够大显身手的地方。我们不仅提供出色的技术解决方案，还具备出色
的专业技能，可帮您制定数字化转型方案。在我们遍布全球的 Dell EMC 卓越中心中，您
可以为您的环境设计解决方案、试用前沿技术，和与专家们协作。我们会在您转变为数据
驱动型企业的旅程中的每一步与您相伴；实现这一目标后，将可以针对您的工作负载和业
务目标来优化数据分析和 AI 的正确组合。

使您的数字化未来成为现实。
Dell Technologies 可与您合作，携手助您将愿景转变为价值。您可以选择参加一次贵宾体
验，或者在我们遍布全球的其中一个客户解决方案中心中安排一次会面。

戴尔贵宾体验中心
制定战略、规划和学习
我们的贵宾体验计划可以帮助您制定数字化战略，以确保您在现在和未来都能够蓬勃发
展。我们的所有体验计划都是围绕您的需求、挑战、机遇和目标而特别设计的。我们为
您提供机会与我们 Dell Technologies 大家庭中的高管和主题专家 (SME) 进行一对一的协
作，参与坦诚的讨论并制定可帮您实现转型的计划。您可以选择在戴尔或者您自己的办公
室参加一次体验活动。我们可以在有针对性的体验活动中将讨论引向深入，或者，您可以
随时停下脚步，亲自体验我们的技术。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delltechnologies.com/zh-cn/ebp，或者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
排一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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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客户解决方案中心
设计、构建和测试
全球客户解决方案中心可以帮助您计划和实施数字化转型，将您的想法变为现实。通过
一次量身定制的体验活动，了解我们旨在帮助您解决业务难题或通过创新实现成功的解
决方案。您将在我们专门的实验室中与主题专家进行合作 — 实验室里配备了最新的优秀
产品和解决方案展示。远程连接使您可以让全球团队成员参与进来，或在您自己的场所
与我们合作。相关服务包括：

戴尔客户解决方案中心

• 验证：概念验证 — 解决方案架构师会根据您的测试案例实现切实可行的实施。验证和
优化解决方案。受益于我们的专家提供的最佳做法和建议。
• 创新：设计研讨会 — 与我们的专家进行白板讨论和解决方案对话，可帮助您探索当前
的环境和未来的目标，以及可同时满足当前和未来需求的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 协作：技术深入探讨 — 通过我们的主题专家进行的产品演示和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讨
论，详细了解建议的解决方案的工作原理。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dell.com/csc，或者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AI 体验区
亲身体验一下机器智能
您是否对 AI 充满好奇，想要知道它
能为您的业务做些什么？ 您可以在新
加坡、首尔、悉尼和班加罗尔运行演
示、尝试概念验证和试用软件。
Dell EMC 专家可与您协作并分享最佳
做法，让您能够探索最新技术，并获
得您在运行高级计算工作负载时所需
的信息和操作经验。联系您的销售代
表安排一次参观。

Dell EMC HPC 和 AI 卓越中心
提供创新和专业知识的中心

在数据分析、HPC 和 AI 融合以及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Dell EMC 的全球 HPC 和 AI
创新中心提供思想引领、测试新技术，并分享最佳做法。他们保持着与本地行业的合作
关系，可直接联系 Dell EMC 及其他技术创造者，以将您的反馈和需求纳入到他们的路线
图中。通过协作，Dell EMC HPC 和 AI 卓越中心提供了一个资源网络，这些资源基于社
区范围内广泛的各种专门知识和经验。
Dell EMC HPC 和 AI 卓越中心地点

Cambridge
Dell Intel Centre

Texas Advanced
Computing Center
(TACC)

San Diego
Supercomputer
Center

University of Pisa
Competence Cent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Dell EMC HPC and AI
Innovation Lab

CSIRO
Centre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in South Africa
Monash University
eResearch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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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EMC HPC 和 AI 卓越中心以协作方式传授专业知识，包括：
• 高速数据分析可帮助您发现新的方法来处理、直观显示和预测未来需求。
• AI、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专业知识、最佳做法、关于各种新技术的测试和调整，旨在
优化结果。
• 使用跨多个位置的一系列强大的直观计算解决方案，对复杂的数据集进行可视化、建
模和模拟。
• 性能分析、优化和基准测试帮助您为合适的应用程序找到合适的技术，并优化应用程
序性能。
• 系统设计、实施和操作与监视和 I/O 基准测试相结合，帮助避免性能瓶颈，降低电力
和冷却需求，并解决可靠性和抗风险能力问题。

Dell EMC HPC 和 AI 创新实验室
通过社区协作开发具有创新意义的出色解决方案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 Dell EMC HPC 和 AI 创新实验室是旗舰级创新中心。它在一个占
地面积 13,000 平方英尺的数据中心中，在这里，您可以参观上千个 Dell EMC 服务器、
两个功能强大的 HPC 群集，以及完善的存储和网络系统。实验室配备了计算机科学家、
工程师和理工博士生主题专家，他们会积极地与客户以及 HPC 社区的其他成员配合。该
团队设计 HPC 和 AI 解决方案，测试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并分享包括性能结果和最佳做
法的专业知识。
Dell EMC HPC 和 AI 创新实验室

• Zenith — 作为一个与英特尔® 联合打造的名列 TOP500 榜单的系统，展示了英特尔最
新的计算、结构、内存、存储和软件技术。
• Rattler — 作为 Dell EMC、Mellanox®、Bright Computing® 和 NVIDIA® 合作成果的
Rattler 旨在展示极高的可扩展性并提供特定于应用程序的特征和基准测试。
访问网站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圣地亚哥超级计算机中心

服务大众的 HPC
圣地亚哥超级计算机中心 (SDSC) 被认为是密集计算和网络基础架构领域的佼佼者，为
国家科研群体（包括产业和学术界）提供资源、服务和专业知识。它提供一个可访问、
集成式的由基于计算机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构成的网络，主要目标是加速科学查询和发
现。SDSC 支持着数百个多学科计划，这些计划涵盖众多领域，包括地球科学和生物
学，以及天体物理学、生物信息学和医疗 IT，等等。SDSC 是 Extrem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iscovery Environment (XSEDE) 的一个合作伙伴，后者荟萃了世界上最先
进的数字化资源和服务。
圣地亚哥超级计算机中心

• Comet 是一台千万亿次级的超级计算机，包括将近 2000 台 Dell EMC PowerEdge 服
务器。Comet 旨在通过扩展传统和非传统研究领域的访问能力和容量，来实现高级科
学计算的转型。
观看视频 | 探索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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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高级计算中心
助力科学发现，改变我们的世界
德克萨斯州高级计算中心 (TACC) 设计了并运行着一些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资源。该中
心的使命是通过应用高级计算技术来取得可推动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发现。

德克萨斯州高级计算中心

• Wrangler — 为大规模数据传输、分析和共享而设计，Wangler 为一系列软件堆栈和
工作流提供了灵活的支持。其可扩展的设计允许增加用户和数据应用程序的数量。
• Stampede2 — 作为一个可提高计算能力上限的大规模超级计算系统，Stampede 支
持着成千上万名研究人员；它每机架装有 60-70 台服务器，并使用了 Intel ® Xeon ®
Phi™ 处理器和 Intel Omni-Path 体系结构 (OPA)。
• Frontera — 预计 2019 年投入使用，Frontera 将取代 Stampede2 成为美国最快的大
学超级计算机和世界上最强大的 HPC 系统之一1。
观看视频 | 探索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AI 与高级计算联合实验室
推动科技前沿的创新和突破
Dell China 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 AI 和高级计算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重点推动新计算
体系结构在大脑信息处理和 AI 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该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涵盖认知功能模
拟、深度学习、大脑计算机模拟和相关的新计算系统。该实验室还支持大脑科学的发展
以及智力技术研究。
阅读产品发布报道 | 观看视频 | 探索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莫纳什大学 eResearch 中心

通过应用高级计算开展 21 世纪的研究探索
莫纳什大学的莫纳什电子化研究中心 (Monash eResearch Centre) 通过与研究团体、仪
表设备公司、科技公司以及 IT 服务提供商合作来支持科研工作，向科研社区提供建议并
允许他们访问高级计算和数据基础架构。其目的是加速研究过程，并通过电子化研究专
业技能、先进的技术和社区参与来提高莫纳什大学的科研工作的质量及影响力。通过与
世界领先的技术合作伙伴和国家研究基础架构提供商协作，莫纳什大学为研究人员提供
了一流的基础架构和实践，以让产业界能够更快将新技术推向市场。
莫纳什大学 eResearch 中心

1

HPC Wire，“TACC 的‘Frontera’超级
计算机拓宽了极大规模科学研究的疆域”，
2018 年 8 月。

观看视频 | 探索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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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RO
利用创新的科学和技术解决重大难题
近一个世纪以来，CSIRO 一直在科学技术领域不断开拓。凭借超过 1800 项专利，
CSIRO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专利持有者，发明了快速 Wi-Fi、防蚊水和聚合物钞票等。这
一年，该团队与 1750 家私营行业客户合作，其中包括 400 家大型澳大利亚公司、超过
1060 家澳大利亚中小企业，和 280 家外国公司。例如， CSIRO 与波音公司在超过 170
个项目上合作，涵盖众多方面，包括生产方法改善、空间科学、机场建模软件、飞机重
新上漆最佳工艺，以及新的制造流程，等等。
CSIRO

• Bracewell — CSIRO 与 Dell EMC 合作构建了 Bracewell，这是其新的 AI 系统。除
了深度学习外，该系统还提供了适用于众多研究领域的功能，例如治疗方案虚拟筛
选、交通和物流优化、新材料结构和组分建模、用于图像识别的机器学习，以及模式
分析，等等2。
阅读产品发布报道 | 观看视频 | 探索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南非高性能计算中心

出色的 HPC 支持前沿研究
南非的高性能计算中心 (CHPC) 是非洲最大的 HPC 设施。CHPC 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有
效地应用高端网络基础架构而让南非具有全球竞争力，同时加速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
• Lengau — CHPC 与 Dell EMC 和 Mellanox 共同构建了 40,000 核心和 1 千万亿
FLOPS 的 Lengau HPC 系统。于 2016 年投入使用的 Lengau 系统，如今依然是非
洲最快、南半球第二快的系统3。
观看视频 | 探索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南非高性能计算中心

剑桥戴尔英特尔中心
减少阻碍，加快研究。
剑桥戴尔英特尔中心将剑桥大学在为其全球领先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提供 HPC 服务方面
行之有效的运营专业知识与 Dell EMC 和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合作伙伴的技术专长结合起
来。该大学的研究计算服务为多个学科和更广大的英国科学及工业社区提供先进的研究
计算服务。现在，为了帮助其成员始终站在 AI 和科研领域的最前沿，研究计算服务部启
动了英国最大的学术超级计算机：Cumulus–UK Science Cloud4。

剑桥戴尔英特尔中心

• Cumulus — Cunulus-UK Science Cloud 提供了超过 2 千万亿 FLOPS 的性能且
采用了 Dell EMC PowerEdge 服务器、英特尔至强处理器和 Intel OPA，它使用
OpenStack® 软件来控制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池，并使用户随时能够通过一个云界
面访问它们。
观看视频 | 阅读案例分析 | 探索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2

CSIRO，“CSIRO 选择让 Dell EMC 帮助构建
一种新的科学计算能力，启动新一代科研”，
2017 年 7 月。

3

CHPC，“CHPC 的 Lengau 群集继续名列
TOP500 榜单”，2018 年 6 月。

4

剑桥大学研究计算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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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大学云和 HPC 能力中心
通过协作保持领先
比萨大学能力中心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对先进基础架构解决方案迅速增长的需求，使大
学研究人员能够分享和推动他们的工作，使访问者能够对最新、最高效的基础架构技术
有深入的了解。从最新的（私有）云计算到 HPC 解决方案，再到软件定义的网络和存
储解决方案以及系统基准测试，该中心可帮助各类组织实现关键绩效和战略目标。该中
心在涉及 NVMe 和 NVMe over Fabric 技术的固态技术方面也保持领先地位。
比萨大学云和 HPC 能力中心

比萨大学正在将 Dell EMC 提供的深度学习技术和系统用于几个应用领域，以推动该学
科的研究，助其达到一流水平。
观看视频 | 阅读案例分析 | 探索 |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安排一次会谈。

加入社区
Dell EMC 致力于促进思想交流，以推动具有创新意义的强大的数据分析、HPC 和 AI
解决方案的不断发展。联系您的 Dell EMC 授权合作伙伴销售代表，了解如何访问 Dell
Technologies 资源。加入 Dell EMC HPC 社区，访问 dellemc.com/zh-cn/hpc 或者
dellemc.com/zh-cn/ai，以了解更多信息。

为何选择 Dell EMC 的数据分析、HPC 和 AI 解决方案
Dell EMC 与众不同

我们致力于推动数据分析、HPC 和 AI 的发展，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专门投入了大量资源。
• 请来参加一次贵宾体验，与我们携手实现您的业务目标。
• Dell EMC 客户解决方案中心配备了众多学科中的主题专家。
•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选择自由。我们希望您能获得您所需的东西，与我们有愉快的合
作体验。如果我们不具备您所需的，我们将告诉您谁有这些。我们秉持开放理念，并
公布我们的性能结果。
• Dell EMC 是一家具有从 Alienware 到超级计算机的完整产品组合的公司，产品种类
涵盖工作站、服务器、网络、存储、软件和服务。
• 因为 Dell EMC 具有可供您自由选择的众多解决方案，所以在解决您的问题方面我们
可以作为您可信赖的顾问，用不着向您兜售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的种类之
广还让我们具备了专业知识，能够了解众多难题并知道如何解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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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的结果

Dell EMC 在 IT 基础架构业务领域一些规模较大、增长较快的类别中位居前列，这意
味着，您可以放心地从 Dell EMC 购齐所有需要的产品/服务。
•
•
•
•

卓越的服务器5
卓越的融合和超融合基础架构 (HCI)6
卓越的存储产品7
卓越的云 IT 基础架构8

了解 Dell Technologies 主要事实。

5

IDC 2019 年 3 月的全球季度服务器跟踪报
告，供应商收入 — 2018 年第 4 季度。

6

IDC 2018 年 9 月的全球季度融合系统跟踪报
告，供应商收入 — 2018 年第 2 季度。

7

IDC 2018 年 12 月的全球季度企业存储系统跟
踪报告，供应商收入 — 2018 年第 4 季度。

8

IDC 2018 年 6 月的全球云 IT 基础架构季度跟
踪报告，供应商收入 — 2018 年第 1 季度。

联系我们
如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dellemc.com/
zh-cn/hpc 或联系您当地的客户代表或
授权经销商。

HPC 资源中心

技术文档

虚拟机架

从 HPC 资源中心下载
白皮书：
dellemc.com/zh-cn/
hpcresources

查看工程部门提供的性能
结果、参考体系结构和
博客：
hpcatdell.com

查看虚拟机架中的部分
HPC 系统：
esgvr.dell.com

加入 Dell EMC HPC
社区
促进思想交流的全球性
技术论坛：
dellh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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