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重點

擴充資料中心簡單輕鬆。單個機箱即
可容納多達 84 部硬碟機，且最多能
連接四個機箱，總共上看 336 部硬
碟機 (使用 18TB 硬碟機即為
6.04PB)。容量因所用的硬碟機而
異。

即時資料分層功能可有效率地管理熱
資料和冷資料

雙備援控制器可達到 7GB/秒和
5.5GB/秒的循序讀取及寫入效能，資
料存取不受拘束

Seagate ADAPT 資料保護技術能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建置硬碟機，縮
短停機時間

可選用複寫與快照功能來滿足企業的
重要需求

資料表

整合、效率、智慧。

Exos X 5U84

Seagate® Exos™ X 5U84 是資料領域中密度極高的智慧型解決方案，能
以極低的 TCO 帶來最大容量和最高效能。

主要優勢

最大容量和一致的高效能。最大容量和一致的高效能。單個 5U 機箱最多可容納 84 部硬碟機，提供高達
99.999% 的高可用性，且傳輸量上看每秒 7GB 的循序讀取和 5.5GB 的循序寫入速度。
擴充簡單輕鬆，可連接多達四個 Exos X 5U84 系統，共有 336 個硬碟機機槽，足以接收
飛快成長的大量資料。

成本最佳化的架構。成本最佳化的架構。若需要讀取寫入的高傳輸量，又仍需大量的儲存空間，這類對串流
環境有所要求的公司最適合使用此種靈活的解決方案。其設計便是為了能夠盡可能運用
所有空間，讓應用程式能夠幾乎立即存取資料，確保 IT 人員和終端使用者可發揮工作效
率。

輕鬆安裝、維護、擴充。輕鬆安裝、維護、擴充。  所有系統組件，包括機殼、控制器、韌體、硬碟機等，均是
經 Seagate 工程師之手開發和最佳化處理，可順暢地彼此搭配運作。如此可減少請求支
援的次數，也能降低技術方面學習不易的情形。採模組化架構設計，系統組件可互相交
換，而通用的 FRU、PCM、控制器、軟體使升級更加方便。

應用程式可快速取得資料，保護珍貴資應用程式可快速取得資料，保護珍貴資產產。。  本系統功能豐富，其設計能讓應用程式
存取資料時，最高達到 99.999% 的可用性。平行架構、多核心處理能力、資料複寫加上
高速串流，存取資料不受拘束，而獨家的 Seagate ADAPT 資料保護技術則能迅速且有
效率地重新建置硬碟機，幾乎毫無系統停機時間。

在資料生命週期的基礎上加入安全防護能力。 保護最珍貴的商業資產，就交給 Seagate
Secure™ 網路安全防護功能，還有 SFTP、SED 支援與管理員存取控制等智慧型韌體，
內建的安全措施可保障資料在存取、傳輸、管理時的安全穩定。



規格 0

4005/5005 控制器效能 7GB/秒讀取傳輸量 | 5.5GB/秒寫入傳輸量

BOD 總量 上限為 4 個 5U84 BOD

進階陣列軟體功能 自動分層處理、快照、非同步複寫

基本陣列軟體功能 虛擬集區、精簡佈建、ADAPT、SSD 讀取快取、加密

高可用性功能 備援熱插拔控制器 | 備援熱拔插硬碟機、風扇、電源 | 雙電源線 | 熱待機備用 | 自動容錯轉移 | 多路徑支援

裝置支援 SAS HDD | NL-SAS HDD | SAS SSD

資料保護 Seagate ADAPT | 支援 RAID 等級：0、1、3、5、6、10、50

系統配置
「每機殼最多 84 部 3.5 吋硬碟機，最多可連接 4 個機箱，共 336 部硬碟機。例如使用 18TB 硬碟機即為 6.04 PB。容量因所用的硬碟機而

異。」

實際體積

高度：222.3 公釐/8.75 英吋 | 寬度：444.5 公釐/17.5 英吋 | 深度：981 公釐/38.63 英吋 | 寬度 (含側邊安裝架)：483 公釐/19.01 英吋 |
RBOD 重量：82 公斤/180 磅 | RBOD 重量 (含硬碟機)：135 公斤/298 磅 | EBOD 重量：80 公斤/175 磅 | EBOD 重量 (含硬碟機)：

130 公斤/287 磅

主機

外接式連接埠 每系統 8 部

光纖通道機型 主機速度：16Gb/秒、8Gb/秒 光纖通道 | 介面類型：SFP+

iSCSI 機型 主機速度：10Gb/秒、1Gb/秒 iSCSI | 介面類型：SFP+

SAS 機型 主機速度：12Gb/秒、6Gb/秒 SAS | 介面類型：HD Mini-SAS

系統配置

系統記憶體 每系統 16GB (4005)，每系統 32GB (5005)

每系統磁碟區 1,024

快取記憶體 鏡射快取：有 | 超級電容快取備份：有 | 快取備份至快閃記憶體：有 – 非揮發性

管理

介面類型 10/100/1000 乙太網路、Mini USB

支援的通訊協定 SNMP、SSL、SSH、SMTP、HTTP(S)

管理主控台 Web GUI、CLI

管理軟體 Seagate 系統儲存管理主控台 | 遠端診斷 | 不中斷更新 | 容量擴充

電源需求 — AC 輸入

輸入電源需求 180VAC-240VAC、50Hz/60Hz

每 PSU 最大功率輸出 2,200 瓦

環境/溫度範圍

作業中/非作業中溫度
ASHRAE A2，5°C 至 35°C (41°F 至 95°F)，900 公尺以上每 300 公尺下降 1°C，最大變化率：20°C/小時 / –40°C 至 70°C (–

40°F 至 158°F)

作業中/非作業中濕度 –12°C DP (8% RH) 至 21°C DP (80% RH)，DP 最大值：21°C / 5% 至 100% (非冷凝)

作業中/非作業中防撞能力 5 Gs (10 毫秒，半正弦脈衝)/20 Gs (10 毫秒，半正弦脈衝)

作業中/非作業中防震能力 0.21 Gs rms 5Hz 至 500Hz (隨機)/1.04 Gs rms 2Hz 至 200Hz (隨機)

標準/認證

安全認證
UL 60950-1 (美國) | CAN/CSA-C22.2 No.60950-1-07 (加拿大) | EN 60950-1 (歐盟) | IEC 60950-1 (跨國) | CCC (中國 PRC –

CCC 電源供應器) | BIS (印度 – BIS 電源供應器)

永續設計 歐盟規章 (歐盟) 2019/424 (指令 2009/125/EC)

放射量 (EMC)
FCC CFR 47 Part 15 Subpart B Class A (美國) | ICES/NMB-003 Class A (加拿大) | EN 55032 Class A、EN 55024、EN

61000-3-2、EN 61000-3-3 (歐洲) | AS/NZS /CISPR 32 Class A (澳洲/紐西蘭) | VCCI Class A (日本) | KN 32 Class A/KN 35
(南韓) | CNS 13438 Class A (臺灣)

諧波 EN 61000-3-2 (歐盟)

閃爍 EN 61000-3-3 (歐盟)

耐受性 EN 55024 (歐盟) | KN 24/KN 35 (南韓)

環境標準 RoHS 指令 (2011/65/EU) | WEEE 指令 (2012/19/EU) | REACH 指令 (EC/1907/2006) | 電池指令 (2006/66/EC)

標準標誌/認證
澳洲/紐西蘭 (RCM)、加拿大 (cUL/ICES/NMB-003 Class A)、中國 (CCC – 僅 PSU)、歐盟 (CE)、日本 (VCCI)、南韓 (KC)、臺灣

(BSMI)、美國 (FC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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