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yperscale 基础设施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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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您的技术投资

为了实现大规模计算，Hyperscale 基础设施必须具备：可伸缩性的设计；

有竞争力的价格；稳健且可以时响应的供应链。

大规模计算的实现，决定了大规模可拓展服务器架构和虚拟网络的未来。

为响应这些需求并交付相关产品，Chatsworth Products (CPI) 准备充分、

独一无二。

作为全球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生产供应商，CPI 为您的技术投资提供保护和

动力，并且我们始终保持良好的业绩记录。拥有全球适用、快速的产品定

制和专业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和服务，在飞速发展的市场中，您将占有所

需的领先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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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项目需要您开发的独特设计，还是您更喜欢 CPI 标准或

定制的产品，我们的专家工程团队擅长按照您的的需求快速

调整适当的解决方案， 开发三维模型进行评审，快速提供

原型并进行任何特定的测试。

首先，CPI 会了解您的目标和目的；然后结合所有因素(物理

的、功能的、地理的和经济的)，设计策略为您提供正确的

解决方案。 整个过程中，通过开放持续的沟通，您完全可

以放心，CPI 将全程帮助您管理项目规范和交付进度。

对于任何员工所属的工厂和所有设施，CPI 都持有 ISO 9001 
证书，确保产品高质量和工艺水平。每个工厂都可以灵活

迅速地实施纠正措施和零件更换，以保证您的关键项目始

终正常运转。此外，CPI 致力于通过我们的设计、制造过

程、RoHS 合规和节能解决方案，实现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按照您的具体工作指示，CPI 可预先安装电源，进行缆线管

理或提供其他组件。为方便订购，会分配一个独有且配置特

定的零件编号。另外， CPI 还会提供组件、自定义标签、冲

击托盘或板条箱，以确保产品在您需要时就可到达，可让您

以最快的速度成功安装。

能力全面、值得信赖

从专业人员和服务、到灵活精益的制造流程和产品可用性，  
一次次成功交付的关键要素，构建了 CPI 快速可靠地交付 Hyperscale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能力。  

预集成和增值服务

协商和沟通

快速工程和定制 

质量和环境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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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在美国、亚洲和欧洲都提供生产，以支持区域制造业的全球项目。此外，CPI 办事处遍布美

国、加拿大、墨西哥、中国、英国和中东，以及 CPI 的全球分销网络，使得我们可以最好地设计

项目并支持您的推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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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物流和支持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亚哥拉山

加利福尼亚州、查特斯沃斯

德克萨斯州、乔治城

德克萨斯州、朗德罗克

北卡罗来纳州、新伯尔尼

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

拉丁美洲

墨西哥、墨西哥城 

欧洲

英格兰(英国)、斯塔福德郡

英格兰(英国)、伯恩恩德

中东和非洲

卡塔尔、多哈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生产制造 销售办事处 生产和销售办事处

亚太地区

中国、上海

中国、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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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订单生产、经
久耐用：CPI 的 
Hyperscale 产品集  

CPI 提供可展示广泛设计和制造能

力的稳健标准产品，包括管式或板

式/挤压框架设计、完全填充后可以

移动的重型机柜和机架；以及生产

过程中可以定制匹配精确项目要求

（包括为满足19” EIA或Open Compute 
Project™ (OCP)规范的设计）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这包括：

服务器机架和机柜

•  设计并定制 19”EIA  
机柜或 OCP 开放式机架

• 机架和堆栈 - 已集成 

• 抗震

• 完全可配置

通道密封

•  带门的热通道或冷通道解决方案

•  Pod 可定制-可扩展的独立结构方便

移动机架进出、支持架空电缆桥架和

电力母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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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和缆线管理

• Motive® 缆线管理

• 双立柱和四立柱机架

• 垂直和水平管理

• 光纤和铜线管理

缆线布线路径

• 金属网格式缆线桥架

• 缆线桥架 - 标准或可调

电力分布

• 基础和智能机架 PDU

• PDU 定制

•  E+I 工程组提供的母线解决方案 



8| CPI Hyperscale 小册子

美国和加拿大

加利福尼亚州、亚哥拉山

800-834-4969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

+905-850-7770
chatsworth.com

拉丁美洲 

+52-55-5203-7525
墨西哥境内免费

01-800-201-7592
chatsworth.com.co

欧洲

+44-1628-524-834
chatsworth.com

中东和非洲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971-4-2602125
卡塔尔

+974-4-4267422
chatsworth.com

亚太地区

+86 21 6880-0266
chatsworth.com.cn

获取有关

CPI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chatsworth.com

+1-800-834-4969 （美国和加拿大）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echsupport@chatsworth.com

安排您的下一个 Hyperscale 项目

请拨打 800-834-4969 直接咨询 CPI 技术支持团队，体验 CPI 产品、解决方案和能力。

请访问chatsworth.com/hyperscale详细了解 CPI 的所有 Hyperscale 解决方案，并获

取更多联系信息，今天就可以开始您的下一个项目

关于 CPI
CPI 是一家 100% 员工所有的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6 月，当时 90 名员工齐聚一

起，通过员工持股计划 (ESOP) 成功购买 Dracon Division of Harris Corporation，CPI 
因此创立。员工所有制是 CPI 成功的核心。持股员工无论在团队合作、相互关怀和

悉心投入等各方面都全心投入，并由之通过我们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惠及客户。

虽然我们已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所有信息的准确性，但CPI对任何错误或疏漏不承担责任，并且保留修改所列服务及产品之
信息和描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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