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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聯推出業界最先進的企業級 PCIe Gen4 SSD 解決方案 X1 

群聯 X1 是一個可客製化的 PCIe Gen4 SSD平台 

為資料中心提供一流的性能、最低的功耗和更高的儲存容量 

 

 
群聯推出業界最先進的企業級 SSD 解決方案 X1 

 

NAND控制晶片和儲存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導廠商 群聯電子（8299 TT）於今天（8

月 2 日）宣布推出企業級固態硬碟（SSD）平台 X1，該 X1 平台將提供業界最先

進的企業級 PCIe Gen4 SSD解決方案。 

 

群聯企業級 X1 SSD 平台是採用群聯獨家的技術，再加上與巨量資料儲存解決方

案的全球領導者 Seagate® Technology Holdings plc（納斯達克股票代碼：STX）

共同合作設計的。X1 將滿足更快、更智慧的全球資料中心不斷變化的需求。 

 

X1 可客制化企業級 SSD 平台以更少的功率消耗提供更多的運算效能。在使用相

同功率的情況下，與現有市場競爭對手相比，X1的資料讀取效能增加了 30%以上，

是一款突破效能瓶頸，並且提供高服務質量 (Quality of Service; QoS) 的高

性價比的企業級 PCIe Gen4 SSD解決方案。 

 

希捷科技產品和業務營銷高級副總裁 Sai Varanasi 表示，“我們將希捷的獨

家資料管理和客戶整合能力與群聯的尖端技術相結合，創造出高度客製化的 SSD，

滿足企業儲存市場不斷發展的需求。希捷很高興與群聯合作開發先進的 SSD 技

術，為產業提供更高的容量、更快速的性能和更佳的功耗效率，提供給所有大容

https://www.phison.com/zh-tw/
https://www.phison.com/zh-tw/company/newsroom/press-releases/general/2671-seagate-%E8%88%87%E7%BE%A4%E8%81%AF%E6%93%B4%E5%A4%A7%E5%90%88%E4%BD%9C%EF%BC%8C%E5%85%B1%E5%90%8C%E6%89%93%E9%80%A0%E5%B0%88%E7%82%BA%E9%99%8D%E4%BD%8E%E8%B3%87%E6%96%99%E4%B8%AD%E5%BF%83%E5%BB%BA%E6%A7%8B%E6%88%90%E6%9C%AC%E7%9A%84%E9%AB%98%E6%95%88%E8%83%BD%E5%8F%8A%E9%AB%98%E5%AE%B9%E9%87%8F%E4%BC%81%E6%A5%AD%E7%B4%9A-ssd-%E7%94%A2%E5%93%81%E7%B7%9A
https://www.phison.com/zh-tw/solutions/enterprise/pcie/x1-ssd
https://www.phison.com/zh-tw/solutions/enterprise/pcie/x1-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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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儲存系統整合客戶使用 (Mass Capacity Storage Providers)。” 

(英文原文:“We combined Seagate’s proprietary data management and 

customer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with Phison’s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create highly customized SSDs that meet the ever-evolving 

needs of the enterprise storage market,” said Sai Varanasi,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product and business marketing at Seagate Technology. 

“Seagate is excited to partner with Phison on developing advanced SSD 

technology to provide the industry with increased density, higher 

performance and power efficiency for all mass capacity storage 

providers.”) 

 

X1 SSD平台適用於 HPC、AI 和超大規模的完整企業應用，包括： 

 高效能運算（HPC）：X1 SSD 以更少的功率消耗提供更多的運算能力，並提

供了一個顯著消除效能瓶頸的高性價比企業級 SSD平台。 

 顛覆性人工智慧 (AI)：X1 SSD 將助力新一代人工智慧 (AI) 發展，讓 AI

能夠提供有效建議並產生可用於研究各種重要行業（包括醫療保健、教育、

科學等）的最適化模型的資料。 

 資料中心的超大規模性能：X1 SSD 具有一流的性能，專為承擔企業的各種

工作負載而設計，並具有高耐用性，可長期保存企業的珍貴資料。 

 

群聯技術長 Sebastien Jean 表示：“目前市場上的企業級儲存產品尚未完全達

到客戶的需求，而群聯 X1透過提供世界一流的可客製化企業級 PCIe Gen4 SSD

平台，強化了群聯對提升企業級儲存標準的承諾。再者，結合希捷深厚的產業經

驗和群聯的先進架構，企業級 X1 SSD平台旨在為人工智慧、雲端儲存和 5G邊緣

運算等各種應用提供業界最先進的企業級 SSD 產品。” 

 

有關群聯 X1的更多資訊，請參考: 

https://www.phison.com/zh-tw/solutions/enterprise/pcie/x1-ssd 

 

群聯的合作夥伴和客戶可以參考以下網址，獲取有關 X1 的更多資訊：

https://www.phison.com/zh-tw/solutions/enterprise/pcie/x1-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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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聯公告暨新聞稿訂閱] 

如欲獲取群聯新聞稿或其它公告，請訂閱群聯投資人與媒體關係訊息：群聯投資人關係

訊息訂閱  

 

[關於群聯的關鍵數字] 

 超過 21年的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暨儲存方案整合經驗 

 全球超過 3400位員工，且 70%以上為工程師 

 全球近 2000 個 NAND 記憶體相關專利 

 透過 5+5長期發展大戰略，驅動長期千億級營收 

 SSD 控制晶片全球市佔率超過 20% 

 2021年全年度營收超過$625.57億台幣 

 群聯除了與日本 KIOXIA (原 TMC 東芝記憶體) 有長期合作之外，群聯與全球主要

的 NAND原廠也均是長期合作的夥伴關係 

 群聯獨特的營運模式，讓群聯能在 NAND 產業的劇烈變化下，能仍維持穩定的獲利

及成長 

 

[關於群聯電子] 

群聯電子 (Phison Electronics Corp.) 長期耕耘於快閃記憶體控制器晶片領域，是全

球 NAND 儲存控制晶片 (NAND Controller) 及存儲解決方案 (NAND Storages) 領導廠

商。從 IP 技術授權、晶片設計、系統架構解決方案、系統整合至成品，為不同需求的

客戶提供最佳的產品與服務。在各項產品類別上，包括 SSD (PCIe/SATA/PATA)、UFS、

eMMC、SD與 USB介面，皆可提供完整的存儲解決方案。 

歡迎拜訪 群聯網站 或 群聯 Q&A 以更了解群聯電子。 

 

群聯電子發言人 

于紹庭 Antonio Yu 

TEL: +886-37-586-896 #1019 

Mobile: +886-979-105-026 

Email: antonioyu@phison.com  

群聯電子代理發言人 

呂國鼎 Kuo-Ting Lu 

TEL: +886-37-586-896 #2622 

Mobile: +886-979-075-330 

Email: kuoting_lu@phison.com  

[預測性陳述聲明] 

本新聞稿所提供之資訊(除歷史資訊之外)屬於預測性陳述。在此敬告讀者，預測性陳述乃基於群聯之合理認知以及就現狀所作的預估，

且將受到各種風險以及不確定因素影響，因此可能造成實際結果和預測性陳述之內容顯著不同。這些風險以及不確定性因素包括但不限

於，供給與需求變化、產銷能力、開發成功、及時導入市場、市場競爭、產業循環、客戶財務狀況、匯率浮動、法律訴訟、法令變更、全

球經濟變化、自然災害、其他可能會影響群聯業務與營運的不確定因素。鑑於此，讀者請勿倚賴預測性陳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論是

基於新資訊、未來事件或是其他因素，群聯皆無義務更新預測性陳述。 

https://forms.gle/e7FUx7WCHN3LnZX3A
https://forms.gle/e7FUx7WCHN3LnZX3A
https://www.phison.com/zh-tw/company/newsroom/press-releases/event/1193-%E7%BE%A4%E8%81%AF%E6%A8%A1%E5%BC%8F-%E7%84%A1%E6%B3%95%E8%A4%87%E8%A3%BD
https://www.phison.com/zh-tw/company/about-us
https://www.phison.com/zh-tw/investor-relations/shareholder-services#PHISON_QA
mailto:antonioyu@phison.com
mailto:kuoting_lu@phis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