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件 编 号 ： DSP2015
日 期 ： 2019 年 9 月 25 日
版 本 ： 2.0.0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白皮书

替 换 ： 1.0.0
文件分级：信息参考
文件状态：已发布
文件语言：英语（美国）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白皮书
DSP2015

版权通知
著作权©2007、2019，分布式管理任务组（DMTF），版权所有。
DMTF 是一家非营利行业成员协会，致力于提升企业与系统的管理和互操作性。成员和非成
员可在理由恰当情况下复制 DMTF 的规范和文件。由于 DMTF 规范会随时修改，请时刻关
注版本号和发布日期。
实施本标准或建议标准中的部分要素可能会涉及第三方的专利权，包括临时性专利权（以下
简称为“专利权”）。DMTF 不负责向标准用户告知上述专利权，也不负责识别、披露或者确
定任何或所有上述第三方专利权、所有者或索赔人；也不对在确定或者披露上述权利、所有
者或索赔人过程中出现的不完整或不准确信息负责。在任何方式或情况下，根据任一法律理
论，DMTF 对未能识别、披露或者确定上述第三方专利权、或任意方对本标准的依赖或任一
方将标准融入其产品、架构或试验流程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DMTF 对实施本标准文件的
任何一方不承担责任，不论相关实施行为是否可以被预见；也不对任何专利所有者或索赔人
承担责任；亦不承担因标准在出版之后被撤销或者修改导致的任何成本或损失。如果标准实
施的任意方在实施本标准时遭到了专利权所有人的侵权索赔，则其必须就侵权索赔向 DMTF
进行赔偿，确保 DMTF 不受影响。
有关第三方向 DMTF 告知的有可能与 DMTF 标准实施相关、或者影响标准实施的更多专利
信息，请点击浏览以下网站：http://www.dmtf.org/about/policies/disclosures.php。
英语是本文件的标准语言。允许将文件翻译成其它语言。

2

已发布

版本 2.0.0

DSP2015
白皮书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

目录
1 范围 ............................................................................................................................................... 9
2 引用 ............................................................................................................................................... 9
3 术语和定义 ................................................................................................................................. 10
4 标志和缩写术语 ......................................................................................................................... 11
5 平台管理子系统架构概要 ......................................................................................................... 13
5.1 主要目标 .............................................................................................................................. 13
5.2 平台管理子系统组件 .......................................................................................................... 14
6 PMCI 概要 ................................................................................................................................... 15
6.1 标准 ...................................................................................................................................... 15
6.2 PMCI 堆栈 ............................................................................................................................ 16
6.2.1 物理介质层 ................................................................................................................... 17
6.2.2 传输层 ........................................................................................................................... 17
6.2.3 上层（数据模型） ....................................................................................................... 18
6.2.4 主接口 ............................................................................................................................ 18
7 PMCI 标准概要 .......................................................................................................................... 19
7.1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 ........................................................................................... 19
7.2 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 ........................................................................................... 20
7.2.1 PLDM 信息类型与应用 ................................................................................................ 20
7.3 网络控制器边带接口（NC-SI） ....................................................................................... 21
7.4 安全协议和数据模型（SPDM） ....................................................................................... 21
8 结论 ............................................................................................................................................. 21
附件 A（供参考）修改记录 ......................................................................................................... 22

版本 2.0.0

已发布

3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白皮书
DSP2015

图目录
图 1 平台管理子系统 .................................................................................................................... 14
图 2 PMCI 堆栈简图 ...................................................................................................................... 16
图 3 完整的 PMCI 堆栈 ................................................................................................................ 16
图 4 物理介质层 ............................................................................................................................ 17
图 5 传输层 ..................................................................................................................................... 17
图 6 数据模型层 ............................................................................................................................ 18
图 7 MCTP 主接口 ......................................................................................................................... 19

4

已发布

版本 2.0.0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白皮书
DSP2015

摘要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工作组对标准进行了定义，用于解决平台管理子系统组件之间的“盒内”
通信接口问题。
工作组开发了网络控制器边带接口（NC-SI）、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平台水平数
据模型（PLDM）以及安全协议和数据模型（SPDM）规范，为改进管理子系统组件之间的
通信提供了一个综合的通用架构。当操作系统正在运行或不可用时（例如，系统在操作系统
加载前启动，或当操作系统不可操作时），这些规范能在没有操作系统状态情况下监督和控
制系统。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工作组创建了平台内可管理标准和技术，对 DMTF 的平台间标准进行了
补充，诸如来自 Redfish 论坛的 Redfish 应用程序接口、通用信息模型（CIM）简介和在其
它 DMTF 组中定义的远程访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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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白皮书（DSP2015）由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工作组编制。
DMTF 是一家非营利行业成员协会，致力于提升企业与系统的管理和互操作性。有关 DMTF
的信息，请点击 http://www.dm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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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工作组对标准进行了定义，用于解决平台管理子系统组件之间的“盒内”
通信接口问题。
本文件列出了基本架构理念，这些理念能驱动由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工作组定义的规范（注意：
架构在此指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或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的重点是
在不依赖操作系统状态的情况下，以一种标准方式通过管理组件的实施，实现平台管理子系
统不同管理组件的相互通信。
印刷约定
本文件要求的印刷约定如下：
•

文件标题用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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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白皮书
1 范围
白皮书大致介绍了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工作组及其目标、平台管理组件互通架构，并对工作组
编制的主要规范进行了高水平总结。
本文件的预期目标受众是对了解平台管理子系统组件间的管理组件互通感兴趣的读者。平台
管理子系统有可能存在于服务器、桌面系统、移动系统、瘦客户端、刀片系统和其它类型设
备内。
白皮书并不取代单个的平台管理组件互通规范，而是就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堆栈模型内规范的
相互关联方式提供简要介绍。

2 引用
使用本文件时，必须参考以下文件。对有日期或版本的参考文件，以所引用的编辑版本（包
含勘误或 DMTF 更新版）为准。对没有日期或版本的参考文件，以所引用文件的最新发布
版本为准（包含勘误或 DMTF 更新版）。
DMTF DSP2018，Redfish 设备使能的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18_1.0.0.pdf
DMTF DSP0222，网络控制器边带接口（NC-SI）1.1.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22_1.1.0.pdf
DMTF DSP0235，MCTP 上的 NVMe TM（NVM Express TM）管理信息装订规范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35_1.0.0.pdf
DMTF DSP0236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基础规范 1.3.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36_1.3.0.pdf
DMTF DSP0237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SMBus/12C 传输装订规范 1.1.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37_1.1.0.pdf
DMTF DSP0238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PCI-e VDM 传输装订规范 1.0.2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38_1.0.2.pdf
DMTF DSP0239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身份号和代码 1.4.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39_1.4.0.pdf
DMTF DSP0240 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基础规范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40_1.0.0.pdf
DMTF DSP0241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上的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装订规范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41_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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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TF DSP0245 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身份号和代码 1.2.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45_1.2.0.pdf
DMTF DSP0246 用于 SMBIOS 数据传输的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规范 1.0.1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46_1.0.1.pdf
DMTF DSP0247 用于 BIOS 控制与配置的平台水平数据模型 （PLDM）规范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47_1.0.0.pdf
DMTF DSP0248 用于平台监控和控制的平台监控与控制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规范
1.1.1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48_1.1.1.pdf
DMTF DSP0249 平台水平数据（PLDM）状态设置规范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49_1.0.0.pdf
DMTF DSP0253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串口传输装订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53_1.0.0.pdf
DMTF DSP0254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键盘控制器风格传输装订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54_1.0.0.pdf
DMTF DSP0256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主接口规范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56_1.0.0.pdf
DMTF DSP0257 用于栏位可替换单元数据的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规范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57_1.0.0.pdf
DMTF DSP0261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上的 NC-SI 装订规范 1.2.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61_1.2.0.pdf
DMTF DSP0267 用于固件更新的固件更新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1.0.1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0267_1.0.1.pdf
DMTF DSP2016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白皮书概要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2016.pdf
DMTF DSP2037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包和管理组件传输协议概要上的 NC-SI 1.0.0
http://www.dmtf.org/standards/published_documents/DSP2037_1.0.pdf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采用的术语和定义如下：

3.1 管 理 控 制 器
一种由硬件/固件/软件组成的智能实体，存在于平台内，负责与平台有关的部分或全部管理
功能；也被称作基板管理控制器和服务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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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被 管 理 设 备
一种典型的使用微控制器实施并通过信息发送协议访问的设备，用于访问一个或多个管理参
数。被管理设备完成管理参数访问的典型方式是使用分离接口和数据模型，而非通过直接的
注册级访问。被管理设备响应管理请求，但不会启动或集合管理操作，与管理控制器配合的
情况除外（即被管理设备是一种卫星设备，附属于一个或多个管理控制器）。

3.3 管 理 参 数
说明特性、能力、状态或与被管理实体关联的控制点的特殊数据。管理参数的实例有温度、
速度、电压、开/关、链接状态、无法改正的错误计数、设备电源状态等。

3.4 网 络 控 制 器
一种系统内的被管理设备，负责连接外部网络世界。

3.5 网 络 控 制 器 边 带 接 口
为管理控制器提供网络直通和/或控制途径的网络控制器接口；也被称为边带接口或在适当
情况下在文本中写为 NC-SI。

3.6 平 台 管 理 组 件 互 通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工作组定义了标准，用于处理平台管理子系统组件之间的”盒内“通信接口
问题。

4 标志和缩写术语
本文件应用的缩写术语如下：

4.1 MC
管理控制器

4.2 MCTP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

4.3 MD
被管理设备

4.4 NC
网络控制器

版本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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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NC-SI
网络控制器边带接口

4.6 PLDM
平台水平数据模型

4.7 PMCI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

4.8 RBT
基于简化媒体独立接口（RMII）的传输

4.9 RDE
Redfish 设备使能

4.10 RMII
简化媒体独立接口

4.11 SPDM
安全协议和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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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台管理子系统架构概要
目前，企业计算平台内的平台管理子系统由一组组件构成，这些组件在平台内沟通实现管理
功能。在一些案例里，这些通讯和接口都是专用的，并且适合本环境下的各单一平台、安装
和组件。
平台管理子系统提供硬件管理服务，如平台环境监控功能（例如，温度探测、电压监控、风
扇速度、硬件错误状态等）、控制功能（例如，平台开关、重置、看门狗计时器等）、设备
固件升级和设备功能管理。平台管理子系统时常包含有一个或多个智能控制器（微控制器），
支持访问管理监控和控制功能，也即通过子系统内的其它管理控制器提供访问监控和控制服
务。平台管理子系统可以借助于管理控制器通过 DMTF 内其它工作组或论坛提供的外部约
束标准来表示。例如，Redfish 应用程序接口可作为管理控制器内的服务提供商被实施，从
而实现一项完整的端对端管理方法。Redfish 应用程序接口标准在外部连接的应用，以及用
于内部通信的 MCTP、PLDM、NC-SI 和 SPDM 的组合，为完整的 DMTF 标准提供了平台
管理子系统的基础管理。
PMCI 所支持的一套规范（MCTP、PLDM、NC-SI 和 SPDM）包含有架构语义、行业标准协
议和平台水平数据模型，使平台管理子系统组件之间的与管理有关的互通标准化，该类互通
不依赖于组件实施、平台状态和平台管理子系统实施。

5.1 主 要 目 标
PMCI 的一个目标是应用一组标准协议、接口和平台水平数据模型，实现不同类型的平台组
件之间的互通。5.2 章节提供了平台管理子系统案例，介绍平台内不同类型的组件和互通情
况。
PMCI 的另一个目标是在整个平台范围内，包括——传统服务器、桌面系统、移动系统、笔
记本、刀片台式电脑和瘦客户端，使用相同的语义、协议和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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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平 台 管 理 子 系 统 组 件
通信
基本输入
输出系统

操作系统

统一可扩展
固件接口

平台软件

通信

来自 DMTF 的其它标准
Redfish 主接口

串口

网络

键盘控制器风格

主接口
网

管理控制器

远程
管理操纵台

络

物理接口
外部设备
互联高速

通信

系统管理总线

基于简化媒体独
立接口的传输

外部面部协议和通信

被管理设备/
网络控制器
通信

图 1 平台管理子系统
图 1 显示了平台管理子系统内的不同组件。这些组件分为如下四个类别：
1） 管理控制器（MC）：一种微控制器或处理器，将来自一个或多个被管理设备和网
络控制器的管理参数聚集起来，并借助一个或多个管理数据模型，经本地或远程软件
或其它的管理控制器访问这些参数。
2） 平台软件：在主中央处理器（CPUs）上运行的软件，与管理控制器通信，执行一
组管理功能。平台软件有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操作系统、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固件等。
3） 被管理设备（MD）或网络控制器（NC）：被管理设备响应管理控制器发出的管
理请求，如果经管理控制器使能后，还可启动异步信息，诸如事件。网络控制器是一
种被管理设备，额外支持 NC-SI 标准。网络控制器还能连接外部网络。
4） 远程管理操纵台：通过一个或多个 DMTF 标准（例如，Redfish 应用程序接口或
CIM）与管理控制器通信的一种功能。远程操纵台可通过向 MC 发送请求启动管理问
询或行动，使用 PMCI 基础标准向被管理设备或网络控制器通信。远程管理操纵台也
可布置在平台软件内，并使用 MCTP 主接口与 MC 通信。在连接主机和 MC 时，也可
以使用其他 DMTF 标准，如 Redfish 主接口。
PMCI 覆盖了上述组件之间的四种类型互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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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控制器和主机（平台软件）
2）管理控制器和被管理设备
3）管理控制器和网络控制器
4）管理控制器和其它管理控制器或类似设备
其它 DMTF 标准，如 Redfish 应用程序接口或 CIM 为管理控制器与远程操纵台或客户端之
间提供了外部面部互通。

6 PMCI 概要
6.1 标 准
PMCI 工作组为四个主要的互通接口/数据模型制定了标准。
1）传输协议规范族，即管理组件传输协议。本协议用于在平台管理子系统组件之间
发送信息。允许在不同媒介上进行传输操作，支持 MCTP 信息的其它装订规范也可用。
2）平台水平数据模型规范族。这些规范就管理控制器可分离和访问的单一管理功能
进行了定义，如存货、监控和控制、事件、固件升级及 Redfish 设备使能。
3）网络控制器边带接口规范就管理控制器在管理功能，如存货、外部以太网直通管
理控制器、事件和统计数据收集，与网络控制器的通信方式进行了定义。
4）安全协议和数据模型规范详细说明了被管理设备鉴定方法、固件测量方法和证书
恢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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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PMCI 堆 栈
平台管理组件互通工作组定义了一组标准，用于平台组件之间的通信。如下 PMCI 堆栈简图
显示标准被分为三大组（上层、传输层和物理层）。该图并未说明各层之间的关系或装订情
况。

上层

传输 层

物理 层

图 2 PMCI 堆 栈 简 图
下图介绍了完整的 PMCI 堆栈情况，包含装订细节。
PLDM 信息类型
PLDM 信息控制与发现（类型=0）
SMBIOS 用 PLDM （类型=1）
监控与控制用 PLDM （类型=2）
PLDM BIOS 控制与配置（类型=3）
栏位可更换单元数据用 PLDM（类型=4）
固件升级用 PLDM（类型=5）
Redfish 设备使能用 PLDM （类型=6）

MCTP 信息类型

上层
NC-SI
控制

NC-SI
直通

MCTP 控制
类型=0

PLDM
类型=1

NC-SI 控制
类型=2

以太网
（NC-SI 直通）
类型=3

NVMe-MITM
类型=4

SPDM
类型=5

传输层
MCTP 主接口

RBT

物理层
物理层

数据模型/信息

装订

PLDM 信息

传输

主接口

图 3 完 整 的 PMCI 堆 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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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了解完整的 PMCI 堆栈，将在下文中详细介绍每层堆栈情况。
6.2.1 物 理 介 质 层
编制的所有 PMCI 标准和协议都是在物理介质上实现的。下述示意图为 PMCI 堆栈的最低部
分，展示了目前支持的五种物理介质。PMCI 将继续扩大所支持的物理介质清单，其它装订
规范在未来也能使用。

图 4 物理介质层
基于简化媒体独立接口的传输（RBT）物理介质是 NC-SI 规范的基础，来源于简化媒体独
立接口（RMII）规范。RBT 接口的电要求和计时要求在 NC-SI 规范中有完整叙述，正如其
名，该规范还包含有收发信息的传输详情。RBT 接口既是物理层介质，同时也是传输层，
因此在 PMCI 堆栈内是专用的。
上图中展示的剩余物理介质，说明了 MCTP 规范可用的互联性。
6.2.2 传 输 层
PMCI 工作组有两种传输可用，即 RBT 和 MCTP。尽管两个 PMCI 传输之间存在差异，两
个传输对信息传送协议均做了定义。

图 5 传输层
RBT 传输是一个简单的协议，用于追踪可靠的指令包接收。该传输协议以指令/响应模式为
基础，参与了唯一实例身份号（IIDs）在包标题的应用，以便允许所接收的响应与先前传送
的指令相匹配。管理控制器是指令包生成器，这些指令包发送到系统内一个或多个网络控制
器的边带接口。管理控制器接收响应包。在 RBT 传输上发送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信息都有
对应的响应信息。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没有对应请求信息的指令包就是一例异步事件通知。
MCTP 传输均可支持公认的（典型请求/响应）和非公认的信息（异步）。MCTP 规范包含
有一组被称为装订规范的文件，其对在合适物理媒介上用于传输的信息标题和计时要求进行
了定义，诸如 MCTP 在 PCIe VDM 上的装订和 MCTP 在 SMBus/12C 的装订。MCTP 还能独
特的依附在接口上，这些接口用于与主系统和及其软件通信（OS，UEFI，BIOS 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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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TP 规范组的一部分，还有两个主接口规范可用，它们就如何在串口或键盘控制器风格接
口上支持 MCTP 做了定义。
6.2.3 上 层 （ 数 据 模 型 ）
在两个 PMCI 传输上方的是多种类型的信息定义和数据模型。MCTP 通过额外装订规范提供
了基本控制组信息；PLDM、NC-SI、NVMe-MITM 和基于 SPDM 的信息。
PLDM 信息类型
PLDM 信息控制与发现（类型=0）
SMBIOS 用 PLDM （类型=1）
监控与控制用 PLDM （类型=2）
PLDM BIOS 控制与配置（类型=3）
栏位可更换单元数据用 PLDM（类型=4）
固件升级用 PLDM（类型=5）
Redfish 设备使能用 PLDM （类型=6）

NC-SI
控制

NC-SI
直通

MCTP 控制
类型=0

MCTP 信息类型

PLDM
类型=1

NC-SI 控制
类型=2

以太网
（NC-SI 直通）
类型=3

NVMe-MITM
类型=4

RBT

SPDM
类型=5

MCTP 主接口

图 6 数据模型层
MCTP 上方层就不同的通信和映射的数据模型进行了定义。MCTP 控制协议用于建立和启动
MCTP 网络内的被管理设备。
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可有效访问低级平台监控、控制和数据传输功能，诸如温度、
风扇、电压、存货数据、事件数据传输和启动控制。MCTP 上的 PLDM 定义了数据代表和
从平台管理硬件分离的指令。更多近期 PLDM 规范已对执行固件升级和支持 Redfish 在被管
理设备上的使能方法进行了定义。
NC-SI 对管理控制器与网络控制器之间的以太网通信的直通模型进行了定义。
SPDM 对用于鉴定、固件测量和证书管理的一组指令进行了定义。
6.2.4 主 接 口
MCTP 为主机提供了一种通过物理层主访问接口与管理控制器通信的方法。串口和键盘控制
器风格均有 MCTP 装订规范，允许主机与管理控制器通信。给定的管理控制器在基于主机
的流量方面能有选择地支持其中一个或两个全部装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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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TP 主接口
串口上 MCTP

键盘控制器风格上 MCTP

串口

键盘控制器
风格

图 7 MCTP 主 接 口

7 PMCI 标准概要
PMCI 标准由在一套标准规范内定义的技术组成。这些标准有与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
相关的规范、与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相关的规范、网络控制器边带接口（NC-SI）
规范和安全协议和数据模型（SPDM）规范。

7.1 管 理 组 件 传 输 协 议 （ MCTP）
管理组件传输协议（MCTP）是平台管理子系统内智能设备互通的一种协议。协议不依赖潜
在的物理总线属性，以及在总线上应用的“数据-链接”层信息。
用于跨越给定介质的 MCTP 通信的物理层和数据-链接层方法由相应的“传输装订”规范定义，
如 PCIe®供应商上的 MCTP 定义信息和 SMBus/12C 上的 MCTP。该方法能定义未来传输装
订以支持额外总线，如 USB 和其它，同时不影响基础 MCTP 规范。
MCTP 通信模型有信息格式、传输说明、信息交换模式和可操作的端点特色。MCTP 基于端
点身份号使用逻辑地址，使能静态/动态端点身份号分配和桥接/路由支持。MCTP 对简单的
信息碎片化/重组机制进行了定义，允许大数据传输使用 MCTP 分包。
MCTP 控制协议用于建立/启动 MCTP 网络内的 MCTP 控制通信。MCTP 控制协议支持请求
/响应、广播和单向通信。
MCTP 可用的规范如下：
•

MCTP 基础规范——DSP0236

•

MCTP PCIe VDM 传输装订规范——DSP0238

•

MCTP SMBus/12C 传输装订规范——DSP0237

•

MCTP 串口传输装订规范——DSP0253

•

MCTP KCS 传输装订规范——DSP0254

•

MCTP 主接口规范——DSP0256

•

MCTP 身份号&代码——DSP0239

•

MCTP 上的 NVMeTM 管理信息装订规范——DSP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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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平 台 水 平 数 据 模 型 （ PLDM）
平台水平数据模型（PLDM）是一种有效的数据和控制源。PLDM 对低级平台存货、监控、
控制、事件和数据/参数传输功能（例如，温度、风扇、电压、事件日志、和启动控制）的
有效访问方法进行了定义。近期 PLDM 扩展使设备固件更新及设备管理与 DMTF Redfish 标
准保持一致。
7.2.1 PLDM 信 息 类 型 与 应 用
PLDM 对剥离平台管理硬件的数据表达和指令进行了定义。核心 PLDM 规范工作扩展有：
1)

平台内用于 SMBIOS 数据传输的信息和数据模型。

2)

用于栏位可更换单元（FRU）、资产信息和固件存货数据传输的信息和数据结构。

3)

用于监控处理器、缓存、存储器、传感器、风扇、电源状态监控、印时戳时钟监控
等的信息和数据结构。

4)

用于传感器、风扇、电源状态管理、启动控制、真实印时戳和看门狗计时器的控制
信息/数据结构。

5)

表达和传输不透明数据、BIOS 数据和事件数据的低水平数据模型和信息。

6)

传输文本操纵台重定向和与媒体重定向有关信息的信息。

7)

便于设备固件管理的数据模型和信息。

8)

使能管理控制器，便于使用密封的 Redfish 基 JSON 格式与定向设备有效互动的信
息和数据模型。

9)

实现通过 RBT 传输发送 PLDM 信息，允许仅带有边带 RBT 接口的被管理设备使
用 PLDM 与 MC 通信。

PLDM 可用的规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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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DM 基础规范——DSP0240

•

MCTP 上的 PLDM 装订规范——DSP0241

•

PLDM 身份号和代码规范——DSP0245

•

PLDM 状态设置规范——DSP0249

•

用于 FRU 数据的 PLDM 规范——DSP0257

•

用于 SMBIOS 传输的 PLDM 规范——DSP0246

•

用于 BIOS 控制与配置的 PLDM 规范——DSP0247

•

用于固件更新的 PLDM 规范——DSP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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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 Redfish 设备使能的 PLDM 规范——DSP0218

7.3 网 络 控 制 器 边 带 接 口 （ NC-SI）
网络控制器边带接口（NC-SI）对使用简化媒体独立接口（RMII）作为物理传输的边带接口
进行了详细说明，对用于在管理控制器和网络控制器之间传递网络流量、控制指令、响应和
异步事件通知的格式进行了定义。NC-SI 能通过使用硬件或以指令为基础的仲裁支持多个网
络控制器。
NC-SI 可用的规范如下：
•

NC-SI 规范——DSP0222

•

MCTP 上的 NC-SI 装订规范——DSP0261

7.4 安 全 协 议 和 数 据 模 型 （ SPDM）
安全协议和数据模型详细说明了鉴定被管理设备、测量固件和恢复认证的方法。SPDM 就请
求和响应信息对格式进行了定义，使能平台管理组件之间的端对端安全特色。
如下 SPDM 规范正在制定中，即将推出：
•

安全协议和数据模型（SPDM）规范——DSP0274

•

MCTP 上的安全协议和数据模型装订规范——DSP0275

8 结论
PMCI 支持包含有架构语义、行业标准协议和平台水平数据模型的一套规范，以使平台管理
子系统组件之间的与管理有关的互通标准化，不依赖组件实施、平台状态和平台管理子系统
实施。
当与其它 DMTF 标准配合使用用于外部面部通信时，能开发一种满足所有管理操作的完整
的端对端平台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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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供参考）

修改记录
版本

日期

描述

2.0.0

2019 年 9 月 24 日

更新介绍最新的 PMCI 可用架构模型

1.0.0

2007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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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目录
DMTF DSP4014，《DMTF 工作机构流程 2.6》
https://www.dmtf.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documents/DSP4014_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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