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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云技术

让您的虚拟化数据中心为采用云技术做好准备

为什么应该阅读本文档：

本指南提供了一些实用信息，旨在帮助您在以下方面准备好，以便在您的

数据中心中采用云计算技术：

• 统一网络：一种基于万兆位以太网（GbE）的新型基础设施。

• 横向可扩展存储：能够将软件和融合型存储服务器进行组合以实现高

速数据访问。

• 可信服务器池：具有高度的完整性，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建立信任。

• 功耗管理：能够实时监控服务器、机架、区域和数据中心级别的功

耗，并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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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数据中心

虚拟化正在成为企业数据中心的新规范。同时，在云计算成为

大多数 IT 管理人员考虑的头等大事的今天，它还是一项可帮

助实现云部署的重要技术。

或许您也在关注云技术，希望通过它提高服务器利用率、提高

数据中心效率、提供扩展能力、支持自助服务、更快地提供应

用程序以及更好地响应业务需求。虚拟化的数据中心就是实施

云环境的第一步，也是其重要基础。

除了会带来一些明显的优势以外，云同样还会对数据中心

产生更大的需求。IT 管理人员将看到每个服务器的虚拟机

（VM）密度的增加，现有的存储和网络架构将形成瓶颈。

这将会导致更大的容量需求、更高的复杂性以及越来越多的

互连。虽然这种设置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 IT 管理人

员将发现，它无法进行扩展，从而降低了与云环境关联的灵

活性和高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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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数据中心压力
IDC 预测，在未来五年内，将有超过 25 亿用户连接

到互联网，使用的设备数量将超过 100 亿。1  同当前

的情况相比，英特尔预计到 2015 年，这一发展将需

要 8 倍的存储容量、16 倍的网络容量以及 20 多倍的

计算容量。2 

1   IDC，《ICT 展望：进入一个新世界》，Doc # DR201 0_GS2_

JG，2010 年 3 月。

2   英特尔市场预测，2009 年至 2010 年。八倍的网络容量：800 

TB/秒 IP 流量，根据英特尔内部分析“2010-2020 年网络供应/

需求”进行预测。16 倍存储容量：2009 年 9 月巴克莱投资银行 

“Storage Bits” 数据存储容量为 60 EB，英特尔针对 2015 年进行

推算。20 倍计算容量：英特尔内部战略长期规划，推断为 10 亿

台虚拟服务器且每个虚拟机使用 1个处理器内核。



4 英特尔 IT 中心   规划指南 | 未来的云技术

下一代数据中心可以……

• 利用虚拟化数据中心获得运营效率和扩展能力，并支持自助

服务、快速部署以及 Cloud Burst（云爆发）能力。

• 处理网络、计算和存储基础设施中的大数据。用户日渐趋向

于将更多的数据（通常是非结构化数据）保留更长的时间，

同时部分应用（包括医疗、工程和财务）将会为数据中心服

务带来重大挑战。

• 通过简化来优化性能。不用持续增加存储和服务器端口，下

一代数据中心可以采用创新的新技术来智能管理和简化您的 

IT 环境。

• 在基础的硬件层面，在云实施中建立信任和合规性。可信服

务器池能够保护最敏感的工作负载，通过系统完整性检查提

供数据，以供控制板用于审核。

下一代数据中心不是……

• 用于替代虚拟化的一套技术。通过将虚拟化服务器与创新的

网络、存储、安全和功耗管理技术组合，下一代数据中心可

为您充分利用云计算的优势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优势

包括降低的运营成本、以及出色的灵活性、可伸缩性和可扩

展性等。

• 解决数据中心中所有难题的方法。网络的使用模式以及存储

容量、安全性和功耗管理仅仅是众多创新技术涌现的起点。

这些技术将可简化数据中心环境，并全面支持云计算。

• 一套用于以特定顺序或配置部署的按部就班的规范型技术。

通过充分考虑最适合您所在组织的云使用模式，您可以规划

如何有效准备您的数据中心，以采用云技术。

• 基于专有系统。此类系统通常具有无法与其他解决方案集成

的封闭接口，并且转换成本也非常高。

下一代数据中心基于开放的、可互操作的方法，为云技术提供

了一个最佳的基础设施。它能够帮助您简化部署和提高 IT 效

率。虽然网络和存储瓶颈可能是下一代数据中心要解决的核心

挑战，但功耗管理和安全性之类的问题也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我们提供的建议借鉴了我们在与 IT 管理人员、云提供商、以

及安全和功耗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合作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

验，以及我们自己的英特尔 IT 部门在构建和部署云技术方面

获得的经验。此外，我们提供的建议还充分考虑了行业领先的

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和独立软件开发商（ISV）在英特尔® 

云构建计划（Intel Cloud Builders3 Program）网站上发布的

解决方案和指导准则。同时，该计划也将继续推出更多可供您

使用的深入指导，包括参考架构、教学以及用于讨论技术问题

的论坛等。

本指南介绍了可解决网络、存储、安全和功耗管理挑战的数据

中心技术。我们将向您介绍一系列的建议，以帮助您高效评估

并在数据中心内实施这些技术。

3 英特尔云构建计划是一项跨行业的计划，旨在帮助企业、电信公司和服务提供商建立、增强和运营安全的云基础设施。

http://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builders-provide-proven-ad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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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豪赌：云就绪基础设施

针对数据中心技术做出正确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有助于使数据中

心做好准备以采用云技术。您需要首先从您当前数据中心的功

能以及您的云计算未来目标的角度，对本指南中介绍的四项技

术逐一进行评估。之后，您可以选择要在自己的数据中心中使

用的技术，或者使用它们来评估要购买的产品的供应商。但

是，请记住，除了这些技术中的每一项技术均可以帮助提高数

据中心效率外，它们相结合后还可以产生与计算、网络和存储

融合相同的全新协同效应。

本指南的剩余内容针对用于未来云的以下技术介绍了相关考虑

事项和建议：

• 统一网络

• 横向可扩展存储

• 可信服务器池

• 基于策略的功耗管理

英特尔的云就绪基础设施经验

英特尔 IT 部门推出了一个多年项目，致力于转移到一个支持

云计算的全新企业架构。4  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高效、自动化

和虚拟化的基础设施，以支持用于办公室和企业计算的私有企

业云，同时为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英特尔

的私有云战略构建于一个实施恰当的技术来支持这些工作的计

划之上。例如，英特尔 IT 部门升级了网络架构以优化数据中

心基础设施，同时更快响应业务需求。5  此外，英特尔 IT 部

门还在其服务器集群的硬件中内建了保护措施，以增强安全软

件解决方案和支持合规性。6

4 Chalal, Sudip 等人。《企业私有云架构和实施路线图》。IT@Intel（2010 年 6 月）。  

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private-cloud-roadmap-paper.html (PDF)

5 Ammann, Matt 等人。《将数据中心网络架构升级至万兆位以太网》。IT@Intel（2011 年 1 月）。  

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center-effici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ciency-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te-to-10-gigabit-

ethernet-practices.html (PDF)

6 《借助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改进完整性检查：英特尔的观点》。IT@Intel（2010 年）。  

intel.com/content/www/us/en/pc-security/intel-it-security-trusted-execution-technology-paper.html (PDF)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private-cloud-roadmap-paper.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center-effici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ciency-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re-to-10-gigabit-ethernet-practices.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center-effici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ciency-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re-to-10-gigabit-ethernet-practices.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c-security/intel-it-security-trusted-execution-technology-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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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网络

随着服务器虚拟化开始支持云环境，局域网和存储网络面临着

更大的压力，需要管理越来越多的流量。IT 管理人员将需要管

理越来越复杂、且虚拟机密度不断增加的数据中心环境，以及

连接更加密集的物理服务器。此外，随着流量规模的增加，企

业将很难在不降低性能的情况下保持可用性，同时管理和扩展

单独的网络和存储结构的成本也将会非常高昂。

一种适用于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全新基础设施开始出现，该基础

设施构建于万兆位以太网（GbE）之上，能够通过扩展处理大

量的流量和简化网络，同时提高性能和保持较低成本。万兆位

以太网解决方案为云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结构，它具有

以下特征：

• 普遍性：以太网连接是几乎所有服务器的标准配置

• 高级虚拟化支持：可实现动态资源分配和万兆位以太网吞吐

量，并支持平台虚拟化增强

• 统一网络结构：可以整合局域网和存储局域网络（SAN）的

流量

通向万兆位以太网的解决方案之路
采用万兆位以太网（10 GbE）解决方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

决大规模流量和数据中心复杂性问题：

• 端口整合 — 简化连接到网络的端口

• 结构整合 — 将多个数据中心结构组合成一个 10 GbE 结构

• 低延迟的以太网 — 在计算机集群内的不同节点之间提供更

高的带宽

• 更大的管道 — 为应用程序提供更多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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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简化

通过走向 10 GbE 解决方案，数据中心可以获得新的机会来简化其网络。企业将可以针对虚拟化进行优化，采用不同的存储方

式，减少布线，以及将多种网络类型融合为一个统一的以太网。

整合端口

10 GbE 解决方案可帮助简化数据中心复杂性的方式之一为整

合端口。目前大多数虚拟化服务器包含 8 到 10 个千兆位以太

网（1 GbE）局域网端口和两个专用存储局域网（SAN）端口

（通常为光纤通道连接）。虚拟化需要连接数据中心的每个

服务器；因此，随着虚拟化程度的提高，连接和布线的复杂性

可能会超出您的能力，无法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提供可靠服务。

通过 10 GbE 解决方案，来自多个 1 GbE 端口的流量可以整合

到一对 10 GbE 端口中，从而降低设备成本并减少布线，同时

仍能满足虚拟化服务器和需要大量带宽的应用程序的需要。

不再有复杂的布线

1 GbE 服务器连接 10 GbE 服务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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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结构

当前，大多数数据中心均部署了独立的局域网和存储网络，并

通过使用基于 IP 协议的光纤通道以及 iSCSI，将存储划分为网

络附加存储（NAS）和存储局域网络（SAN），分别用于支持

基于文件的应用以及基于数据块的应用。

虽然光纤通道可提供企业级的性能并得到广泛部署，但它的成

本也很高，要求不同于 SAN 的独立基础设施，并且每个连接

需采用单独的交换机、线缆和昂贵的主机总线适配器。这一高

昂成本可能适用于需要连接大量物理服务器的环境，但增加虚

拟化将会需要更多的光纤通道设备。维护两个不断增长的独立

结构以提供高度虚拟化的环境所需的连接不仅成本高昂，同时

也非常复杂。

基于 10 GbE 的统一网络解决方案可支持存储和局域网流量共

享一个 10 GbE 结构，承载所有不同类型的流量，包括用于将

服务器连接到光纤通道 SAN 的以太网光纤通道（FCoE）上的

流量。这将可以减少对 SAN 相关硬件（包括适配器、交换机

和布线）的要求，并降低成本和复杂性。此外，最新的以太网

增强功能还可确保实现无损连接和保证重要流量的服务质量

（QoS），而这对于存储而言至关重要。

英特尔的统一网络

英特尔 IT 部门最近将其 90 个数据中心的网络架构升级为 10 

GbE 结构以适应当前的增长，并满足未来的预期网络需求。7   

关键驱动因素包括英特尔办公室和企业计算环境中的服务器

虚拟化和整合趋势，需要高性能的设计计算应用程序的快速增

加，以及互联网连接要求保持 40% 的年增长等。新的数据中

心结构设计可降低数据中心复杂性，减少物理服务器和交换

机，增加吞吐量和降低网络延迟，同时提高适应能力，以全面

满足未来的要求（如增加存储容量等）。虽然服务器成本增加

了 12%，但与 1 GbE 结构相比，10 GbE 结构的每服务器

整体拥有成本（TCO）降低了 18% 到 25%（线缆基础设施

成本降低 48%，局域网基础设施的每端口成本降低 50%）。

英特尔提供的 10 GbE 解决方案采用基于英特尔至强® 处理

器的服务器以及英特尔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 X520。英特尔

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 X520 通过采用标准适配器来支持局

域网和存储流量，而无需使用昂贵的专有融合型网络适配器

（CNA）。此外，这将能够消除潜在的性能限制8，并实现轻

松扩展。英特尔以太网服务器适配器 X520 使用操作系统或管

理程序内建的本机 FCoE 和 iSCSI 启动器来支持英特尔至强处

理器处理存储协议。智能硬件卸载可提高统一网络和 I/O 虚拟

化的吞吐量，并帮助降低系统延迟。

7 Ammann，Matt 等人。《将数据中心网络架构升级至 10 Gb 以太网》。IT@Intel（2011 年 1 月）。  

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enter-effici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ciency-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re-to-10-gigabit-

ethernet-practices.html (PDF)

8 CNA 依赖于专有卸载引擎来处理存储流量。存储流量吞吐量与硬件引擎关联，这意味着性能不会随服务器平台的改进而提高。英特尔的方法可随服务器提升而扩

展，即性能将随服务器的改进而提高。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center-effici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ciency-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re-to-10-gigabit-ethernet-practices.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center-effici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ciency-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re-to-10-gigabit-ethernet-pract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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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可扩展存储

越来越密集的附加存储设备的出现为数字内容的指数级增长铺

平了道路。事实上，在今后十年内，内容量预期每年将保持超

过 40% 的增幅。根据 IDC 的研究，到 2020 年，15% 的数

字信息可能在云中创建、交付到云或者在云中存储和处理。9

2020 年的 
云中数字信息

鉴于此，数据将会以疯狂的速度增加，为数据中心管理人员

带来显著的存储难题。在企业中，非结构化数据是增长最快

的数据，它的变化度很高，在不了解其内容和上下文的情况

下不易进行管理。以前在纸张、胶片、DVD 和 CD 上收集的大

多数内容现在以各种格式（如电子邮件、即时消息、文档、电

子表格、图像和视频）转移到网络上。根据 IDC 在 2009 的

一项研究，此后数年数字信息增长中的 95% 将来自非结构化

数据；剩余的 5% 将由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如财务或供应链信

息）驱动。10

效率更高的数据存储已经成为下一代数据中心的一个必需项

目。除了需要管理增加的数据量之外，数据（许多是非结构化

的）还必须可供立即访问以满足业务、监管和合规性的需要。

传统的文件存储管理系统（如 NAS）成本太高，并且无法高

效地满足需求。

9 《数据世界十年 — 您准备好了吗？》EMC 赞助开展的 “IDC 数字世界调查”，2010 年 5 月。 

viewer.media.bitpipe.com/938044859 264/1 2876631 01  75/Digital-Universe.pdf (PDF)

10 《经济世界萎缩，数字世界扩张》。EMC 赞助开展的 “IDC 数字世界调查”，2009 年 5 月。 

emc.com/collateral/leadership/dig ital-universe/^uuyuu final,pdf (PDF)

潜在的可用共享

整个数字领域

涉及云

云服务

5 ZB

12 ZB

35 ZB

ZB=千万亿兆字节

资料来源：EMC 赞助开展的“IDC 数字世界调查”，2010 年 5 月。

http://viewer.media.bitpipe.com/938044859_264/1287663101_75/Digital-Universe.pdf
http://www.emc.com/collateral/leadership/digital-universe/2009DU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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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环境中的存储低效问题

在高度虚拟化的环境中，当前存在着各种存储低效问题。原因

何在？

• 过度分配：根据最坏情况分配容量（称为过度供应）的方法

致力于确保业务部门能避免容量限制问题。但是，新出现的

问题是利用不足的存储卷不断增加，远多于其实际需求。最

终，虽然配置了所有容量，但其许多容量未得到使用。这使

得大量容量被浪费，同时新的工作负载却缺少容量。

• 完全复制快照/克隆：当在传统阵列上复制或存档过度供应

的卷时，浪费将会加倍。多余的数据被复制和存档，每个卷

中未使用的空间也被备份，使得脱机存储成为存储资源不当

分配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 性能降低：在将数据移动至云中时，将涉及到存储阵列和网

络结构。所涵盖的绝对物理距离可以带来严重的延迟问题。

期望高性能地访问存放在数百英里以外的存储资源的可行性

有多高？假定存在高性能技术，但为关键业务应用以外的其

它方面付出这种成本又是否合理呢？

横向可扩展存储：智能解决方案

数字内容的爆炸性增长和云计算的出现推动了基于容量的横向

可扩展存储云架构的开发。这些“智能”存储解决方案具有诱人

的优势，并为下一代数据中心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解决以下三个

主要的存储难题：数据量的不断增加、低效管理和成本。相比

围绕极其强大、昂贵的定制硬件构建的传统存储方法，智能存

储解决方案将软件和融合型存储服务器组合在一起，可通过高

度模块化、且扩展的解决方案带来高速访问能力。目前有多家

供应商推出了此类基于行业标准 x86 架构、创新且经济高效

的解决方案。

横向可扩展存储不存在通用的解决方案。根据您的组织的需

求，您可以设计解决方案来支持对云计算具有关键意义的三

种基本使用模式：

• 应用数据存储：在业务运营中收集和存储并需要供进一步

处理（例如数据分析）的数据

• 大对象存储：使用应用程序（例如微软 SharePoint* 和 

EMC* Documentum*）以各种格式存储和管理的照片、视

频、缩略图和文档

• 备份与归档：计划的备份，会传输数据到存储（在多数企业

中通常是私有云），但也可能传输到软件即服务（SaaS）

云存储，或者先传输到私有云再传输到 SaaS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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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至强处理器为下一代存储解决方案提供了强大的计算动

力，可全面满足不断增长的云需求。作为一种业经验证的数据

中心构建模块，英特尔至强处理器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了领先的

性能、出色的可扩展性和优异的效率。英特尔至强处理器正被

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存储解决方案中，以支持自动精简配置、自

动数据分层、重复数据删除以及消除编码/跨节点 RAID 等下一

代功能。与基于定制化专用集成电路构建的存储解决方案不

同，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存储解决方案可减轻存储供应商

负担，支持他们更快实现创新和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减少专有

接口的数量，同时推出横向可扩展存储解决方案以降低总体拥

有成本。

智能存储解决方案的优势

能力 说明 优势

自动精简配置 仅在将数据写入磁盘时分配空间（基本上

仅分配所需要的空间）。

• 最大化可用容量

• 最大程度减少过度分配和利用不足问题

• 降低成本

重复数据删除 所有冗余和重复数据都建立索引并替换为

指向该数据单个副本的指针。

• 减少备份量和浪费的脱机存储

• 降低成本

自动数据分层 根据应用需求对企业数据动态分层。将经

常访问的数据移动到采用高性能磁盘的存

储层，而大量不常访问的非结构化数据则

移动到成本较低的层。

• 将数据存储与应用需求保持一致

• 降低成本

消除编码/跨节点 RAID 消除代码（一种前向纠错代码）与跨节点

和地理位置的数据存储一起使用。

• 提供高可靠性以应对磁盘或节点故障

• 低误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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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服务器池

如果您因为安全上的顾虑而对实施云计算犹豫不决，这很正

常。对于大多数考虑云计划的组织而言，安全性是主要阻碍因

素之一。

云计算高度依赖虚拟化，具有弹性边界，可以将企业的范围扩

大到数据中心以外。用于限制和保护数据和平台的传统范围

（通常采用防火墙、物理分隔和隔离）不太适合动态的云架构

模式。

在动态虚拟化环境中建立信任

您可以使用虚拟化服务器的可信计算池在动态环境中建立信

任。这些虚拟化服务器可以由外部实体根据已知的可信签名来

进行验证。这种资源池可以在转移到平台之前为虚拟机提供一

定程度的安全性，并支持在可信池之间进行虚拟机动态迁移。

可信计算池由一组具有出色完整性的服务器依据策略组合而成。

该池可极大地降低使用远程或虚拟化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通过

采用更加安全的平台，您可以增加租户，并将敏感工作负载限于

可信计算池，以加强对这些工作负载的保护。

可信池可阻止受攻 的虚 机（VM ）
造成物理主机之 的相互影 。

VM1a VM2a

用 用

管理程序

硬件

OS OS

VM1b VM2b

OS OS

VM3a VM3b

OS OS

用 用 用 用

管理程序

硬件

管理程序

硬件

受保护的虚拟机迁移

可信池是您的私有云中云安全实践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数据中心运营以及安全措施的一部分。您需要能够

信任构建于同等技术基础之上的公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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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策略的功耗管理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您的数据中心架构的规模故意做得超出定

期的峰值负载，但大多数服务器从未达到其理论上的功耗和散

热要求。有些架构可能会以一定时间间隔大量运行，而一些利

用不足的服务器却仅利用小部分分配的资源。

虚拟化通过减少数据中心所需的物理服务器数量，已帮助缓解

了低效率问题。但是，您还可以通过一组优化技术来实现更高

程度的节约。这些技术可以更好地针对工作负载来平衡资源要

求，从而减少能耗，同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环境顾虑。

能耗成本大约占到典型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约 25%；据麦肯

锡估计，当前数据中心的综合排放相当于整个阿根廷排放的二

氧化碳。11  对于大型的高度虚拟化的数据中心，基于策略的

功耗管理方案可以快速带来回报。

基于策略的功耗管理的五种方式

以下五种使用场景可以在高度虚拟化的数据中心中优化能效，降低总体拥有成本。这五种场景相结合，能够实时监视和限制服务

器、机架、区域和数据中心级别的功耗，以根据可用的电力和散热资源管理总功耗和迁移负载。

11 Kaplan, James M. 等人。《革新数据中心能效》（2008 年 7 月）。 

mckinsey,com/clientservice/bto/pointofview/Ddt/kevolutionizing Data Center Efficiency,pdf (PDF)

使用场景 说明 功耗优势

1. 实时服务器功耗自

适应

深入了解消耗的电力，以便可以根据特定的需求或热负

载来调整 HVAC 输出，而不是冷却到理论上的最大值。

虚拟机（VM）可以从集群中的功耗受限系统迁移到不

受限的系统，或跨集群迁移。

• 管理数据中心热点。

• 减少硬件故障机率。

2. 机架密度优化 最大化可用计算资源，以相同的每机架整体功耗范围支

持更高的服务器密度。

• 减少过度供应电力和散热资源的倾向。

• 通过客户电力分配优化主机数据中心的

机架利用率。

3. 电力负载均衡 通过构建工作负载简档及设置性能损失目标，动态平衡

资源。您可以使实际性能符合服务级别协议（SLA）。

• 提高现有电源的利用效率。

• 更精确地达到 SLA 要求。

http://mckinsey.com/clientservice/bto/pointofview/pdf/Revolutionizing_Data_Center_Efficien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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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功率限制

机架密度 化

服 器功耗 功耗 平衡

机架 1
功耗

机架 2
功耗

机架 1
功耗

机架 2
功耗

机架 1
功耗

机架 2
功耗

机架 1
功耗

机架 2
功耗

恢 / 性策略

面向多个服 器 的
基于功耗自 的支持

力或
散 事件

移
工作

基于策略的功耗管理一览

使用场景 说明 功耗优势

4. 灾难恢复/业务连

续性策略

确定关键业务工作负载的优先地位以继续正常运行，同

时限制非关键的工作负载的功耗，使总体功耗和散热要

求能在 HVAC 故障或功耗激增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减少的

资源得到满足。

• 保持大多数关键业务工作负载的业务连

续性。

5. 减少数据中心能耗 为多个服务级别提供基于功耗自适应的支持，以便在具

有不同优先级工作负载的用户群中执行多个 SLA。

• 满足针对不同用户或不同工作负载的不

同 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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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智能节能技术提供了基于策略的功耗管理能力，涵盖

了可显著节省能源成本的五种使用场景。英特尔智能功耗节

点管理器内建于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服务器中，可以报

告单个系统级别的功耗信息，以供管理控制台以及更高级别

的策略工具管理服务器功耗。此外，利用英特尔数据中心管

理器（英特尔 DCM），您还可以提高服务器、机架、服务器

组和数据中心的节能水平（英特尔数据中心管理器是一种软件

技术，可最高在数据中心这一级别管理服务器组的功耗）。

英特尔 IT 部门已使用英特尔智能功耗节点管理器和英特尔数

据中心管理器，成功地监视和限制了单个服务器和服务器组

的功耗。测试表明，在运行 I/O 密集型工作负载的情况下，

服务器功耗降低了近 20%，同时丝毫无损性能。在这一降

幅的基础上，英特尔智能功耗节点管理器能够动态地平衡功

耗要求，确保整体性能不受影响，证明这种限制可以帮助维

持业务连续性。12

12 《英特尔功耗管理技术助力提升数据中心能效》，IT@Intel（2010 年 2 月）。 

software.intel.com/sites/datacentermanager/power mgmt tech.pdf (PDF)

http://software.intel.com/sites/datacentermanager/power_mgmt_te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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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学习更多信息的英特尔资源

以下参考架构属于《英特尔云构建计划成员指南：基于英特尔平台的云设计和部署》系列的一部

分。这些参考架构均基于实际的 IT 要求，并且提供了详细的说明，以帮助您使用基于英特尔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以及其他英特尔和英特尔合作伙伴的技术来安装和配置特定的云解决方案。

采用戴尔* 和 VMware* 产品的基于策略的功耗管理
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policy-based-power-

management-with-dell-and-vmware-reference-architecture.html

NetApp* 统一存储和网络：10 GbE FCoE 和 iSCSI
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netapp-unified-

networking-guide.html

借助 VMware 增强服务器平台安全性
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xeon-server-platform-

security-vmware-guide.html

采用 EMC Atmos* 的横向扩展存储
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scale-out-storage-

with-emc-atmos-architecture.html

企业私有云架构和实施路线图
在本白皮书中，英特尔 IT 部门为企业确定了一条构建和实施私有云的途径。这是一次向基于云

计算方式的全新企业架构进行的重要迁移。云计算是一种共享式多租户环境，建立在高效的自

动化虚拟化基础设施之上。 

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private-cloud-

roadmap-paper.html

英特尔 IT 部门的 IT 云计算路线图
一段视频（时长 4:30）。在视频中英特尔 IT 部门专家介绍了在英特尔构建和实施私有云的情况。 

connectedsocialmedia.com/5269/an-it-cloud-computing-roadmap-from-intel-it/

英特尔® 云构建计
划成员指南：基于
英特尔平台的云设
计与部署

数据中心设计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policy-based-power-management-with-dell-and-vmware-reference-architecture.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policy-based-power-management-with-dell-and-vmware-reference-architecture.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netapp-unified-networking-guide.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netapp-unified-networking-guide.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xeon-server-platform-security-vmware-guide.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xeon-server-platform-security-vmware-guide.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scale-out-storage-with-emc-atmos-architecture.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scale-out-storage-with-emc-atmos-architecture.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private-cloud-roadmap-paper.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private-cloud-roadmap-paper.html
http://connectedsocialmedia.com/5269/an-it-cloud-computing-roadmap-from-inte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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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重点介绍了统一网络的优势、实现统一网络的方法以及英特尔和三个合作伙伴如何为

企业数据中心客户带来重要的整合驱动型技术。

利用万兆位以太网统一网络简化网络：英特尔与 EMC 的观点
intel.com/content/www/us/en/ethernet-controllers/ethernet-software-compatible-with-

emc-storage-systems-paper.html

向万兆位以太网统一网络的迁移：思科与英特尔引领迁移之路
intel.com/content/www/us/en/network-adapters/10-gigabit-network-adapters/10-

gigabit-ethernet-unified-networkinc!-dsco-paper,html?wapkw=the transition to 10 gigabit 

ethernet unified

基于万兆位以太网的统一网络：英特尔与 NetApp 提供简单、灵活的方法，帮助下一

代存储网络经济高效地实现卓越性能
intel.com/content/www/us/en/network-adapters/10-gigabit-network-adapters/10-

gigabit-ethernet-unified-networking.html

将数据中心网络架构升级至万兆位以太网
诸如服务器虚拟化和整合的数据中心发展趋势，以及设计计算类应用的快速增长对英特尔的

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高性能的英特尔处理器和集群技术在迅速地提高服务器性能，

但英特尔的网络却成了支持更快的吞吐量的限制因素。本白皮书讨论了英特尔 IT 部门如何将

我们的数据中心网络架构升级为 10 GbE 以满足这些不断增长的需求。 

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center-effid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dency-

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re-to-10-gigabit-ethernet-practices.html

准备好迎接云存储了吗？重要考虑事项和获得的经验教训（BrightTalk 网络广播）
这一由存储网络行业协会（SNIA）云存储计划主持的专家组讨论网络广播概括介绍了最新的研

究报告中的数据。现场讨论重点探讨了如何克服采用障碍，以及正在评估云计算的公司所关心

的事项。专家组的成员是一些最终用户（其中包括来自英特尔的 Ajay Chandramouly），他们

介绍了自己在云存储方面的经验。 

brighttalk.com/webcast/679/27865

统一网络

横向可扩展存储

http://intel.com/content/www/us/en/ethernet-controllers/ethernet-software-compatible-with-emc-storage-systems-paper.html
http://intel.com/content/www/us/en/ethernet-controllers/ethernet-software-compatible-with-emc-storage-systems-paper.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twork-adapters/10-gigabit-network-adapters/10-gigabit-ethernet-unified-networking-cisco-paper.html?wapkw=the transition to 10 gigabit ethernet unified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twork-adapters/10-gigabit-network-adapters/10-gigabit-ethernet-unified-networking-cisco-paper.html?wapkw=the transition to 10 gigabit ethernet unified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twork-adapters/10-gigabit-network-adapters/10-gigabit-ethernet-unified-networking-cisco-paper.html?wapkw=the transition to 10 gigabit ethernet unified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twork-adapters/10-gigabit-network-adapters/10-gigabit-ethernet-unified-networking.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twork-adapters/10-gigabit-network-adapters/10-gigabit-ethernet-unified-networking.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center-effici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ciency-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re-to-10-gigabit-ethernet-practices.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data-center-efficiency/intel-it-data-center-efficiency-upgrading-data-center-network-architecture-to-10-gigabit-ethernet-practices.html
http://brighttalk.com/webcast/679/2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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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功耗管理技术助力提升数据中心能效
本 IT@Intel 简介介绍了对英特尔智能功耗节点管理器以及英特尔数据中心管理器的评估。测试

评估了这些英特尔功耗管理技术提高数据中心能效的潜力，并对可能的使用模式进行了验证。

software.intel.com/sites/datacentermanager/power mqmt tech.pdf

高效的数据中心：利用数据中心设备和服务器更新来优化受限环境中的计算性能
本文介绍了 IT 管理人员面临的一些挑战，如功耗限制、不断增加的散热需求以及空间制约等；

同时介绍了管理功耗和散热问题以降低成本的重要性。 

intel.com/Assets/PDF/The-Effident-Data-Center-Server-lnstrumentation-and-Refresh.PDF

《数据世界十年 — 您准备好了吗？》，EMC 赞助实施的 IDC 数字世界研究，2010 年 

5 月。
此项研究探讨了数字化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并预测了到 2020 年时的情况。此研究介绍了 IT 的

消费化（市场中的消费者技术）将会为必须处理这种电子内容的组织带来怎样的压力，并讨论

了可帮助他们应对挑战的新兴技术。 

http://viewer.media.bitpipe.com/938044859 264/1 287663101 75/Digital-Universe.pdf

彻底改变数据中心能效
此报告介绍了部分麦肯锡对数据中心管理进行的研究，指在帮助各组织提高与成本和温室气体

排放方面相关的数据中心能效。 

httD://mckinsev,com/dientservice/bto/Dointofview/Ddf/Revolutionizinc!Data Center 

Efficiencv.pdf

基于策略的 
功耗管理

其他资源

http://software.intel.com/sites/datacentermanager/power_mgmt_tech.pdf
http://intel.com/Assets/PDF/The-Efficient-Data-Center-Server-Instrumentation-and-Refresh.PDF
http://viewer.media.bitpipe.com/938044859_264/1287663101_75/Digital-Universe.pdf
http://mckinsey.com/clientservice/bto/pointofview/pdf/Revolutionizing_Data_Center_Efficiency.pdf 
http://mckinsey.com/clientservice/bto/pointofview/pdf/Revolutionizing_Data_Center_Efficien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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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cloud-computing-technology-for-tomorrows-cloud-planning-guide.html&t=Technology+for+Tomorrow�s+Cloud+Planning+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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