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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快速的 SATA：借助 Aerospike*  
In-Memory NoSQL* 数据库，纵向扩展
高性能多 TB 纯闪存存储
Aerospike — 唯一的 In-Memory（DRAM + 闪存）NoSQL 数据库管理系统。

“AppNexus* 注重运行

规模，同时密切关注该

平台的经济效益。运行

在英特尔® 固态盘上的

 Aerospike 闪存优化为

我们提供了发展业务

所需的合理价格、

高性能、高可靠性和

高可维护性”。

— Timothy G Smith 
AppNexus 技术运营部 

高级副总裁

Aerospike 分布式数据库采用 DRAM 和固态盘（SSD）或闪存 PCIe* 卡，为关键业务

应用提供可预期的高性能。Aerospike 通过管理 DRAM 中的索引和 DRAM 及闪存中的

数据进行纵向扩展，而且，还能够横向扩展,每秒每节点可稳定地以小于毫秒级的延

时处理超过 20 万次交易。Aerospike 数据库首次向业界展示了闪存和固态盘技术如

何作为 In-meomory 计算架构的一部分，为实时大数据驱动型应用提供支持。1

Aerospike 的客户通常在 TB 级别数据集方面需要高交易性能与高可用性。Aerospike 

针对固态盘优化的数据库见证了从 100 GB SATA 盘（每个服务器 4 块）升级至容量更

大的 SATA 盘（每个服务器节点 12 到 20 块）以及规模更小的服务器集群。它甚至支

持客户执行要求最苛刻的部署，减少每个集群的节点数量，同时提高可管理性。这使

得客户可以执行最苛刻的部署以减少每个集群的节点数量并提高可管理性。

挑战

• 通过扩展满足不断增长的容量需求。

随着基础设施达到了容量极限，AppNexus 需要使用新的存储解决方案，以支持公司

发展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 不断上升的基础设施成本和复杂性。

现有的基础设施已增加至每个集群约 50 台设备，导致维护、能耗和运营成本不断上升。

解决方案

• Aerospike NoSQL 数据库采用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

AppNexus 评估了许多固态盘产品，最终选择了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并将

其与 Aerospike NoSQL 数据库配合使用。

成效

• 更大的容量、卓越的性能、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AppNexus 有能力支持业务发展，同时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 降低集群规模。

通过在广泛的 SATA 配置中采用英特尔® 固态盘，AppNexus 将每个集群的规模从大约 

50 台设备减少到 8 台，显著降低了维护、能源和运营成本。



1 Aerospike。www.aerospike.com/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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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pike 亮点

Aerospike 提供了唯一的针对闪存优化的 

In-Memory NoSQL 数据库，可帮助大规

模关键业务应用实现预期的高性能。客

户采用 AppNexus、BlueKai*、eXelate*、 

Trade Desk*、Chango* 和 [x+1]* 等 

Aerospike 产品不断发展业务。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访问 aerospike.com

AppNexus 亮点

AppNexus 提供了功能最强大的开放式、 

可定制广告技术平台，为网络广告领域 

规模最大、最具创新性的买卖双方提供 

相关服务，其中包括 Microsoft* 

Advertising Exchange、Interactive Media* 

（Deutsche Telekom*）和 Collective*。

AppNexus 的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市，在

全球设有九个办事处，雇用了数百名广

告和技术领域的精英。如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访问 appnexus.com

了解有关如何配置广泛的 SATA 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 aerospike.com/intel

查找最适合您的英特尔固态盘。请访问 

intel.com/go/ssd 了解相关的产品信息。

如需深入了解其它英特尔业务解决方案， 

请访问资料室：intel.com/references

解决方案提供商：

Aerospike 的一位客户 — AppNexus* — 提供了一款业界最先进的技术平台，支持公司

建立、管理及优化整个网络广告业务。AppNexus 需要一款具有成本效益的存储解决方

案，实现预期的低延迟和高吞吐量，并能随业务发展而快速扩展。AppNexus 选择了 

Aerospike NoSQL 数据库，并且部署规模已发展到每个群集约 50 台设备。

公司希望增加更多的容量并部署下一代存储系统，所以 AppNexus 希望降低集群的规模

并简化操作。由少量大容量 PCIe 闪存卡组成的架构在价格、性能、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方面没有达到 AppNexus 的要求。AppNexus 发现可通过大量小容量的 SATA 固态硬盘来

获得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成本。此外，与服务器机箱内置的 PCIe 卡相比，服务器前置

固态盘也更容易维护。此外，这款解决方案还能将 Aerospike 集群规模从 50 台设备减

少到仅仅 8 台。

Aerospike 和 AppNexus 选择固态盘使用了什么标准？相关应用和数据库要求为较高的

混合 IOPS 工作负载提供稳定的优质服务。Aerospike 的服务质量标准需要满足一定级别

的 IOPS，同时保持延迟阈值，即完成 IOPS 的百分比小于 1、2 或 4 毫秒。其它标准还

包括固态盘的可靠性和目标供应商戴尔* 提供的可维护性。

测试许多固态盘后，AppNexus 选择了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和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500 系列，并将它们用于 Dell* R720xd* 机架和 H710p* 主机控制器。这种硬件配

置为下一代存储系统以及在 AppNexus 进行 Aerospike 部署提供了基础，可用于管理网

络广告以及实时招投标细分市场中的关键用户信息。

“Aerospike 在 DRAM 和闪存领域的突破性使用模式展示了数据库应用的

潜力，可提供微秒级的用户空间性能以及出色的一致性。 英特尔® 固态

盘技术帮助 Aerospike 等公司颠覆了数据库细分市场、加速商业化应用

并为实时 web 规模应用创造商业价值。”

— Rob Crooke，
英特尔非易失性内存解决方案事业部 
副总裁兼总经理

采用 Aerospike 和广泛的 SATA 配置进行经济高效地扩展

在每台 2U 服务器中配置多达 20 块固态盘的大规模配置中，单台服务器可以经济高效

地提供 16 TB/秒总集群吞吐速率。成本方面，采用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每 GB 

大约为 2 美元；采用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500 系列每 GB 大约为 1 美元。

AppNexus 发现充分释放 SATA 的性能优势需要更改特定配置。Aerospike 努力解决 RAID 

控制器所产生的性能问题。Dell H710p* 等高性能卡使用 LSI 2208*，后者必须利用 LSI 

fast-path* 功能。如果没有 LSI ast-path 功能，只需要四块固态盘便会造成 LSI 2208 出现

瓶颈。凭借 LSI 快速路径，用户可以充分利用 SATA 系统（多块固态盘）的全速优势，克

服 RAID 瓶颈并支持更大型的数据集。利用这种配置，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可

以实现 1 毫秒内读取高达 99％，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500 系列在同一时间帧内读取高

达 98％。这种配置支持采用英特尔® 固态盘的 SATA 系统，因此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提供

像 PCIe 和单层单元（SLC）固态盘解决方案一样的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