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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引领英特尔业务价值
2015 年英特尔 IT 年度业绩报告

从幕后 
英雄到 
决策伙伴



从后台技术支持到参与
企业战略统筹
IT 推动英特尔的真知灼见和卓越运营

欢迎阅读英特尔 IT 年度业绩报告。在过去 12 个月里，我们看到了大量由技术

引发的、具颠覆力量的变化。企业与以往并不一样而且不断在改变。如今，每

家企业都是与技术有关，数据是其关键资产，并由服务推动盈利。随着各行各

业完全重塑自身之际，领先的企业正在有效利用技术来改造市场、与合作伙

伴、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以及工作流程。到 2020 年，互联设备数量预计将

从 150 亿增加至 2000 亿。企业的 IT 服务将会有无与伦比的机会去影响企业

如何采用技术来创新。本期的报告强调了推动我们整个企业快速创新的技术发

展趋势，介绍英特尔 IT 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创造业务价值，推动组织变革。对

于我们而言，从后台支持走向参与企业战略计划是将英特尔 IT 置于业务成功的

核心，并在我们专注于信息安全和保护资产的过程中提供适当的监督和治理水

平。随着这份责任越来越重要，同时亦提供了机会让我们提供关键战略决策的

思想领导力，从而为企业带来新的业务价值。

为了加速增长，赢得业务合作伙伴的信任至关重要，而信任是通过后台的持续

卓越运营才可获得。英特尔 IT 制定的战略投资计划都以配合公司的业务目标为

准来实现预期的业务成果，并揭示提高业务价值的新机会。这些机会为英特尔 

IT 提供了一个与各业务部门对话的发言权，在实现主要目标之际，同时亦转变

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从而推动了英特尔的增长。

英特尔 IT 乐于分享有关推动企业增长和创新的观点，从提高工作效率的解决方

案、企业的快速数字化到对网络安全的日益关注。未来，我认为每个行业的 IT 

领导者拥有在后台和企业最高决策层中贡献其独特观点的绝佳机会。请您认真

阅读一下这份报告，了解有关英特尔 IT 如何掌握新机遇来满足全球不断变化的

市场需求，以及我们如何与合作伙伴进行这项工作。请在 Linkedin.com/in/

kimsstevenson 和 intel.com/cn/IT 上与我分享您的见解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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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人均 IT 支出（美元）

轻松开展有效的会议。

已开发的移动应用
数量

在 71 个 IT 站点的 6,319 名 IT 
员工为英特尔分布在 72 个国家 
153 个地点的 104,820 名员工
提供了服务

效率

英特尔：从幕后英雄到决策伙伴
在预算要求下成长，同时创造业务价值

IT 支出占营业额的百分比

目标<2.40%

’15

’14

’13

  

2.6
 

238

164

’15
’14
’13

500 多个
创新的无线

会议室

使用云进行产品测试的时间

全球 100 中
在速度上排名第 81 的超级
计算机

网络安全

1220 万次
填补漏洞

以应对安全隐患

2.25 亿
恶意软件阻挡的数量
成功防止网络攻击

130 亿
每天处理分析的安全事件

以检测威胁

将技术作为移动员工的作用点

存储容量加倍

’15

’14
’13

员工高效办公所
使用的计算设备

提升数据中心效率

      144,040

84,379
58,863

高效的成本节省
为英特尔带来

巨大的业务价值

的产品设计周期
缩短，是优化全球
服务器容量的成果

便能从互联的数据集
获得洞察，以前
要花数月时间

 25 – 30%

只需数天

8 亿美元

缩短了 
3 至 4 周

’15

’14

’13

149,632 台
移动电脑

15,355 台
台式机

4,800 块
平板电脑

50,100 部
智能手机

57

在我们数据中心中运行的服务器数量

       143 PB 

106 PB
 72 PB

 2.7

         

13,500
           13,600

13,000

 2.5

 ’13/’14 年的数据进行了修改，
   加入已整合的全资子公司的 IT 支出。

目标 12,900 *

’15

’14

’13



4分享

通过创新来提升工作效率

与大多数在世界各地拥有员工和客户的环球企业一样，我们面临着以一种轻松、安

全的无线方式提升生产力的挑战。与分布全球的员工、合作伙伴和各方面的资源通

力合作，推动协作和效率的创新仍然是英特尔的业务重点。英特尔 IT 改进会议用的

技术功能、验证供协作用的产品与测试解决方案，提供了可消除实现战略业务目标

障碍的服务，从而赢得了企业的信任。在整个企业中，英特尔 IT 的服务深深植入在

各业务部门中，并参与企业领导的各样会议，贡献能帮助推动英特尔的战略方向的

专业技术知识，并构建立更具效率的协作方式。

构建更具效率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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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准备会议 

明显易见的工作场所领域（如会议室）内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获得员工的正面反馈，

并在内部提升了对英特尔 IT 的认知。世界各地的员工协作对于英特尔快速创新和响应

市场机遇的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支持快速、轻松、无线和安全协作的解决方案

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为此，英特尔 IT 通过企业级的信息安全功能、远程管理和更低的

总体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简称 TCO）影响了创新协作能力，支持专

业人士轻松启动和开展会议。

有线连接和多个适配器会延迟会议室的信息共享效率，维护也需要巨大的开销。为支

持越来越多的移动员工并增强协作和工作效率，会议启动和运行的环境必须包含网络

不能中断的信息访问、灵活的工作方式和多种移动设备类型。为了支持更快速工作，

我们为英特尔会议室创建了全新的模式。我们的协作技术使用可管理和安全的网络连

接，以及全新的英特尔® Unite™ 软件作为 “会议室中的 PC”，让与会人员可以通过多

种设备和平台共享内容和创意。

我们的解决方案采用软件定义基础设施（software-defined infrastructure，简称 

SDI）的方法来部署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的 PC 作为室内和远程协作体验

的中心。现有协作应用的插件不受厂商的设备所限，可提供更大的选择、定制和使用

未来的设备。全面实施后，这款解决方案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整合数据、音频和视

频会议，从而增强全球协作。这将允许与会者无线共享会议室内的资源，如显示器和

多点触控交互式白板。

我们的会议计划证明，一个经济高效、基于标准硬件运行的 SDI 框架可轻松实现扩

展，与特定厂商的显示屏、音频和视频解决方案比较，更为灵活和信手可得。我们

发现，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的 PC 解决方案，可以达到最高水平的安全保护、

用正确的方式封锁和安装补丁，从而能够满足整个企业的安全要求。在管理方面，

在许多业务计算设备中已有的英特尔® 博锐™ 技术。其中的英特尔® 主动管理（Intel® 

Active Management，简称 Intel® AMT）实用程序用作提供的远程支持。

从支持的角度来看，我们尚未遇到过需要现场技术人员进行物理交互的案

例。通过远程管理功能和安全特性，我们可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简称 TCO），同时对英特尔的知识产权和机密信息提供更出

色的保护。

会议准备的时间从几分钟变为几秒，缩短了与会者加入会议的时间。事实上，89% 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其他人推荐这款解决方案。基于试点项目的成功，我们正在世界

各地的英特尔园区实施这些新的会议室，旨在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申延至提供上文下里

的帮助。会议室创新仍是 IT 促进员工工作效率与协作的巨大机遇。在工作场所中在明

显的领域启用具创造力的解决方案，员工、IT 和首席信息官可以通过在全球的 IT 服

务中模拟这些创新的概念来获益。

89%
会推荐

只需
几秒

会议准备时间

与会者表示他们会向其他人推荐

我们的会议解决方案

将会议准备时间从几分钟缩短为几秒

轻松开展有效的会议

500 多个

具创新特色的
无线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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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云扩展测试能力并加速产品周期 

不管任何行业，产品领先地位意味着将高质量的产品先于竞争对手推向市场。在参与

发布新产品的各方之间协调产品测试的过程中，极充满挑战。漫长的验证周期可能延

迟产品上市时间。作为我们的产品加速计划的一部分，英特尔 IT 运用尖端技术来扩展

新兴的云技术并将其与软硬件相结合，从而创造了一种端到端跨地域产品测试能力。

为此，英特尔 IT 消除了原本现状的障碍，支持测试扩展屏幕场景，这在以前是无法实

现的。把不同的业务部门和企业带到一个协作环境中，他们可以更快速地工作，从而

加快产品上市速度，帮助我们的业务变革。

这种 ‘始终连接’（“always connected”）的测试环境使设计验证师和工程师能够按需

实时访问验证平台。在产品上市前，产品开发团队使用各种验证引擎测试产品质量。

而此前，个人开发团队使用昂贵的模拟器资源和本地托管来测试。英特尔 IT 与设计团

队通力合作，在英特尔云中提供这些集中式的共享资源，并将其优化，使其能够应对

多个产品开发团队的需求高峰。为此，产品验证周期得到了改进。

随着 iLab 的推出，英特尔 IT 创建了一种将测试实验室置于云中的创新解决方案。 

英特尔工程师使用 iLab，可以在数分钟内创建复杂的验证环境，无需再耗费数天或数

周。英特尔 IT 部署了一个虚拟基础架构，并将其与测试的物理实验室系统相结合来建

立供产品验证、按需使用的云，全球各地的工程师都可以实时访问和协作，从而快速

寻找产品问题和将其解决，并改进验证和发布产品的整体时间。

英特尔 IT 把这个概念沿用到设备制造商和其他外部合作伙伴。订立了将产品认证流程

缩短 3 至 4 周的预期结果后，我们创建了一种极为容易使用的解决方案。此方案支持

英特尔的客户端计算业务部门和英特尔 IT 与设备制造商和微软（Microsoft）实时协

作，从而缩短产品验证的 TPT。这套流程有助于英特尔的客户端计算业务部门实现积

极的平板电脑销售目标，同时保护英特尔和英特尔合作伙伴的专有信息。根据成功的

合作经验，微软和英特尔进一步把其中一个接入点扩展到微软的雷德蒙德

（Redmond）实验室。这两个团队现在一起验证和调试产品，紧密合作，从而进一

步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3–4 周
的改进

产品验证周期缩短了 3 至 4 周

英特尔 IT 部署了一个
虚拟基础架构并将其

与处于试验阶段的物理
实验室系统相结合，

创建了一个按需验证云
供英特尔分布全球的

工程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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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IT 在改进英特尔产品质量方面的作用 

越来越多由员工选择的无线计算产品出现在企业环境中用作处理日常工作。英特尔的

客户希望他们的无线基础架构能够支持多个接入点的个人设备。此外，这些无线基础

架构需要兼容多种设备和连接协议。复杂的计算环境和手动内部测试会延长产品发布

周期。作为英特尔新无线产品的先锋用户和测试者，英特尔 IT 能够帮助业务部门满足

市场需求。

通过自动化的内部测试，IT、英特尔无线连接解决方案（Wireless Connectivity 

Solutions，简称 WCS）部门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 IoT）部门之间

开展了战略合作，以此提高生产力并简化无线客户端状态的维护。这种协作使 IT 对 

WCS 和 IoT 部门的业务和产品都能更及时、真实和深入了解，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并加

快上市速度。

手动测试流程过去需要耗费 60 分钟来确定和分析系统中的每个错误，而现在

的自动化内部测试只需 5 分钟，这样每 1000 个用户可节省 37,500 个工程

师小时。在使用自动化测试系统的前 6 个月中，我们解决了 30 多个问题，

这相当于节省了我们在重现问题和调试问题方面的浪费，成本接近 128,000 

美元。此外，将多个数据源的信息可视化，让用户对信息更容易理解和划分

优先级，并及时解决影响重大的问题。

通过 “ONE IT” 

彻底改变 IT 服务交付

为建立一个卓越服务基础，并为 

IT 和业务部门之间营造一个互相

信任的协作环境，任何机构的 IT 

都需要了解业务以调整目标。

英特尔 IT 非常重视这种配合行

动，因此推动了 “One IT” 文化

来解决交付最高业务价值的责任

问题，并通过单个接触点建立效

率。加速跨平台产品的上市时

间、教育和沟通以及削减平台成

本是 OneIT 的主要成果。我们为

每个业务部门都分配 IT 业务关系

经理（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r，简称 BRM）来协

调。BRM 熟知业务战略，并影响 

IT 对优先事项作相应调整。例

如，我们为英特尔的联邦业务部

门分配了一个 BRM，大大提高了

卓越合作分数，全线获得满分。

在共同解决业务问题的过程中建

立了信任，并增加 IT 在业务战

略会上占得一席之位的机会，让

我们由此提供可帮助实现英特尔

企业目标的解决方案。

由于在改进英特尔无线产品的发布周期和无线客户端状态方面取得成功，促使我们与

其他产品开发小组开展合作。随着我们扩展该计划，一些复杂的问题将受到考虑，如

跨产品对用户的影响和多个配置子集。自动化内部测试在实际的工作环境进行，从而

提供一个受控测试实验室无法提供的视角。

IT 领导力金字塔

业务变革

业务价值

卓越运营

类似 “One IT” 的计划为服务交付 

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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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企业的变革
深化解决方案来感知和响应市场需求

为了应对加快产品上市的持续压力，英特尔 IT 正在投资多种大数据分析技术，以推

动形成一种集成、经济高效的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简称 BI）方法。

对于英特尔而言，芯片设计的复杂度不断迅速增长，提供了一个使用分析数据的方

法来加速产品上市的挑战和机会。我们将继续改变我们收集、采集、转换、计算和

呈现数据的方式，从而推进我们感知并响应业务需求的能力。英特尔 IT 使用帮助

降低成本的先进技术，优化设备利用率，提高数据中心性能，并通过高级分析提供

高价值的战略业务资讯。随着我们采用强大的高级分析功能，IT 与我们的业务合作

伙伴共同制定支持其愿景的战略投资计划，从而使整个企业文化都在发生转变。高

级分析技术可以为销售和营销部门及时发现业务机会，因为它们能够提供个性化的

客户体验，并充分利用我们在营销自动化和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ship 

management，简称 CRM）方面的投资。工厂制造亦使用增强的传感器功能和大

规模数据分析，利用大量的实时数据提高效率。基于内存的数据处理提供出色的预

测分析能力，可节省数百万的库存成本。我们的数据中心拥有全球公认的速度和效

率，是使英特尔能更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的的核心能力。英特尔 IT 在满足业务重心

方面拥有充分经验，可为我们业务部门的高层策略讨论带来战略价值，并揭示了推

动业务发展的跨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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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数据加速决策

数据分析功能。销售和营销集团（Sales and Marketing Group，简称 SMG）和 IT 

团队共同利用具颠覆力的高级分析技术，为英特尔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收入，提高了

英特尔的生产力和运营效率。

在销售和营销管道中，高级分析解决方案可将数据连接起来，从而充分利用我们在营

销自动化和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简称 CRM）领

域的投资。数据分析项目使用一个基于 “数据湖” 模型将不同的数据集集成连接的分

析平台，每季度约节省 170,000 美元。销售部门的技术工程师在一个电子设备的设

计中，产品被成功获取使用，为英特尔带来 576,000 美元的收益。这个经验让我们

理解到互联的营销和销售数据集如何帮助识别业务机会，扩展渠道覆盖，并赢得最终

销售的机会。

为了有效、经济地管理不断增加且日趋复杂的渠道客户，SMG 和 IT 创建了一款名为 

SMART 的预测分析解决方案，从而拓展英特尔在渠道中的业务范围、关系扩展和收

入增加。SMART 使用高级分析和机器学习能力为优化的营销活动推荐战略，让我们

的销售团队和经销商能够确定目标客户和向他们推荐适当的产品。这款应用在过去两

年中将业务收入提高了 1.75 亿美元。为了使产品在电子设备设计中更成功被广泛采

用，我们在云中的 CRM 转型利用描述式的分析。从这样的分析中，我们的销售团队

能够从未获成功的销售机会中吸取经验教训，并运用这些知识来量身定制合适的行动

以取得未来的成功。互联数据支持分析洞察，将客户更为细分，从而让销售人员与客

户就与其相关的重要内容进行更有意义的交流探讨。另外，从社区博客的文本挖掘可

获取的更多及时的资讯，能帮助更快速解决客户支持问题，从而提高客户忠诚度，并

让我们的客户服务代表提高工作效率。

凭借传统的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简称 BI）数据仓库，我们在数据分析

之前用了 70% 的时间定义模式，然后执行提取 - 转换 - 加载（extract-transform-

load，简称 ETL）的程序向业务用户提供数据。事实上我们发现，向数据收集和分发

流程中添加单一属性大约需要 3 名员工和 6 周时间。凭借集成分析中心（Integrated 

Analytics Hub，简称 IAH）平台，我们利用动态模式演变，现在我们无需增加员

工数量，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即可完成在现有数据源添加额外的属性。随着 IAH 从 

140,000 个数据源获取各种格式的销售和营销数据，业务价值倍增。通过向英特尔

的销售和营销部门提供自助式商业智能，IAH 转变了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将获得资

讯的延迟从数月缩短为数天（有时候甚至仅为 24 小时）。IAH 支持多款商业智能前

端工具的访问，允许用户在其喜欢使用的设备中获取数据，从而解决了企业的当务之

急。自助式可视化、报告和仪表盘可加速发掘商业智能。

每季度
节省

170,000 
美元

市场营销使用 IAH 后的数字媒体费用

IAH 将获得资讯的延迟从数月缩短为

数天，有时候甚至仅为 24 小时

IAH 降低延迟

从数月
到数天

50%
减少

所需时间
实施 IAH 后，为复杂的查询而对齐

数据定义和为复杂问题建模的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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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数据的潜力来改进工厂制造效率 

几十年来，英特尔的工厂系统不断以越来越低的单位成本实现更多的计算功能。英特尔

的工厂制造 IT （Manufacturing IT）工程师利用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 

IoT）的感知能力以及大规模数据分析工能，继续遵循摩尔定律（Moore’s law）更快

速地将更经济、体积更细小的产品推向市场。协调全球制造业务、收集和集成数据，

并采用分析方法来应对呈爆炸式增长的数据量可创造巨大的业务价值。工厂制造 IT 部

门帮助为英特尔带来最大投资回报的工厂决策划分优先级。工厂的 IT 工程师通过三个

步骤，实现了物联网和大规模数据分析的价值：分析海量数据、识别最有价值的数

据，以及以制程工程师、产量工程师和工厂管理人员希望用的方式的汇总数据。

借助从每个工厂的设备中所收集到的传感器数据，工厂制造 IT 数据分析团队开发了一

款能够每日处理超过 50 亿传感器数据的工具。这款工具能够检测故障，在任何位置

为任何设备平台提供基于 HTML 的可视化报告，从而帮助工厂工程师区分严重的和非

严重的错误。HTML5 支持点击式访问信息，这是用户选择和操作内容最常见的方

式。高级分析报告帮助识别在生产线内哪里可以作出有意义的改进。工厂工程师得到

已分析的数据和自动划分的优先级，无需手动查看数千个图表来发现生产线上有何问

题。这样不单可提高效率，并能提早和加快解决对设备的可用度和产出量会有影响的

问题。凭借这种基于工具的方法，工厂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现在只需 30 秒即可获得过

去需要 4 小时才能生成的分析报告。此外，英特尔 IT 提供的建模功能中的 “场景假设” 

加上高级分析技术，为工厂规划流程贡献了业务价值，帮助缩短了晶圆生产时间。预

计到 2017 年，这种能力将会在每季度节省 160 小时，并将开支降低约 1 亿美元。

物联网（IoT）正在使有用数据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利用大量数据获取切实可行的洞察

力，可为工厂创造业务价值，是英特尔的一个竞争优势。通过不断提高英特尔的物联

网感知能力，英特尔 IT 正在将分析功能推动至更接近于边缘的设备，从而加速对情况

深入了解并节省数百万成本。IT 与工厂制造部门合作，继续提供一个所有传感器都经

无线连接到网络的制造环境，并使用边缘设备分析的工具来发现即将发生的设备故

障，并自动执行工厂维护和库存管理流程。

30 秒
分析

工厂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只需 30 秒,

即可获得过去需要 4 小时才能生成

的分析报告

半导体制程设备数据

能够根据标准和参数进行过滤

晶圆数据

集成制造数据

工厂环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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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内存处理来加速业务决策 

在这个快节奏的商业世界里，快速制定数据驱动型决策对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与

大部分企业一样，英特尔需要经济高效、有意义的实时数据，从而推动更快速地制定

明智的业务决策。

英特尔 IT 部署了一个内存数据处理平台，在企业应用和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简称 BI）环境中进行整合、简化并提供了显著的效率。内存处理提供

实时预测业务分析能力，支持即时响应市场调整，可节省数百万库存成本。库存优化

预计在 2015 到 2016 年间将实现 3700 万美元的节省。我们还有望将管理数据处理

所需投入的人力减少 45%，支持员工在企业内专注于以创新方式使用实时数据。

更深入地了解内存处理 

英特尔 IT 的内存数据平台将数据库软件与预先调试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硬件相结合。使分析、空间处理和流处理在单一

环境中运行。该平台能够帮助加速获取商业智能，预期未来机遇和风险，并

快速应对业务变化。

与在磁盘上存储数据的传统数据库相比，该平台完全在内存中运行，因为无

需重新加载或改写数据而能更快速地访问和计算。在内存容量方面，英特尔® 

至强™ E7 产品家族服务器共有 72 个内核（4 路服务器中各有 18 个内核），

每路能够支持 1.5 TB 的内存，石破天惊的每秒 2520 亿行扫描和每秒 9 亿至 

10.8 亿聚合。这确实可以推动极其快速的扫描。借助英特尔® 至强™ E7 产品

家族服务器和内存数据平台，令我们惊喜的是数据处理和分析的速度可以与

用户和设备生成这些数据的速度相当。

英特尔 IT 首次实施内存处理解决了传统的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简称 SCM）限制 —— 多个数值变化、延迟以及需要协调和提供其后

商业智能的分散信息。这一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向单一的端到端 CRM 解决方案集中的

机会，这款解决方案可提高财务分析、供应链规划和业务仓库数据处理方面的效率，正

在全面转变英特尔的 SCM。我们使用新的内存数据平台规划的 SCM 环境，将更有效

率去处理大量的实时商业智能数据分析，和帮助应用之间的数据交互更为迅速。

内存处理的关键结果

• 数据库容量规模减小 63%

• 处理速度加快 40%

• 关键业务应用运行时间缩短 24%

• 批处理作业的运行时间平均缩短 24%

• 数据仓库查询的整体速度加快 62%

• 前 10 种次数最多的数据处理平均响应时间缩短 47%

45%
减少

所需资源
管理数据处理所需的资源

库存优化预计
在 2015 到 2016 年间
节省达 3700 万美元。

欢迎 | 效率 | 数字化 | 网络安全 | 结论



推动高性能计算更上一层楼 

设计英特尔微处理器需要占用大量的计算资源，每一代的芯片制程技术的需求正在

增长。英特尔 IT 采用了高性能计算（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简称 HPC）

来应对如此庞大的计算规模，在计算性能、系统可靠与成本节约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改

进。自完成部署至今，我们的 HPC 环境成功支持了超过 90 倍的计算需求增长，并且

将系统稳定度提升了超过 64 倍。

作为我们从战略上转变数据中心以实现这些显著业务成果的工作的一部分，英特尔 

IT 采用设计最佳实践，将两个空闲的晶圆厂转变为极其节能的高密度 5+ MW 数据中

心。我们为每个数据中心配备了极其独特的设计与散热技术。这些数据中心以最低的

每千瓦（kilowatt，简称 kW）成本运行，旨在以创新的方法利用未使用的建筑空间和

现有的环境条件下实现资源节省。更高的冷却和电力密度将能够支持我们满足电子设

计自动化工具因越来越复杂而快速增长的计算需求，同时亦为应用需求提供高计算效

率。我们新设计的水冷数据中心的容量达到了所有现有的高密度和英特尔传统数据中

心的功率。

位于圣克拉拉（SantaClara）的数据中心使用自由空气冷却，每年可节省保持服务器

冷却所需的 4400 万加仑水，并每年节省超过 1000 万千瓦时的电力。这座数据中心

在全球 500 强超级计算机名单上位于第 81 位，平均电源使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简称 PUE）为 1.06 PUE（行业平均值为 1.80）。凭借行业领先的每

机架 43kW 服务器机架密度，安装在这些新设施中多达 60,000 个英特尔® 至强™ 处

理器的服务器，它们比上一代的计算平台提供高出 51% 的每核性能，帮助我们显著

提高计算密度。

英特尔 IT 负责运营的圣克拉拉数据中心主要专注于芯片设计，拥有极高的服务器利用

率 —— 平均大于 90%。利用率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绩，主要是致力于把计算工作

负载列队的软件优化，把工作有效分配到可用的服务器容量。能够充分利用每个计算

工作负载的话，便无需为流量达到意外峰值而预留额外的容量。

英特尔的 HPC 经历了 5 代的发展，实现了越来越复杂的英特尔芯片流片（tapeout），

将流片时间从 25 天缩短至不到 10 天。当年在第一代 HPC 环境的英特尔芯片产品流

片，就实现了 4,472 万美元的投资回报。HPC 团队团结刻苦，勇于担当，纪律严明，

采用的技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将新产品投产成功为最终目标。

PUE 为
1.06 的 

    电源使用
效率

预计到 2018 年，英特尔 IT 数据中
心的负载功率将达到 70 MW，而如

今只有 43.5 MW

2018 年
负载功率

为 70 MW

节能的数据中心设计可帮助降低运营成本

130,000 多个

至强
服务器

凭借 1,000,000 个内核和 25% 的年度同

比计算增长率，看英特尔 IT 如何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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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高性能计算和高级分析技术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在如今的竞争环境中，企业继续面临着将具有成本竞争力和差异化的新产品更快速地

推向市场的压力。市场领导地位属于那些以合理价格为客户提供所需产品来超越竞争

对手的企业。英特尔 IT 提供可将产品开发周期缩短 15 周的计算平台和解决方案，为

英特尔实现加快产品上市的目标贡献了巨大的业务价值。

为了不断缩短产品上市时间（time to market，简称 TTM），考虑到日趋复杂的英特尔

芯片设计，英特尔 IT 提供了一个全球协作框架，为多款系统单晶片（System on a 

Chip，简称 SoC）和 IP 模块的硬件和软件并行设计所使用。基于英特尔的存储、基

础架构组件和计算能力提供了一个可靠、容易扩展的高性能计算（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简称 HPC）环境，可将产品开发能力提高约 25%。

在我们的数据中心中，将单路服务器和容易高度扩展服务器的配置配合，可将产品设

计速度和架构验证流程加快 25%-30%。将我们分布世界各地 120,000 多台服务器

的计算能力汇集成为全球仿真框架，我们的设计中心可应对突发容量，并在较短时间

内提供最佳的内存和计算能力。机器学习和预测分析推动测试优化，在保持最佳的测

试覆盖率和质量之际，同时减少测试工作总量。通过系统单晶片 SoC 硬件和所需软件

的并行设计和测试，可在产品开发周期的早期捕捉 15-20% 的错误，从而改进产品质

量，避免重新设计并保障产品平台按时交货。

在与产品开发团队合作中，英特尔 IT 应用实时数据分析技术提供独到和可执行的资

讯，加快产品上市的业务决策流程。在 2014 年，我们与关键设计与制造团队合作，

将英特尔的芯片产品上市时间缩短了 12 周。在 2015 年，不但邀请我们协作的项目

开发团队数量翻番，而且我们在一个重要的新设计项目中将上市时间缩短了超过 15 

周。由于提供具有数据支撑的卓越解决方案，英特尔 IT 在主要由我们在公司内的业务

伙伴参加的董事会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来看，英特尔 IT 与战略产品开发团

队通力合作，而我们内部的目标一致，继续扩展技术解决方案并加速推动业务发展。

新产品开发的步伐
推动了不断增长的
计算需求，高性能

计算能力每年
增长约 25%。

  25–30% 
缩短

设计周期
优化计算工作负载和服务器容量可将

产品开发周期缩短 25%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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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软件定义的基础设施提升运作灵活度和成本效率

首席信息官面临的持续挑战包括降低资本支出，提升 IT 效率和服务质量，以及令 IT 

提供的服务更灵活运作。英特尔 IT 努力向软件定义基础设施（software-defined 

infrastructure，简称 SDI）演进，以提升灵活运作和成本效率，在计算、网络和存储

环境中为我们的业务部门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

我们的 SDI 之旅起始于软件定义计算（software-defined compute，简称 SDC），

并实现从了专属的固定功能 RISC Unix* 计算环境到灵活的英特尔® 架构和 Linux* 计

算环境的转变。在最初五年，这项转变帮助我们累计节省了 14 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服务器细分可进一步支持计算工作负载的自动化，以满足设计（Design）、办公

（Office）、制造（Manufacturing）与企业（Enterprise）（我们称之为 DOME）

关键业务职能的需求。

为进一步实现我们的愿景，我们在努力发展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简称 SDN）和软件定义存储（software-defined storage，简称 SDS）。 

SDN 可将网络配置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分钟，并通过任务自动化功能将自助服务环境

中的网络创建流程简化，从而提升数据中心中虚拟机的业务价值。我们将网络从专属

硬件转变为通用硬件后，成本降低了超过 50%。英特尔 IT 还帮助开发了开放标准的

企业级 SDN 控制器。为了进一步节约 SDN 成本和提升管理效率，开源交换机软件需

优先部署。尽管已开始在试点环境中测试开源 SDN 软件，但我们会继续寻求与多家 

OEM 合作，直到具备企业级支持的通用软硬件能被企业用户接受。

存储是最后一个需要向 SDI 演变的数据中心环境。SDS 将帮助我们实现日常任务自

动化，并从专属的软硬件集成设备模式向基于标准的软硬件分离模式转变。在 SDS 

演进的早期阶段，我们的共享文件存储试点项目相比使用专属设备将设备成本降低

了 50%，同时不会造成任何性能下降。

SDI 可将我们的数据中心转变为统一的节能设施，它包含基于开放标准、灵活且经济

高效的系统，可满足英特尔关键业务职能：DOME 的业务需求。

尽量提高存储设备的 
性价比

英特尔 IT 已经在客户端环境中 

全面部署了英特尔® 固态硬盘

（Solid State Drive，简称 

SSD），并在我们的数据中心加

快采用。可靠、安全和高性能是

英特尔® 固态硬盘的公认优势， 

但从更深层次去看，我们发现 

英特尔® 固态硬盘的影响比最初 

预期的大。由 IT 提供的设备中

所部署的英特尔® 固态硬盘为员

工提供了一种更良好的计算体

验，并提高了员工满意度。例如

更快的启动时间，更流畅的多任

务处理，以及由英特尔® 固态硬

盘 IO 性能提高而带来的大数据集

分析能力。与硬盘（Hard Disk 

Drive，简称 HDD）相比，使用

固态硬盘时，由于因为硬盘故障

减少了 8 倍，服务台的服务支持

次量亦下降。英特尔® 固态硬盘

的安全优势包括即时数据加密从

数小时变为数分钟，并可从安装

了 McAfee ePO 的单管理控制台

管理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而在服

务器方面，越来越多固态硬盘用

于供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简称 

EDA）的高性能计算（HPC）

环境中，从而降低成本并提高容

量。我们在本地存储的虚拟化服

务器中使用单块 SSD，而非双镜

像硬盘。由于固态硬盘技术在很

多应用中不但提高了计算性能，

还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简称 

TCO），我们正在积极评估在越

来越多样化的数据中心环境中充

分利用固态硬盘优势的新机会。

存储
网络
计算

完全发展成熟

数据中心环境中 SDI 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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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保驾护航
采用综合的企业安全方法

网络安全问题频现现已成为新常态。在所有行业，安全威胁的数量持续呈指数级

增长，信息泄露和资料曝光次数的记录不断被打破。英特尔安全产品部门发布的 

McAfee Labs 2016 年安全威胁预测报告中，预计用户数量到 2019 年将增加 10 

亿，智能手机连网的数量增加 26 亿，IP 连接设备数量增加 81 亿。在潜在目标激

增的趋势下，恶意软件的复杂度及绕过安全防御措施的攻击方法将不断增加。

网络安全不再只是 IT 问题，而是整个企业的风险管理问题。如今，数据对于各种

威胁实施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有鉴于此，企业需要在上至最高决策层到所有级别都

进行网络风险管理。英特尔 IT 各领导常常从我们的信息安全战略开始讨论。我们

的战略基于三大支柱：可信任的架构，员工安全培训和意识以及灵活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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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检测纠正

出色的应变能力需要全面的安全功能

有对象目标的安全威胁需要全面的安全防御措施 

网络威胁可分为两类：恶意软件及其变体等传统威胁，以及极其复杂的高级持续不断

的威胁（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s，简称 APT）。防御多数攻击需要结合相关技

术、工具和流程，制定并保持强大的安全防御措施。今年，英特尔 IT 的安全基础架构

阻止了超过 2.25 亿个恶意软件事件，每天记录超过 130 亿个安全事件，而且应用了 

1220 万个系统补丁。我们还需要处理各种工作，如为 Web 服务安装补丁、锁定多次

登录失败的用户、过滤邮件附件、检查来自和发送至云的文档、持续更新反病毒软件

等，不一而足。

英特尔 IT 认为借助可信任的安全架构能有效防御传统威胁 —— 大概占所有威胁的 

99%。而强大的安全架构则可帮助我们将资源集中用于防范剩下的 1% 威胁 —— 也就

是复杂且不断演变的 APT。这些 APT 通常是精心策划和持续的黑客攻击进程，使用的

恶意代码为特定的目标机构、用户数据或知识产权发起攻击而特别制造。此外，这些高

级攻击会有意消除痕迹，数天、甚至数月可能都无法被检测到。

随着新攻击方法变得日益复杂，我们的企业安全架构也要不断改进。我们积极主动使用

新技术、流程和技能来捕捉复杂的、有目标的威胁。我们将监控功能扩展到整个企业

中，并增强了我们的应急响应和调查能力。我们使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消息和入侵

指标。与公众和私营相关方分享与信息安全有关的资料，并结合行为分析可帮助更快地

识别和应对非常隐蔽复杂的安全威胁。

高级威胁剖析

网络
攻击

有目标的恶意软件

可绕过边界及网络

防御措施，会不断

地攻击直到完成对

目标侵入。

1

入口点

目标用户因为下列

行为而被感染：

• 打开电子邮件附件

• 访问被感染网站

• 使用带有恶意软件

的 U 盘

2

传播

恶意软件通过利用

未安装补丁的漏洞

和窃取的证书传播

至其他系统。

43

联系 
“总部”

恶意软件感染系统。

受感染的系统会连

接至远程命令和控

制服务器。

窃取
数据

恶意软件窃取电子

邮件、文档、即时

消息会话、网络摄

像头和麦克风中的

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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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和安全
意识永不停歇。

与业务部门合作
开展的培训和意识
培养活动旨在介绍
信息安全与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

基于员工的防御边界 

增强安全架构，主动寻找高级恶意软件，以及共享威胁信息，都无助于化解不知情用

户所面临的威胁。Verizon 2015 数据泄露调查报告明确指出，90% 的数据泄露由个

人有意或无意的行为获动所引起的。攻击者通常通过鱼叉式网路钓鱼以及揭示用户密

码的社交工程活动侵入企业网络。

将网络安全知识和防范工作融入我们的企业文化中是任何网络安全战略的基本要素，

并且令每个员工都具备安全意识至关重要。作为一家全球企业，英特尔拥有丰富多样

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多元化和不同年龄阶段职员。每个员工的学习方式会有所差异，

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帮助其理解安全的价值。英特尔的安全意识培训通过有趣、富有

创造力的方式满足员工的不同需求，和持续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训方式包括每月

新闻简报、高层对发展趋势的访谈、协作社区讨论、视频、游戏和比赛等。培训力求

简单直观，并为不同职位的员工量身定制。英特尔 IT 会介绍安全运营指标、安全威胁

的新消息以及与员工相关并可供其应用于所在部门的案例研究。此外，我们还指导员

工如何将所学内容应用到个人生活中，与亲友分享相关的建议、文章和博客。所有这

些技能可帮助保护我们免受网络罪犯的攻击，并为我们的多层安全防御方案再加一层

保护。

我们的安全专家还使用能够让业务合作伙伴理解的话语来说明问题。我们能清晰阐述

安全价值。甚么是安全控制保护？它为何至关重要？最终用户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亟

需说明嵌入安全控制是如何保护其余的用户、数据和知识产权。我们的安全专家知道

不同业务部门和服务部门的风险状况有何差异。他们需要与每个业务部门建立合作关

系，以制定合理的风险平衡和安全控制措施。在这方面，结构化信息安全治理框架可

发挥关键作用。我们的治理结构可帮助将战略信息安全与业务战略保持一致，采用标

准化的风险管理方法，获取一致的安全知识，并对信息安全适当投入资源以支持企业

的优先任务。

以合作的方式促进治理

IT 运营管理人员
审查合规程度和进展情况  

为每个部门的安全带头人
以确保按照控制措施来运营

负责跨 IT、法务和内部审计
的控制流程

管理层

运营审查
委员会 企业安全联盟

控制负责人

两层管理：控制管理团队
向执行管理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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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业务灵活运作 —— 把云保护好 

安全保护公司的关键资产，同时帮助业务及时采用市场领先的创新技术是企业领导普遍

关注的问题。英特尔的工作场所能够适时调整，高度移动化的员工能够快速采用新技

术。我们的员工期望公司支持将新兴电子设备和应用用于日常业务中。但是，许多能够

提高工作效率和盈利能力的技术创新和业务实践亦会同时带来安全挑战。云计算便是一

个典型示例。使用云产品处理业务已成为新常态。过去主要位于公司网络和数据中心的

应用、数据和设备如今都位于云中。我们需要扩展安全控制，以保护新的攻击载体 

—— 云。

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简称 SaaS）应用，尤其是对于供应商和客户，

可帮助增强效率和灵活运作，节约成本以及加强合作。为满足我们对 SaaS 应用的业务

需求，英特尔 IT 必须采取全面的风险控制方案。为此，我们开发了专门在三大风险领

域加强安全控制的最佳实践，以帮助保护英特尔的知识产权：

职权身份与访问管理控制。多种控制措施的组合可帮助确保合适的用户在合适的计算

环境中访问 SaaS 应用。

应用和数据控制。数据加密和标记化可帮助保护数据，而数据丢失预防技术可防止敏

感信息从英特尔流出。应用控制可登记应用并通过我们的供应商评估或第三方验证模

拟代码审核。

日志和监控控制。我们使用自己构建的安全消息基础架构和高级分析记录，监控、警

告、和对信息安全的泄露作响应，并向我们的 IT 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系统发出有效

的警报，以便采取应急措施和修复行动。

由于公有云、尤其是 SaaS 生态系统会不断演变，英特尔 IT 会不断评估供应商和控制

措施。持续快速审查 SaaS 环境可帮助我们找出有效的安全解决方案，增强访问控制、

数据保护和加密以及设备安全状况。

展望未来

随着技术的智能和互联程度得到提高，以及上述 1% 的威胁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数

据激增会继续加剧网络安全威胁。网络犯罪非常容易施行，甚至于不具备软件编程技能

的罪犯现在也可通过购买攻击工具套件获利。这些工具套件垂手可得，价格便宜，而且

其先进程度足以规避检测。初期的网络犯罪投资非常低，而回报可达到数百万美元。高

级技术的攻击将更为复杂，网络罪犯会采用各种攻击手法：量身定制攻击策略以侵入网

络，常常切换端口，减少受感染系统上留下的痕迹，以及在锁定和偷窃知识产权时可保

持长时间不被检测到。了解我们企业的高价值资产，及其驻留在什么位置和被谁如何访

问是一项基础工作。基于这一认知，英特尔 IT 持续投资于监控、获取有关安全威胁的

最新消息、最终用户培训及主动对威胁作响应，以在网络安全态势堪忧的当下增强应变

能力。

采用全新的 SaaS 
解决方案确保安全、

快速运营。

无论您使用什样的模式交付云服务，

安全保护都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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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化推动业务增长。英特尔 IT 快速增加在数字化领域的战略投资，以增强

竞争优势。我们使用机器学习和分析，提升了感知能力，从而可提供对客户更有意

义的洞察力。从 2014 年到 2015 年，这些努力为英特尔赢得了 1.75 亿美元的收

入，并催生了在用户体验方面的关键创新。毫无疑问，IT 行业未来五年将会有超

过一半的开支和数字体验相关。全球 2000 强企业中，三份之二的首席执行官会视

数字化为其公司战略的核心。（IDC）

结论
前路

在各行各业快速变化的背景下，IT 创新步伐不可停止。英特尔 IT 必须兑现为英特尔

创造出色业务价值和推动业务同比快速增长的承诺。英特尔 IT 专注于满足用户需求

和紧跟市场趋势，帮助业务部门充分把握市场机会，在节约成本之际同时提供最高

价值。英特尔 IT 赢得了各业务部门的信任，得以频频在董事会参与讨论，引导公司

的战略投资决策，使 IT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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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运作以创造业务价值。英特尔 IT 通过提升运营效率和持续改进，为业务部门提

供强大支持。在 2015 年，我们优化了全球的服务器容量，在云计算方面的努力使产

品设计速度加快了 25-30%，并将关键系统交到分布全球各地工程师的手中。未来 3 

年，整个行业在软件、服务和技术方面 60-70% 的支出将基于云计算，而我们就是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IDC）

把保护我们的资产列为头号优先任务。英特尔 IT 与跨职能部门合作，构建和扩展可

信赖的安全架构。在日益恶化的威胁态势下，我们主动谋取员工及合作伙伴的信任，

并灵活机动地保护业务活动。网络安全是所有行业的热门话题。接近八成的企业董事

对网络安全问题相当关注。（ISACA 和 RSA）

英特尔 IT 在这些领域的战略投资将为英特尔带来巨大的变化，帮助提升品牌声誉、

增强与供应商的关系、优化工厂、扩大在数据中心性能方面的市场领先地位等，不一

而足。

在 IDC 对来年的主要预测里所强调的，都是英特尔 IT 要继续帮助我们的业务部门推

进数字化变革的主导行动。每个行业的 20 强公司将以无法实现营业增长，丧失利润

和市场份额，失去完备的供应和分销网络为代价，被进行了数字化变革的竞争对手

所颠覆 —— 但英特尔 IT 计划率先而动，避免在竞争中落败。

英特尔 IT 致力于创新来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我们将与您分享创新成果，帮助您形

成自己的独到见解，以便在董事会上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我们同样期待从您的经

验和挑战中获得启示，并在未来的旅途中并肩。

明年重头戏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 规模。
未来几年里，数字化

变革（DX）的征程上
将有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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