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
英特尔® 高速缓存加速软件
性能：数据密集型计算
非易失性存储解决方案事业部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采用英特尔® 高速缓存加速软件和英特尔® 固态盘的 IndustryBuilt* 解决方案

背景

IndustryBuilt* 是北美最大的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合作伙伴之一，主要面向中型企业提供工业用软件和服务。

其客户通常与大型公司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却没有后者的资源，其员工往往要承担多项职责。

公司由两个业务事业部构成，每个事业部都致力于为每个行业找到与其业务流程相匹配的最佳软件技术。JustFoodERP* 

帮助食品公司降低成本、提高食品安全性和管理客户合规性。Equip-Soft* 则通过其租赁、服务、销售、零部件和车

队管理软件帮助设备分销商管理增长和提高效率。

“英特尔® CAS 提供了我们的客户 

期待已久的增强功能，要部署 

这些增强功能只需有限的成本和 

最小的基础设施更改。任何资源 

有限并且基础设施无法大规模 

扩展的公司都可以从英特尔 

所做的这一切中受益。英特尔®  

CAS 提供了立竿见影的投资回报，

同时显著提高了系统性能。”

— Dan Oughton

IndustryBuilt 首席技术官

挑战

• 有限的硬件和管理资源。客户严重依赖存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事务性数据库。

解决方案

• 英特尔® 高速缓存加速软件配合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IndustryBuilt 在向其

客户进行部署之前对 30 个不同的实际场景进行了模拟测试。

成效

• 提高了性能，降低了延迟。读取速度（包括 IOPS（IO/秒）和吞吐量（MB/秒））提高

了 11 到 18 倍，而延迟（ms）降低了 96％。

• 业界独特的控制力。多级高速缓存解决方案使应用程序的性能可以超过完全在固态

盘上运行时所实现的性能。

严苛的客户要求

IndustryBuilt 的许多客户严重依赖存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事务性数据库，

因此他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方案，通过在其产品组合中部署这种解决方案可

以解决性能和延迟问题同时还能使其有限的硬件和管理资源实现最大价值。

在为英特尔® 高速缓存加速软件的新型创新性高速缓存解决方案搭建测试环境

并在 30 个不同的真实场景中对该解决方案进行模拟测试后，IndustryBuilt 才

开始向其客户提供此解决方案，帮助他们以强大且经济的方式克服当前的网

络基础设施限制。

提高读取速度，降低延迟

由英特尔® 高速缓存加速软件和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构成的组合解决

方案与之前采用 15K SAS 机械磁盘的 RAID 10 配置相比实现了更高的读取性能

和更低的延迟时间。读取速度（包括 IOPS（IO/秒）和吞吐量（MB/秒））提高

了 11 到 18 倍，而延迟（ms）降低了 96％。

 



INDUSTRYBUILT 的亮点

IndustryBuilt Software 向垂直行业中提

供软件和服务，该公司通过将最佳商用

软件技术与最佳业务流程进行配对帮助

各公司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管理合规

性。IndustryBuilt Software 的产品 — 适

用于食品公司的 JustFoodERP 和适用于

设备分销商的 Equip-Soft — 都是在功能

强大的 Microsoft Dynamics 平台（世界

上增长最快的 ERP 平台）之上结合行业

特定的功能构建而成的。IndustryBuilt 

在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镇和安大略省多伦

多市设有办事处。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industrybuilt.com

“借助英特尔 CAS，我们可以在客户的解决方案中配置更少的 HDD，从而提

供更高的性能，而又无需添加额外的服务器或 CPU。”IndustryBuilt 的首席

技术官 Dan Oughton 说道，“这就意味着更低的功耗和空间占用，以更低的 

IOP 成本提供更高的性能，从而改善客户的总拥有成本。”

Oughton 说道，具有资源密集型 SQL 服务器的 IndustryBuilt 客户可以从英特尔

的读取高速缓存的能力中受益，而不需要安装会招致延迟增加的额外的硬件服

务器。在 IndustryBuilt 对英特尔® CAS 进行的测试中延迟降低了 90％，事务性

数据库应用程序中的性能问题得到显著缓解，即使在全固态环境中也仍实现了

更快的速度。

英特尔® CAS 提供出色的控制和性能

英特尔® 高速缓存加速软件是一款基于策略的高速缓存软件，通过它，管理员可

以为特定的应用程序制定更高的性能目标并且可以经济实惠地实现这一目标。

其创新性的固态盘/闪存高速缓存做法解决了存储 I/O 瓶颈，同时还能更好地

利用现有的存储基础设施。无论应用程序在 VMware* 上运行，还是在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或物理服务器上运行，英特尔® CAS 都能在 Windows* 内存高速

缓存或 Linux* 操作系统之上提供业界独特的控制力，创建一种多级高速缓存解

决方案，从而让应用程序的性能可以超过完全在固态盘上运行时所实现的卓越

性能。

“在评估商用软件时，客户认识到行业匹配度、实施专业知识、产品寿命和产品

熟悉度是与软件功能性和软件成本同样重要的标准。”Oughton 说道，“英特尔® 

CAS 大有市场，特别适合那些资源有限而且基础设施又不能大规模扩展的客户。

现在我们将该软件与我们的软件打包在一起，以便我们的客户可以通过我们整

体软件和服务包进行购买。”

渠道活动

作为一家专业致力于将最佳技术与最佳业务流程进行配对的公司，IndustryBuilt 

了解独立软件供应商和增值转销商的独特需求并对英特尔向其生态系统合作伙

伴做出的承诺表示赞赏。通过提供工具为客户创造直接增值和帮助生态系统合

作伙伴发展业务，英特尔随时可用的技术产品和销售支持让渠道合作伙伴可以

放心地转销英特尔® 高速缓存加速软件。

“我们有 12 年以上与世界上最大的商用软件提供商合作销售 Microsoft* Dynamics 

的成功经验，我们非常看重从合作伙伴那里得到的销售和技术支持。”Oughton 

说道，“与英特尔的合作非常轻松，他们总能迅速帮我们解决销售问题。由于

我们可以将英特尔® CAS 作为我们整体解决方案包的一部分向客户进行销售，

因此我们从产品的销售中获得了不错的利润。与英特尔的合作非常愉快，他们

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性能提升解决方案。”

配置

Dell PowerEdge* 710 DP 服务器（2 个插槽）

•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X5670（12M 高速缓存，
2.93 GHz，每个插槽 6 个内核）

• Dell PowerEdge RAID Controller（PERC）710

• 96GB DRAM

Seagate* SAS 15K HDD

• 2 个 600 GB RAID 1，用于操作系统

• 2 个 600 GB RAID 1，用于日志

• 4 个 600 GB RAID 10，用于数据

软件堆栈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 Microsoft* SQL Server

• Microsoft* Dynamics NAV

• 客户应用程序

高速缓存层

• 英特尔® CAS 2.0 版（Windows 版）

•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 4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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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最适合您的英特尔® 固态盘。 

如需产品信息，请访问： 

intel.com/go/ssd

如欲了解有关其他英特尔企业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资料室：intel.com/references

http://industrybuilt.com
http://intel.com/go/ssd
http://intel.com/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