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SAS* 9.4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
基于 PCIe* 的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
固态盘家族

更好性能和可供支持 
全新分析功能的可扩展性

借助最新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和基于 PCIe* 的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 

固态盘家族，将 SAS* Analytics 9.4 的吞吐量提高多达 72%1

数据分析和商业智能（BI）创新正改变着企业竞争方式，它能够帮助企业实时洞察各种流程和用户角色。运行在英特尔® 至强™ 处理

器 E7 v3 产品家族上的 SAS 9.4 可为您提供一款强大平台，以集成这些新功能并处理如今快速增长的工作量和数据量。

SAS 应用通过将行业知识与高级预测建模、数据挖掘、文本分析和预测等相结合，从而为您呈现深刻的见解。它们还可为内存分析、

网格计算、大数据集成和自助商业智能提供灵活支持，以便您能在统一的可扩展平台上迁移至全新分析模型。

基于最新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的四路或八路服务器可提供加速和整合在SAS 环境下所需要的性能、可扩展性和高可用

性。这些服务器与基于 PCIe* 的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英特尔® SSD）家族相结合可支持大量工作负载。您可以使用单个系统替

代多达 9 台已用 5 年的老旧服务器来简化您的基础架构，减少运营成本并加快洞察速度，同时在短短 20 个月内获取全部投资回报。2

吞吐量较之前代平台提升至 72%1

相比刚推出一年多时间的上一代处理器，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在内核数、线程数、高速缓存和系统带宽方面提高了多

达 20%，能够快速运行大容量分析工作负载。四路服务器可提

供多达 72 个内核和 144 条线程，并可支持高达 6TB 的 DDR4 

或 DDR3 内存，能对大型数据集进行高速分析。

对这些强大处理器的充分利用要求对数据进行快速访问，而使用

英特尔固态盘便可实现对数据的快速访问。基于 PCIe 的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家族为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带来了极高的数

据吞吐量，与 6 Gbps SAS/SATA 固态盘相比，数据传输速度提

升高达 6 倍。3  基于 PCIe 的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家族的

单块硬盘的性能，尤其是英特尔固态盘 DC P3700 系列（460K 

IOPS），相当于通过主机总线适配器（HBA）聚合的 7 块 SATA 

固态盘的性能（约 500K IOPS）。

SAS 和英特尔携手合作，针对最新的英特尔® 技术对 SAS 应用进

行优化。在最近的测试中，SAS 和英特尔工程师使用 SAS 全新

混合分析工作负载测量了 SAS 9.4 的性能，该工作负载旨在反映

典型 SAS 客户的使用模式。该工作负载包括单线程和多线程查

询，旨在测试服务器的所有关键资源，包括 CPU、内存和 I/O。

该测试在两种服务器上进行：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和英特尔® 固态盘 DC P3700 系列

的服务器相比面向 SAS* 9.4 的前代服务器平台，性能提升高达 72%。

• 基准服务器配置有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2 产品家族和 

英特尔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 SATA 硬盘。

• 全新服务器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和一种 

英特尔固态盘组合，包括更快的基于 PCIe 的英特尔固态盘 

DC P3700 系列硬盘。

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和更快的英特尔固态盘

的全新服务器相比基准服务器，吞吐量提升了 72%（每小时会

话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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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下代分析工作的理想平台

如性能测试所证明的那样，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

族的服务器是整合基于磁盘的传统工作负载的理想之选，能够满

足大部分客户当前的大量需求，同时这些服务器还是进行内存分

析的理想之选。较大的内存容量和较多的内核数量可帮助您更快

速获取繁重工作负载和大数据集的分析结果。

SAS 9.4 和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可带来很多额外 

优势。

• 网格计算。在多台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服务器之间扩展您

的 SAS 环境，可支持几乎无限制的业务增长，从而保持统一的

分析平台。

• SAS* 高性能分析程序（HP PROC）。高度优化的 SAS 算法可

充分利用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的高级多核并行

性，进一步加快获取单服务器环境和网格环境中复杂查询结果

的速度。

• 大数据集成。您可以使用 Apache Hadoop* 经济高效地存储并

处理海量非结构化数据。SAS 9.4 和高性能英特尔® 架构的紧密

集成可助您更高效地利用所有数据。

• 借助英特尔® 可靠运行技术（Intel® Run Sure Technology）实

现高可用性。多年以来，与一流的基于 RISC 的平台相比，基于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的服务器在正常运行时间上一直

与其相比肩。4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增加了新的

错误恢复和内存镜像特性，能够实现更高的恢复力和更出色的

成本模式。随着各公司开始将分析集成到实时业务流程中，该

支持变得非常重要。

了解更多信息

借助运行于最新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上的 SAS 

9.4，将您的分析环境提升至全新水平。该高级平台可帮助您提

升性能和扩展空间，同时大幅降低您在基础架构上的成本和复

杂度，并为全新的变革性分析功能提供优化支持。了解更多信

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 SAS 9.4：sas.com/en_us/software/sas9.html

•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www.intel.com/XeonE7

• 英特尔数据中心级固态盘家族：www.intel.com/ssd

1 高达 1.72 倍的代际性能提升，基于 SAS* 混合分析工作负载，使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上的 SAS* Business Analytics 9.4 M2 来测量每小时会话次数。配置：

1) 基准：四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4890 v2，512 GB DDR3-1066 内存和 16 块 800 GB 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S3700，得分为 0.11 次会话/小时。2) 每小时会话次数增加多达 1.72 倍：四路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8890 v3，512 GB DDR4-1600 内存，4 块 2.0 TB 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P3700 + 8 块 800 GB 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S3700，得分为 0.19 次会话/小时。

2 高达 9:1 的整合比例和 20 个月的投资回报期，基于估计的 SPECint_rate_base2006* 测试结果，根据假设比较了 100 台分别用了 5 年、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X7460 的老旧四路服务器（得分分

别为 274）与 11 台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8890 v3 的同类服务器（得分分别为 2650）。20 个月的投资回报期基于 577,553 美元的初期投资，如果您以每台 50,025 美元的估计售价购买服务

器（每台安装处理成本为 1505 美元），那么净节省额为 833,049 美元，其中投资回报为 144%，内部收益率（IRR）为 49%，同时可节省 81% 的功耗/散热，且该方案可少部署 89 台服务器，所以

降低了管理成本。

3 基于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P3700 和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S3700 系列产品规格。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solid-state-drives/intel-ssd-dc-family-for-pcie.html
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datacenter。

4 ITIC 2014-2015 年全球服务器硬件、服务器操作系统可靠性报告；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Consulting（ITIC）Corp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只有在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才能得到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素的

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它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它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

英特尔明确拒绝所有明确或隐含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对于适销性、特定用途适用性和不侵犯任何权利的隐含担保，以及任何对于履约习惯、交易习惯或贸易惯例的担保。

描述的成本降低方案旨在作为举例，说明指定的英特尔架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可能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和提供成本节省。环境将有所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本文包含尚处于开发阶段的产品、服务和/或流程的信息。此处提供的所有信息可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了解最新的预测、时间表、规格和路线图。

本文所述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包含与宣称的规格不符的缺陷或失误。英特尔提供最新的勘误表备索。

英特尔公司 © 2015 年版权所有。所有权保留。

英特尔、Intel 标识、Xeon 和至强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SPECint* 是标准性能评估机 构（SPEC）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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