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可靠性
RISC架构迁移
制造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其业务已经应用于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全球约1/3的人口。

面临挑战

•	支持更复杂的业务需求。不断增加的客户和越来越复杂的业务对供应链计划系统的运

算性能以及稳定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需求。

•	提升业务灵活性。通过改善现有供应链计划系统架构的灵活性，从而提升业务的灵活性。

•	降低成本。以更低的运营成本实现性能和扩展性更强的供应链计划系统，并以面向公

司未来的发展。

解决方案

•	迁移至英特尔®架构。将供应链计划系统从RISC架构迁移至英特尔架构，实现更强的

运算性能和可靠性，以及改进的扩展性，并显著降低系统运营维护和扩充成本。同时

将数据库系统和华为APS引擎系统独立运行。

影响

•	增强系统性能。利用具备增强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RAS）的英特尔®至强™

处理器E7-4800 v2系列，华为APS任务运行时间缩短50%，数据库性能提升30%。

•	增强业务灵活性。和过去相比，华为APS系统的任务从每天运行1次改变为每天可运

行3次以上，华为公司可以更加动态的调整生产计划达到更大产能。

•	降低系统运营成本。和RISC架构相比，系统运营成本和未来性能扩展成本更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

于1987年在中国深圳成立，2003年，

为确保生产过程的顺畅和货物的按时交

付，华为公司基于高级计划与排程的供

应链计划系统(以下简称华为APS系统)上

线运行，运行平台为IBM* Power* 780。

2010年，华为公司在终端消费者领域

（例如：手机、平板电脑、家庭多媒体终

端等等）业务规模越来越大，依托华为

APS系统在企业客户的应用经验，同时为

保障业务领域间的界限，华为公司启用针

对终端消费者的华为APS系统，根据规模

和性能需求，选用了IBM Power 750的运

行平台。

如今，经历20多年的高速发展，华为公

司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7	v2系列

迁移至英特尔®架构，
增强供应链系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将供应链系统从RISC架构迁移至英特尔®架构，提升1倍系统性能和20%的数据库性能，
增强业务的灵活性并显著降低系统运营成本



通过迁移至英特尔®架构，华为公司提高了供应
链计划系统的性能、可靠性和可扩展性，同时降
低了系统运营成本。

供应商，华为APS系统成为支撑供应链计

划业务的核心系统之一，每天从企业资源

计划（ERP）、合同处理平台（CPP）等

源头系统获得超过五千万行以上的数据记

录，在本地数据库服务器加工处理后送入

运行在RISC架构的华为APS引擎，计算并

最终排出采购计划和加工计划。

面对市场订单的不断增长，华为APS系统

在协调采购、生产、库存之间矛盾的重要

性越来越明显。原有采用RISC架构的华为

APS系统在运算性能、扩展性、成本等方

面，正在成为制约华为公司业务灵活性的

重要因素之一。

华为APS系统是一种即可用于短期计划与

排产，也可以用于长期预测的资源优化计

划系统，是改进和优化企业供应链管理的

有力工具。华为APS系统一直是华为公司

的企业关键应用之一，而且对华为公司的

重要程度在明显地增加，帮助其保持了业

界领先地位和持续的业务增长。

华为APS系统的功能主要包括：

• 预测人员可以使用该系统用定性和定量

信息制定预测并可以对预测的波动进行

管理。

• 支持基于约束和基于规则的制造排产功

能，在线提供产能的可视性。

• 提高计划的可视性和可追溯性，并具有

交互式模拟功能提高计划的准确性。

• 能够进行快速的承诺满足率(ATP-Available 

topromise)检查和订单状态查询，提供供

应能力和订单状态的可视性。

• 支持与供应商的合作计划（预测、供应

能力、采购订单等）。

业务需求对华为APS系统的挑战

华为公司的客户需求正在向个性化转变，

优化包括供应商和和其客户等在内的整个

供应链系统，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以最

低的成本快速的制造面向企业用户和终端

消费者的产品，并能对客户订单做出准确

和可靠的订单承诺已经成为企业立稳脚跟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华为公司每个产品都需要经历数百个和供

应链相关的步骤，例如规划、生产、包

装、仓储等等，并最终交付给客户。因

此，华为APS系统需要对所有可能影响计

划的资源具有同步的，实时的，具有约束

性的计算，包括物料，机器设备，人员，

供应商，客户需求，运输等等。当任何一

个因素改变出现时，都可能需要再次执行

复杂的数学运算，而这依赖于APS系统运

行平台的运算能力。

华为APS生产环境 华为APS容灾环境

应用引擎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7-4830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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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基于英特尔®架构的华为APS系统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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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 企业关键业务需要使用高可靠的硬件

系统，基于英特尔®架构的平台不但

可以提供企业关键业务所需的性能、

可靠性和稳定性，而且成本更低。

• 在RISC架构下，企业为满足新业务

以及用户量增长的需求所需要的系

统扩容成本过高。将企业关键业务从

RISC架构迁移至英特尔®架构，以获

得具备增强扩展性的解决方案。

• 业务的灵活性和敏捷性至关重要，和

基于RISC的垂直扩展方案相比，基

于英特尔®架构集群更容易扩展。

伴随客户需求的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华

为公司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提供更丰富的

产品，这使得供应链系统变得更加复杂。

和2011年相比，华为APS的数据量增加

了4倍，受系统运算性能限制，华为APS

系统每天只能运行1次，而华为公司需要

每天运行3次以上才能依靠APS系统建立

精确的生产计划与即时的生产过程监控，

以保障交货准时和生产过程的顺畅。原有

RISC架构平台的运算性能正在成为华为

APS系统的瓶颈。

不但如此，基于RISC架构的华为APS系统

运行平台的运算性能也影响着华为公司业

务的灵活性。任何一个新产品的研发和生

产都会对APS系统运行平台提出更高的运

算能力需求。

由于现有采用RISC架构的华为APS系统，

性能扩展成本很高，华为公司急需寻找具

备更强运算能力和更低性能扩展成本的 

APS系统运行平台以满足业务需求。

迁移至英特尔®架构获得更高性能

经过华为IT运营部门详细测试，华为公司

决定将APS系统从RISC架构迁移至英特

尔® 架构。为确保架构迁移过程的万无一

失，在迁移前，IT运营部门对迁移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详尽的处理预案。

最终，华为公司将APS系统平稳迁移至英

特尔®架构，如图1所示。

为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华为APS系统的

引擎和数据库服务器从原有的单台服务器

分离开来，部署到多台基于英特尔®至强™

处理器E7 4830 v2系列的华为RH5885H 

v3服务器集群。

针对企业用户的华为APS系统共部署18台

服务器，其中生产环境12台，容灾6台。

图2：华为APS引擎典型业务运行耗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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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境的12台服务器中，应用引擎和数

据库服务器分别使用8台和4台，两两互

备。针对终端消费者的华为APS系统共部

署12台服务器，其中生产环境8台，容灾

4台，生产环境的8台服务器中，应用引擎

和数据库服务器各使用6台和2台，两两

互备。架构迁移后，测试表明，和以前相

比，华为APS上承载的业务平均实际运行

时间不到原有架构的50%（见图2：华为

APS引擎典型业务运行耗时对比），而数

据库中的业务平均运行时间是原有架构的

70%，数据库性能提升了30%（见表1：

华为APS数据库性能对比表）。APS引擎

性能和数据库性能的提升使得华为公司达

到了APS系统每天运行3次的业务需求，

这意味着华为公司每天可以根据物料、人

员、供应、客户需求、运输等因素实施3

次实现生产计划的调整，建立更为精确的

生产计划，从而实现最大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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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保证。收到或拥有本文档不代表授予任何由此所描述、显示或包含的知识产权。英特尔产品未计划用于医学、救生、生命维持、关键控制、安全系
统或核设施应用。

所有性能测试的结果均来自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测试报告。想了解更多关于性能和标准的信息，请联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用于性能测试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只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优化。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 、软
件、操作和功能来测量性能。

所有这些因素稍有变化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您有采购打算，应该参考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结果， 以进行充分的评估，包括该产品与其他产
品结合使用时的性能。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www.intel.com/performance. 英特尔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基准测试数据或此文档中引用的网站设计或
实现，英特尔鼓励所有客户访问引用网站或其它报告了相似性能测试标准的网站，并且确认引用测试标准是否准确，并且反映采购系统的性能。

英特尔公司2015年版权所有。所有权保留。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英特尔至强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
家的商标。

*其他名称和品牌可能属于其它公司的财产。  0215/SHA/PMG/XX/PDF

华为公司对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7 4830 

v2系列的运算性能非常满意，华为APS

系统实现了更先进的What-If分析等新功

能，利用该功能，华为公司可以快速结合

生产信息，例如：订单、途程、存货、产

能限制等因素制定出平衡企业利益和顾客

权益的最佳生产规划和决策。此外，由于

华为APS系统依赖于大量在内存中完成的

运算，而每台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7 

4830 v2系列的华为RH5885H v3服务器

都支持高达6TB的内存，这为华为APS系

统留下了继续扩展的空间。

改进的系统架构扩展性为华为公司扩大业

务运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未来，当新

的业务需求对APS系统性能提出更高要求

时，只需部署新的服务器即可。华为公司

估算系统的硬件扩展成本不到原有RISC架

构的十分之一。而且，新的架构为华为公

司将来把APS系统切换到云计算平台打下

了技术基础。

作为华为公司的企业关键业务应用，APS

系统的可靠性至关重要，英特尔®至强™处

理器E7 4800 v2系列增强的性能和扩展

性、大内存支持等都为华为APS系统的稳

定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下一步，华为公司将和英特尔®公司不断

深入合作，利用华为APS系统的性能优

势，不断优化供应链计划，以更低的成本

为用户提供更优质产品。

找到适合于您公司的解决方案。请与您的

英特尔代表联系，访问英特尔 IT 管理成功

案例（www.intel.com/itcasestudies）

或访问英特尔 IT 中心网站（www.intel.

com.cn/itcenter）

关于华为公司

• 华为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

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消除数字鸿

沟，运用创新技术和专业经验，持续

推进人人享有通信，人人享有宽带。

• 华为公司在德国、瑞典、美国、印

度、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土耳

其、中国等地设立16个研究所，进

行产品与解决方案的研究开发人员约

70,000名（占公司总人数45%）。

• 截至2013年底，华为申请中国专

利44,168件，外国专利申请累计

18,791件，国际PCT专利申请累计

14,555件。

模块名称 任务名称
英特尔 ®架
构环境耗时
（分钟）

AIX
环境耗时
（分钟）

AIX-
英特尔
架构

提升
百分比

data_stg.d00_isolate main 3.2 8.1 4.9 60%
data_stg.d01_salesorder main 24.6 35.4 10. 31%
data_stg.d01_salesorder main-> copy_sw_order 0.5 8.6 8.1 94%
data_stg.d03_inv main_p 3.8 4 0.2 5%
data_stg.d04_wip main 7.5 9.1 1.6 18%
data_stg.d08_organization main_p 2.2 3.9 1.7 44%
data_stg.d10_poprasl d10_poprasl_main 32.3 54.6 22.3 41%
data_stg.d12_bom_routing main 19 23.1 4.1 18%
data_stg.d15_fn main_p 2.8 4.9 2.1 43%

快照表耗时 47 67 20 30%
data_hub.p05_salesorder main 37.3 62.8 25.5 41%
data_hub.p06_item main_p 4.1 7.6 3.5 46%
data_hub.p07_inv main_p 1.5 2.9 1.4 48%
data_hub.p09_organization main_p 0.4 0.5 0.1 20%
data_hub.p11_po p11_po_main 7.7 22.7 15 66%
data_hub.p13_itemgroup_wip main 9.9 24.3 14.4 59%
DATA_HUB.p14_bom main 13.3 36.7 23.4 64%
data_hub.p16_fn main 24.6 40.2 15.6 39%
DATA_HUB.p19_routing main 11.6 20.4 8.8 43%
data_hub.p20_ph main_p 0.8 2.1 1.3 62%
data_hub.roi_order_to_aps wip2purchaseorder_main 0.2 2.7 2.5 93%

总耗时 64 105 41 39%

表 1：华为 APS 数据库性能对比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