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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到现在，经过 

改进的数据中心战略 

为我们创造了超过  

1.84 亿美元的新业务价值。 

我们使用三个关键的指标来衡量数据中心

转型是否取得成功：在有限的开支内（成

本竞争力）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服

务等级协议和服务质量），同时尽量提升

基础设施资产的利用率（运营效率）。

我们基于已有的投资和技术的基础，自 

2010 年以来，经过改进的数据中心战略

为我们创造了超过 1.84 亿美元的新业务

价值，其中的主要成就包括以下几点：

• 开发了一个名为 NUMA-Booster 的系

统软件功能，它帮助我们提高了服务器

容量，实现了 5,500 万美元的价值。

• 部署了超过13,000 块英特尔® 固态盘

用作 “快速交换” 硬盘，帮助服务器容

量提高了 27%。

• 从第一到第四代的高性能计算为我们的

产品设计计算创造了 30 倍的容量提升

和 20 倍的质量提升。

• 采用了新的存储功能，加速了存储更

新，努力进一步提高利用率；这帮助我

们节省了 3,300 万美元的成本。

• 部署了超过 18,000 个 10 Gbps 网络

端口，成本节省超过 2,000 万美元。

• 使用一个集成服务器和网络基础设施，

为整个企业节省了 39% 的硬件花费。

在 2013-2015 年期间，我们计划进一

步拓展数据中心战略来持续改造数据中

心基础设施。此外，我们还将使用一些

颠覆传统的服务器、存储、网络和数据

中心设施技术，帮助业务应用实现前所

未有的服务质量等级和节省大幅度的总

体拥有成本 — 同时积极持续改善 IT 运

营效率。

与公有云服务相比，我们的数据中心转

型战略可以更有效地帮助英特尔 IT 保

持竞争优势。实施革新的解决方案和追

寻积极的目标对这次转型能否取得成功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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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概述

为了能更有效地满足英特尔的业务需求，同时为我们的内部客户提供最佳的数据中心基

础设施功能和创新的业务服务，英特尔 IT 的数据中心战略实施了全面的革新。我们

的数据中心转型战略的最终目标就是像一个工厂那样运行英特尔数据中心服务，采用

严格的方式促成改进，同时全面应用革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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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转变业务功能

• 

• 

• 

• 

2006-2010

高效增长的基础

• 

• 

• 虚拟化和企业私有云

• 

2000-2006

标准化和成本控制

• 组建数据中心团队

• 开始数据中心整合
工作

• 完成了设计业务从
RISC 到英特尔®  架
构的迁移

• 将数据中心设计标
准化

Pre-2000

•  无集中化的战略和
所有权

•  开始 RISC 迁移

•  构建数据中心以支
持企业收购

•  分散式采购和管理

评估基础设施即服务的总体拥
有成本，包括设施、服务器、
存储、网络、操作系统和中间
件软件功能

使用数据中心记录模式以最低
成本推动实际上可实现的性能
来达到最高效率

使用单位成本模型来计划改进
目标，同时与行业同仁和外部
云提供商确定基准

使用数据中心脉冲指示板监控
基础设施即服务的容量和利用
率等综合情况，为未来的规划
和当前的改进提供支持

以 DOMES（设计、
办公、制造、企业
和服务）为业务焦
点的投资

主动更新服务器和
基础设施

存储优化和 IT 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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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NTEL 
T@Intel 计划将全球各地的 IT 专业

人员及其在我们机构中的同仁紧密联

系在一起，共同分享经验教训、方法

和战略。我们的目标十分简单：分享

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获得业务价值

并实现 IT 竞争优势。如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或联系您当地的英特尔代表。

背景
英特尔 IT 负责运营 64 个数据中心，

约共 55,000 台服务器，用于满足超过 

104,000 名员工的计算需求。1  为了

支持英特尔关键业务功能：Design 设

计、Office 办公、Manufacturing 制

造、Enterprise 企业和 Services 服务 

（DOMES），同时尽可能高效运营我

们的数据中心，英特尔 IT 多年来一直在

努力改进数据中心战略，如图 1 所示。

过去，我们对数据中心的投资集中在改善 

IT 基础设施上，以这种方式为英特尔业

务的高效增长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

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数据中心效率和简化基

础设施来降低成本，同时减少能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来实现 IT 的可持续发展。

1 英特尔采用了 IDC 的数据中心大小分类来定义  
“数据中心”：“任何面积大于 100 平方英尺，用于
安置服务器和其它基础设施组件的机房。”

面对计算环境的挑战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减少了数据中心能

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满足了内

部用户对数据中心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

我们预计这些增长率会持续，甚至会进

一步提高：

• 计算容量需求每年增长 30% 到 40%

• 存储需求每年增长 25% 到 35%

• 网络容量需求每年增长 30% 到 40%

在不会对服务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前提

下，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在数据中

心投资组合的所有领域（服务器、存

储、网络和设施创新）制定了并继续采

用大量的最佳实践来实现既定目标。自 

2006 年以来，在这些技术（将在本白

皮书的后续部分详细介绍）的支持下，

我们实现了数亿美元（USD）的成本节

省，同时为业务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

图 1. 英特尔数据中心战略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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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业务需求 
调整数据中心投资
对于我们独特的业务职能而言，我们十分

清楚一刀切式的架构并不是最佳方案。我

们与各业务部门负责人紧密合作，对他们

的工作有深入了解后，决定重点投资使用

垂直式的集成架构解决方案来满足各业务

职能部门的独特计算需求。

设计

设计工程师每周要处理超过 4,500 万项

计算密集型的批量设计任务。每项任务

可能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此外，

交互式设计应用对由于托管在远程服务器

上而造成的高延迟非常敏感。我们在设

计计算数据中心中采用了若干种方案，

目的是提供充足的计算容量和性能来支

持各种需求，包括高性能计算（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简称 HPC）、

网格计算以及集群本地工作站计算。我

们将固态盘（solid-state drives，简称 

SSD）用作快速交换硬盘、单插槽服务

器，和一种专门算法来提高最繁重的设计

工作负载的性能。2

由于这些投资，设计工程师得以在无需增

加计算容量的情况下，多处理 49% 的任

务 — 这相当于加快了设计速度和缩短了

产品上市时间。

由于设计工程师需要频繁、快速地访问

设计数据，我们没有为这一环境简单地

选择最便宜的存储方法。相反，我们针

对高性能计算的所需，把投资集中在集

群、更高性能的横向扩展、网络连接存

储（network-attached storage，简称 

NAS）和高度可扩展的并行存储。我们采

用存储区域网（storage area networks，

2 英特尔使用网格计算来进行芯片设计和实现流片功
能。英特尔网格计算由数千台相互连接的计算服
务器组成，经由集群和任务调度软件访问。此外， 
英特尔在流片环境中使用了 HPC 方法，将诸如服
务器、存储、网络、操作系统、应用和监控功能等
所有关键组件优化，以提高整体性能、稳定和吞吐
率。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高性能计算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英特尔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发表的 “供芯
片设计所用的高性能计算”。

简称 SANs）来满足诸如数据库等特定的

存储需求。

制造

在英特尔制造环境中，IT 系统必须保持 

24/7 全天候运作，因此我们为工厂配备

了专用的数据中心。在过去几年中，我们

斥巨资制定了稳定的业务连续发展计划，

即使工厂的数据中心发生了灾变式破坏的

故障时仍能保持运作。而这些努力亦获得

了相应的回报，因为自 2009 年以来，我

们再也没有遭遇与数据中心设施相关的工

厂停机。

我们在制造环境中采用了一种业经证明的

系统化基础设施部署方法来支持高度稳

定和快速的实施。这种“精确复制”方法首

先在单个工厂部署新解决方案，在取得成

功之后，我们再在其它工厂中实施。这一

方法减少了升级支持新制程技术的架构

所需的时间，并加快了英特尔® 产品的上

市速度。该复制方法让我们在各个制造环

境中快速部署新平台和应用，帮助我们

在 13 周的时间里使基础设施部署的完成

率达到 95%。如果不采用 “精确复制” 方

法，在相同的时间里我们的完成率将不超

过 50%。

办公、企业和服务

为了提高企业私有云的 IT 敏捷服务和业

务速度，我们实施了按需自助服务模式，

将供应服务器所需的时间从 3 个月减少至 

3 小时。在 2010 年，英特尔 IT 办公和企

业计算环境中虚拟应用的数量增长了 3 倍

以上，从 12% 增长到 42%，同时为我们

的办公和企业环境中 75% 的应用实现了

虚拟化。

与设计环境相比，在办公、企业和服务环

境中，我们主要使用 SAN 存储，同时使

用少量的 NAS 存储来支持文件共享。

我们的数据中心战略中包
含的独特元素
我们的数据中心转型战略使用严格的方法

来管理所有的更改，最终目的就是像工厂

那样运行英特尔的数据中心和所有的底层

基础设施。我们使用革新的技术、解决方

案和流程来领导整个行业方向，并保持与

快速前行的英特尔业务同步发展。

自从 2006 年我们主动更新基础设施、

采用云计算、更新网络、追求 IT 可持续

发展和整合数据中心以来，已实现了数

亿美元的成本节省。此外，我们还部署

了能够使英特尔关键业务功能 DOMES 

受益的独特解决方案来支持业务增长和

能力改进。我们将战略强化，使之包含

以下若干新元素（在后续章节中详述）：

• 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 KPI）我们实施了三

个 KPI，同时为每个 KPI 确定了目标：

 – 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简称 

QoS），使用分层式方法制定服务等

级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

简称 SLA）

 – 成本效益

 – 资产和容量的有效利用率

我们根据每年在技术、解决方案和流程

上实现的改进，确定出了可实现的最佳 

SLA、最低成本以及最高资源利用率。我

们将这种组合称为针对该年份的记录模

式（model of record，简称 MOR）。

为实现 MOR 目标，我们根据这些 KPI 确

定出投资的优先级；每一年我们都会向实

现 MOR 接近一步，同时尽量保持三个指

标的平衡。

• 投资决策模型。我们使用 MOR 和将

当前数据中心功能与可实现的最佳 KPI 

作比较，可以确定出投资决策的优先

http://www.intel.com/cn/IT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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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新方法希望在仅关注逐步改进的传

统改进思维模式上实现突破。而我们从

发现更具变革的创新中，增强自身的能

力 — 例如如那些我们已用于实施私有

云和高效芯片设计计算网格的创新。

• 单位成本财务模式。我们为每个 

DOMES 领域确定改进指标，可以为

自己设立基准和对对投资作更有效的优

先级分配。

我们相信使用全新的数据中心成本和投资

评估方法，以及持续关注如何满足业务需

求，找到了一个可以实现不断创新的大胆

方案。我们的努力帮助到英特尔 IT 提高了

业务服务的质量、速度和效率，使英特尔

的业务获得了持续的竞争优势。有关更多

细节，请参阅 “成果：立足过去，展望未

来” 章节。

确定关键性能指标和目标

KPI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衡

量数据中心投资。由于在服务产出上各不

相同，我们对每种业务功能分别评估，和

使用数据中心投资决策，希望平衡和满足

所有业务需求，并同时优化 KPI。

服务质量

针对性能、运行时间、平均修复时间

（mean time to repair，简称 MTTR）

和成本对每项业务功能有多重要，我们

使用了分层的 SLA 方法。这一 KPI 的

目标是按分层级别满足到其特定的性能 

SLA。例如，对于业务关键度最高的应

用，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比关键度略低的

二层应用更高的性能 SLA。IT 服务质量

的终极目标，就是没有任何 IT 问题会对

业务产生负面的影响。

有效资源利用率

我们调整后的数据中心战略显示了在如

何看待资源使用率方面的重大转变。过

去，我们仅从 IT 资产（包括计算、存

储、网络和设施）的繁忙程度或负载情

况来衡量它们的使用率。例如，如果服

务器在 90% 的时间以峰值容量工作，

我们即认为该服务器的使用率为 90%。

如果分配了 80% 的可用存储，我们认

为存储使用率仅为 80%。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从投入资产

的实际所得，即有效使用率。例如，当

英特尔设计工程师启动了 100 万项设计任

务时，服务器将变得非常繁忙，但是这些

任务中有三分之一在完成之前由于没有足

够的可用存储而终止，也就是说计算容量

的实际有效使用率较低，仅为 66%。又或

者，如果用户仅消耗了分配的 10 GB 存储

资源中的 4 GB，其余的 6GB 虽然已被分

配但实际上被浪费掉，不能算作是有效的

利用。我们的有效使用率 KPI 目标是在

所有 IT 资产中达到 80%。

英特尔 IT 数据中心指示板

为了能更有效监控和管理全球的数据中心网络，我们开发和部署了一款集成的商业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简称 BI）指示板。这套 BI 工具是仿照英特尔制造环境中所用

的指示板而建的。通过轮询全球数据中心环境中超过 1.92 亿条的数据记录，英特尔 IT 

数据中心指示板能够在单一视图中显示所有数据中心的健康指标（包括系统级和组件

级）。它能够以只需五秒的页面加载速度为用户提供按需报告。

该指示板能突出显示当前状态和优化机会，可以帮助我们监控关键性能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 KPI），支持我们实现与数据中心战略目标相符的全面改进。

例如，该指示板能够报告若干种数据中心资源的有效使用率，包括电子设计自动化 

— 单位系统性能有效指标（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meaningful indication of 

performance per system，简称 EDA-MIPS）、原始和已用存储容量以及设施空间、

功耗和散热情况。该数据能够按照业务功能或数据中心来报告统计数字，且能够用于比

较多个数据中心的 KPI 和指标。右侧图形是一个指示板的示例。 

英特尔 IT 数据中心指示板提供了数据

中心资源的整体视图，能够帮助我们

追查 KPI 情况,以及发现优化和改进的

机会。

 

100%

75%

50%

82.1%

25%

0%

有效利用的 MIPS —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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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单位平均成本

如表 1 所示，业务职能各有不同，可以

衡量的服务单位也不同。单位代表了我们

为业务用户提供的容量。

我们的 KPI 目标为将数据中心每年的成

本效率提高 10%。这并不意味着每年的

开销将更低，而是从每一美元的花费中获

得更高回报。例如，减少花费在相同服务

单位上的成本，或者投入相同的资金，但

提供更多的服务。

全新的投资模型促进积极创新

英特尔在制造环境中树立了一种久经考验

的方法，在处理多代制程技术中均取得了

显著的成功。在此基础方法之上，我们采

用了一种全新的数据中心投资决策模型，

将当前的数据中心能力与 “最可行的模型” 

作比较，以指导我们做出具有最高影响

力的投资。

在过去，英特尔数据中心规划团队通常会

评估当前能力和资金情况，在此基础上生

成一份记录计划（plan of record，简称 

POR）。这一计划推动了我们逐步改进

现有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尽量降低总体拥

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简称 

TCO）和提供积极的投资回报（return 

of investment，简称 ROI）。

相比之下，MOR 不会考虑我们目前内

部的条件限制。相反，它能够指出我们

为支持业务目标，在理想的情况下应当

有的最少量资源，从而基于现有的技术

来显示最佳状态会如何。

此全新模型设立一个最可行的性能标准，

让我们能够：

• 确定哪些投资将能够获得最高的投资

回报（ROI）。

• 发现使用革新的基础设施技术能够带来

的优势以及寻找出能够在基础设施的所

有方面提供更佳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 做出数据中心位置决策，包括发现需

要整合、升级或关闭的数据中心。

这个新模式帮助我们将有限的资源用于

可带来最高整体收益的领域。

如图 2 所示，由于技术一直在演变，因

此峰值性能也在变化，最可行的性能始

终可经不断创新而得到提升。我们知道

由于受到资源限制的影响，尽管 HPC 

环境与该目标非常接近，实际上却无法

实现这一全新投资模型设定的标准。然

而，该模型显示我们的目前状况与目标

之间的差距。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最大

的功能差距，划分优先级，把投资预算

先分配到最高价值的项目中。

实施新单位成本财务模式

我们将财务模式从基于项目和组件计数演

进到更整体的单位成本计算模式。例如，

之前我们采用的是 “中断/修复” 的数据中心

改造方法。过去，我们通常个别升级一项

数据中心设施或设施的一部分。我们仅考

虑项目成本和该投资的预期投资回报，而

不从整体上考虑该投资对服务单位输出的

影响。相比之下，现在我们关注的是每服

务单位的总体拥有成本 — 使用的是所提供

的服务的整体数据中心单位成本堆栈。这

一成本堆栈包括所有与提供业务服务相关

的成本要素，而且在评估我们的投资时，

会综合考虑到全球的数据中心情况。

如图 3 所示，计算服务单位平均成本时有

六个主要成本类别需要考虑：网络、员工

总数、服务器、设施、操作系统和管理以

及存储、备份与恢复。将这些成本的总和

除以该环境的合适服务单位的总数，我们

得出了服务单位平均成本。

图 2. 我们的新数据中心投资模式鼓励创新，

并提供显著的业务成效。

表 1. 每项业务功能的服务单位

业务功能 服务单位

设计 电子设计自动化 — 系统性

能有效指标的单位成本

办公、企业和

服务
操作系统实例的单位成本

制造 集成工厂计算环境的单

位成本

图 3. 我们综合考虑所有成本类别，并除以该

环境的单位数，得出了数据中心的单位成本，

例如办公、企业和服务环境中设计和操作系统

实例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 单位系统性能有效

指标（EDA-MIPS）。

时间

关
键
性
能
指
标

低

高

缩小
差距

可实现的最佳数据中心
（模型记录）

当前的功能
（记录计划）

网络

设施服务器

操作系统
和管理员工数量

固定和合约员工

存储、备份
与恢复

+

+
+ +

+

数据中心
总成本

÷

=

特定 DOMES 的
总服务单位数

服务单位平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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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服务的单位成本支持我们评测自身

的绩效和优化数据中心的投资。确定基

于服务的单位成本还可以让我们衡量和

比较数据中心之间的性能，从而定义出

相对表现不佳的数据中心，让为我们可

以使用工具来决定是否升级或合并表现

不佳的数据中心。

为了显示新的基于单位的成本模式的工

作原理，图 4 举例设计环境的成本数据

和办公、企业和服务等环境的成本数据

比较。相较于设计环境，在办公、企业

和服务环境中，员工数量类别在总成本

中所占的百分比更大。相比之下，服务

器作为一项成本要素在设计环境中比在

办公、企业和服务环境中更重要。通过

了解在每个计算环境中确切的单位成本

和该成本的明细，将有助于我们分别为

各个业务建立对成本效率和投资回报产

生最具影响力的最佳解决方案。

成果：立足过去，展望未来
这部分的内容着重讲述多年以来我们使

用数据中心战略所得到的改进和成本节

省。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实施了各种

数据中心计划，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让我们有了继续往前发展的基础。在这

些成就中，有一些是因多年的努力累积

而成；而另一些则是从过去三年中使用

全新 MOR 战略后取得的直接成果。调

整后的数据中心战略将能够帮助我们为

英特尔的客户、产品和企业收购的发展

提供支持，同时提升我们为英特尔各业

务部门提供的服务质量、速度和效率。

自 2003 到 2013 年的累积成果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大幅度提升了数据

中心的性能，同时降低了成本。表 2 中

列举了几个获得提升的领域；每个领域都

将在接下来的子章节中详细讨论。

数据中心的整体改进

我们整体改进了数据中心的性能和成本

效益。

降低了数据中心总的占地空间

图 5 描述了在过去 10 年中我们如何整

合数据中心设施，将总占地面积降低

了 24%，站点数量从 152 个减少到 64 

个。参阅 “持续的数据中心整合” 章节，

了解 MOR 战略如何支持我们实现其中的

一些成就。

改进整体存储的做法

我们对设计环境的有效使用的重点关注，

帮助将资源使用率从低于 45% 提高到高

于 50% — 而我们的目标是达到 65%。有

效使用率的提高帮助英特尔节省了 590 

万美元。

我们采用了几种可以提高存储效率和降低

成本的存储技术：

• 分层存储。一种五层存储方法可以帮

助我们提高存储资源的有效使用率，

改进我们对 SLA 服务表现和降低设计

存储的总拥有成本。设计存储的层数

根据性能、容量和成本而定。第 1 层

服务器有最高的性能和最少的存储容

量。第 2 层服务器则为中等的性能和

最高的存储容量。第 3 层服务器提供

的性能最低，但强调容量；而第 4 和 

5 层服务器虽然有最高的容量，却用于

低频率访问和只读存档数据。

表 2. 数据中心整体改进的成果（2003-2013）

领域 改进成果

所有数据

中心

• 降低了数据中心总能源消耗

• 改进了整体存储习惯

• 改进了整体网络习惯

设计环境 • 更高效的设计计算和存储

• 第 4 代高性能计算

• 使用 NUMA-Booster 提高

了设计吞吐率

• 使用英特尔® 固态盘提高了

设计吞吐率

• 单插槽服务器的部署

办公和 

企业环境

• 更高效的办公和企业计算

与存储

图 4. 了解总单位成本和各个企业环境中的单

个成本类别数字，使我们能够更容易选择最

有效帮助降低成本的 IT 投资。

图 5.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满足了不断增长

的计算和存储资源需求，同时将数据中心能

源消耗降低了 24%。

23%

33%

20%

8%

设计 办公、企业和服务

30%

18%
7%

9%

12%
24%13%

2%

“基础设施即服务”
在 2012 年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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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值四舍五入后，合计值可能不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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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扩展存储。我们正在实施一个从分

散式纵向扩展存储模型到合并式横向扩

展存储模型的战略转变。横向扩展存储

对性能和容量的按需式请求提供了更有

力的支持。此外，横向扩展存储的数据

迁移功能简单易懂，同时可以更有效地

使用由效率技术（诸如重复删除和压缩

技术）释放出来的空间。

• 存储服务器的更新周期。为了提高性能

和降低成本，我们正在实施一个四年的

存储服务器更新周期。启用加速更新周

期之后，我们将可以使用更高性能和高

效能源使用率的服务器，进而可以降低

资本和开支成本。例如，一台更节能的

服务器可以降低数据中心的用电量；而

使用一台功能更强大的服务器来替代几

台老旧的服务器，可以降低我们数据中

心的占地空间。

• 重复数据删除。使用新存储支持企业业

务增长，同时承诺提供四年的服务器更

新周期，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使用最新一

代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这些处理

器提供出色的处理能力，让我们可以在

主存储服务器上处理重复数据删除 — 

由此释放出来的 1.3 PB 容量可以交由

客户使用。

改进整体网络

为了满足数据中心增长对英特尔网络提

出的更高要求，英特尔 IT 正在将数据

中心网络架构从多个 100 Mbps 和 1 

GB 以太网（1 gigabit Ethernet，简称 

GbE）连接升级到 10 GbE 连接。以 

前那种速度缓慢的连接已经无法再为 

英特尔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提供支持。

向 10GbE 的过渡开始于 2010 年；我

们目前部署了超过 18,000 个 10 Gb/s 

端口。使用全新的 10GbE 数据中心结

构设计后，我们现在每年可以满足 40% 

的网络容量增长需求（见图 6），并希

望未来它也能支持网络需求持续的增长。

在过去三年中，除了增加网络容量外，我

们还将网络端口的有效使用率从 40% 提

高到 60%（见图 7）。更高的使用率意

味着我们不必购买额外的端口就能满足不

断增长的网络容量需求，这为英特尔节省

了超过 2,000 万美元的成本支出。

此外，我们还专注提高数据中心的稳定运

行。在过去，我们曾大规模安装了基于

第 2 层的技术。现在我们正向一种基于

第 3 层的网络迁移。这种新架构支持我

们同时使用所有位于一级和二级路径上的

可用带宽。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更高效地

使用网路容量，还可以将 spanning-tree 

protocol 从我们的数据中心中移除 （这种

协议在面对大型网络时不能有效扩展）。

由于互联网使用的是基于第 3 层的可扩

展架构，因此在英特尔的数据中心中使

用这种概念将令我们的数据中心网络更容

易扩展和有弹性。此外，我们正在使用其

他的技术，诸如叠加、多机箱链路聚合

（multi-chassis link aggregation，简称 

MLAG）以及隧道技术，在整个数据中心

中、在第 3 层拓扑结构上拓展第 2 层。

如图 8 所示，我们还是希望当更高速

度的网络技术在市场上推出之后能马上

使用。我们希望在 2013 年年底时在

一些数据中心环境中能用上 40GbE 技

术，2015 年年底时用上 100GbE 技

术，以便和网络需求保持同步。

设计环境上的改进

由于芯片设计是英特尔业务中极为重要，

因此我们将数据中心战略应用到设计计算

的多个方面中。

图 6. 我们全新的 10 GB 以太网（GbE）数据
中心结构设计不仅可以适应当前的容量增长，
还能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网络需求。

图 7.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持续提高网络的有效
使用率。

图 8. 英特尔 IT 第一时间采用市场上最新的高
速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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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效的设计计算和存储

就我们的设计环境而言，一种重大的挑战

就在于不断高速增长的服务器和存储需

求。计算需求每年以 30% 到 40% 的速

度增长，而存储容量增加则是每年 30% 

到 35% （见图 9）。如图所示，使用最

新一代的英特尔® 架构，我们无需增加服

务器的数量就能满足这些需求。

我们预计服务器的形状结构规格改变，由

于持续增加内核的数量，而让我们维持

服务器的数量。我们希望可以根据内核

的数量、机架的数量、能耗以及我们满

足单位系统性能有效指标（meaningful 

indicator of performance per system，

简称 MIPS）需求的程度来衡量数据中心

的性能。

第 4 代 HPC

设计英特尔® 微处理器需要执行大量计

算。流片是芯片设计流程的最后一个步

骤，随着芯片制程技术的逐代发展，流片

的计算需求呈现出持续迅猛增长的态势。

英特尔 IT 采用 HPC 来应对如此庞大的

计算规模，在计算性能、可靠程度与成本

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改进。

如图 10 所示，从 2005 到 2012 年间，

我们的 HPC 解决方案在设计计算能力上

实现了 30 倍的增长。我们当前使用的是

第 4 代 HPC 解决方案，随着英特尔制程

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将持续推陈出新。

图 10 还展示了我们对质量的承诺。通过

使用严格的变更管理方法（主要是像工厂

一样运行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把影响

流片的计算问题的数量降低了 20 倍。

使用 NUMA-Booster 增加了设计吞吐率

数据中心整体优化的任务不仅在于服务器

的性能和设施的效率。应用的性能和工作

负载优化也可能是起作用的因素。我们开

发了一个名为 NUMA-Booster 的系统软

件功能，提供一种简单清楚的方式来自动

截取我们的设计工作负载信息，相比默认

的操作系统调度功能能够更灵活调度工作

负载。总体来说，NUMA-Booster 在服

务器容量上的提升帮助我们实现了 5,500 

万美元的价值。我们确保不给系统和最终

用户造成任何故障停机时间和影响，并获

得了以下特定成果：

• 性能。测试表明我们在设计性能上获得

了 17% 的提升（见图 11）。

图 9. 我们的设计数据中心使用了强大的英特尔® 
技术，确保即使不增加服务器的数量也能满足
不断增长的计算和存储需求。

图 10. 在给予严格的变更管理的前提下，我们
的高性能计算（HPC）解决方案可以稳固地提
升计算容量和服务质量。

图 11. NUMA-Booster 将设计计算性能提高了 17%。
系统配备 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X5570、72 GB DDR3-1333 RAM、1 个 900 GB 10K RPM SAS 硬盘，基于 Linux* 2.6 操作系统，运行英特尔芯片设计模拟工作负载 — 英特尔 IT 执行测量。

系统配备 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X5675、96 GB DDR3-1333 RAM、1 个 900 GB 10K RPM SAS 硬盘，基于 Linux* 2.6 操作系统，运行英特尔芯片设计模拟工作负载 — 英特尔 IT 执行测量。

系统配备 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70、128 GB DDR3-1333 RAM、1 个 900 GB 10K RPM SAS 硬盘，基于 Linux* 2.6 操作系统，运行英特尔芯片设计模拟工作负载 — 英特尔 IT 执行测量。

系统配备 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80 v2、256 GB DDR3-1600 RAM、1 个 900 GB 10K RPM SAS 硬盘，基于 Linux* 2.6 操作系统，运行英特尔芯片设计模拟工作负载 — 英特尔 IT 执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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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环境采用前后对比

每 1,000 个掩模影响流片的计算问题数量
每天流片处理占用的 CPU 小时数

HPC 之前 HPC-1 HPC-2 HPC-3 HPC-4

32.2

5.4 3.8

3.82.9
1.3 1.61.00x

3.95x

7.39x

13.20x

17.32x

20.58x

29.87x

使用 NUMA-Booster 时的寄存器传送逻辑（Register Transfer Logic，简称 RTL）性能
越高越好

相
对

性
能

0.0

0.5

1.0

1.5

2.0

2.5

3.0

CPU 设计 — 全芯片CPU 设计 — 非内核CPU 设计 — 内核

使用 NUMA-Booster

不使用 NUMA-Booster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X5570

使用 NUMA-Booster

不使用 NUMA-Booster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80 v2

使用 NUMA-Booster

不使用 NUMA-Booster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70

使用 NUMA-Booster

不使用 NUMA-Booster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X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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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空间和采购成本。我们在

大约 20,000 台服务器上部署了 

NUMA-Booster，降低 2,200 台服务

器所需的占地空间（相当于 45 个机

架的数据中心空间）。

• 碳排放。这 2,200 台服务器的空间节

省为我们每年节省了大约 1,150 万 

KWH，相当于减少了大约 6,100 公吨

的 CO2。

我们希望通过 NUMA-Booster 获得更理

想的结果，因此我们淘汰了老式的服务

器，部署了具备 NUMA-Booster 功能的

新式多核服务器。

英特尔® 固态盘在作为快速交换硬盘使用
时帮助我们提高了设计吞吐率

英特尔的芯片设计工程师需要把更多的

功能集成到更细小的芯片之中，这意味

着设计更为复杂。设计的复杂程度的不

断增加，产生了更多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工作负载，这对内存和计算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我们通常将这些工作负载运

行在服务器之上，后者必须以最为经济

的方式完成运作。

英特尔 IT 测试了一些较大的芯片设计工作

负载，他们用较低成本的英特尔® 固态硬

盘（英特尔® SSD）替换了一个服务器中

的部分物理内存，这为他们实现了 1.63 倍

的性能标准化成本优势。将固态盘作为快

速交换硬盘使用时可将超过 13,000 台服

务器的设计吞吐率增加 27%，相当于实现

了超过 1200 万美元的业务价值。

部署高密度、高频率的单插槽服务器

如表 3 所示，我们发现与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00 v2 产品家族的较

低频率、较高内核数的双插槽服务器相

比，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00 

v3 产品家族的较高频率、较低内核数的

单插槽服务器可以提供更出色的性能。在

这些较高性能的支持下，这些单插槽服务

器在完成几乎相同数量的工作负载时，可

以将我们的应用许可需求降低达 35%。

基于这种出色的表现，我们决定在设计计

算环境中部署单插槽服务器。

更高效的办公和企业计算与存储

像我们的设计环境一样，办公和企业环境

中的计算和存储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尽管

如此（如图 12 所示），我们仍然能在稳

定地降低物理服务器数量之际，同时满足

这种需求。从 2009 到 2012 年，我们已

将物理服务器的数量降低了 60%，同时

将虚拟机（virtual machine，简称 VM）

的数量增加了大约 5.5 倍。同时还将虚拟

机和物理服务器之间的比率从 2009 年的 

2% 大幅提高到 2012 年的 19%。

图 12. 我们在英特尔® 架构中使用高度的虚拟
化，在大幅度降低必需的物理服务器的数量之
际，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办公和企业计算与存
储的需求。

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 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

办公/企业计算与存储需求

原始存储

原始存储（PB）

全部的操作系统实例

全部的操作系统实例
虚拟机主机

6,256

5,746

4,601

3,895

129

384

484

650

办公/企业物理服务器

服务器的形状结构规格
 在 2013 年发生的变化

  将对我们衡量数据中心
   效率的方式产生影响

7,684

9,977

13,014

16,103

19,807

24,362

29,966

6 7.5

10.5
11.8

14.8

18.4

23

表 3. 单插槽和双插槽服务器之间的性能比较

机架优化式 1U 双插槽服务器 
基于 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80 v2 
（2.8 GHz，每插槽 10 个内核）

密度优化式单插槽服务器 
基于 1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80 v3 
（3.6 GHz，每插槽 4 个内核）

数据中心空间（标准机架配置） 1 台机架 1 台机架

每机架的服务器数量 40 140

每机架的 CPU 插槽数量 80 140

CPU 内核数量 800（2.8 GHz） 560（3.6 GHz）

每内核的内存容量 12.8 GB 8 GB

每机架需要的应用许可 800 560

处理我们的工作负载时每个内核的相对应用性能 100% 135%

每机架的应用工作负载吞吐率 800（800 x 1.0）|  100% 756（560 x 1.3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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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到 2013 年的成果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为改进数据中心的效

率和降低成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特别

是在过去的三年中实施的数据中心创新

和转型战略 — 该战略为我们带来了超

过 1.84 亿美元的业务价值。下面是我

们从 2010 到 2013 年第三季度以来在

设计环境方面实现的效率提升和成本节

省的总结：

• 设计计算。英特尔 IT 在设计计算数据

中心中实现的创新包括 NUMA-Booster 

解决方案（性能提升达 17%）；英特尔  

SSD（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 27% 的容

量提升）；更快、成本更低的单插槽

服务器（性能提升 35%）；和采购效

率。总之，这些创新实现了 6,771 万美

元的成本节省 — 此外还通过使用基于

英特尔处理器、具备相似形状结构规格

的系统实现了 4,445 万美元的收益。

• 设计存储。我们采用新技术功能和增

加使用率的方法，为设计计算使用的数

据中心存储实现了效率提升 — 实现了 

3,309 万美元的成本节省。

• 设计网络。我们为设计计算使用的数据

中心网络采用一个多厂商策略，以及专

注于降低与老旧设施有关的高昂维护成

本，实现了 1,332 万美元的成本节省。

图 13 是我们如何使用新策略改进计算

环境的总结。

除了以上对设计特有环境做出的各种贡

献外，新投资模型还帮助确定出可实现

的最佳性能和我们当前计划之间的差距。

这些行动包括：

• 持续整合数据中心

• 为设计、办公和企业环境降低单位

成本

• 扩展刀片服务器在办公、企业和服务

环境中的使用

持续的数据中心整合

我们使用全新的投资模型衡量目前和应

有的数据中心的数量。

借助新的投资模型，我们有机会将英特尔

数据中心的数量降低 35%，使用的技

术如下：

• 关闭、改进、或对数据中心重新分类，

并提高效率。

• 将本地用的基础设施放置于设计和制造

数据中心，或由服务器机柜提供服务。

• 远程管理本地基础设施站点。

• 使用战略投资来提高设施能源效率。

我们确定了 32 个效率低下的和无效的数

据中心，减除了 61,770 平方英尺的数据

中心空间和将 23,609 平方英尺的数据中

心空间转化为低成本的基础设施机房，每

年为英特尔节省了 2,545 万美元。

为设计环境降低了单位成本

图 14 详细说明了我们如何保持预算相对

平稳（图形左侧），同时单位增长（图形

中部）得以在设计、办公和企业环境中

保持持续增长。我们的投资模型帮助我们

在两个计算环境中都实现了单位成本削

减（图形右侧）— 将设计单位成本降低

了 44%，同时将办公和企业单位成本

降低了 34%。

图 13. 我们的新数据中心策略可以为整个企业
交付价值。

37%

18%

7%

24%

14%

计算环境新策略

英特尔® 架构交付的价值

英特尔 IT 在设计计算使用的数据中心服务器中的创新

设计计算使用的数据中心存储

数据中心设施效率

设计计算使用的数据中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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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刀片服务器技术降低总拥有成本

如图 15 所示，新的投资模型证明从机架

安装式服务器迁移至刀片服务器后，我们

的云计算环境的 TCO 降低了大约 39%。 

这种降低是端口、网络和电缆成本共同

降低的结果。例如，与 16 个机架安装式

服务器相比，一个由 16 个刀片服务器组

成的机箱仅需要 8 个以太网接口（前者

为 128 个）和 4 个光纤通道接口（前者

为 32 个）。而如果在该刀片机箱（在图 

15 中标示为 “Gen-2”）部署具备融合网

络结构的最新一代刀片服务器技术，则可

以帮助我们进一步降低成本。

基于该数据，我们正在积极部署刀片服务

器，以对办公、企业和服务环境中的虚拟

化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数据中心最佳实践总结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采取了许多项战略

投资并制定了众多解决方案，以使我们的

数据中心能够更高效运作和满足英特尔业

务的需求。现在我们正把 MOR 方案运用

于整个基础设施堆栈中 — 计算、存储、

网络和设施。

表 4 是我们开发的最佳实践和它们已创造

的业务价值的总结。

0

50

100

150

200%

2012

2011

2010

每单位成本
的数据中心

总体环境
单位增长总开支

办公和企业设计

100% 100% 102% 100%

136%

183%

74%

56%

100% 100%
105% 107%

100%

131%

162%

100%

80%

66%

每单位成本
的数据中心

总体环境
单位增长总开支

图 14. 我们的新策略帮助实现了持续的增长和降低了单位成本，同时不需要增加预算支出。

图 15. 具备集成网络/数据结构的刀片服务
器帮助我们降低了 39% 的虚拟环境基础设
施成本。

相
对

成
本
（
越
低
越
好
）

机架安装式
服务器

多个 GbE

机架安装式
服务器
10GbE

Gen-1
刀片服务器

具备融合
网络结构的
 Gen-2 刀片

服务器

0

20

40

60

80

100%

虚拟化环境基础设施资本成本
（每个主机）

34.5% 23.9% 3.6% 3.6%

65.5% 65.5%

56.5%
53.4%

服务器成本
以太网/光纤通道连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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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英特尔 IT 数据中心最佳实践

计算（服务器）

最佳实践 业务价值

利用最新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定期更新服务器 • 虚拟化比率多至 35:1。

• 从 2013 年至 2010 年期间，用于设计的服务器数量减少了 43%。

• 自 2008 年以来，设计环境能耗每年下降 10%。

• 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性能提升 6 倍以上。

部署高性能计算i • 容量提高 30 倍，稳定程度提高 20 倍。

• 自 2006 到 2012 年，相对吞吐率扩展提高了 19.4 倍。

• 从 2006 年到 2010 年，节省了 4,472 万美元的净现值（NPV）。

从 RISC 向英特尔® 架构迁移应用ii • 实现大幅度的成本节省和 IT 效率提升。

• 支持我们实现行业标准操作系统（OS）和硬件的优势。

采用虚拟化和云计算 • 超过 60% 的办公和企业服务器采用虚拟化，数据中心中的服务器数量总计减少了 4,000 台。

• 将供应服务器所需的时间从 90 天减少到 3 个小时。

• 由于实施云战略，截止到目前我们节省了 900 万美元的净成本。从 2009 年到 2015 年，

我们预计总计划 NPC 将达 2,000 万美元。

优化软件来提升服务器性能 • 设计任务吞吐率提高了 49%。

• 自 2010 到 2013 年通过 NUMA-Booster 交付 5,500 万美元的价值。

• 使用基于英特尔® 固态盘的快速交换硬盘，在 2012 年节省了 1,242 万美元的成本。

存储

最佳实践 业务价值

使用最新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定期更新服务器 • 利用新技术以更低的成本提高存储的容量、质量、速度和效率。

• 新系统的 I/O 吞吐率是旧系统的 2 倍以上。

• 在 2011 年到 2012 年期间，数据中心存储硬件占用空间将减少超过 50%。

• 由于资源共享效率更高，备份基础设施的成本得以降低。

使用用分层模型确定规模适当的存储解决方案iii • 根据以下业务需求提供存储资源：性能、稳定运作、容量和成本。

• 更有效管理存储成本，同时仍支持轻松访问必要的数据。

• 通过向横向扩展存储过渡降低分层数据的操作复杂程度。

持续监控和回收老化数据所消耗的磁盘空间 • 在 2011 年节省的资本支出超过 100 万美元。

实施存储资源精简配置和重复数据删除 • 在不对性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帮助控制成本和提高资源使用率。

• 将设计的存储有效利用率从 2011 年的 46% 增加到 2012 年的 55%。

网络

最佳实践 业务价值

将数据中心 LAN 网络架构升级到 10 GB 以太网。iv • 在三年中将数据中心网络带宽增加 400%，使得我们可以更快地对业务需求和增长做出响应。

• 自 2010 到 2013 年将网络利用率从 40% 增加到 60%。

• 使用多机箱链路聚合（MLAG）和第 3 层协议消除 spanning tree。

• 减少网络接口卡（NIC）和 LAN 端口的数量，降低网络复杂程度。

• 将虚拟环境中的网络成本降低 18% 到 25%。

向众多供应商开放数据中心网络 • 采用新网络技术在三年中实现超过 2,000 万美元的成本节省。

设施

最佳实践 业务价值

提高散热效率 • 在 18 个月内节省了近 1,600 万瓦时的电力，相当于减少了 6,800 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采用分层方法实现冗余、稳定的系统和物理强化 • 实现数据中心冗余和可用特性与业务需求更合适的匹配。

• 因消除数据中心中冗余的配电系统而将浪费的电源减少超过 7%。

使用模块化设计改造和整合数据中心 • 避免昂贵的新建设。

• 无需在整套设施中配备发电机，因而大幅节省了一个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

• 以最少的精力和成本对不断变化的数据中心需求做出快速响应。

i 更多信息，请参阅 “供芯片设计所用的高性能计算”。
ii 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关键业务的计算环境迁移至英特尔® 架构”。
iii 更多信息，请参阅 “实施云存储指标以改进 IT 效率和容量管理”。
iv 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数据中心网络架构升级至 10 GB 以太网”。

http://www.intel.com/cn/IT
http://www.intel.com/cn/IT
http://www.intel.com/cn/IT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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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 年规划
我们的数据中心战略是一个连续的改进

过程 — 我们一直在努力缩小当前与可能

达到的最高成就间的差距。

为此，我们计划进一步探索以下领域并继

续使用 MOR 方法。

• 采用具备颠覆传统技术的服务器。通过

部署超高密度、超低功耗的服务器节点

为计算需求降低数据中心空间和功耗。

• 采用基于标准的存储。将达到行业标准

的硬件和软件应用于纵向和横向存储，

以便更及时利用最新的硬件和支持更高

的吞吐率。

• 提高网络效率。努力将 LAN 的利用率

提高到 75% 的水平，使用架顶式架构

支持超高密度的数据中心设计。必要时

推广使用 40GbE 和 100GbE，注重成

本效益，以便满足网络容量需求。

• 提高设施效率。在特定的数据中心位

置中使用诸如较高环境温度等技术，

以便利用最新的设施规范来降低散热

的所需。

结论
持续创新将能够提高英特尔 IT 业务服务

的质量、速度和效率。为了为持续创新

奠定基础，我们根据过去十年中确立的

实践，调整了数据中心战略。自 2010 

年到现在，经过改进的数据中心战略已

为我们创造了超过 1.84 亿美元的新业务

价值。

我们的主要成就包括以下几点：

• 开发了一个名为 NUMA-Booster 的系

统软件功能，它帮助我们提高了服务器

容量，实现了 5,500 万美元的价值。

• 部署了超过 13,000 块作为快速交换硬

盘使用的英特尔 SSD，帮助我们增加

了 27% 的服务器容量。

• 设计计算环境中的 1-4 代 HPC 创造了 

30 倍的容量提升和 20 倍的质量提升。

• 采用了新的存储功能，加速了存储更

新，努力进一步提高利用率；这帮助我

们节省了 3,300 万美元的成本。

• 部署了超过 18,000 个 10 Gb/s 网络

端口，帮助我们节省了超过 2,000 万

美元的成本。

• 借助一个集成服务器和网络基础设施，

我们为整个企业节省了 39% 的硬件。

我们像运营一个工厂那样运行英特尔数

据中心，采取一种严格的方式实施变更

和应用革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流程来

实现这些成果。我们数据中心战略的转

型元素包括如下几点：

• 关注三个主要的 KPI。这些指标有助

于我们衡量数据中心转型是否成功：

在限定的开支目标内（保持成本竞争

力）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SLA 

和 QoS），同时尽量提升基础设施资

产的利用率（运营效率）。

• 改变投资模型，鼓励更大胆的创新。

我们将当前能力与 “可实现的最佳模型” 

作对比，新的投资模型能够推动我们更

积极的创新，与仅追求逐步改变不同，

它支持我们更高速改造基础设施。

• 全新的单位成本财务模式。这一模型

让我们能够基于基础设施支持的业务

能力，对数据中心的总体拥有成本

（TCO）作更精确的计算。它能够衡

量单位服务的输出成本，支持我们把

各项资源投入作比较，和在各业务职

能部门中做出明智决策，来尽量提高

投资回报（ROI）和业务价值。

与公共云服务相比，我们的数据中心转型

战略（图 16）可以更有效地帮助英特尔 

IT 保持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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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为了尽量提高英特尔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商业价值，我们需要在计算、存储、网络和设施等方面持续为企业业务驱动创新，同时还要采用新的
指标和全面改进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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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DOMES 设计、办公、制造、企

业和服务

EDA-MIPS 电子设计自动化 — 单

位系统性能有效指标

GbE 千兆位以太网

HPC 高性能计算

KPI 关键性能指标

MIPS 单位系统性能有效指标

MOR 记录模式

MTTR 平均维修时间

NAS 网络连接存储

NIC 网卡

NPV 净现值

NUMA 非一致的内存访问

QoS 服务质量

RISC 精简指令集计算

ROI 投资回报

SAN 存储域网络

SLA 服务级别协议

SSD 固态盘

TCO 总体拥有成本

USD 美元

VM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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