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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英特尔® 固态硬盘的可靠程度

英特尔® 固态硬盘的优势

•  年故障率下降 87%，降低 IT

总体拥有成本。

•  I/O 性能提升 4 倍，大幅度提

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为了增强员工效率并降低 IT 总体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 简称 

TCO），英特尔 IT 在 2009 年制定了一项战略决策，在采用英特尔® 固态硬

盘（英特尔® Solid-State Drive, 简称 英特尔®SSD）的移动商用 PC 上实现标

准化。我们初步使用固态硬盘（solid-state drive, 简称 SSD）制造商提供的

数据来计算 TCO，结果已显示，由于 SSD 的可靠程度比传统硬盘（hard 

disk drive, 简称 HDD）更高，因此可显著降低 TCO。1 我们对部署在的移动

商用 PC 中的 45,000 多块 SSD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究，得到的结果证实了

先前的 TCO 分析，即英特尔 SSD 的年故障率比 HDD 低 87%。请参见图 

1。

英特尔 SSD 提供了巨大的性能和支持优势，在与英特尔® 酷睿™ i5 博锐™ 处理

器和 Microsoft Windows 7* 结合使用时优势尤为明显。用户对其改进的系

统性能、方便移动，以及效能和效率青睐有加。从 IT 的角度来看，英特尔 

SSD 比 HDD 更可靠、提供了更高的系统性能和更低的 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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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按英特尔® 固态硬盘故障率的分析，固态硬盘的年故障率比传统硬盘低 87%，可直接降低 

IT 总体拥有成本。英特尔内部测量，2008 年和 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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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可靠程度的提高
所带来的优势

硬盘故障率下降有助于提升员工效

率并节约 IT 成本。因此，英特尔 

IT  对可能会发生故障的硬盘进行

监控，并在有需要的时候予以修复

或更换。

对于员工来说，提高硬盘可靠程度

意味着：

• 减少会造成不便的意外宕机事故

• 提高工作效率，加速完成任务

• 降低数据丢失的可能

• 缩短恢复数据和重新配置移动商

用 PC 的时间

对于 IT 来说，提高硬盘的可靠程

度的意味着：

• 减少支持服务需求次数

• 缩短服务台在硬盘修复和替换上

花费的时间

• 降低已过保修期的硬盘的成本

• 降低故障硬盘上的数据恢复成本

我们将降低硬盘的年故障率作为

削减 TCO 的主要因素。为了计算

通过在移动商用 PC 环境中，使

用英特尔® 固态硬盘 （Intel ® 

SSD）代替 HDD 来实现 TCO 节

约，我们与英特尔 SSD 产品团队

合作开发了客户端 IT TCO 工

具。现在大家可以访问这个网址

使用该工具：www.intel.com/

design/flash/nand/

index.htm。IT 机构可以将其数

据输入到该工具中，以便了解通

过迁移到英特尔 SSD 所能实现的 

TCO 节约。

背景
在 2007 年，英特尔 IT 对使用英特尔 

SDD 来替换我们的移动商用 PC 舰队中

的 HDD 进行了评估。作为一项新技术，

英特尔 SSD 的前期投入高于 HDD。但是

我们预计，改进的员工效率和移动计算以

及更低的 TCO，将会证明英特尔 SSD 物

有所值。

由于 SDD 中不含易发生故障的移动部

件，当时我们便假设其可靠程度高于 

HDD。为了验证该假设，并证明虽然前

期成本更高但会物有所值，我们在执行概

念验证时对 TCO 仔细计算。在我们的计

算中，更高的可靠程度是降低 TCO 的首

要因素，其次是更高的性能。

在计算 TCO 时，我们没有获得足够的内

部数据来分析可靠程度，也没有对 SSD 

的可靠程度进行长期研究。因此，我们主

要依赖于 SSD 制造商所能提供的数据。

将制造商的预测与 2007 年 HDD 的实际

故障率相比得知，SSD 的年故障率比 

HDD 低 90%。

作为概念验证的一部分，我们还于 2008 

年为英特尔的销售团队部署了 1,500 块

第一代英特尔 SSD。在 2009 年，通过

升级、OEM 采用和 PC 更新，又部署了 

7,000 块第一代英特尔 SDD 。

根据 TCO 计算结果，再加上员工迫切的

需求，我们决定在英特尔移动商用 PC 环

境中全面部署英特尔 SSD。在部署新 

PC、重新构建和升级操作系统以及进行

部门筹资的部署项目时，我们为员工提供

了第二代英特尔® X25-M 和 X18-M 主流 

SATA 固态硬盘（80 GB 和 160 GB）。

到 2011 年初，在我们的实际工作环境中

已经部署了 45,384 块第二代英特尔 

SDD ，让我们可以使用实际的故障数据

来计算其可靠程度。

方法
我们使用两种行业标准方法来计算 SSD 

的可靠程度 — 年退回率（ARR）和年故

障率（AFR）。为了执行这些计算，我们

首先记录每块已安装好的英特尔 SDD 使

用周数，然后将所有硬盘的周数相加，以

确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环境中英特尔 

SSD 的使用总周数。

“退回”硬盘是指可能因逻辑或物理故障而

更换的硬盘。我们使用英特尔 SSD 产品

团队提供的专用工具集，对每块退回的硬

盘进行严格的评估。如果分析时检测到故

障，便会记录相应的原因。如果硬盘通过

评估，将其记录为“退回”，而不是“故

障”。

我们使用简单的公式来计算 ARR：

• ARR = 退回硬盘总数 / 总硬盘周数 x

52周（每年）

同样，AFR 的计算公式为：

• AFR = 故障硬盘总数 / 总硬盘周数 x

52周（每年）

www.intel.com/design/flash/nand/index.htm
www.intel.com/design/flash/nand/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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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表 1 比较了英特尔 SSD 与 HDD 的故障

率。我们从 45,384 块第二代英特尔 SSD 

计算了 1,109,399 个总硬盘周数。在为

期一年的研究中，员工退回了 227 块硬

盘。将总硬盘周数用作分母，计算出 ARR 

为 1.06%。

在退回的 227 块硬盘中，130 块硬盘被

检测出发生故障。将总硬盘周数用作分

母，计算出 AFR 为 0.61%，而在 2007 

年 HDD 的 AFR 为 4.85%。

我们把收集到的英特尔 SSD 的故障数据

进行分析，确定了：

• 与 2007 年在我们的移动商用 PC 中部

署的 HDD 相比，第二代 SSD 的年故障

率低了 87%。

• 第二代英特尔 SSD 的 AFR 为

0.61%，基本符合我们在最初 TCO 分

析中的假设（0.50%），因此证实了

我们的 TCO 计算。

表 1. 英特尔® 固态硬盘和传统硬盘的年故障率比较

传统硬盘

降低英特尔 SSD 的 AFR 是降低 TCO 的

关键，因为可靠程度提升有助于缩短用户

停机时间，并降低 IT 解决问题和重建笔

记本电脑的成本。每次硬盘故障 IT 可能

要花 2 到 12 小时进行维修，并且可能需

要通过若干个电话服务来回答用户关于故

障和重新配置流程的疑问。

硬盘故障还会因为数据丢失而导致不同程

度的企业成本损失。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

取决于备份系统的稳定度，以及员工对定

期备份策略可有严格遵守。

英特尔® 固态硬盘

总硬盘周数 4,160,000 1,109,399

硬盘数 80,000 45,384

每块硬盘的平均周数 52 24.4

退回硬盘数量 无 227

故障硬盘数量 3,881 130

年退回率（ARR） 无 1.06

年故障率（AFR） 4.85% 0.61%

年故障率减少 87%

与产品团队协作以改
进英特尔® 固态硬盘的
设计

由于在降低总体拥有成本，以及提

高企业对英特尔® 固态硬盘

（Intel® SSD）的采用率方

面，SSD 的可靠程度十分重要，

英特尔 IT 与英特尔 SSD 产品团队

紧密协作，对全部退回的硬盘进行

分析。我们在退回的硬盘上运行了

一系列故障分析程序，以确定是否

发生故障。如果发生故障，那么造

成故障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产品

团队分析该结果来确定我们的实际

工作环境中最常见的故障原因（包

括断电问题、 NAND 单元检测以

及与防火墙相关的问题），以便对

未来的英特尔 SSD 进行改进。



结论
英特尔 SSD 在可靠程度和 TCO 方面的

表现显著优于 HDD。英特尔 SSD 可为英

特尔那些经常需要到处走动出差工作的员

工提供更高的系统性能、更长的电池续航

能力和更为移动。这些优势解释了我们为

什么致力于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部署 SSD 

的原因。在我们购买移动商用 PC 时，英

特尔 SSD 现已成为其中的标准配置。我

们并不将部署仅限于标准的两年到四年 

PC 更新周期，而是利用每个机会来安装

英特尔 SSD （包括操作系统升级、PC 重

新构建和 PC 更新），以便能让员工尽早

获得英特尔 SSD 的优势。

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了解关于 

SSD 的更多详细文章。 

• “通过固态硬盘提供更佳的移动体验”

• “在企业范围内部署采用固态硬盘的笔记

本电脑”

• “加速度英特尔固态硬盘在企业中的部署”

如欲与英特尔 IT 高管针对本
文主题进行直接对话，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作者
Doug DeVetter,

英特尔 IT 企业架构师

Julie Rice,

英特尔 IT 固态硬盘部署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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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企业范围内部署采用固态硬盘的笔记本电脑。”英特尔公

司，2009 年 8 月。

性能测试和等级评定均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和/或组件进行

测量，这些测试反映了英特尔产品的大致性能。系统硬件、软

件设计或配置的任何差异都可能影响实际性能。购买者应进行

多方咨询，以评估他们考虑购买的系统或组件的性能。如欲了

解有关性能测试和英特尔产品性能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performance/resources/

benchmark_limitations.htm 或致电（美

国）1-800-628-8686 或 1-916-356-3104。

本白皮书仅用于参考目的。本文以“概不保证”方式提供，
英特尔不做任何形式的保证，包括对适销、不侵权

，以及适用于特定用途的担保，或任何由建议、规范
或范例所产生的任何其它担保。英特尔不承担因使用本规

范相关信息所产生的任何责任，包括对侵犯任何知识产权的责

任。本文不代表英特尔公司或其它机构向任何人明确或隐含地
授予任何知识产权。

英特尔、Intel 标识、Intel Core、英特尔酷睿、Intel vPro 和

英特尔博锐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

* 文中涉及的其它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版权所有  2011 英特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请注意环保 0711/JLG/ KC/PDF    325337-001CN

www.intel.com/cn/it
www.intel.com/performance/resources/benchmark_limitation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