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何应当阅读本文

本规划指南为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可帮助您构建将关键业务工作负载从 

RISC/UNIX* 等传统的专有系统迁移至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并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解决方案的案例。

• 不断变化的数据中心挑战小结（这些挑战影响着关键业务工作负载）

• 基于英特尔服务器的技术创新概述（这些技术创新使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决方案成为关键业务计算环境的最佳选择）

• 用于为迁移目标关键业务工作负载而构建业务案例的实用指导

• 将关键业务 RISC/UNIX 系统迁移至现代高可用性系统的可行项目计划

的构建步骤，包括评估特定工作负载，进行概念验证，以及开始生产。

规划指南

将关键业务解决方案 
迁移至 x86 架构
如何将您的关键工作负载迁移至现代高可用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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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IT 部门需要更快速、更经济高效地提供新服务，同

时通过更高的安全性保护敏感数据并提高可靠性。但在预算

通常持平或最多只是适度增加的情况下，对于那些对业务最

为重要的关键业务工作负载，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对运行在 

RISC/UNIX* 等昂贵的封闭式平台系统上的正常运行时间长

且可用性高的解决方案投入宝贵资金。若达不到所要求的可

用性和性能，经济实惠的开放式平台服务器的成本优势和较

低的总体拥有成本（TCO）优势也就不能实现。

最近几年中，服务器的不断创新，使得其能够在符合服务级

别协议（SLA）的同时降低资本和运营支出。现在，可将维

护和升级难度大且成本高的老旧专有系统迁移至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且经济实惠的标准化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支

持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

这些全新系统能够满足低成本、性能和可用性的 IT 需求，并

支持关键业务环境中的虚拟化、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功能的

整合。此外，现在有更广泛的关键业务和商业智能软件适用

于 x86 架构。

IT 需求：快速提供新服务 
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本指南的目的

尽管越来越多的系统被视为关键业务，包括电子邮件

和 SharePoint* 服务器等，但本规划指南重点关注的

是那些关乎企业命脉的工作负载，它们通常要求持久

的正常运行时间和快速的响应时间。本指南为 IT 经理

提供了一种实用方法，可帮助他们通过评估和规划迁

移（将关键业务系统迁移至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并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解决方案）来

对他们的数据中心进行现代化升级。

关键业务迁移环境

如今，许多企业仍然在传统的封闭式孤岛中运行关键应用和

存储重要数据。这些系统的购置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客户一

般都无法自主选择软硬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的经营成

本继续升级。维护硬件与应用，以及寻找技能娴熟的支持资

源来管理服务级别协议（SLA）等工作均导致了这些成本的

增加。更重要的是，传统环境可能无法满足长期业务战略的

要求，该战略需要解决方案具备高度灵活性、可扩展性和适

应性，并且运行在更小、更高效的 IT 环境中。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决方案一段时间以来已能够

切实可行地替代 RISC/UNIX 等专有系统。它们能够以大幅

低于传统系统的成本，满足您的关键环境对于关键业务功

能和正常运行时间的需求。将关键业务应用迁移至这些基于 

x86 架构的新解决方案之一，可为传统的企业应用以及云计

算和大数据分析等重要工作负载提供通用计算平台。

在将关键业务应用从传统服务器迁移至更加现代化的标准解

决方案时您有多种选择。企业可选择多种操作系统和一些重

要部署模式，包括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裸机

解决方案，部分或完全虚拟化的环境，或者云的直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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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主要的 IT 挑战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产品家族的创新及 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进步早已能够全面的满足严格的关键业务正常运

行时间和响应时间要求。这些解决方案产品让 IT 经理能够采

用经济高效的战略来支持他们的关键业务需求。它们还提供

了一个通用的计算平台，为加快服务交付提供了灵活性。

越来越多的 IT 部门了解到了迁移到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决方案的优势，并

且正在积极的改造其企业环境，以便在成本较低的工业标准

服务器解决方案上运行。例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卫生服务将

其 RISC 架构完全更换为了运行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操作系统、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的服务

器，获得了一年投资回报和 5 倍的性能提升。此外，与之前

的 RISC 系统相比，卫生服务还将数据中心的空间和成本降

低了80%。1

业务和技术优势

将关键业务工作负载从传统系统迁移至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决方案可以降低服

务器、整体解决方案的成本和数据中心占地空间的整体资本

支出。2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的最新系统还可以帮助节省

运营成本，包括降低功耗、散热和支持成本。2

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软件、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

解决方案可快速带来投资回报，因为：

• 高可靠性、可用性与可维护性（RAS）的特性

• 软件、硬件和支持选项的效率、灵活性和整体性能

•  基于规模经济的更实惠的价格结构

更重要的是，计划中和意外的停机时间也将大幅减少，让您

能够持续运营业务。

向 x86 架构迁移可带来的技术优势包括：

高性能。如今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提供大内存支持、快速

扫描操作、交易工作负载性能以及多核和多线程处理能力，

支持对数据要求最为苛刻的关键业务应用。英特尔® 至强™ 处

理器还提供领先的单独内核性能、更多的内核数，并支持四

插槽和更大的系统。

高度可靠的 RAS 特性。关键业务应用故障将会造成每小

时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美元的成本损失。而英特尔® 至强™ 处

理器 E7 产品家族提供的英特尔可靠运行技术（Intel Run 

Sure Technology）3  和其他 RAS 特性均内置到芯片中，

以维持提供数据和服务的关键业务工作负载。这些功能旨

在通过诊断、系统恢复和内存管理故障或错误，以增加正

常运行时间。

虚拟化功能。IT 经理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虚拟化功能来提

高系统容量和利用率。虚拟化技术支持对服务器进行分区并

设置虚拟机，使企业能够整合服务器和工作负载，创建高度

灵活的配置设置，同时加强对应用和数据库的管理。分区和

虚拟化可实现较高的资源利用率，高效整合处理器、内存和 

I/O，并可提供安全性、隔离和共享优势。

更灵活的 IT 环境。迁移可显著提升 IT 环境的灵活性，帮助 IT 

经理快速适应短期业务需求。例如，虚拟化环境还能够支持实

现更佳的负载平衡，方便应用开发与测试，加快供应速度和

改进系统维护工作。此外，英特尔架构基于开放式行业标准构

建，可为行业提供更多的硬件、软件和服务选项，并支持更快

的创新和极具竞争力的定价模式。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新的性能飞跃

与基于前一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的

服务器相比：

•  对于关键工作负载，最高 40% 的平均性能提升4, 5, 6

•  对于分析工作负载，最高 72% 的性能提升4, 5, 7

•  借助新的英特尔事务性同步扩展（英特尔 TSX）优

化，内存交易工作负载的性能可改进高达 6 倍3, 4, 5, 8

•  借助英特尔高级矢量扩展，可实现高达 68% 的额

外浮点运算

•  2.0（英特尔 AVX2）优化3, 4,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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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数据中心占用空间。他们可以使用更少的服务器处理更多

的工作负载，从而降低整个数据中心的占地空间，并减少保持

服务器运行所需的能源。通过在最新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上进

行部署，企业可显著降低空间、功耗和散热要求。

通用平台。将不同的工作负载和部署模式迁移至一个通用平台

可帮助降低管理开销，让 IT 经理能够更好地满足 SLA 要求，

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将重点放在创新而不是维护上。

加速创新：基于英特尔处理器的关键业务
解决方案

最近几年来，服务器的创新使数据中心现代化更具吸引力。

部分原因是企业专注于在解决方案堆栈中支持关键业务计

算。从处理器层到应用层，英特尔及其合作伙伴正在协作构

建更加强大、可互操作的关键业务解决方案，以充分利用最

新的 CPU 性能、可靠性和可扩展性特性。

一项针对美国 200 名 IT 经理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已将平均

一半的关键业务数据中心基础架构从 RISC/UNIX 系统迁移至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且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

统的解决方案中。10

性能与价格。继续加快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性能提升。

此外，英特尔架构处理器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大幅提升性价

比。如今，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的性能可帮

助改造您的数据中心，以降低运营成本并满足不断发展的业

务需求。与使用 5 年的传统服务器相比，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的服务器能够以 5 分之一的单独虚拟

机（VM）成本提供高达 17 倍的吞吐量，4, 11  并提供 9:1 的

整合率和 23 个月的投资回报期。4, 12

分区（工作负载管理）。服务器分区能力为关键业务工作负载

提供了显著的运营和成本优势。通过分区，您可以按需整合服

务器、共享或隔离资源，合并生产和测试环境，或者运行集成

集群。这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部署速度，增强服务可

靠性，以及提升资源管理的灵活性。

正常运行时间。对 RAS 的坚定承诺和重点关注使得芯片级的可

靠性得以增强。事实上，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最

新的三代处理器中增加的重要特性中，每项特性都显著增强了

整体可用性。此外，英特尔还与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紧密合作，

旨在推动各种解决方案充分利用 CPU 的 RAS 特性，为关键业

务部署带来重要优势。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采用了英特尔可靠运行

技术（Intel Run Sure Technology），以及弹性内存和系统技

术，例如自我修复等。运行该款最新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解决方案支持在发生组件故障时

持续运行，从而缩短停机时间。

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数据加密是重要的数据保护方式。通常，

考虑到性能损失，IT 经理只会加密最重要的数据。通过采用

英特尔数据保护技术（带高级加密标准新指令（AES-NI）），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可减少相关的性能损失，

鼓励普适加密。13  这一处理器的最新版本还有一个数字随机数

产生器，可通过英特尔数据保护（带安全密钥）改进质量、性

能、访问和安全性。

操作系统。Linux 功能为将关键业务系统迁移到运行 Linux 操

作系统、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决方案提出了一个强

有力的理由。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操作系统包含可扩展

性、安全功能、关键业务级 RAS 和节能特性。14

          

可靠性对业务至关重要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配有英特尔可

靠运行技术（Intel Run Sure Technology）3，能够

提供一流的可用性和正常运行时间。该技术：

• 支持系统诊断和从之前的致命错误中恢复

• 帮助确保内存子系统中的数据完整性，使系统能

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可靠运行，减少紧急维修呼

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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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纵向扩充工作负载的内存数据库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融合了这些数据库创新，能够支持纵向扩充工作负载和内存数据库：

• 大容量内存 ：

• 基于四路和八路的配置，每路最大 1.5TB 内存，每台服务器的最大内存可达到 6 TB 或 12 TB 

• 使用第三方（OEM）节点控制器最大可扩展为 32 路系统

• 支持 DDR4 和 DDR3 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SDRAM），可实现快速的传输速率，帮助运行不断扩展的工作

负载

• 与前几代处理器相比，英特尔事务性同步扩展（英特尔 TSX）2  可实现出色的事务性工作负载性能

• 英特尔高级矢量扩展指令集 2.0（英特尔 AVX2）可加速扫描操作2

• 面向单线程和多线程应用的出色性能，包括扩展高性能计算和技术应用

• 集成式 PCI Express*（PCIe*）3.0 端口可为存储和网络连接提供额外的容量和灵活性，可提高带宽，支持基于 

PCIe 的固态盘

• 40 个先进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RAS）特性为 99.999%（五个九）的正常运行时间而设计，可提高关

键业务分析工作负载的数据完整性，其中包括英特尔可靠运行技术（Intel Run Sure Technology）2

• 广泛、开放且基于行业标准的领先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提供经优化的解决方案，可在英特尔架构上完美运行，包括

面向高级分析的内存数据库，以及企业资源计划（ERP）、在线交易处理（OLTP）和客户关系管理（CRM）等交

易密集型工作负载

数据库创新与变革。与纵向扩充工作负载和内存数据库相关、

面向关键业务应用的数据库技术创新能够帮助更快速、更高效

地管理数据。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决方案能够支持

行业领先的关键业务数据库和商业智能。

应用。传统的关键业务解决方案正在不断优化，以利用更加

现代化的标准解决方案堆栈。其中包括 SAP 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上运行的业务管理套件，以及领先的

电信独立软件厂商（ISV）Amdocs 的计费和客户关系管理

（CRM）解决方案等。

此外，来自 Epic 和 Cerner 等厂商的主要电子病历系统已经

优化了其解决方案，以支持现代化 x86 服务器和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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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迁移实例：八个步骤

数据中心现代化，尤其是将关键业务系统迁移至新技术的工作，是一系列长期持续的项目。构建重要的迁移实例并持续展示其

对 IT 和业务的优势是迁移项目的重中之重。以下步骤将帮助您创建出色业务案例，推动迁移向前发展。

第 1 步：了解目标并与目标保持一致

多种因素推动从传统部署迁移至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的解决方案。首先要确定你的迁移工作的业务目标与技术

目标。

注意事项：

• 业务部门需要更快、更好的服务吗？

• 特别是，业务部门是否需要推动新数据驱动型洞察的新数

字服务？

• 您：

- 是否需要更新老化的基础架构？

- 是否需要提升性能？

- 是否需要减少空间？

- 是否需要标准化或虚拟化您的基础架构？

- 以及是否需要获得最新版本的数据库、操作系统或

应用软件，以充分利用全新的关键业务功能？

• 您的专有传统系统的支持成本是否日益高涨？现有服务器

完全折旧了吗？

• 您的硬件厂商是否因为技术陈旧而降低了基础架构支持的

优先级？

• 迁移会改进流程和资源利用率吗？

• 您是否很难找到技能娴熟的员工来维护老化的基础架构？

•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您希望厂商提供哪些支持？

第 2 步：定义范围

确定迁移中包含的应用、服务器、存储、网络、数据中心和其

他组件。尽量保持集中，因为范围越广，迁移的复杂度越高。

通过一系列优先迁移子项目以解决迁移范围较广的问题。

第 3 步：定义成功标准

这其中包含对于迁移成功至关重要的主要标准（尽量量

化）。例如，您的标准可以包括将总体拥有成本（TCO）

降低特定百分比，或者在规定的平均时间内每秒钟处理一

定数量的交易。

第 4 步：量化和跟踪业务价值（投资
回报和总体拥有成本）

开发相应的模型，以帮助评估迁移项目可带来的潜在回报与

业务价值。您可以使用现成应用或应用服务对该流程实施自

动化。这些评估能够为您提供所需信息，以获得项目利益相

关方的支持。

英特尔使用了 Alinean 的工具，能够演示将现有 RISC 服务

器基础架构迁移至基于英特尔安腾® 或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的服务器能够带来的投资回报。该工具还比较了两款解决方

案的总体拥有成本（TCO）：建议的英特尔架构服务器解决

方案，以及类似功能的全新 RISC 架构替代方案。结果基于

模拟的客户环境、行业研究指标以及 Alinean* ROI Analyst* 

软件中的财务计算得出。

第 5 步：确定利益相关方并展开合作

要确保项目成功，需要确定会有哪些利益相关方对项目目标

或者最终成功有影响。尽早让他们参与项目，了解他们的难

题，让他们帮助定义目标以及共同商议最佳迁移时机。通

常，他们的反馈和支持对于获取预算支持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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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评估当前环境并了解工作负载

对当前的工作环境进行详细评估，确定迁移要求并识别潜在

风险。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仔细分析当前的环境，确保没

有遗漏主要要求或风险。此外：

• 通过您的首选厂商，查看和了解您当前的解决方案文档、应

用和硬件选项。

• 整理您当前环境中的设备和应用库存。您可以手动执行该操

作，也可以购买软件来自动了解资产。确定您希望在新环境

中继续使用哪些现有硬件和软件组件。

• 确定您的当前硬件配置和各分区的数据容量。

- 内存（大小与使用率）

- CPU（速度和加载配置文件，包括虚拟 CPU）

- 网络（链接数量和速度）

- 所需的磁盘输入/输出性能（IOPs）

- 存储要求

• 为需要迁移的应用创建配置文件。

- 内存（大小与使用率）。

- CPU（速度和加载配置文件，包括虚拟 CPU）。

- 网络（链接数量和速度）。

- 所需 IOPS。

- 存储要求。

- 应用是经过修改的商用货架产品（COTS）应用吗？

- 应用除了提供商用版外，是否还包含大量专为传统

操作系统开发的定制代码？

- 应用是否针对公司完全定制？是否为了满足应用需

求对操作系统进行了修改（通常是库）？

- 是否需要为了满足功能要求而重新编写应用或者购

买商用货架产品（COTS）应用？

- 您如何使用应用，它如何运行，它依赖于哪些因素，

有哪些外部链接？

- 数据源、数据流、数据的大小以及应用的内存要求

是什么？并发用户的峰值数量是多少（并非仅限指

定用户）？

- 对于定制应用，评估代码的大小和复杂性。您是否

已获得了源代码、文档、厂商库和开发人员资源？

- 确定正在使用的所有中间件产品。

- 评估高可用性（HA）架构。正在使用哪些工具和软

件？将迁移哪些高可用性组件？

• 评估需要迁移的数据。您将使用相同的数据库应用还是新数

据库应用？数据是二进制格式吗？

• 决定部署是传统企业应用、虚拟化还是通过私有云。

• 如何处理配置和协调？

• 具有哪些安全特性来保护数据、应用、平台和基础架构？

• 记录存储、服务器、网络和服务级别协议（SLA）的关键解

决方案要求。

- 您的 SLA 要求有哪些（如果适用，按分区说明），

包括可用性要求？

- 迁移时需要停机多长时间？

- 对响应时间有哪些要求？

• 考虑备份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以及生产环境。

• 评估现有解决方案的安全环境。了解需要如何实施安全措

施，以重新部署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或者重新构建一个新解

决方案。要确保安全保护措施满足需求，请查看应用和您企

业的安全策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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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确定可行性并识别风险

根据收集到的所有信息，评估迁移的可行性，并识别潜在风险。

• 从技术角度看迁移是否切实可行？

• 是否能够满足性能、可扩展性、可靠性、可用性、安全保护

和数据完整性的要求？

• 您具有执行迁移操作的经验和技能吗，或者您是否需要外部

厂商的协助？

• 是否能够将新的解决方案有效地集成至您的操作环境中吗？

• 是否得到了相关利益方的支持，是否获得了完成项目所需的

资金？

第 8 步：确定如何继续实施

重新查看您的 TCO 和 ROI 分析，确保它们仍在可控范围之

内。权衡项目的预期收益与风险，确定是否应继续实施迁移

计划。

  
成功案例：关键任务工作负载和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决方案

创建业务案例时，思考下列公司如何受益于将关键业务工作负载迁移至最新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环境。

Applied Innovations 

Web 托管服务提供商采用高级处理器架构推出其下一代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产品。通过使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4890 v2 产品家族、运行 Windows Server* 2012 R2（带有 Hyper-V* 技术）的四路服务器，Applied 

Innovations 能够在更小的空间内运行更多工作负载和支持更多客户。该公司整合了超过 80% 的云基础架构4，并

期望将功耗、散热和空间占用成本降低 2/3，将许可成本降低 1/3。

Trapezoid

Trapezoid 使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的服务器提升 Trust Visibility Engine（一款软件即服务的云

安全产品）的密度和分析性能。Trapezoid 测试了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的服务器的基础性基础架

构功能，这些功能能够支持分析工作负载日益增加的可扩展多租户环境。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还可帮

助 Trapezoid 充分利用英特尔平台保护技术（带有可信执行技术（TXT））13，验证服务器硬件和软件的身份和完

整性，以跟踪工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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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至 x86 架构：六个步骤

虽然每个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成功的迁移都需要采用小心谨慎、基于最佳实践的系统化方法。以下步骤为 IT 经理提供了

一种实用方法，可帮助他们完成关键业务部署项目。

第 1 步：评估当前的服务器负载

仔细评估当前服务器负载，这一工作可帮助您为概念验证

（PoC）测试确定一个适当的配置。初步的服务器分选将有助

于您确定适当的配置。从一个架构迁移至另外一个架构后，应

用性能将发生重大改变，所以只有在类似的平台上进行的性能

测试才能为您提供准确的性能评估（在这一阶段您只需要进行

合理的初步预估，来支持您的测试要求即可）。您的概念验证

将会提供详细信息，帮助您调整生产服务器的性能。

确定测试服务器的内存和磁盘空间非常简单，因为相关要求与

传统基础架构非常类似。然而，架构和代际差异都需要考虑，

包括内核数量、线程、高速缓存、每时钟周期指令数和其他因

素。大部分 UNIX 操作系统中使用的性能监控工具都可以帮助

完成这一任务。此外，您可以添加 Solaris* sysstat 软件包工

具，测量关键性能并识别瓶颈，或者可以使用分选工具帮助您

完成评估。

第 2 步：找到令人信服的试点机遇

试点可帮助对未来迁移工作做好准备。根据公司为实现初步

成功而确定的当前业务需求，找到最适合率先迁移的应用。

虽然唾手可得的成果可能极具诱惑力，但它可能无法提供战

略支持，不能帮助您说服业务部门继续进行迁移。那些积极

进行改变并愿意在企业内分享 IT 成功经验的业务部门，将是

进行关键业务迁移的最佳目标。

第 3 步：开发概念验证（试点）

所有复杂迁移或关键业务迁移都应包含概念验证，以确保应

用能够在新环境中运行，并确定它的运行性能。概念验证还

可帮助您优化配置，实现最佳性能，并建立迁移生产环境的

初步流程。

对于概念验证，您将需要确保为迁移测试做好了必要的准

备工作，包括确保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可帮助查看测试全

过程。确保您已对将要用于测试迁移的服务器和数据库的

物理位置进行了验证。此外，您还需要为在目标硬件上测

试应用性能做好准备，并确保在迁移过程中应用不会发生

任何变化。

在这一阶段，您还应对服务器分选进行更全面的评估：有多

种因素会影响服务器平台选择和分选，其中包括：

• 初始测定的平均利用率

• 最高使利用率目标

• 需求峰值

• 工作负载增长预期

• 双插槽和四插槽服务器的相对容量

• 包括集群和故障切换在内的高级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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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评估解决方案架构

完成概念验证后，您将会确定应用可以在硬件上运行，而且确

信能够满足 SLA 要求。收回思绪，重新思考更广泛的问题，包

括解决方案的可扩展性和可用性。此外，您还需考虑以下几个

问题：

功能强大的硬件。在大部分迁移中，使用更加强大的新硬件替

换陈旧的设备后，您将能够自动获得出色的性能、可扩展性和 

RAS 特性。您还可以为新系统配置冗余组件（如电源、磁盘和

风扇），以提高这些优势。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家族专为

关键业务环境而设计，为数据完整性和系统快速恢复能力提供

芯片级高级支持。

集群。您可以通过在领先的 Linux 发行版中使用高可用性集群

软件，帮助降低迁移环境中由于故障所带来的影响。同时，您

可以部署冗余服务器，以便在主服务器发生故障时，冗余服务

器来接管主服务器职责。故障切换不是瞬间完成，而是自动执

行的。集群软件可降低故障对整个系统可用性的影响。

横向扩展能力。横向扩展支持通过增加服务器来处理日益增加

的工作负载，而不再需要增加单个服务器的性能。这是面向展

示层服务的最佳方法，这些服务能够在多台服务器间实现出色

的工作负载平衡。如果一台服务器发生故障，其工作负载将自

动切换至其余服务器，从而可提供高可用性和可扩展性。基于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的双路服务器支持更大的内

存，并全面支持高可用性和数据完整性。添加自动配置和维护

工具，以在扩展解决方案时保持较低的管理开销。

纵向扩充。在纵向扩充架构中，应用将驻留在一台服务器上。

随着工作负载的增加，您可通过向服务器增加资源或升级至更

庞大的系统，实现性能扩展。具有高可扩展性的成熟应用或单

一功能应用都是纵向扩展的理想选择。

第 5 步：预演

要想成功转换至新的解决方案，必须进行精心准备。迁移预

演可以帮助您改善和简化试点项目中使用的流程。通过评估

和重新安排您的流程，开发脚本以自动执行必要的流程，以

及仔细检查数据迁移步骤，您将可以获得相关知识和经验，

确保能够顺利完成生产环境的迁移。请记录这些步骤，并对

解决方案进行质量评价（QA）和接受度测试。更重要的是，

您应该做好重复进行迁移演练的准备，直到您确信可成功完

成该流程。

第 6 步：生产

此时，您应该对您的新解决方案和迁移流程充满信心。

• 使用您的预演文档制定一个严密的项目计划。

• 制定一个最佳维护窗口时间表，并通知所有受影响的业务

部门。

• 重新构建目标服务器并确定所有预迁移步骤。

• 按照预演的流程执行迁移。

• 执行质量评价（QA）和接受度测试。

• 执行迁移或以并行方式运行，直到完成验收。

• 记录完成的每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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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文引用的资源外，您还可查看下列资源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网站

以下产品的更多资源：

• 数据中心：intel.cn/centerofpossibility

• 数据中心优化：intel.com/datacenteroptimization

• 关键业务解决方案：intel.com/missioncritical

•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产品家族：intel.cn/xeone5

•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产品家族：intel.cn/xeone7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 — 产品概述（视频） 

观看这一动画视频，了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能为您的数据中心带来哪些优势：包括领先性能、一流的正常运

行时间和可用性，以及可处理任何工作负载的可扩展性。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xeon-e7-v3-family-overview-animation.html 

 

借助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加速大数据洞察 

产品简介描述了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具体在分析和关键业务计算环境方面的特性和功能。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xeon-e7-v3-family-brief.html

实时分析带来真正的业务优势：内存计算的革命性力量 

从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3 产品家族上运行的实时分析和关键任务解决方案中获取新洞察。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xeon-e7-v3-family-solution-brief.html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2 产品家族和英特尔® 可靠运行技术（Intel® Run Sure Technology）（视频） 

描述采用英特尔可靠运行技术（Intel Run Sure Technology）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 v2 产品家族如何通过添加 RAS 特性

来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和提升数据完整性的动画。（2:58 分钟）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xeon-processor-e7-family.html

同行研究：关键业务工作负载迁移 

该报告介绍了对美国 200 位 IT 专业人士进行的关键业务工作负载调查的重要结果。该报告详细介绍相关调查结果，涉及数据中

心现代化状况、企业迁移计划、企业迁移关键业务工作负载的动因以及迁移的挑战和优势。 

intel.com/content/www/us/en/risc-migration/mission-critical-workload-migration-peer-research-report.html 

更多英特尔资源

mailto:?subject=Migrating%20Mission-Critical%20Solutions&body=Thought%20you%20might%20be%20interested%20in%20this%20planning%20guide%2C%20Migrating%20Mission-Critical%20Solutions%20to%20x86%20Architecture%2C%20from%20the%20Intel%20IT%20Center%3A%20http%3A%2F%2Fintel.ly%2F1mAjNQB%20%23Xeon%20%20%23ITCenter
http://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mini=true&url=http%3A%2F%2Fintel.ly%2F1mAjNQB&title=Migrating%20Mission-Critical%20Solutions%20&source=&summary=Check%20out%20this%20planning%20guide%2C%20Migrating%20Mission-Critical%20Solutions%20to%20x86%20Architecture%2C%20via%20the%20Intel%20IT%20Center.%20%23ITCenter
http://twitter.com/intent/tweet?text=Migrating%20%23MissionCritical%20Solutions%20to%20x86%20Architecture%20via%20%23ITCenter.%20%23Xeon%20http%3A%2F%2Fintel.ly%2F1mAjNQB
https://www.facebook.com/dialog/feed?app_id=184683071273&link=http%3A%2F%2Fintel.ly%2F1mAjNQB&picture=&name=Migrating%20Mission-Critical%20Solutions&caption=%20&description=Check%20out%20this%20planning%20guide%2C%20Migrating%20Mission-Critical%20Solutions%20to%20x86%20Architecture%2C%20via%20Intel%20Business.%20%23ITCenter&redirect_uri=http%3A%2F%2Fwww.facebook.com%2F
http://intel.cn/centerofpossibility
http://intel.com/datacenteroptimization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mission-critical/mission-critical-meeting-todays-it-challenges.html
http://intel.cn/xeone5
http://intel.cn/xeone7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xeon-e7-v3-family-overview-animation.html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xeon-e7-v3-family-brief.html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xeon-e7-v3-family-solution-brief.html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xeon-processor-e7-family.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risc-migration/mission-critical-workload-migration-peer-research-report.html


英特尔 IT 中心   计划指南  |  将关键业务解决方案迁移到 x86 架构  |  2015 年 5 月13

1. 更大潜力，更低成本 Madrid Health Service 从 RISC 迁移到基 

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以支持关键应用。英特尔 

（2013）。intel.com/content/www/us/en/risc-migration/

xeon-fujitsu-madrid-health-study.html 

2. “改造您的关键业务基础架构。” 英特尔（2013）。 

intel.com/content/www/us/en/mission-critical/mission-

critical-modernize-your-business-video.html 

3.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兼容的硬

件、软件或需要激活服务。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

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

问 intel.cn 了解更多信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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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性能测

试均采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进行

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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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结果基于英特尔内部分析估算得出，仅作参考之用。任何系统

硬件、软件的设计或配置的不同均可能影响实际性能。

6. 多达 1.4 倍的平均性能提升，基于四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8890 v3 相比 E7-4890 v2 的代际扩展，使用了 12 项性能

指标评测结果的几何平均值（估计 SPECint*_base2006 1.06 

倍，STREAM 1.07 倍，估计 SPECfp*_base2006 1.09 倍，估

计 SPECfp_rate_ base2006 1.16 倍，SPECint_rate_base2006 

1.16 倍，Brokerage OLTP tps 1.25 倍，Warehouse OLTP 

tpm 1.39 倍，Server Consolidation VM 1.39 倍，LINPACK 

1.68 倍，SAS New Mixed Analytics* 1.72 倍，以及 SAP 

HANA* SPS9 — 6 倍英特尔 TSX OLTP tpm）。参见 intel.com/

performance/datacenter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与使用 5 年的

旧系统相比，提升 12.9 倍。）

7. 声明使用基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的 SAS Business 

Analytics* 9.4 M2，对 SAS 混合分析工作负载的每小时会话

次数进行测量。配置：1）基准：4 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4890 v2，512 GB DDR3-1066 内存，16 块 800 GB  

英特尔固态盘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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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P3700 固态盘 + 8 块 800 GB 英特尔 DC S3700 固态盘，得分

为 0.19 次会话/小时。参见 intel.com/performance/datacenter 

了解更多详情。

8. 声明基于对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 上的 

SAP* OLTP 每分钟交易量的内部插入和选择测试配置：a）基

线 1.0：四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4890 v2、512 GB 内

存、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得分 14,327 

tpm 的 SAP HANA 1 SP8。b）每分钟交易量提升多达 1.8 倍：

四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4890 v2、512 GB 内存、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每分钟交易量高达 26,139 

的 SAP HANA* 1 SP9。c）每分钟交易量提升多达 2.7 倍：四

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8890 v3、512 GB 内存、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每分钟交易量高达 39,330 

的 SAP HANA* 1 SP9（禁用英特尔 TSX）。d）每分钟交易量

提升多达 6 倍：四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8890 v3、512 

GB 内存、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3、每分钟交

易量高达 89,619 的 SAP HANA 1 SP9（启用英特尔 TSX）。

参见 intel.com/performance/datacenter 了解更多详情。

9. 声明基于英特尔优化的 MP LINPACK（MPL）工作负载，运行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RHEL）— 内部技术报告（TR） 

#25, #178。配置：1）基准 1.0：四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4890 v2、RHEL 6.4、512 GB DDR3-1333 内存、使用 

75000 问题规模的 MPL 11.1.1；得分：1247。2）四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8890 v3，RHEL 7.0，1 TB DDR4- 1600 内

存，使用 220000 问题规模的 MPL 11.2；得分：2105。参见 

intel.com/performance/datacenter 了解更多详情。

10. 同行研究：关键业务工作负载迁移。英特尔（2013 年 1 月）。 

intel.com/content/www/us/en/risc-migration/mission-

critical-workload-migration-peer-research-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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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使用 5 年、用于虚拟机整合的服务器相比，通过在特定数量

的虚拟机上使用内部虚拟化整合工作负载评分应用吞吐量得分，

可实现高达 17 倍的吞吐量提升配置包括：1）1 个节点，4 块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X7460，使用 Guest OS RHEL6.4-64bit 

的 VMware ESXi* 4.1 Update 2 上的总内存数为 192 GB。数据

来源：申请号码：1392。在 6 台虚拟机上得分 94.28。6）1 个

节点，4 块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8890 v3，使用 Guest OS 

RHEL6.4-64bit 的 VMware ESXi 6 Update 1 上的内存为 1024 

GB。数据来源：申请号码：232。在 90 台虚拟机上得分 1603。

基于预估的硬件成本，高达每虚拟机成本的五分之一，包括旧系

统（31000 美元，每台虚拟机 5166 美元）的采购成本、内存、

存储和网络（无软件），到 101500 美元的新配置（每台虚拟机 

1127 美元）

12. 高达 9:1 的整合比例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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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为 2650）。23 个月的投资回报期基于 

645,786 美元的初期投资，如果您以每台 5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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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126 美元，其中投资回报为 115%，内部收益率（IRR）为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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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www.intel.cn/content/www/cn/zh/

benchmarks/intel-data-center-performance.html 和 estimator.intel.

com/serverroi/ 了解更多详情。

13.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兼容的硬件、软

件或需要激活服务。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置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请联系您的

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 intel.cn 了解更多信息。

14. 了解关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的更多信息：www.redhat.

com/zh/technologies/linux-platforms/enterprise-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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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特尔 IT 中心的更多资源

规划指南：英特尔 IT 中心将帮助 IT 专业人士将关键业务解决方案迁移至 x86 架构。

英特尔 IT 中心旨在为 IT 专业人士提供直接、准确的信息，帮助他们按照日程实施战略项目，包括虚拟化、大数据、云

和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请访问英特尔 IT 中心获得以下资源：

•  数据中心和商用客户端趋势方面的领先思考以及关于创新的观点

• 规划指南、案例研究及其他资源，旨在帮助您实施重要项目

• 有关英特尔 IT 部门如何实施云、虚拟化、安全及其他计划的信息

• 通过这些活动，您可以聆听到英特尔产品专家以及英特尔内部 IT 专业人员的真知灼见。

有关各种活动的信息，请访问 intel.cn/IT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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