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数据中心
英特尔® FPGA 助力数据库加速

rENIAC 利用英特尔® FPGA 
加速大容量事务数据库

转换 Apache Cassandra* NoSQL 数据库，满足
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型经济需求

“数据流量性能对于满足响

应时间要求以实现卓越用

户体验和可扩展性至关重

要。通过使用 rENIAC 的

分布式数据引擎* 技术加

速 Cassandra* 数据库，

我们正在加速全球解决方

案提供商和企业的关键 

NoSQL 工作负载。”

—  Prasanna Sundararajan， 

rENIAC 首席执行官

执行摘要

Apache Cassandra* NoSQL 数据库广泛用于现代的各种数据密集型用例，包括物联

网、欺诈检测、个性化服务和金融服务。尽管 Cassandra 满足许多企业级要求，但在

处理事务和人工智能应用时会遇到限制。rENIAC 在 Cassandra 客户端和数据库节点

之间提供了一个创新的 “中间” 层。该解决方案由数据引擎* 和 rENIAC 软件组成，通过

智能缓存使存储更接近网络。rENIAC 采用英特尔® 架构并利用英特尔® FPGA 提供的加

速，可为要求苛刻的工作负载和应用提供出色的性能、高吞吐量和低延迟，从而简化

人工智能采用。

挑战

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管理数据的指数级增长是许多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常用的 

Cassandra NoSQL 数据库可高效处理多个商用服务器的数据库流量，从而提供高写入

吞吐量并通过添加节点实现线性扩展。但随着工作负载对大型数据库、人工智能模型

训练和神经网络推理、视频和成像等高带宽数据以及毫秒级事务处理速度的要求越来越

高，许多基础设施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吞吐量、性能和延迟。与其他大数据挑战一

样，许多数据中心都会为每个 Cassandra 节点添加越来越多的 DRAM 内存作为应对方

法。由于每个节点只能添加固定数量的内存，最终添加的节点只是为了在集群级别扩展

内存。显然，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有效，但前提是可以负担在每个节点上添加大量 

D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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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rENIAC 采用了一款经济高效的即插即用软件解决方案，以最大

限度地利用 Cassandra 数据库的容量。该解决方案通过英特尔® 

FPGA 进行加速，无需添加更多节点便能够在高吞吐量生产环境

中提供可预测的低延迟并简化视觉处理单元（VPU）的管理。

该解决方案在英特尔® CPU 上运行，旨在支持各种数据驱动型用

例，并简化传统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采用。

该解决方案使用分布式技术加速大数据工作负载，无需更改软件

即可在 Apache Cassandra 上实现大幅降低的延迟和更高的性

能。rENIAC 的创新方法将数据存储加速部署为一种服务，以支

持新一类数据库并提高效率。

rENIAC 的软件充当数据引擎，使用英特尔® FPGA、英特尔 CPU 

和内存加速事务处理。rENIAC 数据引擎使用基于英特尔® FPGA、

针对快速数据访问进行了优化的英特尔® 可编程加速卡（英特尔®  

PAC）。它提供始终如一的低延迟和高吞吐量，支持内部部署

或公有云部署，并遵循 Cassandra 安全协议。对于 Cassandra 

NoSQL，它提供了一个放置在 Cassandra 客户端和 Cassandra 

数据库节点之间的透明层。它将数据缓存在本地存储中，响应查

询的方法是从本地存储提供数据或在本地存储中没有数据时从后

端数据库获取数据。应用层构建于 rENIAC 的数据引擎之上，该

数据引擎是一种为以数据为中心的工作负载构建加速解决方案的

技术平台。

更快速
借助英特尔® FPGA，rENIAC 

解决方案可实现超过 6 倍的加速 

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
大幅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  

将服务器数量减少多达 50% 

更低延迟

> 6 倍
1

多达
 50 %

1> 25 倍
可预测延迟低 25 倍以上， 

准确率为 99%1

优化 Apache Cassandra NoSQL 性能

英特尔 FPGA 可帮助优化基于网络的事务。由于 rENIAC 的基础架构是分布式的，因

此英特尔 FPGA 用于加速分布式事务，并通过软件和固件将计算实例（例如 Alibaba* 

Cloud F1 实例）更改为网络实例，实现可观的网络加速。这会带来一种具有足够容量

和速度的新型数据库，能够支持密集的电子商务和交易环境以及按需业务模型。行业

标准的英特尔® 架构（包括英特尔 FPGA，英特尔 PAC 和英特尔 CPU）可为 rENIAC 

解决方案提供出色的性能、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在典型的软件堆栈中，一切任务都在 CPU 中执行。当数据包通过时，在 CPU 上运行

的应用将查看数据包并在 CPU 上执行。rENIAC 使用英特尔 FPGA 作为 CPU 的替代。

由于这会绕过内核和 CPU，因此数据会靠近网络，并且英特尔 FPGA 可以直接从硬件

响应请求，从而将性能提升 6 倍以上。

由于行业标准英特尔架构被广泛使用，rENIAC 客户可以将其传统架构与数据引擎软件

一起使用，并自动获取优势，包括：

• 易于部署

安装和使用非常简单，无需更改软件

• 企业级性能

群集提供高可用性和内置冗余

• 运营成本更低

减少服务器数量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 未来适用的技术

可扩展的基础设施，适用于采用英特尔 CPU、FPGA 和固态盘的人工智能、大数据

和物联网

“rENIAC 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

法来加速服务器基础设施和数

据库集群的数据工作负载。与

其他实施方法相比，rENIAC 

的软件可以提供高达 6 倍的

吞吐量增长。1 此外，该公司

的解决方案无需更改代码，可

让客户实现无缝过渡，从而轻

松利用英特尔® FPGA 和高级

内存技术。”

— John Sakamoto, 

英特尔可编程解决方案事业部 

副总裁兼数据中心与通信事业部总经理



解决方案简介 | rENIAC 利用英特尔® FPGA 加速大容量事务数据库

3

重构数据中心架构

来自 rENIAC 和英特尔的解决方案正在为数据中心架构师和数据科学家创造重要机遇。DataStax 联合创始人 Matt Pfeil 表示：“随

着 FPGA 继续进入主流市场，Cassandra 用户希望以更高的性能处理要求苛刻的工作负载，并寻求用于升级现有系统的解决方案。

rENIAC 为社区提供了富有前景的创新技术。”

使用 rENIAC 数据引擎加速数据库*

示例用例

在数字站点上显示相关广告需要自动识别浏览模式并关联用户配

置文件数据，例如人口统计数据和区域等。Cassandra 经常用

于跟踪浏览模式和存储用户配置文件。数字媒体公司和广告提供

商通常都有要求在 10 毫秒内交付相关内容的 KPI。这意味着，

Cassandra 在失去与客户的互动机会之前有大约 5 毫秒的时间

来提取正确的内容。通过将 Cassandra 与 rENIAC 相结合，数

字媒体公司能够以最低延迟从 Cassandra 中提取信息，并使用

最少的节点处理最多查询。

提供大型数据和富媒体点播、电子商务、欺诈检测和金融服务的

企业只是传统 Cassandra 使用模式从 rENIAC 加速中获益的几

个例子。

rENIAC 和英特尔® FPGA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因其在解决数据中心性能和

分析问题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受到认可。FPGA 是一项

重要技术，可满足苛刻的高性能要求，但需要软件才能

在不更改现有应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其优势。

通过提供覆盖（即绕过）传统 CPU 数据流的软件解决方

案，rENIAC 可在无需更改应用软件的情况下大幅加速数

据和流量，从而充分利用英特尔 FPGA 平台的强大功能

和灵活性。您可以在运行关键 NoSQL 工作负载的私有

云和公有云中实现可预测的工作负载性能，且无需具备

使用 FPGA 设计或 FPGA 编程方面的知识。

Apache Cassandra*
Apache Cassandra* 是一个免费的开源分布式宽列存储 

NoSQL 数据库管理系统，旨在处理许多商用服务器中的大

量数据，提供高可用性，且无单点故障。

cassandra.apache.org

http://cassandra.apac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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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数字媒体的内容个性化定制

一家极其依赖个性化内容的大型在线数字媒体公司在 Cassandra 

的 NoSQL 上存储用户个性化数据。对于数据库事务，他们只

能在 75% 的服务级别协议（SLA）中实现其性能目标，未实现

最大收益。此外，他们还面临着服务器数量需要每年同比增长 

30% 来支持当前业务增长的局面。

当前的解决方案迫使他们扩展其 Cassandra 节点，以满足事务

和数据存储需求。这会大幅增加基础设施占地空间和成本结构，

且不会改进 SLA。

将 rENIAC 的分布式数据引擎部署为网络服务，可以实现事务

和数据存储扩展的分离，将事务吞吐量提高 8 倍，延迟缩短 10 

倍（5-8 毫秒，99% 的 SLA），从而提高速度和收入，并降低

成本。1

工作原理简介

Cassandra NoSQL 数据库旨在高效处理写入操作。因此，总是

需要在可实现的读取延迟与每个节点可以存储的数据量之间进

行权衡。随着每个节点的数据量增加，计算和 I/O 需求也在增

加，写入管道会对系统施加更大压力，从而导致读取延迟增长。 

此外，一系列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整体系统性能。例如，网络延

迟和吞吐量对 Cassandra 集群的高效扩展有直接影响。同样，

Cassandra 集群的吞吐量受到闪存（如 SATA* 固态盘或 NVMe* 

硬盘）访问效率的影响。引擎性能的压缩率也会影响读取延迟。

数据缓存在 Cassandra 集群中；rENIAC 不会复制数据，解决

方案遵循与 Cassandra 相同的安全标准。

rENIAC 的数据引擎提供了一个技术平台，可以为以数据为中心

的工作负载构建加速解决方案，包括 NoSQL 数据库以及使用

英特尔 FPGA 与商用服务器或云实例（例如 Alibaba Cloud F1 

实例）进行的搜索。rENIAC 分布式数据引擎支持将数据和应用

层相分离，同时充当 I/O 加速器，以解决任何瓶颈。大量事务 

由引擎独特的专有架构处理，该架构将存储级内存直接连接到

低延迟网络堆栈。

面向分布式数据库的 rENIAC NoSQL 数据引擎旨在使用最少

的配置，且无需对客户端代码或数据库进行任何更改。rENIAC 

NoSQL 数据引擎节点侦听配置端口上的传入查询。对于读取查

询，引擎解析查询并在本地存储中查找数据。如果找到了数据，

则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如果未找到数据，则从数据库集群获

取数据，将副本存储在本地存储中，并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对于插入、更新和删除操作，数据引擎将查询转发到数据库集

群。当数据库成功处理查询后，引擎会将响应转发给客户端并

更新其数据副本。

数据引擎生成有助于了解其性能的指标和日志消息。引擎将指

标和日志发送到指标服务，该服务在控制台窗口和浏览器中显

示它们并将数据存储在磁盘上。

当前基础设施 使用 RENIAC 后 结果

数据库服务器数量 150 18 减少 8 倍

每个节点的数据库查询数量 3,000 25,000 成本降低 50%1

每个查询（SLA）的延迟 
P= 百分比

75%：7–8 毫秒 
98%：60 毫秒

99%：5–8 毫秒 延迟缩短 10 倍 
收入增加

软件 API Cassandra* 2.x Cassandra 2.x 软件无更改



解决方案简介 | rENIAC 利用英特尔® FPGA 加速大容量事务数据库

5

rENIAC 数据引擎有三个主要组件：

1. 一个数据引擎，可为数据工作负载实施完整、透明的应用层。

2. 一个支持柱状、文档和图形等主要数据模型的存储引擎，以

及现代闪存技术的接口，如英特尔® 3D XPoint™、NVMe 固

态盘和 SATA* 固态盘。

3. 一个网络引擎，支持大多数网络协议（例如 TCP/IP、DHCP、 

ARP 和 ICMP），可在容易出现故障的数据中心环境中与 

Linux* 上的现有数据工作负载进行互操作。

从应用角度来看，rENIAC 数据引擎的主要特点是：

• 兼容 CQL，无需更改应用

• 直写式高速缓存

• 自动数据一致性

• 读取管道和写入管道的分离，以微秒为单位提供读取 SLA

• 扩展为数百个数据引擎节点（使用 gossip 协议）

英特尔® Arria® 10 FPGA

英特尔® Arria 10 FPGA 是功能强

大的多功能加速器，适用于物联网

应用中的深度学习。英特尔® Arria 

10 FPGA 采用公开的 OpenCores 

设计，可提供快速的内核性能和高达 20％ 的最高频率

优势。2 英特尔® Arria 10 FPGA 和 SoC 的功耗比上一

代 FPGA 和 SoC 低 40％，并采用业界唯一的硬浮点

数字信号处理（DSP）模块，速度高达每秒 1.5 tera 

浮点操作数（TFLOPS）。2 除了快速处理、高性能高

清视频分析和确定性低延迟之外，英特尔 FPGA 还可

以灵活地与多种类型的图像传感器连接。此外，采用 

FPGA 的产品可在部署后进行更新，确保基础设施始终

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最新技术。

英特尔® FPGA 和英特尔® PAC 在面向 OEM 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优势

灵活性

• 每次设备启动时，FPGA 功能都可能发生变化。当设计工程师想要更改或运行试用时，可将新配置文件下

载到设备中。

• 可以经常对 FPGA 进行更改，而无需更换昂贵的 PC 主板。

加速

• 与 ASIC 相比，FPGA 设备是现成的（ASIC 需要数月的制造周期）。

• 由于 FPGA 的灵活性，OEM 可以在设计正式运行和测试后立即发货，并更快地将解决方案推向市场。

• FPGA 为 CPU 提供卸载和加速功能，从而有效加速整个系统的性能。

集成

• 简化白盒集成。

• 在 FPGA 内提供更多功能意味着电路板上的器件较少，通过减少设备故障数量来提高可靠性。

• 如今的 FPGA 包括片上处理器、28 Gbps（或更快）的收发器 I/O、RAM 块和 DSP 引擎等。

总体拥有成本（TCO）

• FPGA 支持向客户发运原型系统以进行现场试验，同时能够在投入批量生产之前进行快速更改，从而显著

降低风险。

• 提供较长的生命周期（15 年或更久）。

• 如果其中一个板载电子设备停产（EOL），消除对 OEM 生产设备进行重新设计和重新鉴定的成本。

• 虽然 ASIC 的单位成本可能比等效的 FPGA 要低，但构建它们需要一次性费用（NRE）、昂贵的软件工具，

专门的设计团队和漫长的制造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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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ENIAC 的分布式数据引擎解决了执行数据应用时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在横向扩

展架构上以较低的总体拥有成本提供更高性能。无需对传统软件堆栈进行软件更改，

rENIAC 可支持从业务连续性到性能监控的各种核心运营需求。rENIAC 在高性能

英特尔架构上运行，并利用英特尔 FPGA 提供的显著加速，可为 Cassandra NoSQL 

数据库提供加速，从而助力数据驱动型交易经济。

借助 rENIAC 和英特尔提供的解决方案，企业可以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管理爆炸式

数据增长。

了解更多信息

了解英特尔 FPGA：intel.com/fpga

详细了解英特尔人工智能创新：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nalytics/

artificial-intelligence/overview.html

如欲了解关于 rENIA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reniac.com 或通过 info@reniac.com 

联系我们。

更多关于 Apache Cassandra 的信息请访问 cassandra.apache.org

关于 rENIAC, Inc.
对于公有云、混合和内部数据中

心的关键工作负载，rENIAC（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可缩短

延迟并提高吞吐量，而无需对现

有应用进行软件更改。该公司的

分布式数据引擎可以使数据库、

网络和存储解决方案获益，同时

释放更多 CPU 资源，以创造更大

的业务价值。

reniac.com

1.

硬件 rENIAC 代理服务器 Cassandra 客户端 Cassandra 服务器

处理器 8 个内核（英特尔® 至强® 银牌 4109T 处
理器，2.0 GHz）

40 个内核（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8 
处理器，2.40 GHz）

32 个内核（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30 
处理器，2.10 GHz）

内存 64 GB DDR3 128 GB RDIMM，2666MT/秒，双列 192 GB RDIMM，2666MT/秒，双列

NVMe*/存储 187 GB 英特尔® 傲腾™ 内存 750 GB NVMe* 224 GB NVMe

操作系统 CentOS* 7.6 CentOS 7.6 CentOS 7.6

软件 rENIAC FPGA 数据引擎* Apache Cassandra v3.11 Apache Cassandra v3.11

Cassandra 工作负载设置：Apache Cassandra v3.11；分区：500 万；每分区大小 4KB：5 列，每列 780 字节。

Cassandra 压力命令：./cassandra-stress read n=1000000 no-warmup -node 11.22.101.106 -port native=8001 -schemakeyspace=4kapache310 -col n=FIXED\(5\) size=FIXED\(780\) -pop 

dist=uniform\(1..5000000\) -rate threads=1

使用的性能指标评测工具：Cassandra 压力测试（行业标准测试）：http://cassandra.apache.org/doc/4.0/tools/cassandra_stress.html

2. 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grammable/fpga/arria-10.html

性能结果基于 2018 年 12 月的测试，可能不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请参阅配置了解详细信息。没有任何产品能保证绝对安全。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只有在英特尔® 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方能得到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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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当参考其它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完整评估您的采购决策，包括该产品与其它产品一同使用时的性能。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http://www.intel.cn/

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性能会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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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internet-of-things/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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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的节约。

英特尔不对第三方数据承担任何控制或审计的责任。您应查看此内容，咨询其他来源，确认参考资料准确无误。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3D XPoint、Arria 和至强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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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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