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利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能够提高投资回报率的优势，

突破 DRAM 和 NAND 局限

经济高效地满足新一轮数据需求

执行概要

随着全球数据量不断呈指数级增长，大部分数据所依托的云基础设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否则会

不堪重负。传统的内存和存储架构往往在容量或性能方面存在局限性，无法满足常规的实时数据

需求。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帮助解决 DRAM 和 NAND 存储之间存在的性能

和容量缺口。通过将具有突破意义的英特尔® 傲腾™ 技术与新软件相结合，用户可以使用各种配置

模式，实现诸多益处，包括：

• 显著扩展系统总内存容量

• 提高虚拟机密度，从而增加每台服务器的虚拟机数量和/或提升服务器整合率

• 提升应用性能，因为磁盘交换空间的读写需求较少

• 因存储响应迅速带来新的分层可能性

• 持久内存可显著加快系统恢复速度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固态盘提供了一种经济可靠的解决方案，可为数据中心和云应用提供满足

新一轮数据需求所需的容量和性能。

选择指南
数据中心 | 内存解决方案

DRAM

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

硬盘/磁带

借助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扩展内存容量

借助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提升性能

图 1. 快速内存与大容量存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阻碍了核心数据应用的存储能力。

英特尔® 傲腾™ 技术解决方案现在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选择指南 | 经济高效地满足新一轮数据需求 2

业务挑战

套用爱因斯坦的话说，让我们取得今日之成就的技术无法解决

明日之问题。企业和机构需要从根本上改进处理数据的方式，

以适应数量不断增加、速度不断加快、复杂性不断加剧的工作 

负载。这种需求源于以全球数据爆发式增长为起点的一系列宏观

层面、行业定义的趋势。根据 IDC 数据，全球未来五年创造的

数据量将是前五年的三倍以上1。在这一上升趋势中，到 2024 年， 

生产力/嵌入式数据将占全球数据总量的 29%，复合年增长率 

(CAGR) 将达到 40%2。到 2025 年，全球将有近一半的数据存储

在云端，从而使 30% 的数据一经创建便实时可用3。因此，全球

的需求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存储所有这些数据的能力，二是

确保存储拥有实时响应的速度。

据思科称，许多因素助推了数据的爆发式增长4： 

• 2020 年开始推出 5G

• 到 2022 年，物联网连接量将翻一番（达到 285 亿）

• 2017 年至 2022 年，互联网游戏流量将增长 9 倍

• 2017 年至 2022 年，视频监控将增长 7 倍

• 同样是从 2017 年到 2022 年的五年中，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流量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65%

从现在起到 2025 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到容纳五倍以上创建

和采集的数据量，实在是不可思议。计算基础设施也将承受巨大的

压力。试想一下，你家附近的高速公路需要容纳五倍以上的交通

量，与此同时，每个人还都想以远超以往的速度行进，那会是

什么样的情景。数据中心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有这些数据都将推动数据工作负载的迅猛增长，其中大部分工作

负载需要实时处理。以往解决这类速度需求意味着需要采取成本

高昂的措施，包括迁移至内存数据库。然而，内存系统通常造价

高昂，部分原因是每 GB DRAM 的价格往往居高不下，而且模组的

容量有限。

DRAM“速度快但价格昂贵，且容量有限”的特性导致了内存/存储

市场呈分散化的特点（如图 2 所示）。“热”数据或者“活跃”数据

需保存在内存中以保证性能，但企业和机构却很难将他们想要的

所有数据都存入 DRAM。“温”（或近线）数据的响应要求较低，

因此可以保存在存储中。然而，数据爆发式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涉及到各个方面。有关近线存储的低时延需求不断增加，有时

甚至超出了 NAND 固态盘的限制。需要有一种新技术来弥补当前

市场的性能和容量缺口，以满足未来数据需求。

英特尔® 傲腾™ 技术解决方案

如图 2 暗示的，性能和容量过去往往被视为相对的概念，几乎像 

黑白一样泾渭分明。实际上，它们更像是连续频谱上的频段。 

DRAM 并不是最快的内存形式；我们可以从 CPU 内部的 L1 到 L3 

缓存，甚至是寄存器一窥更快的内存。同样，硬盘和磁带也不是

最慢的存储介质。内存和存储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上。该连续体通常 

要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成本和时延，两者之间通常成反比关系。

如图 3 所示，随着每 GB 成本的增加，访问时延逐渐减少。

使用 DRAM 意味着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性能活跃内存，但大量使用

当下 DRAM 的成本却非常高昂。此外，现有 DRAM DIMM 的密度

限制了系统内存的物理容量，因此在连续体中形成了一个缺口。 

NAND 的速度太慢，无法作为内存，DRAM 的价格又太高，而且 

密度也不够，无法有效地扩展内存容量。

此外，NAND 固态盘之上还存在缺口。NAND 介质拥有足够的 

存储容量和持久性，但性能和耐用性不足。市场需要在速度上接近  

DRAM，但价格更低、容量更大、更耐用的持久存储。

英特尔® 傲腾™ 技术填补并缩小了这一内存/存储连续体的容量与

性能缺口。这种独特的内存介质采用一种电阻式内存技术，在填补 

连续体内存缺口方面提供固有的高性能和大容量，同时在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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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中心所承受的压力导致了对更经济实惠的内存资源容量

方案以及“温”数据存储的更高性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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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随着成本的增加（每 GB 成本），访问时延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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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体存储缺口方面加强性能、持久性和耐用性。英特尔® 傲腾™  

内存介质有着接近 DRAM 的速度，因此速度较快5；它可按字节

寻址、按位写入，拥有持久性和高耐用性，并具有稳定的低时延

响应能力6。

凭借这些特性，英特尔® 傲腾™ 内存介质可以以两种方式进行封装：

以 DIMM 的形式，作为位于内存总线上的持久内存模组，或者作为

位于 PCIe 总线上的 NVMe 固态盘存储设备。当配置为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模组时，可以以接近 DRAM 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

扩展内存容量7，同时还能为内存带来持久性。当配置为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时，可以大幅提高存储的访问速度，提供稳定的

性能，并拥有传统 NAND 固态盘所不具备的高耐用性8。

无论这一底层介质是以内存模组还是固态盘的形式封装，英特尔® 

傲腾™ 技术都具有以下几个使其功能多样、必不可少的特点。

低时延

DDR4 模组规定的时延在 10 至 20 纳秒 (ns) 范围内9。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采用相同的物理 DDR4 封装和内存总线，可提供

至多约 350 纳秒的时延。与 NAND 固态盘的 10 至 100 微秒 (µs) 

相比，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时延范围。（1,000 纳秒等于 1 微秒。）

如图 4 所示，即使要跨越 PCIe 存储总线，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的

访问速度仍然比几乎所有 NAND 固态盘都要快得多10。简言之， 

英特尔® 傲腾™ 技术支持更大的低时延“热”数据池，因此用户可以

更快地访问和使用最需要的数据。

数据持久性

与 NAND 存储一样，以存储形式部署的英特尔® 傲腾™ 介质在断电

或重启时不会丢失数据。根据配置模式的不同，这一数据持久性 

也适用于以系统内存形式部署的英特尔® 傲腾™ 介质。数据持久性

是英特尔® 傲腾™ 技术的主要特点，可帮助开创新的编程模式，

使开发人员能够更快地构建更简单、更强大的应用。

高耐用性

不同于 NAND，英特尔® 傲腾™ 介质是一种按位写入技术，无需 

执行 NAND 所要求的写入前单元擦除操作。这极大地提高了耐用 

性。例如，1.5 TB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D4800X 拥有 82.1 

PBW 写入寿命，而 1.6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10 的写入寿命

只有 12.25 PBW。其在提高投资回报率上的优势十分显著，特别

是对于拥有写入密集型工作负载的数据中心而言。

可靠的性能

英特尔® 傲腾™ 技术介质在工作负载增加时依然表现出稳定的性能。

例如，随着写入压力增大，基于 NAND 的固态盘的响应速度 

（时延）往往会变慢。在不断增加工作负载的情况下评估发现，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相对于基于 NAND 的存储设备表现出一致、

平稳且快速的响应能力，而基于 NAND 的存储设备的响应速度

较慢，时延是英特尔® 傲腾™ 存储设备的 60 倍以上12。因此，对于

密集型工作负载和依赖于稳定的存储性能的应用而言，英特尔® 

傲腾™ 技术是更为可靠的选择。该技术甚至适用于任务的启动阶段。

有些介质需要有一定的“启动”时间，才能在低队列深度下实现较高

的 IOPS 性能，而大多数企业工作负载都在低队列深度下运行的。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则不同，它从一开始便能提供并保持较高的 

IOPS 水平13。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符合 DDR4 物理模组规格。因此，在支持 

第二代或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现有平台上使用 

时，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模组可与传统 DDR4 内存一起使用， 

让更多的数据靠近 CPU 并提供接近 DRAM 的时延。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以大容量（128 GB、256 GB 和 512 GB）、非易失性 

DIMM 形式提供，价格实惠，整体性价比更高14。持久内存模组

在服务器内的运行方式取决于它们与英特尔® 软件的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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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采用 NVMe 有助于消除控制器开销造成的时延，但是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所拥有的大多数性能优势都源自介质本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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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模式可实现更高的系统内存总量，因为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模组的容量远高于 DRAM 同类产品。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模组可与 DDR4 模组同时运行，后者用作大型 L4 高速缓存，

英特尔® 傲腾™ 内存模组则提供单一内存区域供用户访问。请注意，

英特尔® 傲腾™ 内存在这种模式下具有易失性。内存模式非常适合

内存受限的应用和情形，例如庞大的数据库工作负载，或者需要

较多虚拟机和/或容器的虚拟环境。内存模式适用于所有应用，

无需编程或修改代码。

App Direct（应用直接访问）模式下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

使数据在模组内保持持久性。但是，DRAM 内存仍然具有易失性。

内存容量可累积，因此可以实现更高的系统内存总量，不过用户

需要与 App Direct 模式相兼容的软件，并可能需要编程进行优化。

在 App Direct 模式下，操作系统会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 

RAM 识别为各自独立的内存池，并区别对待。内存可以像存储

一样具有持久性，可按字节寻址，并具有缓存一致性，可支持本地

节点以外的持久内存。由于数据具有持久性，因此无需重新加载

数据。该特性可为数据库快速重启和实时分析加速等情况带来诸多

益处。在 App Direct 模式下，DRAM 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可按需分配，因此应用可以使用更适合的介质来完成特定任务。

基于 App Direct 的存储模式无需修改应用。该模式采用与 App 

Direct 模式相同的操作系统 NVDIMM 驱动程序，但允许用户在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池仍然位于内存总线的情况下，将其配置

为非易失性存储。这不仅消除了 I/O 总线时延，让 DRAM 发挥

其典型的易失性内存作用，还为性能敏感型应用提供显著加速的

缓存层。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并不会取代 DRAM，而是对 DRAM 的

补充。它可以显著扩展系统内存，并为数据带来持久性，而这些

数据原本会被降级放入较慢的存储介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的这两大特点都能够带来显著的投资效益。例如，内存受限的 

虚拟机往往对 CPU 的利用不足。通过扩大受限虚拟机的可用内存，

可以提高每个虚拟机的 CPU 利用率，从而提高整体利用率。此外，

更高的内存容量意味着可以在每个物理系统上部署更多的虚拟

机，企业因此可以减少运行的服务器总量。通过在更少的资源上

增加虚拟机密度，可提高解决方案的性价比。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通过在 x4 AIC、U.2 或 M.2 外形尺寸的设备上部署相同的英特尔® 

傲腾™ 技术介质，可为存储带来类似机遇。如前所述，虽然 PCI 

Express 存储总线导致额外的时延和开销，但读/写性能（通常

低于 10 µs）仍然足以支持大容量存储层，其所具有的优势对于 

NAND 固态盘而言要么成本高昂要么无法实现。

前面介绍了英特尔® 傲腾™ 介质如何表现出远超 NAND 的耐用

性。在持续负载情况下，英特尔® 傲腾™ 存储依然表现出比 NAND 

速度更快、性能更可靠。为了阐明这一点，图 5 以图表形式说明了

时延和 IOPS 之间的关系，对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和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进行了比较。

有趣的是，通过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与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

（目前适用于 Linux）相结合，可以实现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

某些优势。该解决方案使用软件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与 DRAM 

池结合起来，实现内存容量扩展，这点很像内存模式下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模组。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与英特尔® 内存驱动

技术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可大大扩展系统 

内存，超出一般 DRAM 的限制。该技术可在保持相对较低的 DRAM 

容量的同时，支持大规模工作负载，因此有望节省硬件采购和运营

成本。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一样，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图 5. 随着负载水平的提高，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的低时延性能

比 NAND 同类产品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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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相结合，可作为另一种“热”数据的缓存

方式，实现对 CPU 的快速、低时延利用。

由于固态盘通过 PCIe 总线进行通信，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 

I/O 时延。这就是为什么在对性能敏感的环境中，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始终备受青睐的原因。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与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相结合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应用和环境所需的超大

系统内存，而且还可得到当前众多 CPU 的支持。 

与所有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一样，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可与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x6xx v2 

或更高版本15，以及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7-x8xx v2 或更高版本

一起使用。请注意，在采用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的情况下，数据

仍然具有易失性。

为所有工作负载提供更多系统内存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固态盘存在许多用例和目标应用，随着

二者利用率不断增加，还会出现更多的用例和目标应用。英特尔®  

傲腾™ 技术的两种实现方式，其基础都是基于上一代和当前一代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中的英特尔® 3D NAND 容量存储。

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为各类企业工作负载建立了良好的数据

性能和可靠性基准（请参见表 1）。

对于运行的应用会因访问存储的时延降低而受益的平台而言， 

添加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以带来比 3D NAND 固态盘更好的 

性能。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以提供绰绰有余的容量和速度以 

发挥缓冲/缓存作用。经常访问的存储数据可以保存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中，并显著提高响应速度，同时还可以避免主固态盘容量

存储不必要的使用和磨损。由于存储子系统可以从英特尔® 傲腾™  

介质的高耐用特性中获益，因此这有助于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实现更高的整体系统性能和更低的成本。

此外，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精选平台16 可以使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来优化系统总内存容量。借助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

即使是旧平台也可以将可用内存从 GB 升至 TB。这可以显著提高

内存受限的应用和工作负载的效率，实现更大的数据集、更高的

虚拟机密度以及物理服务器整合等优势。

与 3D NAND 固态盘相比，基于第二代或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部署服务器平台可以让企业和机构实现广泛优势。不同于在 

NVMe 总线上扩展系统内存，高容量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模组可让系统内存容量比仅使用 DRAM 的系统容量大好多倍。

所有这些内存共存于 DDR4 总线上，并拥有该通道的访问时间

优势，因此可为超大型数据集提供超大容量，并为已得到增强，

表 1. 任何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都可以从集成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的优势中获益。而对于基于第二代或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服务器而言，越来越多的应用可以通过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来实现广泛优势。

推荐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推荐使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HCI
VMare/vSAN

扩展
内存 (ESXi)

缓存
(vSAN)

Azure Stack HCI
扩展
内存

缓存

思科 HyperFlex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评估中）

缓存

Nutanix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v5.19 中支持

缓存

数据库
MySQL

扩展
内存

缓存

MS-SQL
扩展
内存

缓存

Oracle DB
扩展
内存

加速
或分层

基础设施
虚拟机密度
- Linux KVM
- VDI
- Microsoft Hyper-V
- VMware vSphere

文件系统分层
- NetApp MAX Data

数据库
IMDb/NoSQL/
RDBMS
- SAP HANA
- Redis Labs/Redis
- Aerospike
- KX
- Oracle Exadata

人工智能/数据分析
实时分析
- SAS VIYA
- Apache Spark

通信
内容分发网络
- 直播/热门视频点播

高性能计算
Scratch 与 I/O 节点
- Flex 存储节点

存储
SDS
- Ceph 块/对象
- 红帽 Ceph
- Hadoop YARN 临时文件

传统（双端口）
- PureStorage Flash Array//X
- Dell EMC Powermax

设备
- VAST Data

若想扩展内存容量

推荐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若想兼获内存和存储优势

若想提高存储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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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感知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要求较高的应用提供更高的性能

（与通过 NVMe 总线访问英特尔® 傲腾™ 介质相比）。 

举例来说，与仅使用 DRAM 相比，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HPE) 通过使用 1.5 TB 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实现了 GraphX 

制药工作负载 48% 的性能/价格优势17。 

第二代或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上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模组通过采用 App Direct 模式带来其他益处。通过 App 

Direct 模式，企业可以根据工作负载的要求，优化配置，获得所需

的性能和系统内存容量。最终，那些使用基于第二代或第三代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以及需要扩展内存容量和/或使用

快速、非易失性内存的企业应添加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面向广泛存在于数据中心市场的使用模式和

工作负载，包括超融合和软件定义的存储工作负载，如 vSAN、 

Ceph 和 Microsoft Storage Spaces Direct。实际上，超融合

基础设施是重点关注的领域，该领域很早就采用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因为其低时延特性可最大程度地减少 I/O 等待时间。减少 

I/O 等待有助于恢复 CPU 周期，进而提高工作负载密度，最终减少

节点数量。而更少的节点数量有利于减少硬件投资，并可降低 

软件许可成本。

另外，数据中心也可以使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来提高现有系统 

的虚拟机密度。Evaluator Group 进行的一项超融合平台研究

发现，将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集成到运行 VMware vSAN 的超融合平台中，可以带来性能和

成本效益方面的优势。研究结果表明，优化后的平台可以支持多出 

1.6 倍的虚拟机，同时仍能满足每个虚拟机的服务级别协议 (SLA) 

性能要求18。 

在基础设施领域，Memcached 和 Redis 等数据库工作负载被用作

数据库。由于网络（而非内存子系统）存在典型的瓶颈，因此采用

像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之类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来扩展内存

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在拥有更多内存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实现

更好的缓存命中率，从而经济高效地提高整体 SLA。

对于数据库的使用，SAP/HANA 是目前市场的领导者。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不仅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供高性能，而且还能

实现比仅使用 DRAM 更大的内存容量。这一市场的另一个独特

优势是数据库内存的持久性。

最后，在高性能计算中，与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相结合的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以直接灵活的配置为内存或存储。因此，有关高

性能计算集群的预算和设计可以有多种选择，从而减少大容量

内存节点中对高成本 DRAM 的依赖。

所有这些创新和企业能力的扩展，部分得益于英特尔多年来参与

各个行业标准机构工作的努力，这些机构包括 PCI-SIG（管理  

PCIe）、NVM Express 以及企业与数据中心固态盘外形尺寸 

(EDSFF) 工作组。英特尔在上述以及类似的标准机构中的基础

工作，有助于确保基于新技术的解决方案（如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和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得到充分的验证和优化，并为广泛、

成功的部署做好准备。

用例和相关应用

如需更深入地了解其中一些用例和相关应用，请研究以下英特尔
解决方案简介：

• Ceph：借助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加速 Ceph 集群。

• SAP HANA：SAP HANA 2.0 SPS 03 包含众多针对 SAP 
HANA 平台的创新，是首个支持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
主流数据库解决方案。

• VMware vSAN：敏捷的存储系统可快速增强对存储数据的
分析和洞察。

• Vexata 系统和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Vexata 提供基于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和 NVMe/PCIe 英特尔® 固态盘的各类 
企业级存储，为数据库和数据分析工作负载提供突破性的 
应用性能。

• 充分利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满足微软 SQL Server 需求 ：
与基于闪存的固态盘相比，基于 NVM 的新设备提供了令人
艳羡的性能。

相关内容

如果喜欢本白皮书，您也可能会对以下相关内容感兴趣： 

• 适用于数据中心的英特尔® 傲腾™ 技术

• 英特尔® 傲腾™ 技术常见问题解答

• 内存和存储技术系列：这些资源能够帮助系统架构师、 
工程师和 IT 管理员更好地理解传统内存和存储方案的局限、
这些局限如何造成数据中心性能和容量缺口，以及英特尔® 
傲腾™ 技术如何以具有行业颠覆意义的全新架构填补这些缺口。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概述”视频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性能概述”视频

• “配置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获得最佳性能”视频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solution-briefs/accelerate-ceph-clusters-with-optane-dc-ssds-brief.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solution-briefs/sap-hana-persistent-memory-solution-brief.pdf
https://media.zones.com/images/pdf/adding-intel-optane-to-vsan-data-storage-increases-performance-solutionbrief.pdf
https://www.vexata.com/wp-content/uploads/2018/01/c94881bc7c345f5780ef479d0c3673d4.pdf
https://research.cs.wisc.edu/wind/Publications/damon-optane19.pdf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technology/optane-for-data-center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storage/optane-dc-technology-faq.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technology/optane-for-data-centers/technical-serie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_v4a867vZ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Vt_AZmWj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P_iUZfM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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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据 Flexera 一项 2019 年调查显示，2019 年有 64% 的企业将

专注于优化其当前的云使用情况，以节省成本19（请注意，对于 

58% 的企业而言，有关云的第二要务是将更多的工作负载转移

至云端）。拥有能承载更大数据集的内存容量可以为诸多运行云

应用的企业带来益处，但是 DRAM 的高昂成本和有限容量却带来了

重重阻碍。与此同时，企业如果拥有更快的应用存储响应速度，

就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和服务，但 NAND 固态盘时延在

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介质固有的限制，为应对这一问题，在某些

情况下只能将数据存入 DRAM。显而易见，该方法意味着每 GB 的

成本十分高昂。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技术为企业提供

了一种方法，让他们通过使用这类全新产品经济高效地解决上述

问题。通过实现以前无法企及的系统内存容量以及推出全新水平的

高性能存储响应速度和耐用性，英特尔® 傲腾™ 技术提供了一种

数据中心和云应用所需的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帮助满足新一轮的

数据需求。

有关英特尔® 傲腾™ 技术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

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optane-

technology.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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