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云基础设施攻克当下的关键业务挑战

现在正是企业激烈变革的时代，新的工作模式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已将数字化转型 

推到了企业议程的前列。在这个变化难测的环境中，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需要敏捷、可靠

且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来确保业务的连续性和获得长足发展。这些挑战正推动着越来越多的

企业采用和集成混合云架构和多云架构（即分布式云计算）。本文将探讨英特尔® 技术

如何帮助企业和机构应对短期、长期和持续的挑战。

应对当下和未来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

安全可靠地将工作负载从边缘扩展到云，并释放云的全部潜力，是成功加速转型的关键。

英特尔推出了以数据为中心的技术产品组合，可为平滑过渡和迁移提供值得信赖的技术

基础，并且有助提高运营效率，助您更好地实现目标。

按需提供出色性能

面对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企业基础设施必须能够以相同的速度做出响应。这就意味着

需要在本地快速扩展，或是在云上优化工作负载性能，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无论是

面向本地数据中心、云端还是边缘，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都是经过全面 

测试、性能可靠且通用的处理器解决方案，这使得这款处理器成为了为当今商业环境提供

所需响应能力的理想选择。相比上一代，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针对工作

负载进行了优化，实现了平均 42% 的性价比提升1，在确保出色的性能的同时助您提高

整个数据中心的运营效率以及充分利用针对云服务的投资。

快速连接海量人员

现在，为成千上万的远程办公人员提供支持成为了许多企业的当务之急。通过使用英特尔®  

以太网 700 或英特尔® 以太网 800 系列，搭配运行单根 I/O 虚拟化 (SR-IOV) 的第二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且通过数据平面开发套件 (DPDK) 进行优化，您可以提供

所需的网络性能和规模，以支持超过 100,000 名远程办公人员使用 VPN 进行连接（详见

第 2 页图片内容）。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让您能够灵活地优化网络性能，响应不断

变化的网络要求并根据需要启用新服务。

在满足服务级别协议 (SLA) 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经济高效地确保客户和员工能够在使用系统时获得出

色性能，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只有提高运营效率，才能在继续满足严苛服务级别 

协议 (SLA) 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借助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您将能够事半功倍。这两款产品能够帮助您提高虚拟机 (VM) 密度并减少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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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的延迟，从而创建当下环境所需的高效云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服务。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60 处理器可以让您将虚拟机增加多达 

35%，同时将成本降低多达 27%2。对于数据中心和云上的关键 

业务应用，您选择的存储设备是决定性能与效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以让您将 VMware vSAN 上的虚拟机 

密度提高多达 60%，同时将成本降低多达 25%3——实现提供 

工作负载所需的性能和降低总体成本的双重目标。

基础设施层面的挑战需要敏捷的解决方案

由于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压力，IT 团队很难实现流畅、轻松、经济

高效的迁移。而英特尔以数据为中心的产品组合基于数十年来

从系统到应用层面的优化，可助 IT 团队一臂之力。

英特尔的技术组合中嵌入了软硬件优化，使您能够快速适应不断

变化的业务优先事项。英特尔工程师与成千上万家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和开源项目合作，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基础上 

英特尔 IT 部门如何在一个周末就完成了 
对 100,000 名移动办公人员的支持

像许多企业和机构一样，英特尔多年来一直具备远程办公的能力，

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超过 100,000 名员工需要远程办公。

英特尔 IT 部门之前就已准备好让一半的员工可以随时进行远程

办公。但是突然之间，需要在一个周末内将支持的人数增加一倍。

为此，英特尔 IT 部门没有采用增加本地容量的传统方法，因为

这需要长达三个月的时间，而是选择将带宽密集型工作负载（例如

音频和视频会议）转移上云。英特尔的多云战略让公司迅速扩展了 

“一切即服务”产品的使用，从而使员工无需 VPN 就可以轻松访问

一些工具和功能。

英特尔在全球范围内的本地和公有云环境中部署了更多 VPN 设备，

以提供突发容量来满足新需求。为了确保远程办公人员能够获得

高质量的用户体验，英特尔 IT 部门专注于在扩大 VPN 用户数量的

同时保持低延迟。英特尔 IT 部门与公有云提供商一起研究了几种 

候选技术方案，并逐步缩小解决方案的范围。团队从英特尔广泛的 

技术产品组合中选择了配备单根 I/O 虚拟化 (SR-IOV) 的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数据平面开发 

套件 (DPDK) 来优化解决方案，在本地和云上实现所需的性能。 

SR-IOV 使数据可以绕过虚拟机管理器中的软件交换机，直接进出

虚拟机 (VM)。

英特尔 IT 部门在不增加延迟的同时成功让每台 VPN 服务器的 

用户数增加了 50%。

团队发现，如果不使用英特尔® 网络接口卡 (NIC)，就无法扩展 

所需的网络/VPN 容量和性能。英特尔 IT 部门使用配备 SR-IOV 的

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替换了本地的第三方 NIC，并要求其 

云服务提供商 (CSP) 提供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公有云实例。

通过在本地和云上将英特尔® 技术结合使用，到了周一早上，全球

范围内的英特尔员工都可以在家工作了。

关于 SR-IOV：SR-IOV 提供虚拟化功能 (VF)，是虚拟机专用的

轻量级虚拟高速外围设备互连 (PCIe) 设备指针。通过访问此唯

一的句柄，虚拟机将在自己的通道上直接与 PCIe NIC 通信。然

后，NIC 会直接将传入的数据包分类到 VM 的虚拟 NIC 的内存地

址，无需与系统管理程序进行通信。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https://www.cio.com/article/3540490/how-intel-it-transitioned-to-supporting-100-000-remote-workers.html
https://www.cio.com/article/3540490/how-intel-it-transitioned-to-supporting-100-000-remote-workers.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network-io/ethernet/network-adapters/ethernet-700-series-video.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data-plane-development-kit.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communications/data-plane-development-kit.html
https://doc.dpdk.org/guides/nics/intel_vf.html
https://software.intel.com/content/www/cn/zh/develop/articles/an-overview-of-advanced-server-based-networking-technolog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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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测试和优化各类应用，其兼容性和可扩展性远胜前五代产品。

云堆栈的关键部分也针对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进行了专门

优化，从而可让企业更加顺畅地实现从边缘到云的工作负载迁移。

•  人工智能 (AI)：英特尔为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框架提供支持，

以支持各类热门的人工智能应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集成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技术（英特尔® DL Boost），

可为人工智能工作负载带来全新的嵌入式性能加速。与上一代

产品相比，推理工作负载的性能提升高达 30 倍4。

•  工作负载性能提升：英特尔提供的独特加速技术能够帮助提高

性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集成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 

512 技术（英特尔® AVX-512 技术），可将高性能计算 (HPC) 

金融服务和保险 (FSI) 应用的性能提高多达 68%5。

•  基础设施虚拟化：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集成英特尔® 虚拟化

技术（英特尔® VT），通过将应用实时迁移到本地或云端，提高 

虚拟化环境的性能。使用 VMware vMotion 和集成英特尔® VT 的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就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将 VMware 

vSAN 环境无缝迁移到公有云或另一个私有云。

•  数据分析和数据库：长久以来，数据库应用一直针对英特尔®  

平台进行优化。例如，通过将 SAP 应用托管在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云基础设施上，SAP 的客户就可以优化运行时间，并显著

提升内存性能。只有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获得了基础设施

即服务 (IaaS) 实例的 SAP 认证6。

胸有成竹地扩展业务

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展，安全威胁和业务风险也会增多。对基础 

设施的保护应始于芯片。英特尔提供专用加速技术，可在不影响

性能的同时帮助保护静态数据和传输中的数据。英特尔® 软件防护

扩展（英特尔® SGX）通过基于硬件的隔离和内存加密，提供增强型 

保护功能。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中的英特尔®  

密钥保护技术（英特尔® KPT）可保护硬件中的密匙以提高性能。 

英特尔® AVX-512 可为静态数据和传输中的数据提供加密保护。

英特尔是 Confidential Computing Consortium（机密计算联盟）的

创始成员之一。该协会旨在通过跨行业合作，定义和开发企业级

构建模块、基础服务和框架，从而更好地保护将敏感数据放置在

云上的工作负载。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全印度的学校都已关闭，本学年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英特尔与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和 CareerLauncher 合作，在短短两周内就推出了功能丰富的云端

教育门户。

CareerLauncher 直接与教育机构合作，通过其 Aspiration.ai 门户 

提供远程学习。该门户需要快速地为成千上万的新生创建虚拟 

教室。Aspiration.ai 构建在由英特尔® 技术提供人工智能 (AI) 加速的 

AWS 云实例上。这意味着 CareerLauncher 可以快速无缝地扩展，

通过一系列出色的人工智能驱动型服务来支持更多的用户。

扩展教育资源， 
满足在线学习需求

CareerLauncher 向英特尔和 AWS 寻求帮助，共同创建了 Project 

Aspiration 2020 以促进项目实施。团队与邦政府紧密合作，建立了

所需的云计算和存储资源，从而为学生及老师提供出色的教育体验。

在 AWS 和英特尔的支持下，CareerLauncher 得以提供实时课程

直播、存档和重播，还开发了能够激励学生的学习游戏，以及帮助

教师评估学生进度的分析功能。

在短短两个星期内，CareerLauncher 就为成百上千的教职员提供了

关于其平台的使用培训。它现在为 100 所学校中的 300 名教师

和 16 万名学生提供服务，计划未来将支持超过 100 万名学生。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artificial-intelligence/deep-learning-boost.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avx-512-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avx-512-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virtualization/virtualization-technology/intel-virtualization-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virtualization/virtualization-technology/intel-virtualization-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orporate-responsibility/covid-19-aws-career-launcher-article.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corporate-responsibility/covid-19-aws-career-launcher-article.html


业务简介 | 利用云基础设施攻克当下的关键业务挑战 

总结

实施云计算和云转型战略是企业架构师和技术创新领导者目前的

首要任务。无论您是在寻找新方法，希望利用不断发展的云计算

模型实现业务成功，还是正在扩展基础设施来满足业务的持续

需求，英特尔都能成为您的云计算技术合作伙伴。凭借以数据 

为中心的广泛产品组合，加上与 ISV、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和

云服务提供商的长期合作关系，英特尔将帮助您实现更快传输、

更多存储和更广计算。立即开始云转型之旅吧。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

 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 
使用时的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

1 配置详情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35 号声明）。
2 配置详情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20 号声明）。
3 资料来源 – 英特尔。硬件、软件、介质、维护的成本（估算）= 255,000 美元；电力和基础设施成本（估算）= 15,000 美元。数据来源：英特尔。电力、散热、整合的成本节省配置基于：1) 机械硬盘： 

7.2K RPM 4TB HDD，AFR 为 2.00%，有功功率为 7.7W，2U 服务器中使用 24 块硬盘（1971W 总功率）https://www.seagate.com/files/www-content/datasheets/pdfs/exos-7-e8-data-sheet-
DS1957-1-1709US-en_US.pdf。2) 英特尔® 固态盘 D5-P4326： 有功功率为 20 W，AFR 为 0.44%，2U 服务器中使用 64 块硬盘（1280 W 总功率）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w/us/en/ark/
products/186675/intel-ssd-d5-p4326-series-15-36tb-e1-l-pcie-3-1-x4-3d2-qlc.html；散热成本基于 5 年的部署期，每千瓦时成本为 0.158 美元，每瓦散热所需电量为 1.20 瓦。基于在 2U 服务器
中使用 24 块 3.5 英寸机械硬盘和在 2U 服务器中使用 64 块 E1.L 固态盘。混合存储基于使用英特尔® TLC 固态盘进行缓存。

4 有关配置详情，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3 号声明）。
5 FSI 内核 - 基准：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68 处理器配置：英特尔“Wolf Pass”平台，使用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68 处理器（2.9 GHz，24 核），12 x 16 GB DDR4-2933、1 块固态盘，BIOS： 

SE5C620.86B.02.01.0008.031920191559；微代码：0x500001c，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7，内核 3.10.0-1062.1.1.FSI 内核 v2.0：Geomean（3 个工作负载：Binomial Options、Black 
Scholes、Monte Carlo），AVX2_256 版本，英特尔® 编译器 2019u5，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2019u5，BIOS：Binomial Options（启用超线程，启用睿频，禁用 SNC，2 线程/ 
内核），Black Scholes（禁用超线程，启用睿频，禁用 SNC，1 线程/内核），Monte Carlo（启用超线程，启用睿频，禁用 SNC，2 线程/内核）。截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英特尔所做测试，带 AVX-
512：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68 处理器配置：英特尔“Wolf Pass”平台，使用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68 处理器（2.9 GHz，24 核），12 x 16 GB DDR4-2933、1 块固态盘，BIOS：SE5C620.8 
6B.02.01.0008.031920191559；微代码：0x500001c，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7，内核 3.10.0-1062.1.1.FSI 内核 v2.0：Geomean（3 个工作负载：Binomial Options、Black Scholes、 
Monte Carlo），AVX-512 版本，英特尔® 编译器 2019u5，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2019u5，BIOS：BIOS：Binomial Options（启用超线程，启用睿频，禁用 SNC，2 线程/内核）， 
Black Scholes（禁用超线程，启用睿频，禁用 SNC，1 线程/内核），Monte Carlo（启用超线程，启用睿频，禁用 SNC，2 线程/内核）。截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英特尔所做测试

6 https://www.sap.com/dmc/exp/2014-09-02-hana-hardware/enEN/iaas.html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所示日期进行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性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您的成本和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英特尔技术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审查该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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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0/SMR/CAT/PDF  请回收利用

了解更多信息

• 了解：“推进云转型的六大秘诀”

•  查看英特尔生态系统提供的解决方案：搭载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 VxRail 现已推出

• 有关云技术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英特尔云中心

借助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通过简便且快速的部署方案赋予本地数据中心云服务的所有

优势。选择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能够通过

软件定义计算、存储和网络功能为私有云战略提供经过调优

且性能出色的基础设施。

•  面向 Google Cloud Anthos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使您能够使用虚拟机 (VM) 或 Kubernetes 容器，跨本地

环境、混合云或所选的云提供商，轻松快速地部署和管理

应用与工作负载。

•  面向 Microsoft Azure Stack HCI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可在边缘、数据中心和 Microsoft Azure 公有云中提供 

低成本的简易超融合基础设施，以满足需求各异的计算、

内存和存储。

•  面向 VMware vSAN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结合经 

优化的英特尔® 硬件组件，帮助企业和机构以性能调优后的 

vSphere 集成基础设施为基础，快速部署可靠、全面的 

VMware vSAN。

•  面向 Open Cloud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

以 OpenStack、Ceph、Kubernetes 和其他开源基础设施

软件为核心组件的全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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