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您所在的企业或机构做好准备，利用新兴趋势和技术提升数据分析，获取更多洞察。

导入 AI 和内存计算技术，
为数据分析变革做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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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政府
数据中心

据 Gartner 预测1，未来三年，数据分析知识与技术将加速普及，使各大企业和机构的

员工能够运用高级数据分析功能，从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可用洞察。尽管数据科学家在

帮助企业构建和设计复杂数据分析模型的过程中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新技术的

出现也会使非专业人员自主获取洞察成为可能。由此，从数据科学家实验室到办公室，

从工厂车间到零售店，数据洞察将无处不在，深入企业和机构的各个层面。

拥抱这些数据分析能力的企业已经开始从中受益。从帮助零售店员工了解如何挑选合适

产品适时介绍给特定客户，到支持销售代表确定区域内有望成交的客户，每天基于数据

分析做出的小决策累加起来，就会对企业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工具中许多还能帮助数据

科学家实现一些重复性日常工作的自动化，使他们可以将宝贵的时间集中在附加值更高的

项目上。

让员工有能力控制在何处如何使用这些分析工具对企业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面向企业用户的高级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各类工具，让大众获得数据分析能力。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一些可供

使用的新兴技术以及确保成功实施这些技术的措施。 

首先是增强型数据分析，这是 Gartner 在 2017 年创造的一个术语2。增强型数据分析指

运用诸如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 (NLP) 等人工智能 (AI) 技术，将公司原始数据的清洗和

分析流程自动化，把数据转换为可行洞察。当下，如果企业用户需要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对 

公司数据提问，往往就要与数据科学家合作，由后者将问题解析为数据分析算法可以 

理解的格式，然后再帮助用户解读分析结果。有了增强型数据分析，不仅数据科学家能从

清理数据和人工解析问题的繁琐工作中解放出来，企业用户也能近乎实时地获得更详细的

洞察。这种方法正在兴起，Gartner 预测到 2022 年它将全面普及3。

Gartner 预计数据与数据分析
加速普及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

到 2023 年1。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10-21-gartner-identifies-the-top-10-strategic-technology-trends-for-2020
https://whatis.techtarget.com/definition/augmented-analytics


与增强型数据分析紧密相关的是增强型数据管理。这一技术将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于维护数据质量的各个方面，并确立从

现有数据中获取价值的新方法：例如让长期以来主要用于审计、

沿袭和报告的元数据在发现数据使用模式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 

作用。  

另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是对话分析。的确，据 Gartner 预测，到  

2021 年，这一技术能将员工（尤其是前端员工）采用数据分析和 

商业智能的比率从 35% 提高到一半以上，包括新用户类别4。对话

分析将自然语言处理 (NLP) 和数据分析结合在一起，让企业用户

就像在网上使用搜索引擎一样，能够自然地提出问题。然后，人工

智能算法进行问题解析，这样一来，就可以运行数据分析模型并

再次以企业用户可以理解的方式反馈结果。对话分析将提问方式

更进一步，让用户就像使用家里的智能家居辅助设备一样能够口头

提问。

支持数据分析发展的技术趋势

这些趋势的共同目标是为企业用户提供更加丰富、及时的洞察。

要想实现这些目标，企业必须考虑 IT 基础设施方面几项重大技术

进步。 

首先，数据中心对于以更快速度处理更大数据集存在持续需求，

因此它们开始转向内存处理，以处理更繁重的数据分析工作负载。

随着对实时获得洞察的需求不断增加，IT 团队正面临挑战，要 

想办法实现在更靠近 CPU 的位置处理更多数据。这就意味着要在 

内存中保存更多活跃数据。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但是， 

IT 团队必须考虑如何设计架构，才能让数据更多在内存中得到

处理。有一个越来越有说服力的方案，那就是将更多持久内存引入

环境。 

高级数据分析工作负载需求也促使许多企业和机构重新考虑自己

所采用的存储介质和策略。虽然利用高级数据分析可以从存储的

数据中获取新洞察，但如果数据是保留在速度缓慢且服务水平 

不稳定的存储子系统中，那么它的潜在价值就难以发挥。另外，

在设计存储系统时，还需要考虑扩容问题。传统存储技术在空间

和运行上都不够高效，很快就会阻碍企业向前发展，在数据需求 

加速增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其结果是，IT 团队被迫将越来越多的 

数据分配到存储层次结构的顶部，才能实现高速读取和高性能。

另外，人们对于在边缘处进行高级数据分析的需求也在日渐增加。 

在终端用户设备上运行算法不但可以使边缘更加智能，更可避免

将大量数据回传到云端或数据中心。如此一来，就能以低延迟和 

高性能表现支持对话分析等用例像用户期望的那样实时做出响应。

在大规模部署此类数据分析功能时，首先要确保所需的硬件、软件

和连接已经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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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nik 缩短维护周期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领先的特种化学品生产企业 Evonik 需要与庞大而复杂的 

供应链合作，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为了跟踪所有物流

动态并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类挑战，Evonik 使用 SAP HANA  

进行实时数据分析并生成报告。数据分析和生成报告基于 

SAP HANA 内存数据库，并需要在不牺牲时间或成本的

同时增加容量。 

Evonik 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做了一项概念验证 

(PoC)，并且发现在服务器重启后重新加载数据表的速度

提高了 17 倍5。这样一来，就能缩短 SAP HANA 打补丁

或配置的维护周期，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服务器重启后重新加载数据表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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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17 倍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data-analytics-trends/


英特尔® 技术推动数据分析创新

英特尔在广泛的解决方案生态系统支持下开发出一整套软硬件 

和技术，帮助客户实现高级数据分析的目标。在涉及兑现人人 

都能获得洞察这一承诺时，您可以在现有的英特尔® 架构基础上 

优化性能，加速获取洞察，无需大量投资购买复杂的新解决方案。

英特尔® 架构可为数据管道的各个阶段提供支持，因此在现有资源

基础上就可扩展数据分析功能，避免在不兼容的系统上形成数据

分析孤岛。

优化性能

实时高级数据分析工作负载需要强大的性能、巨大的 

内存容量以及无缝的可扩展性，才能与企业和数据的 

发展保持一致。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以出色的内存 

占用表现为行业标准服务器提供先进平台，使包括 SAP HANA、 

Microsoft SQL 及 Oracle DB 等数据密集型内存分析平台在内的

各类数据分析工作负载获得可扩展能力。同时，横向扩展和纵向

扩展的灵活自如也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具备上述能力，IT 团队就能部署更大的内存分析池，为实时决策

提供支持。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 (RAS) 在保持数据完整性的

同时，也能确保庞大工作负载安心运行。而基于硬件增强型平台

安全技术的数据加密功能可为静态数据和传输中的数据提供有效

保护。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打造的平台不仅具备常见

内存分析平台的出色性能，还能加快事务处理速度，缩短向用户

提供结果的时间。

英特尔承诺会为客户不断发展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需求提供 

支持。为此，它于 2020 年年中推出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将 4 路处理器平台升级至 8 路处理器平台，满足当下数据

密集型数字服务的要求。这款处理器集成 bfloat16，使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技术的集成人工智能加速能力更加强大，将对人工

智能训练和推理的支持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帮助奠定人工智能应用

基础的同时，提供更加出色的可扩展性与性能，满足高级数据分析

工作负载所需。 

加速获取可行洞察

英特尔® 傲腾™ 技术专为支持如增强型数据分析和对话 

分析等复杂的实时工作负载而设计，包含持久内存和

存储驱动器。它既以高性价比提供大内存容量，又具有数据持久性，

能够实现快速数据访问以及整合更多工作负载。借助与第二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配合使用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用户既能提高数据访问速度，又能优化 CPU 利用率。持久内存

技术不但能为处理更大的数据集提供充足的容量，还能满足快速

进行实时分析的需求。

与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配合使用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200 系列能够提供巨大的容量，CPU 访问持久数据的速度

比传统固态盘高出 225 多倍6，由此能够缩短获取洞察的时间。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等现代存储系统既能提供高对称读/写，又能

在负载下保持极低延迟和高服务质量 (QoS)，从而加快数据计算

和分析。而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能够以出色的空间和运行效率

存储海量数据，适应不断增长的存储需求。

Siemens AG 经济高效地实现数据增长

Siemens AG 为消费者和行业开发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发电 

和配电、智能基础设施以及分布式能源系统。为了实现这一切， 

Siemens AG 非常依赖快速、经济高效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为了支持这些长期目标，Siemens AG 采用了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在支持自身数字化增长的

同时，尽可能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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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AG 应用和数字化平台的技术和安全负责人 Mamun 

Natour 指出：“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能够以更低的总体

拥有成本满足全新基础设施在规模、安全性、可扩展性等 

方面的要求。整个 Siemens 的数字化和创新需要更快地处理

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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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75% 的数据将在边缘产生7。提取、分析和传输数据的 

速度越快，就能越早从中获得洞察，因此支持在边缘进行数据分析 

变得愈发重要。英特尔有着广泛的处理技术、软件工具和网络技术

产品组合，使企业和机构能够以多种方式灵活地从边缘无缝扩展

到云。借助英特尔的合作伙伴和现成解决方案生态系统，广大公司

可在运营地点的边缘部署更多智能节点，帮助提高生产效率、增加

收入、降低风险并快速启动新业务模式。

简化解决方案

对于已经负担重重的 IT 团队来说，首次引入高级数据分析 

功能可能充满挑战。英特尔与数据分析解决方案提供商 

生态系统紧密合作，提供预先定义并经过验证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堆栈，缓解 IT 团队的压力。通过使用精选的软硬件，您可以加快

并简化实施过程，构建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英特尔生态系统提供数百种解决方案，并支持各类开源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计划，以及 Oracle Exadata、SAP 和 Splunk 

等主流平台。这一生态系统提供创新型内存分析和人工智能功能，

例如面向基于 Python 和 Data Robot 的开源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的 

Anaconda，帮助企业实现人工智能自动化。此外，英特尔还与

这一领域中的许多企业和机构合作，优化他们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应用，实现更优的整合和性能。有了这一系列方案，

那些希望利用数据分析功能的企业就能够灵活进行选择，找到适合

自身情况的解决方案。

同时，面向高级数据分析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已针对工作负载 

进行了优化，借助英特尔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合作伙伴，提供高性能、

高性价比和高安全性的解决方案。目前这些解决方案包括：  

•   面向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横向扩展多租户数据库即服务 (DBaaS) 解决方案，适用于多种

数据分析和运营工作负载。 

•   面向 SAP HANA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经过验证并获得 SAP 认证的解决方案，采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英特尔® 技术的差异化优势

  优化性能：先进且高度集成的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可为包括 SAP HANA 和 Microsoft 

SQL 等内存平台在内的一系列高级数据分析应用提供

可扩展能力，支持实时决策并增强可靠性。而在即将

面世的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中，这些

功能的速度频率将更高，性能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加速获取洞察：英特尔® 傲腾™ 技术既以高性价比 

提供大容量，又具有数据持久性，能够实现快速数据

访问以及整合更多工作负载。这样既能快速处理大型

数据集和数据分析，又能降低存储成本。

 简化解决方案：丰富的解决方案提供商生态系统、

开源平台支持，再加上针对工作负载优化和验证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帮助您快速投入运行。

了解更多信息

•   电子指南：  

“From Data to Insights – Optimize the Four Stages of  

Your Data Pipeline to Make Your Business Analytics-

Driven”（基于至强® 可扩展平台从数据中获取洞察：优化

数据管道四个阶段，打造数据分析驱动型企业）

•   电子指南：  

“Build Your In-memory Analytics Stack”（基于英特尔® 

至强® 平台构建内存分析堆栈）

•   参考架构：  

“High Performance Data Analytics with Splunk”（使用 

Splunk 进行高性能数据分析）

•   解决方案简介：  

“Intel® Select Solutions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 

（面向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解决方案简介：  

“Intel® Select Solutions for SAP HANA”（面向 SAP 

HANA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白皮书：  

“Transforming Intel’s Security Posture with Innovations 

in Data Intelligence”（以数据智能化创新改变英特尔安全 

状况） 

•  网页： 

“Intel® Select Solutions for Advanced Analytics”（面向

高级数据分析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guides/enterprise-and-government-analytics-eguide.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guides/enterprise-and-government-analytics-eguide.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guides/enterprise-and-government-analytics-eguide.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guides/enterprise-and-government-analytics-eguide.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guides/enterprise-and-government-build-your-in-memory-analytics-eguide.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guides/enterprise-and-government-build-your-in-memory-analytics-eguide.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analytics/high-performance-data-analytics-with-splunk.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analytics/high-performance-data-analytics-with-splunk.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analytics/microsoft-sql-server-on-windows-ver-2.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analytics/microsoft-sql-server-on-windows-ver-2.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analytics/sap-hana.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analytics/sap-hana.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it-management/intel-it-best-practices/transforming-intels-security-posture-with-innovations-in-data-intelligenc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it-management/intel-it-best-practices/transforming-intels-security-posture-with-innovations-in-data-intelligenc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it-management/intel-it-best-practices/transforming-intels-security-posture-with-innovations-in-data-intelligenc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analytics.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analy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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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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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10-21-gartner-identifies-the-top-10-strategic-technology-trends-for-2020

2  “Hype Cycle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2017 年，https://www.gartner.com/document/3768572?ref=solrAll&ref
val=239846505

3  “Predicts 2020: Analytics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Strategy”（2020 年预测：数据分析和商业智能策略），https://www.gartner.com/docume
nt/3978987?ref=solrAll&refval=239843443

4  “Gartner Top 10 Data and Analytics Trends”（Gartner 十大数据和分析技术趋势），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
10-data-analytics-trends/

5  SAP HANA* 模拟工作负载，使用 SAP* BW 版本的 SAP HANA* 标准应用基准测试版本 2（2018 年 5 月 30 日）。使用传统 DRAM 的基准配置：搭载  
8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76M 处理器（28 核，165 瓦，2.1 GHz）的联想 ThinkSystem SR950* 服务器。总内存包括 48 个 16 GB TruDDR4* 
2,666 MHz RDIMM 和 5 个 ThinkSystem* 2.5” PM1633a 3.84 TB 容量的 SAS 12 GB 热插拔固态盘（用于 SAP HANA* 存储）。操作系统是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P3，使用 SAP HANA* 2.0 SPS 03 和 6 TB 数据集。表预加载进行 10 次迭代后所有已完成数据的平均启动时间： 
50 分钟。

 1 使用 DRAM 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组合的新配置：Intel Lightning Ridge SDP，配备 4 个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QQ89 AO)（24 核， 
165 瓦，2.20 GHz）。总内存包括 24 个 32 GB DDR4* 2666 MHz 和 24 个 128 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ES2，以及 1 个英特尔® 固态盘 S3710 
系列 (800 GB)、3 个英特尔® 固态盘 P4600 系列 (2.0 TB)、3 个英特尔® 固态盘系列 S4600（容量为 1.9 TB）。BIOS 版本 WW33’18。操作系统为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5，使用 SAP HANA* 2.0 SPS 03（已应用来自 SUSE 的特定 PTF 内核）和 1.3 TB 数据集。优化表预加载的平均
启动时间（提高 17 倍）。基于 Evonik 和埃森哲 2018 年 5 月 30 日进行的测试。

6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测试结果基于英特尔 2019 年 2 月 20 日进行的测试。配置：英特尔® C620 系列芯片组，28 核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QDF QQYZ)，每秒 2,666 兆次传输速率 (MT/s)，256 GB，18 瓦，32 GB DDR4 DRAM（每路），128 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每路），固件： 
5336，BIOS：573.D10，WW08 BKC，运行 Linux* OS4.20.4-200.fc29*。禁用服务质量 (QoS) 性能调优，IODC=5(AD)。

7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what-edge-computing-means-for-infrastructure-and-operations-leaders/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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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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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 

   您的成本和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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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0420/IP/CA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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