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至强® 平台上
以思维的速度进行业务洞察

混合云计算模型的高级分析和效率从根本上改变了业务的运营和竞争方式。内存数据库

（如 SAP HANA）将操作数据库和分析数据库组合成包含最新可操作数据的实时数据池，

而高级分析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内存数据库来实现，它使企业能够提高决策准确度和速度。

同时，混合云模型将较轻的工作负载放在公有云，虚拟化其他本地工作负载以进行快速

部署，允许 IT 组织将其内部运营重点放在高价值计算服务（如高级分析）上，从而提

高 IT 组织的效率。

当 IT 交付高级分析功能时，考虑完整业务数据可进行瞬时处理的情形。企业可以按照

近乎即时的方式全面查看业务。

通过经济高效的灵活解决方案将企业数据转化为价值

在业务上具有竞争优势 • 降低基础设施和许可成本

• 访问更多数据以改善决策

• 深化业务和运营洞察

• 交付新服务 

• 改善客户体验

数据处理中的模式转换将改变您的业务 

业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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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高级分析可操作，数据集必须全面，并按照人类思维的节奏呈现给用户。这是

内存分析的承诺，Alexander Zeier 教授博士在《内存数据管理；技术和应用》一书

中予以概述：“内存分析允许针对运营数据运行分析，简化了软件和硬件环境，最终降

低总体拥有成本（TCO）。”这定义了技术和 TCO 的优势，但 Zeier 博士进一步定义

了向决策者“实时”交付可操作数据的最佳时机。而最佳时机是有具体数值的。

人类“实时”反应时间

220 毫秒 从受到某个刺激到形成响应的人类平均反应时间

384 毫秒 识别反应时间包含了解和理解在内的响应

550 到 750 毫秒 添加复杂背景。通常被视为“思维速度”    

这带给我们一个基本规则。如果用毫秒衡量思维速度，则提供数据的系统组件的时延

必须用纳秒度量，才能使组合时延接近下限（550 毫秒）。

随后，您可以将思路向外扩展到工作负载，如机器学习和训练以及人工智能（AI）构

建模块。对于广泛的、被视为“人类”的未来 AI 应用程序，它们的响应时间将必须小于

或等于思维速度才能被视为对人类有价值。

当今的内存技术

当今内存分析技术的构建模块分为两个类别。第一是能够实时分析 TB 级数据的事务

应用程序（例如 SAP HANA），第二是运行事务应用程序的服务器。为了便于讨论，

我们将第二个类别分成三个主要子系统：

1.  微处理器（时延小于 1 纳秒）。目前，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的功能超过全世界 

90% 的数据中心。在这些处理器中，最复杂的处理器具有多达 28 个内核。现代数

据库应用程序将任务分解并散布到各个内核上，从而并行处理任务并充分利用这些

内核。这个简单的处理器“并行性”示例印证了性能飞跃，微处理器的唯一限制是从

系统内存向微处理器的数据交付速率。

2.  内存（时延小于 100 纳秒）。当今的主流内存解决方案基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并以 2666 MHz 速率和不断增长的容量（用 TB 度量）交付数据。但是，它们还具

有易失性，这意味着在关闭并打开电源之后数据会丢失。当需要将数据重新加载到

内存中时，这会导致时延增加。

3.  存储（时延大于 1,000,000 纳秒，通

常用毫秒度量）。当今的存储器由旋转

式磁盘、3D NAND 和名为 3D XPoint ™ 

技术的新型媒体组合而成，该技术是

英特尔 ® 傲腾™ 固态盘的基础，显著缩

短了时延。存储容量可以扩展到 PB 级。

它还具有持久性，这意味着在关闭并打

开电源之后，数据将被保留。

正如上述时延数值所示，数据保留在内存

中并接近 CPU 将使时延保持在纳秒级。

但是，在对存储发出请求之后，时延将从

纳秒级变为毫秒级。这就是英特尔工程师

的工作重点。如何创建可交付具有内存级

时延、高容量和低存储成本的技术？

英特尔 ®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英特尔 ®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解决

方案将内存从有限资源转化为快速、非易

失性和经济实惠的充足资源。

英特尔内存解决方案副总裁 Alper Ikbahar 

将英特尔产品优势总结为：

“ 内存一直以来被视为小型且昂

贵的易失性资源。我们打算使

用英特尔 ® 傲腾™ 数据中心级

持久内存改变所有这些定论。

这种新内存是充足、经济实惠

的持久资源。”

内存技术以思维的速度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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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可以经济高效方式放置

在处理器附近的内存量。反之，这从根本

上改变了实时处理的数据量，从而加快了

有效决策过程。

Forbes 在 2017 年的一篇文章中声明持久

内存将实现计算变革。1

一种新的模式已经出现购买更多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数据离 CPU 更近 数据离 CPU 更远

高成本

较低容量（GB）/
较短时延

购买更多存储器

低成本

较高容量（TB）/
较长时延采用 3D XPoint™ 内存媒介

1 2

英特尔 ®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这种创新解决方案在 2018 年的下半年进入市场，将更多的数据移近处理器，以便实时访问、处理和分析数据，

而无需先从存储器检索数据。洞察时间有望从数小时和数天缩短到数秒。

英特尔 ®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

示例用例

由于有加快大数据集处理速度的潜力，持

久内存技术势必影响广泛的行业，包括科

研、制造、金融、石油和天然气、零售和

医疗。尽管我们已经将重点放在内存分析

上，但是 IT 经理可以为内存密集型和 I/O 

密集型工作负载部署英特尔持久内存，如

下一页中所示。

“ 持 久 内 存 是 缺 失 的 一 环 —— 

企业将重塑基础设施和业务模

型，以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连

接和 IoT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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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工作负载中的多个用例

来源：英特尔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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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大小表示计算强度

IT 经理应查找内存密集型和 I/O 密集型数据中心工作负载，其中包括广泛的分析工作负载，如内存数据库、企业资源规划（ERP）、在线事务处理（OLTP）

和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

发掘潜力

尽管持久内存可能是缺失的一环，但它本

身不是解决方案。它既不会替代传统的动

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也不会替代存储器。

相反，IT 决策者需要从战略上考虑传统动

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持久内存和传统固态

盘的正确组合，才能推进实时系统。

埃森哲和英特尔可帮助企业做好准备，过

渡至持久内存技术并获得巨大优势。其中

包括对新架构进行战略规划和测试，以评

估有助于转换业务的功能和用例。

如果您想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服务，投

资英特尔 ®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技

术至关重要。

企业应当考虑：

• 支持业务增长的洞察种类 

• 放置内存的数据集大小

• 最符合您要求的平台

让我们谈谈您的当前技术配置，以及未来

降低成本和抓住机遇的方案。



现在提供什么？

对于内存分析解决方案，提供了 IT 

经理需要部署的软件和硬件。解决

方案（如在基于英特尔 ® 至强 ® 处

理器的平台上运行的 SAP HANA）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提供稳健的框

架，但是 TCO 方程通常不会累计。

对于多数企业来说，为了支持实时

分析而配置数 TB 的动态随机存取

存储器成本太高。

• 全新英特尔 ® 至强 ® 可扩展处理

器为广泛的工作负载提供了巨大

的性能飞跃。与上一代英特尔 ® 

至强 ® 处理器和利用数据并行性

的 新 英 特 尔 ® AVX-512 指 令 相

比， 新 型 处 理 器 的 内 存 带 宽 多 

50%。

• 基于英特尔 ® 3D XPoint ™ 技术

的英特尔 ® 傲腾™ 固态盘为企业

数据中心提供高性能存储。

• 基于 3D XPoint 技术的英特尔 ®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将以

较低的成本为企业数据中心提供

高性能、高容量内存。

关于埃森哲

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各行各业经历剧变。埃森哲通过新技术帮助客户在数字领域保持领先

地位，推动客户转型。埃森哲拥有 40 多个行业和各种业务职能的专业知识，与超过四

分之三的全球 500 强公司展开合作。

了解更多

在 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optane-

technology.html 研究英特尔的企业存储解决方案， 

或者通过 datacentermemory@intel.com 联系我们。

访问 accenture.com，了解埃森哲如何推动您的业务， 

或者通过 aic.sap.hana@accenture.com 联系我们。

适用于 IT 专家的英特尔 ®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资源

pmem.io

software.intel.com/zh-cn/persistent-memory

blogs.intel.com

 1 forbes.com/sites/tomcoughlin/2017/01/24/persistent-memory-will-revolutionize-computing/#5d2377321912。

  技术声明基于有关市场上内存产品的时延、密度和写入周期等内存技术已发表的规范中记录的数据与内部英特尔 ® 规格所作的比较。预测或模拟结果以内部分析或架构模拟或建模为基础，仅供参考。
系统硬件、软件或配置中的任何差异均可能影响您的实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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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n/iot，或从系
统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

  描述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 2018 英特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英特尔傲腾、英特尔傲腾数据中心级、3D XPoint、英特尔至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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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8/SC/HBD/PDF 请回收利用 

http://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optane-technology.html?_ga=2.138400624.1936094092.1530771432-405008841.1524750278
http://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optane-technology.html?_ga=2.138400624.1936094092.1530771432-405008841.1524750278
mailto:datacentermemory@intel.com
http://accenture.com
mailto:aic.sap.hana@accenture.com
http://pmem.io
http://software.intel.com/zh-cn/persistent-memory
http://blogs.intel.com
http://forbes.com/sites/tomcoughlin/2017/01/24/persistent-memory-will-revolutionize-computing/#5d2377321912
http://intel.cn/i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