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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

英特尔内存革新强化实时数据处理，
助力智能制造
宁德时代导入搭配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消除了数字化
生产流程的存储瓶颈，为保证产线长时间高效运转和扩大产能奠定了基石

作为全球领先、中国知名的新能源研发和制造企业，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德时代”) 一直在通过向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持续演进的策略来提升生产效
率。作为这一策略的重要实践，其基于 SAP HANA 高性能内存数据库的制造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以下简称 MES) 承担起了实时产线数据采集、生产质
量管理等关键职责。随着产能压力不断增加，该系统的处理时延、可靠性也面临新挑战。为
此，宁德时代亟需引入更为高效的数据处理和存储方案来提升其 MES 基础设施的性能。
通过与英特尔开展深层次技术合作，宁德时代导入以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为核心的全新至强® 可扩展平台，作为应对上述挑战的解决方案。该平台不但具备可大幅
提升计算性能的处理器，更搭载有颠覆了传统内存和存储架构，在性能上接近 DRAM 内

“作为我们产线智能制造系统的

存，并拥有更优成本和容量表现，且能实现数据持久性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宁德
时代将这一平台用作支撑 MES 核心内存数据库的全新基石，不仅能有效消除该数据库在

‘中枢神经’，MES 的性能提升无疑

高并发 I/O 操作时，海量临时文件需要快速与磁盘进行交互操作所面临的性能瓶颈，更可

是我们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能

帮助整个系统大幅缩短重启时间和主备机切换时间，从而确保宁德时代的产线能长时间

的关键。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高效运转，并助力其产能实现进一步扩展，最终巩固宁德时代在能源行业和智能制造领域

的引入，帮助 MES 消除了多个性

的领先优势。

能瓶颈，相当于在我们智能制造

宁德时代获得的解决方案优势：

的‘中枢神经’中构建起了更强韧

• App Direct 模式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能助力宁德时代 MES 有效缩减内存数

的‘神经键’，为我们未来生产和业
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奠定了更坚实

据库与持久存储介质之间执行 Data Merge、Save Point 等操作时的“落盘”时间，提
升系统整体性能；
• App Direct 模式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凭借数据非易失的优势，加速基于内

的基础。”

存数据库的 MES 的重启速度，尽可能减少产线的停顿时间；
赖腾飞

流程 IT 架构与解决方案部经理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内存模式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用作宁德时代 MES 中内存数据库备机的扩
展内存，从而缩短 MES 主备机切换时间，保障系统的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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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智能制造的双料模范

性能的提升，或者说操作时延的缩短只是宁德时代核心数据库面

作为全球新能源科技行业和智能制造领域的标杆企业，宁德时代正
以先进的动力电池技术，为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提供高效解决方案，
并赢得广泛赞誉。仅在 2018 年，它就同时跻身福布斯中国“2018 中
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单，并现身央视《大国重器Ⅱ· 能源篇》。

临的挑战之一，可靠性是它另一个需要重点关切的指标。毕竟，该
系统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海量数据处理的挑战，其每日单表会新增
1 亿 - 2 亿条记录，而所有表每日新增条目超过 10 亿条，同时计算
量超过百亿条3。超短的处理时延与海量的计算和存储压力叠加，
再考虑到关键数据不容有失，这就对 MES 的基础设施性能和可靠

如此令人艳羡的成就背后，是宁德时代的竞争力之本——看得见的

性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挑战，宁德时代亟需为之引入更先进、更适

雄厚技术研发和生产能力，以及更偏幕后的、专为智能制造而建设

配内存数据库特点和需求的数据处理及存储方案。

的强大信息化系统。以其核心的电芯生产线为例，如图一所示，它
自上而下，通过 ERP、MES、过程控制管理以及电芯生产控制网络
等一系列系统和平台的构建，实现了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制
造全流程。其中的 MES，与电芯产线数十个工艺流程中 3,000 余个
品质与安全控制因子数据密切关联，可快速精准地采集这些源自产
线的实时数据，形成控制、管理和分析能力，进而实现生产、质量、
批次、追溯等一系列的管理功能。

在明晰了上述需求与挑战后，宁德时代与英特尔开展了一系列深入
技术合作，以求将英特尔前沿的产品和技术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良
方。从计算和存储两个维度综合考虑，宁德时代最终选择了基于第
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并搭配有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的至强® 可扩展平台。该平台的核心——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80
处理器不仅具备 2.70 GHz 的主频及多达 38.5MB 的高速缓存，以
及 28 个核心、56 个线程和多达 3 路的超级通道连接 (Ultra Path

为了确保 MES 拥有足够的实时数据处理能力，宁德时代早在数年前，

Interconnect，UPI)，来为内存数据库提供更相匹配的、强劲的并

就开始引入各种高性能 OLTP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联

行计算能力，它还支持多达 6 个高速内存通道，可与包括 DRAM 和

机事务处理) 数据库、尤其是内存数据库方案作为 MES 的强力支撑。

傲腾™ 持久内存在内的内存子系统实现高效通信，从而可帮助基于

随着旗下的新能源产品不断获得市场认可，业务的高速发展也对产

内存数据库的 MES 在性能上获得突破性的提升。

能提出了更高要求，给出了更大压力，对数据处理的高性能、低时延
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在这种态势下，宁德时代经过分析估算，得

傲腾™ 持久内存成功破解 MES 存储瓶颈

出了“需要在短时期内再将产能提升 50%，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

宁德时代选中的新平台所拥有的性能和功能潜力无疑很是诱人，但

结论 1。这种产能的大幅提升，也意味着各个生产环节留给 IT 系

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这就要从宁德时代 MES 采用的高性

统的处理时间窗口变得更小。数据测算也表明，这需要宁德时代

能内存数据库——SAP HANA 说起。该内存数据库要提升性能，

的 IT 系统在 3 秒内完成所有操作，包括产线流向判断、产品质

需要克服的主要瓶颈就是转换操作的效率，这是因为它通常是以列

量判别等等，而其中留给后台数据库的操作时间只有短短的 100

式存储的方式来存放数据，但当 MES 执行 OLTP 分析时，行式存储

毫秒2。

更有助于分析效率的提升，因此，该内存数据库与磁盘数据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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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与宁德时代电芯生产线配套的数字化、智能化制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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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经常执行各类交互操作来完成行、列转换，日志数据同步等工

大容量、更低成本的数据易失型内存，也可采用 App Direct 模式，

作。执行这些操作时，相关的内存和磁盘数据库都必须保持“HOLD”

用来构建有更大容量且兼具数据持久性的内存池。

状态来暂停工作。也就是说，这些涉及“临时数据落盘”的操作的执行
10 纳秒-100 纳秒

时间越短，对系统影响就越小，对性能提升的贡献也就越大。
同时，为了避免因断电等突发事件带来的数据丢失，宁德时代的
MES 还会每五分钟使用 Save Point 功能将内存数据库中的全量数

DRAM
内存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100 纳秒-1 微秒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1 微秒-10 微秒

据存储到磁盘数据库中。此外，出于电芯生产的严格规范，以及系
统恢复的需要，宁德时代也会将产线的海量日志予以留存，实时存

10 微秒-1 毫秒

NVMe 固态盘

1 毫秒-10 毫秒

HDD 硬盘

储到磁盘数据库中。

等待
队列
长度

“落盘”时长

时间轴

图三 不同存储设备的访问延迟4
从图三可以看出，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在访问延迟等关键性能
指标上，已与 DRAM 内存实现了衔接，但在容量和数据持久性，
或者说是非易失性上，又远非传统 DRAM 内存可以比拟。这意味

时间轴
Data Merge 操作

Save Point 操作

日志操作

图二 缩短“落盘”时长有助于提升系统整体性能

着，当宁德时代 MES 采用 App Direct 模式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作为磁盘存储载体时，在执行 Data Merge、Save Point 以及
日志存储时就可以大幅缩短“落盘”的耗时，大大提升 MES 的系统
整体效能。

对于宁德时代的 MES 而言，上述这些操作都具有较高优先级且需
要保证强一致性，因此不免会造成操作之间的互斥性，例如该系统

同时，傲腾™ 持久内存所具备的数据持久性，也使宁德时代 MES 的

在执行 Data Merge 时，Save Point 功能就需要进入等待队列，造

重启时间得以显著压缩。MES 每次进行升级更新前，都需要先将

成系统整体性能难以提升。要减少这一状况，如图二所示，最好的

内存数据库中的 TB 量级数据存入到磁盘中，升级更新完成后再把

方法就是加快系统的“落盘”速度。

这些数据从磁盘读回内存。在此前未配备傲腾™ 持久内存时，这一
流程往往需要耗时数十分钟之久，也意味着生产会有较长时间的停

由于宁德时代 MES 采用的 SAP HANA 内存数据库是基于全

顿。而在导入傲腾™ 持久内存后，这一时长已缩短至 5-10 分钟5，使

DRAM 内存构建，而磁盘数据库通常是部署在基于 NAND 存储

得产线只需借用正常换班时间即可高效实现MES 的升级更新。

介质的 NVMe、SAS 高速固态盘上，后者的存储时延往往是前者
的上千倍，因此，当数据在内存数据库和磁盘数据库之间转移时，

为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宁德时代的 MES 还构建了完备的主备机机

固态盘在 I/O 性能上的差距，就限制了 MES 性能的进一步提升。

制，来防止因断电、宕机等意外情况造成生产中断。此前主备切换

为此，宁德时代需要为 MES 寻找一种性能上更接近 DRAM 内存

也需要数十分钟才能完成，而今，通过引入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

的存储产品。

存，并将其配置为内存模式，然后用作备机 (Standby Host) 的扩展
内存，也使备机能借助更大的内存容量来承载更多的 I/O 加强型工

基于创新的 3D XPoint™ 存储介质构建、为传统的内存和存储架构

作负载，从而大大加快切换速度。

带来了重大变革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就是宁德时代亟需的
对症良方，其独特的介质技术可使其速度达到远超传统 NAND 介

贴近生产环境的实测：新方案性能显著提升

质固态盘的水准，加上先进的系统内存控制器、接口硬件和软件技

为验证全新至强® 可扩展平台，尤其是其中的傲腾™ 持久内存对于

术的加持，使它在低延迟、高 I/O 以及高稳定性等方面都有着优异

宁德时代所用内存数据库的增益，宁德时代在英特尔的支持下，基

表现。在不同应用场景中，既可设置为内存模式，来为系统提供更

于其实验数据对这一新产品在 Data Merge、Save Point 以及系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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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等场景中的性能表现进行了评估，为宁德时代未来业务规模持
续扩大的情况下 MES 的架构部署和产品选择，提供了真实有效的
数据支撑。

结语与展望
围绕新一代至强® 可扩展平台，尤其是其中的“新星”—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开展的协作，为宁德时代和英特尔之间以智能制造

为使测试更贴近真实使用场景，宁德时代基于现有产线运行环境，

为主题的长期战略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局。这款创新型内存

精心设计了测试流程和压力模型。测试模拟电芯产量部署了 2 台前

产品通过了考验，已被证明可帮助宁德时代 MES 消除此前多个因

端应用服务器，每台 20 个并发客户端，每个并发之间设置 100ms

磁盘性能不足而带来的系统瓶颈，可以从 IT 基础设施创新的角度

延迟，并模拟了数据库增、删、改等复合操作。

为宁德时代的产能提升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通过在不同场景中的测试，双方对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在基于

接下来，宁德时代还计划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引入其高性能

内存数据库的 MES 中的性能表现进行了充分评估。以 Data Merge

离线分析系统，使其生产报表在数秒内就可从海量历史数据中获取

测试为例，如图四所示，归一化后的结果对比显示，采用英特尔®

相关信息，以实现更加高效的决策分析能力。同时，宁德时代也在考

傲腾™ 持久内存的方案比采用传统 SAS 高速固态盘的方案，在性能

虑如何充分利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集成的 AI 加速能力，在

上提升高达 6.20 倍6，这意味着 MES 的落盘时间可以显著缩短，因

产品缺陷检测等环节实现 AI 应用的落地，从而在数字化、自动化之

各个操作互斥等待而造成系统停顿的概率也会大为降低。

外，为制造增添更多智能化的“基因”。

6.20

1

传统 SAS 高速固态盘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图四 归一化后的 Data Merge 性能测试结果对比

该数据援引自宁德时代市场部门内部数据分析。
该数据援引自宁德时代 IT 部门内部数据测算。
数据援引自英特尔官网：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case-gallery.html
5
该数据援引自宁德时代IT部门内部数据测算。
6
数据源自宁德时代基于其自身应用负载、脚本和实验数据所做的测试。
测试平台配置：
基准组采用联想 SR950 服务器，处理器：四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76M 处理器，主频 2.20GHz，每颗处理器集成 28 核心 / 56 线程，超线程及睿频技术开启；DRAM 内存：12 根 DDR4 2666MHz
64GB；硬盘：2 块 800GB 英特尔固态盘 S4510；操作系统：SUSE Linux Enterprise for SAP application 12 SP4；HANA 版本：SAP HANA 2.0 SPS04 rev41。
对比组采用联想 SR950 服务器，处理器：四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76M 处理器，主频 2.20GHz，每颗处理器集成 28 核心 / 56 线程，超线程及睿频技术开启；DRAM 内存：12 根DDR4 2666MHz
64GB; 持久化内存：12 根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2666MHz 128GB；硬盘：2 块 800GB 英特尔固态盘 S4510；操作系统：SUSE Linux Enterprise for SAP application 12 SP4；HANA 版本：SAP
HANA 2.0 SPS04 rev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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