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第二代智能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优化 IT基础设施”
电话销售指南

使用方法
使用此脚本向潜在的新服务器购买者介绍，

通过使用第二代智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升级他们的 IT 基础设施，可以获得的商业

价值。这些新的硬件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特性

和功能，如果与现代软件解决方案配合使用，

可以带来最大的好处

通话开场白
“您是否在考虑购买新服务器？您是否意识到，

与 5 年前相比，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解

决方案在性能和总拥有成本方面有了显著的改

进？您是否了解，当运行针对英特尔® 至强® 可

扩展处理器而优化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时，可

以带来的所有改进？我想与您谈谈在现代

硬件上运行现代解决方案的优点。”

开场白

您是否有效地利用了贵企业创建的

所有数据？

《福布斯》杂志最近表示，世界上 90% 的

数据是在过去两年中创建的，但只有约 2% 

得到了利用。¹

在全球主要的客户群体和行业中，更好地

利用数据并产生影响的紧迫性从未像现在

这样大。

在寻求发展以适应这个以数据为中心的

新世界的过程中（从边缘到云，再返回），

每个主要的基础设施提供商都面临着各种

挑战。

英特尔构建了完整的产品组合来提供性能、

安全性和敏捷性，以便消除整个以数据为

中心的系统中的瓶颈。

这将助力于建设一个成本效益高、灵活且

可扩展的多云世界。

只有英特尔能提供一个通用的基础设施，

从数据中心的核心到多云的边缘，然后返回。

我很高兴能与您谈谈下一波以数据为中心的

创新。

您的系统性能能否推动洞察？

无论是投资新的基础设施还是更新到最新

一代产品，全新的第二代智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都能实现性能的显著提升。

2012 年感觉并不遥远，但通过高达 3.5 倍

的性能提升，第二代智能英特尔至强可扩展

处理器为过时的基础设施带来了革命性升级。

与 2017 年刚刚推出的英特尔至强可扩展

处理器相比，性能提升了 1.33 倍。²

内存的成本和有限的容量是否阻碍了

效率和增长？

传统内存无法满足内存数据库和某些对内存

要求很高的工作负载应用程序的容量需求。

部署后，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可以帮助降低总拥有成本，不仅体现在内存

节省，还广泛体现在降低的软件许可成本、

节点减少、电源效率和其他运营效率。如果

使用更大的容量 (>512GB) 运行关键工作负载

（如内存数据库、分析、CPU 利用率较低时的

大量虚拟机/容器），您将从这一突破性产品

获益最多。



强调第二代智能英特尔® 至强®可扩展平台的优势

性能推动洞察
英特尔行业领先并针对工作负载进行了优化的平台内置有人工智能加速功能，从多云到智能边缘，

再返回，为以数据为中心的时代提供了无缝的性能基础。

业务恢复能力
长期以来，英特尔一直提供硬件增强的安全性，以阻止恶意攻击并维护工作负载的完整性，同时降低了性能

开销。企业需要提供可信的服务交付，并能静态、实时和动态地提供高可用性和加密效率。

敏捷的服务交付
英特尔® 平台创新不断寻求在计算、网络和存储方面提高利用率并增强虚拟化，同时继续提供出色的体验，

无论是企业对企业还是企业对消费者。

了解阻碍因素

我们不确定能否承担对新 IT 基础设施的大笔前期投资。

组织因无序扩张旧有硬件基础设施而产生了很多“技术债务”。这些隐藏的

旧有基础设施成本是在硬件摊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其形式包括

持续性维护、导致员工停工的计划外停机、开发人员工作效率低下，以及

规模不断扩大但旧有硬件无法解决的在线威胁给业务带来的巨大风险。

那些已开始积极进行现代化，并以此来支持高层推动的更广泛数字化转型

计划的 IT 组织，已经看到了早期的回报。

我们没有时间或资源来研究哪些配置最适合我们的具体情况。

英特尔® Select 解决方案是预先配置、经过基准性能测试和验证且针对工作

负载进行了优化的解决方案，有了它，您可以轻松、自信地部署和构建您的

基础设施。选项包括适用于分析、人工智能、混合云、网络转型和 HPC 工作

负载的英特尔 Select 解决方案。在我们的解决方案生命周期中，英特尔有

近 30 个解决方案，将于今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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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性能会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差异。没有任何计算机系统能保证绝对安全。在特定系统中通过特殊

测试对组件的文档性能进行测试。硬件、软件或配置的任何不同都会影响实际性能。有关性能和基准测试结果的更完整信息，请访问 http://www.intel.cn/benchmarks。

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性能测试（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

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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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获得更完整的信息，

请访问 http://www.intel.cn/benchmarks。

1.来源：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18/05/21/how-much-data-do-we-create-every-day-the-mind-blowing-stats-everyone-should-read/

2.性能结果基于截至配置中所示日期的测试，可能并不反映所有公开发布的安全更新。 详情请参阅配置披露。 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能保证绝对安全。 在性能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软件及

工作负载可能仅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性能优化。性能测试（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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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更多完整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n/benchmarks。

与英特尔® 至强® E5-2600 v6 处理器相比，5 年更新性能提升高达 3.50 倍：1 个节点、2 个 E5-2697 v2，在 Canon Pass 上，256 GB（16 个插槽/16GB/1600）总内存，ucode 

0x42c，在 RHEL7.6 上，3.10.0-957.el7.x86_65，1 个英特尔 400GB 固态盘操作系统驱动器，2 个 P4500 4TB PCIe，2*82599 双端口以太网，虚拟化基准性能测试，虚拟机内核

4.19，HT 开启，睿频开启，得分：虚拟机密度=74，由英特尔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测试。对比 1 个节点，2 个 8280，在 Wolf Pass 上，768 GB（24 个插槽/32GB/2666）总内存，

ucode 0x2000056，在 RHEL7.6 上，3.10.0-957.el7.x86_65，1 个英特尔 400GB 固态盘操作系统驱动器，2 个 P4500 4TB PCIe，2*82599 双端口以太网，虚拟化基准性能测试，

虚拟机内核 4.19，HT 开启，睿频开启，得分：虚拟机密度=21，由英特尔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测试。与英特尔® 至强® Gold 5100 处理器相比，平均性能提升 1.33 倍 ：est 

SPECrate2017_int_base、est SPECrate2017_fp_base、Stream Triad、英特尔® Distribution for Linpack、服务器端 Java 的几何平均值。Gold 5218 对比 Gold 5118：1 个节点，

2 个英特尔® 至强® Gold 5218 CPU，在 Wolf Pass 上，384 GB（12 个 32GB 2933 (2666)）总内存，ucode 0x4000013，在 RHEL7.6 上，3.10.0-957.el7.x86_65，IC18u2，AVX2，

超线程全部开启（关闭流，Linpack），睿频开启，结果：est int 吞吐量=162，estfp 吞吐量=172，Stream Triad=185，Linpack=1088，服务器端 Java=98333，由英特尔

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测试。 1 个节点，2 个英特尔® 至强® Gold 5118 CPU，在 Wolf Pass 上，384 GB (12 个 32GB 2666 (2400)) 总内存，ucode 0x200004D，在 RHEL7.6 上，

3.10.0-957.el7.x86_65，IC18u2，AVX2，超线程全部开启（关闭流，Linpack），睿频开启，结果：est int 吞吐量=119，est fp 吞吐量=134，Stream Triad=148.6，Linpack=822，

服务器端 Java=67434，由英特尔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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