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至强® 可扩展平台和容器 
实现应用可移植性及构建混合云



容器在公共部门和 
私营部门的普及率日益攀升
软件开发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只能在这里正常运行 (it works here)”综合

症：即应用能在开发环境中正常运行，但在生产环境中却因为各种无法预

见的依赖关系而出现问题。或者，应用在公有云中运行良好，但很难迁移

到本地基础设施。

而容器可帮您解决这些问题。借助容器，您可以将应用及其所有依赖项一

起打包，这样一来，应用就能在不管是开发人员的笔记本电脑、本地数据

中心，还是云基础设施（参见图 1）等各个位置均可正常运行。此外，与

虚拟机 (VM) 相比，容器轻便得多，因此，容器的部署也更快、更简单。

许多企业已经在使用容器部署自有应用，从而帮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提升敏捷性。2018 年，80% 的企业运行了容器技术，并且 83% 的企业已

在生产环境中运行了容器，相较上一年有大幅增加（2017 年为 67%）。1

FedScoop 的调查表明，政府机构对混合云和多云计算的兴趣也与日俱

增，并且容器是一项重要的使能技术。2 SolarWinds 在 2018 年进行的

一项调查表明，44% 的公共部门受访者认为容器是当今需要优先考虑的

重要技术。3 

图 1：容器系统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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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容器优化基础设施

• 混合云和多云就绪。就本质而言，容器是可移植且

一致的。您无需考虑容器的托管位置，而应将更多

精力放在工作负载本身。容器比虚拟机小得多，可

以更轻松地在基础设施中进行部署和移动。由于应

用会与其依赖项一起打包，因此容器化应用可以托

管在任何支持容器的位置。它可以无缝地在云之间

或者公有云和本地之间来回迁移。

• 快速、可靠和可用。现今的客户不喜欢等待。例

如，他们在浏览电影片名时，希望在几秒钟（或更

短）时间内就能找到。查看银行余额时，如果查询

超时且无法提供请求的信息，客户可能就会感到恼

火（并选择另一家银行）。由于容器的开销较小，

因此可以更快做出响应。如果某个容器出现故障，

那么几乎可以立即启动一个新的容器，而虚拟机的

重新启动则可能需要数分钟。

• 现代化和灵活性。技术债务会降低企业和机构应对

变化的效率。借助容器，您可以通过对单体式老旧

应用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减少技术债务。当您或

您的云服务提供商对软件进行升级时，容器仍将继

续运行。

• 支持微服务。在微服务范式中，单体式应用被分解

为多个小型的独立服务，这些服务会彼此通信以复

制应用的功能。然后，可在独立容器中托管每个服

务，单独进行扩展，并在需要更新时轻松重启或更

换。例如，为充分利用容器的优势，您可将数据库

架构进行分割。

• 节省成本和资源。由于虚拟机必须运行完整的操作

系统 (OS) 实例——这意味着部分物理资源会被专

门用来支持环境开销，而不是供应用使用——因

此，虚拟机开销远大于容器开销。此外，一定量的

存储、内存和计算资源会被分配给特定的虚拟机；

即便这个虚拟机目前不使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也

不可用来支持其他虚拟机。相反，容器会对 OS 进

行虚拟化（因此无需额外的物理资源），并且能够

更动态地分配资源——当对某个容器或服务的需求

下降时，该容器或服务所占用的资源会被释放出

来，供其他服务使用。4 

• 边缘就绪。由于容器的启动速度非常快，因此它们

是将服务移动到边缘的理想之选。例如，如果您的

分布式数据库需要提供全球化服务，则可以将集中式 

后端数据复制到容器，然后将容器部署到离客户更

近的地方，从而为客户提供所需的性能、敏捷性和

低延迟。此外，如果出现突发时段（例如，在播放

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时流量增加），您可以启动其他

容器来应对突发容量需求。

• 高效更新且一致。给虚拟机打补丁十分繁琐且耗

时，因为必须分别给每个虚拟机打补丁。相比之

下，凭借容器，您可以使用模板来识别特定的补丁

并告知所有容器通过复制来获取这个补丁，这一过

程既简便又快速。

精心设计的 IT 基础设施具有高成本效率、高敏捷性和高可靠性等特点。使用容器可帮助您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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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还是自建？
采用容器技术时，您需要在前期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是购

买完整的端到端平台，还是自行混合搭配各种平台组件。这项

决定取决于您现有的可用资源（资金和技术资源）。如果您拥

有熟练掌握容器技术的 IT 人员或者能够获得系统集成商的支

持，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和偏好来定制容器解决方

案。如果能在内部支持开源方案，那么可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

开源方案。

另一方面，如果您的 IT 人员不熟悉容器技术，那么您可能会

更愿意购买而非自建基础设施。两个知名的容器平台分别是

红帽 OpenShift 容器平台* 和 Pivotal Cloud Foundry* 平台。

红帽 OpenShift 由 Docker* 容器引擎、Kubernetes*（用于编

排）、etcd*（用于服务发现）和 Open vSwitch*（用于联网）

组成。红帽 OpenShift 4 解决方案嵌入了 Ceph* 存储系统，

该系统可使用固态盘 (SSD) 作为本地连接存储，为短暂数据或

持久性卷提供较高的块存储性能。Pivotal Cloud Foundry 最

初是基于公司自有的 Warden* 容器而构建的，但目前也支持 

Docker。这两个容器都提供商业支持。

纷繁复杂的生态系统（参见图 25）是在实施容器技术时面临的挑

战之一。并且，进行本地部署时所选择的容器不同于在云部署中

选择的容器。例如，编排工具可用于在一组机器中安排容器，并

有助于确保高可用性。在云部署和本地部署方面，Kubernetes* 

正在快速成为实际应用中的标准。Nomad* 是另一个专有方案，

主要用于本地部署。如果您决定在公有云中运行容器解决方案，

您可以借助其容器编排工具，如 Google Container Engine*、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或 Azure 

Container Service*（所有这些工具均基于 Kubernetes）。较新

的本地解决方案（如 Google Anthos*）还能让您更快地获得混合

云的灵活性，通过稳健的容器策略使所有过程变得更加容易。

4

了解容器生态系统

4

简化通往混合云之路
Google Anthos* 是一个托管软件堆栈，由 Kubernetes* 

等业界先进的应用现代化技术提供支持，并且针对

英特尔® 架构进行了优化。它可为云环境本地和公有云

提供商（如 Google*、AWS* 和 Azure*）提供统一的

云资源管理、无缝的应用可移植性、数据移动性和极具

吸引力的总体拥有成本 (TCO) 优势。

企业和机构可以使用 Migrate for Anthos* 直接将工

作负载移动和转换到 Google Kubernetes Engine* 

(GKE*)  中的容器。目标工作负载可包括在本地、

Google Compute Engine* 或其他云上运行的物理服

务器和虚拟机 (VM) 。



微服务 容器管理 开发（安全）运维

消息总线协议：  
REST*、AMQP*、gRPC protbuf*、
Stomp*、Thrift*

数据库和数据存储：  

NoSQL* 和 SQL*

数据提取/数据分析： 

Spark*、Hadoop*、BigDL*、
TensorFlow*、Caffé*

微操作系统： 

Atomic*、Photon*、CoreOS*

容器运行时： 

Docker*、Rocket* (rkt*)、Kata 
Containers*

服务发现： 

Consul*、ZooKeeper*、etcd*、
confd*

容器联网： 

Calico*、Flannel*、Canal*、Weave*

容器编排： 

Kubernetes*、Google Container 
Engine*、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Azure Container 
Service*、CoreOS Fleet*、Nomad*

自动化框架： 

Puppet*、Ansible*、Chef*、Salt*

持续集成/持续开发 (CI/CD)：  

Jenkins*、Git*、Concourse*、
Gerrit*

配置管理：  

Docker*、Ansible*、Chef*、
Puppet*

监控、记录、检测： 

Fluentd*、Datadog*、cAdvisor*、
Sysdig*、ELK logspout*

容器生态系统

5

图 2：容器生态系统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了广泛的组件选择

在分析容器生态系统时，还需考量联网工具。这些工具让容器之

间可以相互通信，从而构成微服务架构的骨干。许多公司都使用 

Calico*，这是一个开源解决方案，可提供基于策略控制的容器通

信。对于简单的网络叠加，可以使用 Flannel*。Flannel 是一个虚

拟网络，为容器运行时使用的每个主机提供子网，从而降低端口

映射的复杂性。



管理嘈杂邻居
为识别和解决嘈杂邻居干扰问题，已将英特尔® 资源调

配技术（英特尔® RDT）整合到 Kubernetes*。凭借这

项技术，您可通过监控和分配共享的资源（如末级缓存 

(LLC) 和内存），确保高优先级作业在运行时获得所需

的性能。

6

应对安全挑战

容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要确保能够提供适当的安全级别，特别是在

多租户环境下。容器之所以轻便的部分原因在于容器之间可以共享 

Linux* 内核（参见图 1）。如果应用被入侵并成功突破容器，便可

以利用提升的特权在主机上运行进程，从而导致共享该主机的其他

容器也被入侵。

与容器相比，虚拟机隔离性更高，因而被认为更安全。因此，人们

通常会将容器部署在虚拟机内部，以利用虚拟机更强的安全性。但

这样会削弱容器的许多优势。这种架构将失去容器提供的可移植性

和速度优势。

Kata* Containers 通过将容器作为轻量级虚拟机进行启动，可提供

与虚拟机相同的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容器都有自己的轻量

级操作系统和专用内核。Kata Containers 包含最初作为英特尔® 

Clear Containers6 开发的功能，现在，这些功能已纳入 Kata 

Containers 开源项目。

Kata Containers 与 Kubernetes、Docker 和 Rocket* 等常用的容

器环境兼容，因此，它可与开发人员和运营团队已熟悉的应用和部

署工具一起使用。Kata Containers 可为多个 Linux 操作系统提供

软件包。

由于操作系统只需包括运行容器所需的元素，因此内存消耗和启动

时间将大幅减少。因此，Kata Containers 可提供几乎可与纯容器

媲美的性能。

网络、I/O 和内存全部隔离。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英特尔® VT） 

用于提升系统中每个层级的安全性，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英特尔® 

TXT）可用于从硬件级别开始建立信任，旨在让整个解决方案堆栈

更安全。

Intel® Select Solutions for Hardened Security with Lockheed 

Martin 提供增强型全栈安全解决方案，可在运行时隔离和保护容

器，并在理想情况下分配计算资源以获得更一致的性能。Intel® 

Select Solutions for Hardened Security with Lockheed Martin 

是经过测试和验证的解决方案。事实证明，该解决方案可利用第二

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进行扩展，且已针对工作负载进行

了优化，从而增强了容器（和虚拟机）从启动到运行时的安全性。

此外，该解决方案可助力企业和机构在数据中心或边缘快速高效地

部署具备高服务质量的增强型基础设施。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resource-director-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resource-director-technology.html
https://katacontainers.io/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virtualization/virtualization-technology/intel-virtualization-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5873/technologie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5873/technologie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select-solutions/hardened-security-lockheed-martin-brief.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select-solutions/hardened-security-lockheed-martin-bri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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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性能容器架构

英特尔提供了一系列以数据为中心的解决方案，这些

解决方案旨在移动、存储和处理从云数据中心到智能

边缘的数据。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内存和存储技术旨在通过先进的边缘创新来推

动数据中心、网络和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这些创新

可为要求严苛的工作负载提供有力支持。这个高性能

架构不仅可以提高虚拟机性能，还能提升容器性能。

凭借英特尔® 至强® 平台 20 多年来的出色表现，以及

数十年来为优化架构代码而对软件生态系统进行的大

力投资，英特尔在提供实际工作负载性能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您可以在容器部署中利用这些创新和

性能。

采用新服务器 
提高性能和密度
与上一代产品相比，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具有多达 56 个内核、更高的内存频率和容量、

支持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新款 CPU 

内存控制器，以及更多的内置架构增强功能。相较

于上一代产品，新款处理器可提供高达 2 倍的计算

密度。7 此外，与老旧的服务器相比，全新第二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可提供高达 3.5 倍的虚

拟机密度性能，节省多达 59% 的成本。8 在容器密

度方面应该也能为用户带来类似的改进。

全新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 (RAS) 功能有助于

及早检测到内存错误，以便遥测和编排系统能够可靠

地安排容器。

在裸机上运行的容器无需等待虚拟机层提供功能，

即可访问英特尔® 架构功能，如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这样，便可以直接访问底层

硬件的关键处理器功能，加速处理某些工作负载。

英特尔还支持许多透传功能，以便可以访问现场可编

程门阵列 (FPGA) 和数据平面开发套件 (DPDK) 等功

能。这可助您提高数据平面应用的网络性能。
高达 2 倍 
计算密度7

高达 3.5 倍 
虚拟机密度8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与上一代处理器的对比（越高越好）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quick-assist-technology-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quick-assist-technology-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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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创新助力加快获取 
洞察，进一步提高密度
您可以将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目前仅

支持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配合使用）

添加到您的基础设施中，从而以经济高效的方式获取大

内存容量、低延迟和原生数据持久性，并能在重启期间

保留运行中的数据集。这项技术为提高运营效率创造了

机会。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在速度上可

与 DRAM 相媲美，而且每 GB 成本低于后者。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可通过以下几种方

法使用：

在内存模式下，应用和操作系统可以感知易失性存

储器池，这一点与仅使用 DRAM 的传统系统没有差

别。DRAM 充当访问最频繁的数据的缓存，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则提供大内存容量。这种

模式可以增加内存容量，让您在每个平台上获得更多

容器。例如，与未采用这项新技术的系统相比，使用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系统，可将服务器 

上运行的容器数量提升多达 4 倍。9 这种模式还可以实

现更快的性能。

在 App Direct 模式下，容器可以利用持久内存（假设

已针对这项功能对应用进行了优化）。这意味着，当出

现重启或停电的情况时，Aerospike*、Cassandra* 或 

SAP HANA* 等应用可以更快地重新启动。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还支持基于 App 

Direct 的存储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持久内存将配置

为驻留在内存总线上的可访问块存储设备。在这个配置

中，该技术将作为传统的块存储运行。与内存模式一

样，无需对操作系统或应用进行修改。

如果应用对于延迟不太敏感，那么还可以选择使用搭载

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

态盘。有了这项软件技术，您可以通过适用于 Linux* 

系统的软件定义内存池，经济高效地扩展 DRAM。10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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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容器的高性能存储可
降低延迟并改善成本效率
默认情况下，容器存储是临时的，仅在计算实例的生

命周期中存在（此类存储称为“短暂”存储）。云基础

设施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本地连接存储来实现这一目

的；高性能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就是一

个很好的选择，它利用了并行高效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NVMe*) 存储协议。

促使大家对容器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容

器旨在改善用户体验并提高密度。有鉴于此，容器化

应用可以受益于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相

对于 3D NAND 固态盘的性能优势。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具有低延迟、高性能的特点。例

如，和基于 3D NAND 的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00 

相比，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在高写

入随机压力11 下可将随机读取延迟降低多达 67%，

从而在提高容器密度的同时改善体验。这些优势引

起了业界的关注，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目前正在

优化他们的解决方案。例如，Docker 叠加文件系

统（OverlayFS 和 overlay2）已由第三方软件公司 

(CloudPassage*) 进行了测试，而这些测试均是使用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执行的。12 

基于容器的架构和基于虚拟机的架构通常会利用 

Ceph* 开源持久对象或块存储系统来应对多个持久

需求。通过在存储配置中添加单个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您可以获得高达 1.9 倍的存储

容量，从而使存储物料清单成本降低多达 10%。13 

英特尔在 Intel ® Developer Zone 网站上提供了参考

架构，该网站介绍了英特尔与 Ceph 社区和红帽* 协同

挖掘的一些最佳实践。如需了解 Ceph 环境下的性能

实践和架构考虑因素，以及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如何在 Ceph BlueStore* 环境下提供优势，

请阅读以下两篇文章：

• Using Intel® Optane™ Technology with Ceph* to 

Build High-Performance OLTP Solutions（结合

英特尔® 傲腾™ 技术与 Ceph*，构建高性能 OLTP 

解决方案）

• Red Hat Ceph Storage on servers with Intel 

processors and SSDs（搭载英特尔® 处理器和固

态盘的服务器上的红帽 Ceph 存储）

另一个容器存储方案是使用 VMware vSAN*。

vSAN 支持同时并行运行虚拟机和容器卷。英特尔

推出的面向 VMware vSAN*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

方案提供经过 VMware 和英特尔优化的预配置解决

方案，旨在为现代计算需求提供高性能基础设施。

这些解决方案基于英特尔®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

适配器以及其他英特尔® 技术构建，旨在加速执行

并降低延迟。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articles/using-intel-optane-technology-with-ceph-to-build-high-performance-oltp-solutions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articles/using-intel-optane-technology-with-ceph-to-build-high-performance-oltp-solutions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red-hat-ceph-storage-servers-intel-processors-and-ssds
https://www.redhat.com/zh/resources/red-hat-ceph-storage-servers-intel-processors-and-ssds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vmware-vsan-ver-2.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vmware-vsan-ver-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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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为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帮助

企业和机构提高成本效率和运营效率，以及更好地适应新的微

服务用例。英特尔可帮助应对容器平台安全防护中面临的挑

战，确保容器具有高性能的硬件层，为实现成功的容器部署

（不论是本地部署还是云部署，或者二者兼有）提供保障。

英特尔为 Kubernetes 等开源项目做出了卓越贡献，旨在推动

容器生态系统向前发展，并通过英特尔® Data Center Builders 

提供一系列参考架构和其他支持文档。

进一步了解容器将如何简化工作负载的可移植性和效率：

• Google Anthos*

•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 Microsoft Azure* 容器

探索英特尔及其生态系统协作者提供的简化型多云解决方案：

• 面向混合云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概览）

• Google Anthos*

• Intel® Select Solutions for Hardened Security with 

Lockheed Martin

• 面向 VMware vSAN*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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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https://01.org/kubernetes
https://builders.intel.com/datacenter
https://cloud.google.com/intel/
http://aws.amazon.com/intel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gb/partners/directory/intel-corporation/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html
https://cloud.google.com/inte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select-solutions/hardened-security-lockheed-martin-brief.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select-solutions/hardened-security-lockheed-martin-brief.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vmware-vsan-ver-2.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select-solutions/microsoft-azure-stack-hci-ver-2-brief.html


了解更多信息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  英特尔® 固态盘  

•  英特尔® 网络连接产品  

•  Kata Containers  

•   视频： 携手英特尔采用精心编排的容器打造现代化基

础设施  

•  英特尔® 资源调配技术（英特尔® RDT）  

•  面向混合云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英特尔® Data Center Bui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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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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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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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Worx，2018 年 10 月，“2018 Container Adoption Survey”（2018 年容器普及率调查）。https://portworx.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Portworx-Container-Adoption-Survey-
Report-2018.pdf

² FedScoop，2018 年 10 月，“Federal IT executives anticipate big shifts in IT investment spending over the next two years”（联邦 IT 主管预计 IT 投资支出将在未来两年发生重大变化）。 
https://www.fedscoop.com/federal-executives-anticipate-big-shifts-investment-spending-next-two-years/

³ SolarWinds，“IT Trends Report- North America Public Sector 2018”（2018 年 IT 趋势报告：北美公共部门）。https://it-trends.solarwinds.com/reports/2018/the-intersection-of-hype-and-
performance/north-america-public.pdf

⁴ 信息改编自《容器杂志》(Container Journal)，2017 年 3 月，“Docker’s Big Differentiator from VMs: Density”（Docker 与虚拟机之间的巨大差异化优势：密度）。https://containerjournal.
com/2017/03/15/dockers-big-differentiator-vms-density/

⁵ 请注意，图 2 提供的产品名称既不是详尽的列表，也不是对任何一种产品的认可。

⁶ 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宣布，英特尔® Clear Containers 项目已加入 Kata Containers 项目，由 OpenStack* 基金会进行开放管理。

⁷ 与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相比，性能平均提升了 2 倍。est SPECrate2017_int_base、est SPECrate2017_fp_base、Stream Triad、英特尔® Linpack 分发版和服务器端 Java 的几何平均
值。铂金 92xx 与铂金 8180 的对比：前者：1 个节点，Walker 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82 处理器，总内存为 768 GB (24 x 32 GB 2933)，ucode 0x400000A on RHEL7.6，3.10.0-957.el7.
x86_65，IC19u1，AVX512，全部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 Stream、Linpack），全部启用睿频（关闭 Stream、Linpack），结果：est int throughput=635，est fp throughput=526，Stream Triad=407，
Linpack=6411，服务器端 java=332913，由英特尔于 2019 年 2 月 16 日测试。后者：1 个节点，Wolf 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总内存为 384 GB (12 x 32 GB 2666)，ucode 
0x200004D on RHEL7.6，3.10.0-957.el7.x86_65，IC19u1，AVX512，全部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 Stream、Linpack），全部启用睿频（关闭 Stream、Linpack），结果：est int throughput=307，est 
fp throughput=251，Stream Triad=204，Linpack=3238，服务器端 java=165724，由英特尔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测试。

⁸ 高达 3.5 倍的虚拟机密度性能：由英特尔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测试

基准：1 个节点，Canon 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2，总内存为 256 GB（16 个插槽/16GB/1600），ucode 0x42c on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v7.6，3.10.0-957.el7.
x86_64，1 个 400 GB 的英特尔® 固态盘操作系统驱动器，2 个 P4500 4 TB PCIe*，2 个 82599 双端口以太网，虚拟化基准测试，VM 内核 4.19，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
结果：虚拟机密度 = 21。

测试配置：1 个节点，Wolf 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80 处理器，总内存为 768 GB（24 个插槽/32GB/2666），ucode 0x2000056 on RHEL7.6, 3.10.0-957.el7.x86_64，1 个 400 GB 的英特尔® 
固态盘操作系统驱动器，2 个 P4500 4 TB PCIe*，2 个 82599 双端口以太网，虚拟化基准测试，VM 内核 4.19，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结果：虚拟机密度 = 74。\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与 5 年旧系统相比最多可节省 59% 的 T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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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基于截至 2019 年 3 月的估算值，相当于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服务器上运行 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 Plus* 的虚拟化工作负载的 4 年运算的机架性能，比较配
置：已安装的 20 台搭载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7 v2（以前称为“IvyBridge”）的双路服务器，总成本为 796,563 美元（每台服务器成本为 3.98 万美元：购置 = 1.37 万美元，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 = 
4,200 美元，操作系统和软件 = 1.22 万美元，维护 = 9,700 美元），比较对象为 6 个全新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80（假设成本基于铂金 8180 ），总成本为 325,805 美元（每台服务器成本为 5.43 万美元：
购置 = 2.89 万美元，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 = 3,500 美元，操作系统和软件 = 1.22 万美元，维护 = 9,700 美元）。假设基于 https://xeonprocessoradvisor.intel.com，假设截止到 2019 年 2 月 13 日。

⁹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英特尔截止到 2019 年 2 月 14 日的测试，可能未包含所有公开发布的安全更新。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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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配置：1 个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80L 处理器（28 个内核，每路 56 个线程，7.70 GHz），每路 1.5 TB DDDR4 (12 x 64 GB / 2666)，微代码 = 0x4000013，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BIOS = SE5C620.86B.0D.01.0286.011120190816，引导盘 = 英特尔® SSDSC2KB96 1 TB，NIC = 2 个 XL710（适用于 40 GbE QSFP+），操作系统 = CentOS Linux* 7（内核版本），
内核 = 4.19.8，数据集大小 = 1 TB，结果 = 每个服务器 xx 个容器

测试配置：1 个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80L 处理器（28 个内核，每路 56 个线程，7.70 GHz），每路 192 GB DDDR4 (6 x 16 GB / 2666)，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固件版本 = 5336，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 每路 1.5 TB (6 x 128 GB / 2666)，微代码 = 0x4000013，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BIOS = SE5C620.86B.0D.01.0286.011120190816，BKC 版
本 = WW4 2019，引导盘 = 英特尔® SSDSC2BA01 1 TB，NIC = 2 个 XL710（适用于 40 GbE QSFP+），操作系统 = CentOS Linux* 7（内核版本），内核 = 4.19.8，数据集大小 = 1 TB，结果 = 每个服务
器 xx 个容器

工作负载和版本 = Redis Enterprise* 5.4，60 亿个密钥，1000 亿个值，50/50 读/写比率，随机访问 

¹⁰ 有关如何使用英特尔® 傲腾™ 媒体的更多讨论详情，请参阅 https://itpeernetwork.intel.com/kvm-optane-scalable/#gs.l5cqri 上的博客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processors/xeon/2nd-gen-xeon-scalable-processors-brief.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memory-storage/solid-state-drives/data-center-ssds/optane-dc-ssd-serie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memory-storage/solid-state-drive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network-connectivity.html
https://katacontainers.io/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ervice-providers/orchestrated-container-solutions-video.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ervice-providers/orchestrated-container-solutions-video.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resource-director-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html
https://builders.intel.com/datacenter
http://www.intel.cn/benchmarks
https://portworx.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Portworx-Container-Adoption-Survey-Report-2018.pdf
https://portworx.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Portworx-Container-Adoption-Survey-Report-2018.pdf
https://www.fedscoop.com/federal-executives-anticipate-big-shifts-investment-spending-next-two-years/
https://it-trends.solarwinds.com/reports/2018/the-intersection-of-hype-and-performance/north-america-public.pdf
https://it-trends.solarwinds.com/reports/2018/the-intersection-of-hype-and-performance/north-america-public.pdf
https://containerjournal.com/2017/03/15/dockers-big-differentiator-vms-density/
https://containerjournal.com/2017/03/15/dockers-big-differentiator-vms-density/
https://xeonprocessoradvisor.intel.com/
http://www.intel.cn/benchmarks
https://itpeernetwork.intel.com/kvm-optane-scalable/#gs.l5cq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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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320（价值）：
组件 容量/数量 每个系统的成本
CPU（英特尔® 至强® 6252） 2 $7,310
DRAM 384 GB $6,108
应用 (P4800X) 375 GB $1,189
存储 (P4320) 46080 GB $10,014
引导 (S3710) 400 GB $509
网卡 2 $540
主板/电源 1 $420
机箱 1 $2,039
总系统物料清单  $28,129

All-Flash 3D NAND（基准）：
组件 容量/数量 每个系统的成本
CPU（英特尔® 至强® 6152） 2 $7,310
DRAM 384 GB $6,108
应用 (P4600) 2000 GB $1,619
存储 (P4500) 24000 GB $13,884
引导 (S3710) 400 GB $509
网卡 2 $540
主板/电源 1 $420
机箱 1 $2,039
总系统物料清单  $23,429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性能）：
组件 容量/数量 每个系统的成本
CPU（英特尔® 至强® 6252） 2 $7,310
DRAM 384 GB $6,108
应用 (P4800X) 375 GB $1,189
存储 (P4510) 24000 GB $6,414
引导 (S3710) 400 GB $509
网卡 2 $540
主板/电源 1 $420
机箱 1 $2,039
总系统物料清单  $24,529

¹¹ 经过英特尔测试： 在 4k 随机写入工作负载期间，在队列深度 (QD) 1 所测得的平均读取时延。通过 FIO* 3.1 测得。通用配置：英特尔® 2U 服务器系统，操作系统 = CentOS* 7.5，内核 = 4.17.6-1.el7.x86_64，CPU =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54 处理器（3.0 GHz，
18 个内核），RAM 256 GB DDR4 (2666 MHz)。

测试：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375 GB 与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00 1.6 TB 的对比。英特尔® 微代码：
0x2000043；系统 BIOS：00.01.0013；ME 固件：04.00.04.294；BMC 固件：1.43.91f76955；FRUSDR：1.43。所测试的固态盘在测试时具有商业可行性。由于要进行额外的测试，基准测试结果可能需要修改。性能测试结果基于截止到 2018 年 7 月 24 日的测试，且
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没有产品是绝对安全的。

¹²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blog.cloudpassage.com/2017/07/11/using-intels-optane-ssd-storage/ 

¹³ 工作负载： 基于 Ceph* 13.2.4 Mimic 的分布式对象基础设施测试

P4800X + P4510：英特尔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开展测试，5 个节点，Wolf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2 处理器，12 x 16 GB 2666 MHz DDR4（总内存为 384 GB），NIC：25x2 GbE Mellanox Conect-4 Lx CX4121A，存储：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610 
1.5 TB，应用驱动器：1 个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375 GB) + 6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 (4 TB)，BIOS：SE5C620.86B.0D.01.0250.112320180145，ucode：0x4000010（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操作系统：Red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7.6，内核：3.10.0-957.el7.x86_64，基准测试：Ceph* 13.2.4 Mimic，QD = 64，结果：4KB 读取 = 1313300 IOPS 且延迟（优于 99.99% 的同类产品）= 320.13 ms，4KB 写入 = 291006.67 IOPS 且延迟（优于 99.99% 的同类产品）= 
499.68 ms，4KB 读/写 (70/30) = 656517.67 IOPS 且延迟（优于 99.99% 的同类产品）= 519.43 ms。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 测试结果基于 4 TB 模型，而成本计算基于 8 TB 模型的价格。在此基准测试情景下，驱动器容量对于测试结果无关紧要。

P4800X + P4320：英特尔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开展测试，5 个节点，Wolf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2 处理器，12 x 16 GB 2666 MHz DDR4（总内存为 384 GB），NIC：25x2 GbE Mellanox Conect-4 Lx CX4121A，存储：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610 
1.5 TB，应用驱动器：1 个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375 GB) + 6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5-P4320 (7.68 TB)，BIOS：SE5C620.86B.0D.01.0250.112320180145，ucode：0x4000010（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操作系统：RHEL 
7.6，内核：3.10.0-957.el7.x86_64，基准测试：Ceph 13.2.4 Mimic，QD = 64，结果：4KB 读取 = 1142650 IOPS 且延迟 (99.99%) = 323.58 ms，4KB 写入 = 274374.5 IOPS 且延迟（优于 99.99% 的同类产品）= 444.415 ms，4KB 读/写 (70/30) = 596530 IOPS 且
延迟 (99.99%) = 456.67 ms。

基准：英特尔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开展测试，5 个节点，Wolf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52 处理器，12 x 16 GB 2666 MHz DDR4（总内存为 384 GB），NIC：25x2 GbE Mellanox Conect-4 Lx CX4121A，存储：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610 1.5TB，应用驱动器：
1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00 (2TB) + 6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00 (4TB)，BIOS：SE5C620.86B.0D.01.0250.112320180145，ucode：0x4000010（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操作系统：RHEL 7.6，内核：3.10.0-957.el7.x86_64，
基准测试：Ceph 13.2.4 Mimic，QD = 64，结果：4KB 读取 = 1149766.67 IOPS 且延迟 (99.99%) = 381.58 ms，4KB 写入 = 230116.67 IOPS 且延迟 (99.99%) = 556.35 ms，4KB 读/写 (70/30) = 536652.33 IOPS 且延迟 (99.99%) = 574.75 ms

客户端：英特尔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开展测试，8 个搭载英特尔® 至强® E5-2699 v4 22 内核的基于 2 个机架单元的 RBD 客户端，Taylor Pass 上 2.2 GHz，MB Bios SE5C610.86B.01.01.0022.062820171903，8 x32 GB 2134 DDR4，总内存容量为 256 GB，网络：
英特尔® 1x25 GbE，存储：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400GB，操作系统：Ubuntu* 16.04.2 LTS，内核 4.4.0-62-generic，Ceph 13.2.4 Mimic，FIO 2.2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 (4TB) 1,069.00 美元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英特尔建议零售价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375 GB) 1,189.00 美元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英特尔建议零售价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320 (7.68 TB) 1,669.00 美元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英特尔建议零售价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00 (2 TB) 1,619.00 美元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英特尔建议零售价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00 (4 TB) 2,314.00 美元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英特尔建议零售价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10 (400 GB) 509.00 美元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英特尔建议零售价
DRAM (16GB 2666MHz DDR4) 254.49 美元 https://www.memory4less.com/samsung-16gb-ddr4-pc21300-m393a2k40bb1-ctd 
NIC 25x2GbE Mellanox* Connect-4 Lx Cx4121A 270.00 美元 https://store.mellanox.com/products/mellanox-mcx4121a-acat-connectx-4-lx-en-network-interface-card-25gbe-dual-port-sfp28-pcie3-0-x8-rohs-r6.html 
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2 处理器 3,655.00 美元 价格点更换（来源：英特尔 MMBP）
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52 处理器 3,655.00 美元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w/cn/zh/ark.html
主板/电源 420 美元 Wolf Pass 2U，800W PSU
机箱 2,038.89 美元 https://www.wiredzone.com/supermicro-servers-2u-barebone-dual-processor-sys-6029u-tr4t-41113189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成本数据：

http://www.intel.cn
https://blog.cloudpassage.com/2017/07/11/using-intels-optane-ssd-storage/
https://www.memory4less.com/samsung-16gb-ddr4-pc21300-m393a2k40bb1-ctd
https://store.mellanox.com/products/mellanox-mcx4121a-acat-connectx-4-lx-en-network-interface-card-25gbe-dual-port-sfp28-pcie3-0-x8-rohs-r6.html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w/cn/zh/ark.html
https://www.wiredzone.com/supermicro-servers-2u-barebone-dual-processor-sys-6029u-tr4t-41113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