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融合基础设施：现代化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希望在解决数据管理问题的同时，能够低本高效地对旧有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

并简化迈向混合云的道路。

其中一种方法是采用超融合基础设施 (HCI)。这种基础设施使用服务器集群并将数据分布 

在集群各处，以此提高持久性。通过添加服务器节点，HCI 可轻松扩展容量、提升性能， 

并逐步优化资本支出 (CapEx)。它实现了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的虚拟化，因而可以通过

统一平台进行管理，达到提高效率、减少运营支出 (OpEx) 的目的。

Technology Business Research (TBR) 公司的研究证实，存储痛点是导致采购 HCI 的

关键推动因素。43%1 的买家表示存储管理问题是促使他们购买的原因。TBR 还指出：

“数字化转型可能是这一痛点背后的推动因素。因为新兴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据

分析都是数据密集型的崭新用例。这种数据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数据中心内技术升级

的速度，因而促使 IT 决策者考虑使用 HCI 来应对这一重要挑战2”。 

尽管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这些新型工作负载是推动 HCI 发展的新兴因素，但超融合解决

方案同样适合许多其他工作负载，如实时协作、数据库、测试和开发、ERP、虚拟桌面

基础设施以及多工作负载集群。边缘环境也能从 HCI 的空间占用、能效和轻松的远程管

理中受益。灵活性、效率和成本效益，再加上新功能和容器支持，正使 HCI 逐渐成为从

边缘到云的实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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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CI 经济高效地支持容量增长和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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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产品组合解决用户痛点

英特尔® 技术为实施 HCI 奠定坚实的基础。英特尔提供出色的芯片

产品组合及英特尔创建的软件库和工具，并与生态系统领导者一起

通过投资实现深度支持，从而为市场提供工作负载优化型配置，

以调整和平衡处理、网络与存储资源，同时通过预先验证的堆栈，

加快部署速度。

通过处理器创新，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负载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系列包含多种型号， 

HCI 供应商可根据各类工作负载的要求，从中选择能满足所需

性能的处理器。英特尔投资研发了多代虚拟化技术（即英特尔® 

虚拟机控制结构 (VMCS)、英特尔®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技术 (IMT) 等），并将这些技术集成到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家族，

提高了虚拟化工作负载吞吐量和虚拟机密度。借助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用户可在服务器之间跨多代 CPU 轻松进行虚拟机和工作

负载迁移。 

英特尔提供硬件增强型安全防护，在降低性能开销的同时，帮助

抵御恶意攻击。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已针对数十款主流企业

应用进行了认证、优化和验证。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支持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是一项突破性的内存创新，能够

增加应用的可用内存，或是带来数据持久性，便于停机后更快实现

系统恢复。

英特尔® 傲腾™ 技术为当今的 HCI 解决方案带来

重大突破

HCI 很依赖高性能存储和内存。英特尔® 傲腾™ 技术是自上世纪七十

年代以来面世的全新内存架构，能够显著提高性能，并在 DRAM 

和存储之间建立新的内存层。它有 DIMM 和固态盘两种外形。

提升数据密集型应用的性能 

采用 DIMM 外形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能够以经济高效的方式，

在内存中保存巨大的数据集，从而提高内存数据库的性能。在

虚拟化系统中，这意味着可将服务中断后的重启速度提升高达 

135 倍，或是增加数据库的持久性3。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在基础层提供原生持久性，因而可用于

替代高性能工作负载存储，并能在保持存储介质持久性的同时，

提供接近 DRAM 的速度。

增加虚拟化系统的虚拟机密度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在提供工作负载所需性能的同时，降低

存储成本。在面向 Microsoft Azure Stack HCI 的英特尔® 精选 

解决方案中，我们以双重模式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将其

同时用作内存和存储。与使用 384GB DRAM 的基础配置相比，

这一解决方案可将内存容量提高 33%。此外，这一解决方案还将

每节点虚拟机数量增加多达 41%、将 I/O 吞吐量提高多达 76%，

并将性能与总体拥有成本比提升多达 33%（以“单位成本的虚拟

机数”计算）4。 

更快存储速度，实现快速检索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提供突破性的存储性能、低延迟和高耐用性， 

能够满足 HCI 缓存或元数据层的需求。在超融合系统中，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将 IOPS 提高多达 22%，延迟降低多达 59%5。

在各类用途中，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都能提供达到 99% 服务 

质量 (QoS) 级别的可预测快速存储，比 3D NAND 固态盘高出多达 

60 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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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存储能力，应对数据需求增长

要实现出色的 HCI 性能，关键在于尽可能降低数据延迟。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集低延迟、高耐用性、服务质量和高吞吐量 

于一身，经优化突破了存储瓶颈，非常适合 HCI 缓存或元数据层。 

与使用标准 PCIe 固态盘相比，通过在 VMware vSAN 上使用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HCI 系统可将存储整合度提高多达 30%，

将每个节点的 IOMark 虚拟机密度提升多达 60%7。第二代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容量更大，使每台服务器能够支持更多的 HCI 

工作负载。与机械硬盘或使用传统 SATA 或 SAS 接口的固态盘 

相比，NVMe 能够减少开销、提高性能、降低延迟。英特尔® 卷管理

设备（英特尔® VMD）是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一项功能，

可通过强大的事件/错误处理功能，优化 NVMe 固态盘的管理。

它支持热插拔和意外拔出，并能控制状态 LED 指示灯，帮助 IT 

技术人员识别需要检修的固态盘。

消除数据传输中的瓶颈

随着 HCI 集群规模的扩大，确保足够的网络带宽变得 

至关重要。10/25/40/100GbE 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

通过网络数据包处理，使虚拟化技术具有智能特性和出色性能，

为存储带来灵活、可扩展的 I/O 虚拟化。智能分流和远程直接内

存访问 (RDMA) 简化了节点到节点的网络流量路径并实现了流量

加速，而这对于大型 HCI 集群的性能来说至关重要。

通过预先验证的堆栈，快速启动并运行

英特尔与主流 HCI 解决方案提供商紧密合作，共同推出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这些成熟的 HCI 和混合云精选解决方案

可从各类服务器供应商处获得，具有以下优势：

•  为运行关键工作负载的特定 HCI 解决方案进行配置优化

•  缩短评估、选择和采购必要软硬件组件所需的时间

•  大幅减少部署新基础设施所需的时间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简化了 HCI 解决方案的评估和选择过程，

有助于加速部署。这些精选解决方案包括：

•  面向 Google Cloud Anthos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Google 

Cloud 的 Anthos 软件让您能够使用虚拟机或 Kubernetes 容器，

跨本地环境、混合云或所选的云提供商，快速轻松地部署和管理

应用与工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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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简化的低成本超融合基础设施，满足您在边缘、数据中心和 

Microsoft Azure 公有云等不同条件下的计算、内存和存储需求。

•  面向 Nutanix HCI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提供可扩展的混合云 

架构，让您能够更换复杂的旧有基础设施，取而代之以性能得到

优化的超融合基础设施。该设施可在适合各种系统管理程序的  

Nutanix 平台上运行，因而能够帮助客户灵活快速地完成部署。

•  面向 VMware vSAN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将经过优化的 

英特尔® 硬件组件巧妙组合，帮助企业和机构以性能更佳的 

vSphere 集成基础设施为基础，快速部署全面可靠的 VMware 

vSAN 解决方案。

英特尔与行业领导者建立紧密合作

 英特尔为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提供支持，帮助

合作伙伴在英特尔® 架构上构建各类 HCI 解决方案。 

英特尔帮助 Telefónica 满足存储 SLA 的严苛要求8

Telefónica Business Solutions 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企业、 

跨国公司、批发及漫游服务商业务细分市场管理服务。

Telefónica 的客户需要能够持续保持高吞吐量和低存储延迟，以

处理关键工作负载。但随着 Telefónica 虚拟数据中心 (VDC) 服务的

不断发展，异构数据中心环境已成为其优化运营效率和总体拥有

成本 (TCO) 的一大阻碍。

通过搭载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 

优化后超融合基础设施 (HCI) 解决方案，Telefónica 基于 VMware  

vSAN 的基础设施得以满足存储服务级别协议 (SLA) 的严苛要求。 

通过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作为缓存设备，Telefónica 的客户

能够获得一致而出色的 I/O 性能。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google-cloud-antho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google-cloud-antho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microsoft-azure-stack-hci-ver-2.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nutanix-hci.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nutanix-hci.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vmware-vsan-ver-2.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vmware-vsan-ver-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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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HCI 具有灵活、可扩展的特点，能够满足数据中心和边缘当前

及未来的工作负载需求。在计算、存储和传输创新的推动下，

新一代 HCI 系统能够提供出色的结果。通过英特尔® 技术、合作 

伙伴关系及解决方案，用户可以轻松地采用和发展此种变革性的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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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R Hyperconverged Platforms Customer Research 2H19”（2019 下半年 TBR 超融合平台客户研究）
2  “TBR Hyperconverged Platforms Customer Research 2H19”（2019 下半年 TBR 超融合平台客户研究）
3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scalable/software-solutions/enabled-applications-marketing-guide.html
4 基础配置（4 节点）：2 - 至强® 金牌 6230 CPU（2.1 Ghz，20 核/40 线程），2 - 英特尔® 傲腾™ DC P4800X 系列或更高版本 (375 GB)，4 -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 系列（4 TB 容量硬盘），4 - 512 GB（4 x 128 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 192 GB（12 x 16 GB 2666 Mhz，288 针 DDR4 
RDIMM）；1 - 1GbE 管理网络；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 系列 (480 GB)；1 - 10Gb 英特尔® C620 系列芯片组，集成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连接 
X722 OCP X527-DA2 网络适配器

 增强配置（4 节点）：2 - 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2 CPU（2.1 Ghz，24 核/48 线程），2 - 2 x 500 GB（12 x 128 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66%  
用于基于 App Direct 的存储模式），4 -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 系列（4 TB 容量硬盘），12 - 512 GB（12 x 128 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34% 
采用内存模式）和 192 GB（12 x 16 GB 2666 Mhz，288 针 DDR4 RDIMM）；1 - 1GbE 管理网络；2 - 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 系列 (480 GB)；1 -  
25Gbe 双端口网络适配器，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microsoft-azure-stack-hci-ver-2.html

5 https://www.esg-global.com/validation/esg-technical-validation-dell-emc-vxrail-with-intel-xeon-scalable-processors-and-intel-optane-ssds
6 搭载 NAND 固态盘的 Dell EMC VxRail：每个节点的 SSD 缓存：1 x Toshiba PX55MB080Y (800 GB)；每个节点的数据存储：6 x Toshiba PX05SRB192Y 

(1.92 TB)，每个节点的 vSAN 存储配置：2 个磁盘组（3 个 PX05RB192Y）；CPU：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4 处理器 * 2（每个节点 36 个内核）；内存： 
384 GB；网络：25 GbE Mellanox 网卡；虚拟化配置：VMware vCenter 6.7.0 和 VMware ESXi 6,7,0；存储配置：已禁用数据去重和压缩；网络配置：
已启用巨型帧；SQL Server 虚拟机配置：8 个 vCPU；内存：64 GB RAM；虚拟网卡：VMXNET3，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6；
数据库：Microsoft SQL Server 原生客户端 11.0。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进行测试。

 搭载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的 Dell EMC VxRail：每个节点的 SSD 缓存：1 x 英特尔® Dell Express Flash NVMe P4800X (375 GB)；每个节点的数据
存储：6 x Toshiba PX05SRB192Y (1.92 TB)，每个节点的 vSAN 存储配置：2 个磁盘组（3 个 PX05RB192Y）；CPU：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54 
处理器 * 2（每个节点 36 个内核）；内存：384 GB；网络：25 GbE Mellanox 网卡；虚拟化配置：VMware vCenter 6.7.0 和 VMware ESXi 6,7,0；
存储配置：已禁用数据去重和压缩；网络配置：已启用巨型帧；SQL Server 虚拟机配置：8 个 vCPU；内存：64 GB RAM；虚拟网卡：VMXNET3，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6；数据库：Microsoft SQL Server 原生客户端 11.0。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进行测试。

7 由 Evaluator Group 进行的测试。Evaluator Group 提供的配置详情：https://www.evaluatorgroup.com/document/lab-insight-latest-intel-
technologies-power-new-performance-levels-vmware-vsan-2018-update/ 。请参阅服务器成本估算详细信息和假设。

8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ustomer-spotlight/stories/telefonica-virtual-data-center-customer-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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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成本和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英特尔技术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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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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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0/LD/CAT/PDF

“最终，我们将实现一个超融合系统，它能够

达到甚至超越我们传统顶级存储的表现。”
—José María Cuéllar 

Telefónica Business Solutions B2B 全球云总监

HCI 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