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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和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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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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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n/benchmarks

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英特尔® AVX）* 可为某些处理器操作提供更高的吞吐量。由于各处理器功率特征各有不同，利用 AVX 指令可能会造成：a) 某些部分将会以低于标称频率运行；b) 某些
应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 2.0 的部分无法达到任何或最大睿频频率。性能表现会因硬件、软件及系统配置而有不同，更多详情请访问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
and-technology/turbo-boost/turbo-boost-technology.html。

英特尔的编译器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英特尔微处理器相同（或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SE3 和 SSSE3 指令集以及其它优化。对于在非英特尔制造的微处理器上进行
的优化，英特尔不对相应的可用性、功能或有效性提供担保。此产品中依赖于处理器的优化仅适用于英特尔微处理器。某些不是专门面向英特尔微体系结构的优化保留专供英特尔微处理器使用。
请参阅相应的产品用户和参考指南，以了解关于本通知涉及的特定指令集的更多信息。

所描述的降低成本方案仅用作示例，表明某些基于英特尔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会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并节约成本。 环境各不相同。 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和成本的节约。

由于进行了其他测试，因此基准性能测试结果可能需要进行修改。测试结果因测试中使用的特定平台配置和工作负载而异，并且可能不适用于任何特定的用户组件、计算机系统或工作负载。结
果可能无法代表其他性能指标评测，其他性能指标评测可能会显示更大或更小的影响。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核本文档引用的第三方基准数据或网站。您应访问引用的网站，确认参考资料准确无误。

© 2018 英特尔公司。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英特尔至强和 Intel Xeon 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www.intel.cn/benchmarks
www.intel.cn/benchmarks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turbo-boost/turbo-boost-technolo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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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一切照旧”

1.ESG 2017 (https://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esg-dellemc-it-transformation-maturity-report.pdf) 
2.IDC 2018 预测 (https://www.forbes.com/sites/sap/2017/10/31/idc-2018-predictions-if-youre-not-in-the-cloud-youre-isolated-from-innovation/);  
3.KPMG 2017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us/pdf/2017/06/us-ceo-outlook-survey-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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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1% 的 IT 机构将传统型的

基础设施视为企业转型的最大障碍¹

快速、颠覆性的变更将是新的常态

50%
到 2021年, 由于来自数字增强的
产品的增长，全球 GDP 的 50% 

将实现数字化。²

75%
在二十一世纪 20 年代，75% 的

标普 500 强企业将会被新面孔取代³

https://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esg-dellemc-it-transformation-maturity-report.pdf
https://www.forbes.com/sites/sap/2017/10/31/idc-2018-predictions-if-youre-not-in-the-cloud-youre-isolated-from-innovation/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us/pdf/2017/06/us-ceo-outlook-survey-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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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企业不能在旧的基础设施上竞争

1.The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2017；2. IDC 2015 (https://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idc-why-upgrade-server-infrastruc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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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务的缓慢部署

数据大量涌入，淹没存储

网络瓶颈

员工技能不匹配

安全漏洞不断增多

孤立的应用程序和分散的
数据小群

过时的基础设导致产品创新速度和上市时

间效率降低达 6 倍以上。¹

在 4 年的使用期内，

服务器性能降低 33%，

而维修成本攀升 148%
²

https://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idc-why-upgrade-server-infrastructure.pdf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增加了过期软件的风险

6

功能的丢失 合规的问题风险的增加 维护成本的增高

过期的硬件和软件阻碍创新 操作系统安全补丁和更新的
丢失；第三方软件支持的丢失

可能无法满足行业标准和法规：
GDPR、HIPAA、PCI、SOX、
US FISMA、NIST 的 SP 800-
53 修订版 4 指南，FedRAMP

维护旧式基础设施的成本增高，
计划外停机时间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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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 IT 促进业务增长

https://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esg-dellemc-it-transformation-maturity-report.pdf
资料来源：数据和分析成熟度模型和业务影响以及数字业务划分白皮书，均来自 Keystone，2016 年，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ql-server/data-maturity-model-assessment

8

2 倍
几乎双倍的运营利润率

灵活的 IT 基础设施能更快地
对业务指令作出回应

人均营收增加

4 万美元
营收的平均净收入增加

50%

https://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esg-dellemc-it-transformation-maturity-report.pdf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9

现代化的好处

减少“技术债务” 提高数据安全性和合规性 使用 HCI 更轻松地
实现混合云

支持扩展工作负载和 DevOps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加速 IT 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10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英特尔® 傲腾™ DC 固态盘 4800X 系列

英特尔® 傲腾™ DC 永久性内存

MSFT WINDOWS SERVER* 2016  2019

MSFT SQL Server* 2017 v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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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为企业提供价值

针对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优化的 Windows Server* 2019

1. 每节点的整数运算吞吐量性能提升 4 倍：基于英特尔内部平台上的 SPECrate*2017_int_base 估算（截止至 2018 年 6 月）：1 个节点，2 个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0，128GB 总内存，16 个插槽 / 8 GB/ 
1600MT/s DDR3 RDIMM，基准性能测试：SPEC CPU2017 V1.2，编译器：英特尔® C 编译器 IC17 更新 2，优化的库/版本：IC18.0_20170901，其他软件：MicroQuill* SMART HEAP。uCode：713，操作
系统：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4，内核：3.10.0-693.11.6.el7.x86_64 x86_64，得分 65.5，对比 1 个节点，2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384GB 总内存，12 个插槽 / 32 GB / 2666 MT/s DDR4，
基准性能测试软件：SPEC CPU® 2017，编译器：英特尔® 编译器 IC18 OEM，优化的库：AVX512，ucode：0x043，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4，3.10.0-693.11.6.el7.x86_64，得分：281。 描述的成本
降低方案旨在作为举例，说明指定的英特尔架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可能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和提供成本节省。 环境各不相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和成本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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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创新

比 4-5 年的旧服务器高出 4 倍的性能¹
多核服务器（每个插槽 8-28 个内核）

NVMe、NVDIMM、英特尔® 傲腾™ 技术
安全平台、TPM 2.0、UEFI

启用 RDMA

软件创新

混合数据中心平台
专为下一代闪存存储而构建

软件定义的计算、存储、网络
云一致/集成的
增强的安全性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升级以获得最佳性能和安全性
8 年的旧式服务器 +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对比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 + 
Windows Server 2019

13

计算 存储 网络内存
7 倍内核数

2 插槽/28 内核（总共 56 个内核）

借助英特尔 AVX-512、AES NI 来加速
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

超融合基础设施

带有 iWARP RDMA 加速的
Microsoft Storage Spaces Direct

高性能、高级闪存支持 NVMe、
NVDIMM、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支持 iWARP RDMA 技术的
集成英特尔® 以太网

大量网络分载

10/25/40/50/100 Gb 网卡

加速的数据加密
Bitlocker、AES-NI

屏蔽的虚拟机
Windows 与 Linux

平台安全性
UEFI、TPM 2.0、安全启动

安全性 安全性

4-16 倍更多内存

256 GB 至 3.0 TB

英特尔® 傲腾™ DC 永久性内存支持
（预计 2019 年）

https://blogs.windows.com/windowsexperience/2018/04/10/announcing-windows-server-2019-insider-preview-build-17639/#8MquW2poq9ZDc6xS.97
https://ark.intel.com/zh-cn/

https://blogs.windows.com/windowsexperience/2018/04/10/announcing-windows-server-2019-insider-preview-build-17639/#8MquW2poq9ZDc6xS.97
https://ark.intel.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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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据中心现代化，降低运营开支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1.由于进行了其他测试，因此基准性能测试结果可能需要进行修改。测试结果因测试中使用的特定平台配置和工作负载而异，并且可能不适用于任何特定的用户组件、计算机系统或工作负载。
结果可能无法代表其他性能指标评测，其他性能指标评测可能会显示更大或更小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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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详细的完整信息，请访
问 www.intel.cn/benchmarks。 配置详情：

2.配置详细信息：与 5 年的旧系统相比，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可节省高达 60% 的 TCO。 示例基于截至 2018 年 6 月进行的估算，相当于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服务器上运行
VMware* vSphere Enterprise Plus 的整数运算吞吐量（基于英特尔内部平台上的 SPECrate*2017_int_base 估算）的 4 年运算的机架性能，对比 20 台已安装的搭载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0（前身为 “Sandy Bridge-EP”）（总成本为 737,460 美元 [每台服务器成本为 36,800 美元：购置 = 12,500 美元，基础设施和实用程序 = 4,500 美元，操作系统和软件 = 10,200 
美元，维护 = 9,700 美元]）与 5 个全新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Skylake)（总成本为 294,540 美元 [每台服务器成本 58,900 美元：购置 = 12,500 美元，基础设施和实用程序 = 10,100 
美元，操作系统和软件 = 10,100 美元，维护 = 9,700 美元]）的双插槽服务器。假设基于截至 2018 年 6 月 6 日的 https://xeonprocessoradvisor.in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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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较少的服务器以节省开支，而获得类似的性能¹

20 个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0 的平台
[Sandy Bridge：2012 年第一季度推出]

5 个基于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的服务器

通过使用较少的服务器，

实现高达 60% 的

开支节省²，但保持类似的
性能级别

https://xeonprocessoradvisor.in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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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和英特尔在 SQL Server 上的协作
加快获得洞察的速度：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7 的解决方案

1. 英特尔®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New Instructions（英特尔® AES-NI）要求计算机系统具备支持英特尔 AES-NI 的处理器，以及非英特尔的软件方能以正确顺序执行各项指令。
英特尔 AES-NI 在特定的英特尔® 处理器上可用。详情请咨询经销商或系统制造商。

2.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综合漏洞数据库，https://nvd.nist.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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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突破性的速度处理所有类型的工作负载 从本地到云端的最一致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在 Azure* 中可用

Microsoft* TDE 和英特尔® AES-NI 加速加密¹

Microsoft SQL Server* 连续 7 年被命名为
安全性最高的数据库²

更强的性能 一致的体验 更高的安全性

https://nvd.nist.gov/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SQL Server 2017 中的
新增功能

 支持图形数据和查询

 使用 R* & Python* 进行高级机器学习

 本机 T-SQL 评分

 自适应查询处理和自动计划校正

 跨平台 HA（操作系统级冗余）

 敏捷的开发/运营，支持容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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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现代化需要整体的方法

1.Gartner，https://www.gartner.com/newsroom/id/3666917；2.Cisco VNI 全面预测 2016-2021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service-provider/visual-
networking-index-vni/complete-white-paper-c11-481360.html；3.半年度全球 IT 支出指南：行业和公司规模，IDC 2017 年 2 月；
4.Gartner CIO 调查 2017；5.Juniper Research 2015 https://www.juniperresearch.com/press/press-releases/cybercrime-cost-businesses-over-2tr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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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 虚拟网络
面向未来的

存储 分析和 AI 战略 多层安全

混合

90% 的企业将在

2020 年前采取混合的战略¹  

从 2016 年到 2021 年，

企业的 IP 通信量将增长

3 倍²

数据的年复合增长率

大于 30%，

而对 IT 投资的增长率为大

约 3%。³

CIO 的 #1 投资优先⁴

预计到 2019 年，网络犯罪
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将高达

2.1 万亿美
元⁵

安全。 保护。 检测。

https://www.gartner.com/newsroom/id/3666917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service-provider/visual-networking-index-vni/complete-white-paper-c11-481360.html
https://www.juniperresearch.com/press/press-releases/cybercrime-cost-businesses-over-2tr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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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义的设置和系统
调优，支持轻松部署

快速、
轻松部署

专为特定工作负载而
设计并执行基准测试，
提供最佳性能

针对工作负载
进行优化

明确规定的硬件和软件
组件，消除凭空臆断简化的评估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配置和性能指标
评测结果均通过了

英特尔验证

更快速。更轻松。业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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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WS 和 SQL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21

面向 Microsoft SQL Server 业务运营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面向 Microsoft SQL Server* 企业数据仓库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面向 Windows Server* 软件定义存储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SQL SERVER 
2008 和 2008 R2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WINDOWS SERVER 
2008 和 2008 R2

现在就开始在支持结束截止期前做好准备

到 support.microsoft.com/lifecycle 查找生命周期支持截止期

22

http://www.support.microsoft.com/lifecycle/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概述

23

商业世界
已发生改变
现在是转换您的数据中心的
时候了

企业不能在旧的基础设施上
竞争

时间的
重大时刻
简化您的转型；今天，
英特尔和 Microsoft 为您
提供了一个具备高性能、
高效率和安全性的平台

为未来做好
准备
按照您的意愿在混合云上
迈出下一步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和
Windows Server 2016 或
2019 让您能更轻松地利用
云的优势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后续步骤

24

计划访问：
Microsoft Technology 
Center

观看 Windows Server 2016 
或 2019 和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的实际运作

探索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与您的首选供应商坐下来，
到该网站详细了解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选项：
intel.cn/selectsolutions。

了解
Windows Server* 2016 和
英特尔® 架构强强联合的
优势，请访问
intel.com/microsoftdatace
nter

intel.cn/selectsolutions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intel-microsoft-partnership.html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英特尔和 Microsoft 合作加快业务转型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intel-microsoft-partnership.html

准备 SQL Server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支持的结束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cloud-platform/windows-sql-server-2008

数字时代的业务转型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usiness/information-technology-in-business-
transformation.html

数字时代的 IT 转型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usiness/driving-value-with-it-transformation-
paper.html

加速实现 IT 现代化
https://itpeernetwork.intel.com/it-modernization-get-ready/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scalable/xeon-scalable-
platform.html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select-solutions-
overview.html

英特尔® Data Center Builders 计划
https://builders.intel.com/datacenter

SQL Server 2017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ql-server/sql-server-2017

Windows Server 2016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cloud-platform/windows-server

观看 Windows Server 峰会
http://aka.ms/WSSummit

Windows Server 2019 预览博客
https://azuremarketplace.microsoft.com/zh-cn/marketplace/apps

浏览 Windows Server 博客和视频系列

了解如何使用 Azure 堆栈部署一致的混合云
https://azure.microsoft.com/zh-cn/overview/hybrid-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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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intel-microsoft-partnership.html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cloud-platform/windows-sql-server-2008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usiness/information-technology-in-business-transformation.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usiness/driving-value-with-it-transformation-paper.html
https://itpeernetwork.intel.com/it-modernization-get-ready/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scalable/xeon-scalable-platform.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select-solutions-overview.html
https://builders.intel.com/datacenter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ql-server/sql-server-2017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cloud-platform/windows-server
http://aka.ms/WSSummit
https://azuremarketplace.microsoft.com/zh-cn/marketplace/apps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windowsserver/
https://channel9.msdn.com/Blogs/windowsserver
https://azure.microsoft.com/zh-cn/overview/hybrid-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