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库即服务 (DBaaS) 解决方案在企业数据中心部署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在这

些部署中，快速纵向扩展是高优先级的任务。DBaaS 的技术优势在于它能够容纳多个

租户，运行数百 MB 至 TB 级别容量的数据库中的多种不同并发工作负载。它还具备经

济优势，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基础设施，IT 部门只需为其实际使用的资源付费。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优势，IT 部门目前正在寻求新的 DBaaS 方法，以满足联机事务处理 

(OLTP)、混合事务/分析处理 (HTAP)、高级分析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是经过验证的硬件和软件堆栈，专为特定工作负载（例如 DBaaS）

进行了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方面的优化。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

扩展处理器而构建，可帮助企业获得所需的性能、敏捷性和安全性。

Microsoft SQL Server 作为 DBaaS 服务

很多企业和机构扩展了原有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部署，将 SQL Server 作为 

DBaaS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使用。SQL Server 提供了用户期望 DBaaS 环境所具备的高

性能、强大安全性和编程语言灵活性。除了在所有工作负载中支持内存数据库功能之

外，SQL Server 还运用了 SQL Server 机器学习服务来提供数据库内部高级分析的功

能。SQL Server 可满足各个不同垂直市场上的工作负载和用户需求，这些市场包括 IT 

服务、制造、零售和电子商务、医疗、教育、能源和基础设施。

对于普通数据库工作负载而言，纵向扩展 SQL Server 的传统方法是添加动态随机存取

存储器 (DRAM)。但对于机器学习 (ML)、预测性分析、混合事务/分析处理 (HTAP) 等工

作负载，实际情况却受到了一些限制。这些工作负载要求基础设施能够平稳地应对事务

处理量的急剧上升和下跌，还要同时适应业务运营和企业数据仓库 (EDW) 运营。仅通

过添加更多 DRAM，既无法满足多租户和企业私有云部署的全部性能需求，也无法在旧

版本 SQL Server 不再受支持时提供解决方案。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2019 年，英特尔和微软开发了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

选解决方案的第二个版本。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

决方案采用了横向扩展 DBaaS 托管环境的构建模块方法。该解决方案专为帮助运行联

机事务处理和企业数据仓库的企业用户处理不同并发工作负载（例如运营和数据分析工

作负载）而打造。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版本 2
企业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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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扩展多租户数据库即服务 (DBaaS) 解决方案，适用于多种数据分析和运营工作 
负载。

解决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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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

案将微软* 的软件与多种英特尔技术组合在一起，包括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平台、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英特尔® 固态盘 (SSD) 技术、英特尔® 以太网连接、英特尔® 以太

网融合网络适配器。它们提供：

• 基础设施的构建模块，可进行扩展以满足 DBaaS 的需求

• 整合旧的 SQL Server 环境的选项

• 经过基准测试的性能，支持多个不同垂直市场上的业务运营和

企业数据仓库工作负载

• 更快的产品上市速度，利用经过基准测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可针对各种不同工作负载进行扩展，加速产品上市速度

作为实现长期兼容性的健全模式，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有助于简化私有云和公有云

的部署。英特尔的广泛基准测试验证了添加和移除基础设施的模

块构建模型，从而实现轻松扩展。

硬件选择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

案将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

持久内存和英特尔® 固态盘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高性能和易扩

展，适合不同工作负载。

英特尔® 至强® 金牌处理器

英特尔® 至强® 金牌处理器为业务运营和企业数据仓库提供了良好 

的性价比。具体来说，在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中，英特尔选择采用英特尔® 至强® 金牌 

5218 处理器和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这两款处理器

不仅能够优化典型数据库工作负载的成本和性能，同时还考虑到

了内核的速度和数量。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代表了新一类的内存和存储 

技术，让企业和机构能够在更靠近处理器的位置维护大量的数

据，还能提供一致的低延迟和接近 DRAM 的性能。企业和机构

能够利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经济高效地扩展

内存容量，从而支持在内存数据库、数据分析和其他要求苛刻的

工作负载中处理更大数量的“热”数据。

英特尔® 固态盘数据中心家族

为了在企业级数据中心提供更可靠的数据库性能，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使用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驱动器。它们还采用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10 和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10，其年损坏率 (AFR) 比传

统硬盘驱动器 (HDD) 低 3.2 倍。1

英特尔® 以太网连接和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

方案采用英特尔® C620 系列芯片组和适用于 10GBASE-T 的

英特尔® 以太网连接 X722。

25Gb 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网络适配器可加快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运行速度。

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可提供经过验证的性能以及广泛的互

操作性，在数据弹性和服务可靠性方面满足高质量要求。2 所有

英特尔® 以太网产品均配备全球售前和售后支持，并享有有限的

终身质保。

经过基准测试验证的性能

所有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均经过英特尔的基准测试验证，已达

到指定的最低级别的工作负载优化性能要求。对于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英特尔使用 

HammerDB* 运行了以下基准测试：

• 单租户，大型 OLTP3

• 单租户，大型决策支持系统 (DSS)4

什么是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是预定义并针对工作负载优化的解决 

方案，旨在大幅减少评估和部署基础设施过程中遇到的

挑战。解决方案由 OEM/ODM 进行验证、由 ISV 进行

认证，并由英特尔进行确认。这些解决方案的开发源于

英特尔与硬件、软件和操作系统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深入合

作，以及与全球领先数据中心和服务提供商的广泛协作。

每个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都包含量身定制的英特尔® 数据

中心计算、内存、存储和网络技术，能够提供可预测、可

信任和令人满意的性能。

要符合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条件，解决方案提供商 

必须：

1. 遵循解决方案参考设计规范所规定的软件与硬件堆栈 

要求

2. 达到或超越既定参考基准测试阈值

3. 发布解决方案简介和帮助客户进行部署的详细实施指南

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自行开发优化功能，以便为最终客户

提供更加简便、一致的部署体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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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erDB 工作负载集可靠性与可扩展性于一体，经过测试，

能够产生准确、可重复且一致的结果，另外还能测量不同系统的

相对（而非绝对）数据库性能。

基础配置和增强配置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包括“基础”配置和“增强”配置。两种配置的详情请见下方附录 A。

基础配置指定了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必须具备的最低性能。增强配置是为了达

到更高性能而设计的，用于处理具有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的大型

数据库。增强配置展示了系统制造商、系统集成商以及解决方

案/服务提供商如何利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作为 

DBaaS 构建模块的一部分。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
决方案的技术选择 

除了用于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

选解决方案的英特尔® 硬件基础，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中

集成的英特尔® 技术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性能与可靠性：

• 英特尔® 平台可信技术（英特尔® PTT）或独立可信平台模块  

(TPM) 2.0：在将系统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之前，保护系统启动

进程，确保引导硬件未遭篡改。TPM 2.0 也可为敏感数据（如 

安全密钥和密码）提供安全存储功能，还能执行加密和哈希 

功能。5

• 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英特尔® HT 技术）：可在每个内核上运

行多个线程，提高系统使用处理器资源的效率。英特尔® 超线

程技术还能提高处理器吞吐量，提高多线程模式下的软件的整

体性能。

• 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加快处理器和显卡性能，满足峰值负

载需求；在处理器内核的工作功率、电流和温度低于额定限值

时，可自动允许处理器内核以高于额定工作频率的速率运行。

• 英特尔® Speed Shift 技术：在无操作系统干预的情况下，允

许处理器快速选择最佳工作频率和电压，以实现最佳性能和 

能效。

• 电源管理设置：在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中，对操作系统电源管理设置进行了调

优，以提高性能。

• 适用于串行 ATA (SATA) 和英特尔® NVM Express* (NVMe*)  

硬盘的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企业版（英特尔® RSTe）（推荐）： 

改进数据可靠性，提供更高的性能、响应能力和可扩展性。

使用托管多租户 SQL Server 的构建模块来扩展 DBaaS 基
础设施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

案利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进行了优化，帮助 IT 

部门在可扩展的多租户环境中运行并发工作负载。经证实，它可

通过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进行扩展，已对这些预先调优

和测试过的配置进行工作负载优化，让企业能够在只需较少的调

优即可快速高效地部署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请访问 intel.cn/selectsolutions 了解更多信息，并向您的基础

设施供应商咨询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从多云到智能边缘，提供高可扩展性，兼顾成本效率和

灵活性

• 建立无缝的性能基础，以加快数据带来的变革性影响

• 支持突破性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技术

• 提升人工智能 (AI) 性能并帮助整个数据中心实现人工智

能就绪

• 提供硬件增强型平台保护和威胁监控5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采用了英特尔® 至强® 金牌处理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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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版本 2 的基础配置和 
增强配置 

一个解决方案如要称为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服务器供应商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提供商必须达到或超过下面列出的最低配置组件和

参考最小基准性能测试性能阈值。

组件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基础配置

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增强配置 

平台 英特尔® 服务器主板 S2600WFT Qual 英特尔® 服务器主板 S2600WFT Qual

处理器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5218 处理器（2.30 GHz，16 个
内核/32 个线程），或更高型号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

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2.60 GHz， 
20 个内核/40 个线程），或更高型号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内存 384 GB 或更高（12 x 32 GB 2,933 MHz 288 引脚 
DDR4 RDIMM）

384 GB（12 x 32 GB 2,933 MHz 288 引脚 DDR4 
RDIMM）和

1.0 T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8 x 128 GB)

或

768 GB（24 x 32 GB 2,933 MHz 288 引脚 DDR4 
RDIMM）

持久内存与 DRAM 的比率 N/A 2.67:1（或更低）(1,024 GB:384 GB)

引导盘** 1 个 240 GB 英特尔® 固态盘 (SSD) D3-S4510 
（2.5 英寸 SATA，6 Gb/s，3D2，TLC）或更多

2 个 240 GB 英特尔® 固态盘 D3-S4510 系列 
（2.5 英寸 SATA，6 Gb/s，3D2，TLC）或更多 
（镜像）

日志盘 2 个 1.6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10  
(NVM Express* [NVMe*])

2 个 750 GB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NVMe)

数据盘 6 个 2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 (NVMe) 6 个 4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 (NVMe)

数据网络 10Gb 英特尔® C620 系列芯片组，集成英特尔® 以太
网连接 X722

10Gb 英特尔® C620 系列芯片组，集成英特尔® 以太
网连接 X722

管理网络 集成式 1 Gb 以太网 (GbE) 集成式 1 GbE

软件 Windows Server 2016 标准版或更高版本 Windows Server 2019 标准版或更高版本

SQL Server 2017 或更高版本 SQL Server 2017 或更高版本

TPM TPM 2.0 独立或固件 TPM（英特尔® 平台可信技术  
[英特尔® PTT]）

独立 TPM 2.0 或固件 TPM（英特尔® PTT）

固件和软件优化 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英特尔® HT 技术）已启用 英特尔® HT 技术已启用

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已启用 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已启用

英特尔® Speed Shift 技术，原生硬件 P-states (HWP) 英特尔® Speed Shift 技术，原生 HWPs

面向 SATA** 的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企业版 
（英特尔® RSTe）

面向 SATA 的英特尔® RSTe**

英特尔® NVMe 驱动程序** 英特尔® NVMe 驱动程序

禁用 C-States 禁用 C-States

操作系统电源管理和性能计划 操作系统电源管理和性能计划

最低性能标准

验证达到或超过以下最低性能能力：6

OLTP 工作负载：每分钟 430 万次事务处理；DSS 
工作负载：在使用 1 TB 数据库、有 7 名用户的情况
下，每用户的平均查询集响应时间为 840 秒

OLTP 工作负载：每分钟 570 万次事务处理；DSS 
工作负载：在使用 1 TB 数据库、有 7 名用户的情况
下，每用户的平均查询集响应时间为 580 秒

增强配置相较于基础配置所能带来的业务价值

使用面向 Windows Server 上的 SQL Server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的增强配置，相对于基础配置而言，
企业能够将 OLTP 工作负载的处理性能提高 32%，将 DSS 工作负载的查询响应时间（平均值）缩短 31%。6

**建议，非必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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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 0.66% 的初始产品 AFR，而行业 AFR 平均水平为 2.11%。来源：Backblaze。“2017 年第 1 季度的硬盘统计信息。”2017 年 5 月。backblaze.com/blog/hard-drive-failure-rates-q1-2017/。

2 除了广泛的操作系统支持外，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还包括经过广泛测试的网络适配器、配件（光学元件和电缆）、硬件及软件。有关产品组合解决方案的完整列表，请访问：intel.cn/ethernet。
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网络生态系统中，硬件和软件已经过全面验证。产品针对英特尔® 架构和广泛的操作系统生态系统进行了优化：Windows*、Linux* 内核、FreeBSD*、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SUSE*、Ubuntu*、Oracle Solaris* 以及 VMware ESXi*。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支持的连接和介质类型包括：直连铜线和光纤 SR/LR（QSFP+、SFP+、SFP28、 
XLPPI/CR4、25G-CA/25G-SR/25G-LR）、双绞铜线 (1000BASE-T/10GBASE-T) 和底板 (XLAUI/XAUI/SFI/KR/KR4/KX/SGMII)。请注意，英特尔是唯一提供 QSFP+ 介质类型的供应商。
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支持的速度包括 10 GbE、25 GbE 和 40 GbE。

3 HammerDB* TPC-C* 基准测试基于 OLTP 工作负载的 TPC-C 规范。它模拟了一个在线订购系统，未经过优化，也不偏向于任何特定数据库实施和系统硬件。用于 OLTP 测试的 HammerDB 基准测
试是用于优化配置的基准测试。此基准测试的 OLTP 工作负载来自 TPC-C，因此与已发布的 TPC-C 结果没有可比性。

4 HammerDB* TPC-H* 基准测试基于 DSS 工作负载的 TPC-H 规范。它包括一系列面向业务的临时查询。用于 DSS 测试的 HammerDB 基准测试是用于优化配置的基准测试。此基准测试的 DSS 工
作负载来自 TPC-H，因此与已发布的 TPC-H 结果没有可比性。

5 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6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11 日的英特尔内部测试。基础配置：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5218 处理器（2.30 GHz，16 个内核，32 个线程），1 个英特尔® 服务器主板 S2600WFT，总内存：384 GB 
2,933 MHz DDR4 DIMM；1 个 240 GB 英特尔® 固态盘 (SSD) D3-S4510，2 个 1.6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10 (NVM Express* [NVMe*])，6 个 2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面向 
10GBASE-T 的英特尔® 以太网连接 X722，集成式 1 GbE；运行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版本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7*；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英特尔® HT 技术）， 
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启用英特尔® Speed Shift 技术，原生硬件 P-states (HWP)，禁用 C-states，操作系统电源管理和性能计划。增强配置：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2.60 GHz， 
20 个内核，40 个线程），1 个英特尔® 服务器主板 S2600WFT，总内存：384 GB 2,933 MHz DDR4 DIMM，1 T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2 个 240 GB 英特尔® 固态盘 D3-S4510， 
2 个 750 GB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NVM Express* [NVMe*])，6 个 4 TB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面向 10GBASE-T 的英特尔® 以太网连接 X722，集成式 1 GbE；运行 Windows 
Server 2019* Datacenter 版本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7*；启用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启用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启用英特尔® Speed Shift 技术，原生 HWP，禁用 C-states，操作系统电
源管理和性能计划。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信息中所显示的日期进行的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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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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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cn/bench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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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编译器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和其他优化。对于非英特尔微处理器上的任何优化是否
存在、其功能或效力，英特尔不做任何保证。本产品中取决于微处理器的优化是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不具体针对英特尔微架构的特定优化为英特尔微处理器保留。请参考适用的产品用户与参考指
南，获取有关本声明中具体指令集的更多信息。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英特尔傲腾和至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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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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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intel.cn/selectsolutions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intel.cn/xeonscalable

英特尔® 固态盘数据中心家族：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memory-storage/solid-state-drives/data-

center-ssds.html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intel.cn/optanememory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由英特尔® Builders 提供支持：http://builders.intel.com。在 Twitter 上关注我们：#IntelBui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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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和微软联盟：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intel-microsoft-partner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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