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尔® 傲腾™ 技术和 Microsoft Azure Stack HCI 共同提高了数据中心效率并增强了
组织洞察力

将海量数据转化
为竞争优势

行业面临的战略挑战
数据量以 26%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1 现有内存和高延迟存储系统并非针对需要使用
这些数据的高吞吐量、高带宽需求而设计。

因此需要可以响应高需求工作负载的内存和存储需求的高效基础设施来加快数据
访问。HCI 被公认为可以经济实惠的价格提供高密度数据处理能力的可扩展解决方
案。HCI 市场以超过 32% 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2 Microsoft Azure Stack HCI 在行
业标准服务器和组件上集成了高度虚拟化计算、存储和网络能力，因此可在本地运行
虚拟化应用，并连接到 Azure 获取云服务。 

Microsoft Azure Stack HCI 针对第二代智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进行了优
化。它与英特尔® 傲腾™ 技术相结合，提供了灵活的可扩展解决方案，可以经济实惠
的价格处理大量数据，具有更高的数据吞吐量、更低的延迟、更大的内存容量和将工
作负载整合在更小数据中心空间的潜力。该解决方案非常适用于虚拟桌面基础设施 
(VDI)；受信任的企业虚拟化；弹性、高性能 SQL Server；横向扩展存储；以及新的
边缘工作负载。 

借助英特尔® 傲腾™ 技术，企业可获得低延迟架构，从而提高大规模数据集和要求严
苛的工作负载的性能。他们还可以提高基础设施敏捷性，优化资源利用率，并整合服
务器、应用和用户，从而帮助降低数据中心成本。英特尔持续的创新以及广阔的合作
伙伴生态系统为基础设施设计增强了信心，并帮助进行经得起未来考验的投资。

英特尔® 傲腾™ 技术是变革性的非易失性内存和存储介质，通过弥补高性能易失性内
存与低性能 NAND 存储和机械硬盘之间的差距，实现数据中心架构的升级改造。通
过将数据保存在靠近 CPU 的位置，英特尔® 傲腾™ 技术让架构师能够充满信心地部署
高性能的敏捷基础设施，从而帮助其组织创建创新服务并优化基础设施投资。

三个改进工作存储的选项
借助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使用更少的服务器获得更大的吞吐量。3 英特尔® 傲腾™ 
技术可通过多种方式为 Azure Stack HCI 环境带来优势。以下三个参考架构使用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选项二和选项三增加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PMem)。

业务简介
数据中心 | 软件定义存储

业务推动因素和预期成果
不要让传统内存和存储基础设施阻碍您的
业务发展。 

• 充分利用海量可用数据，为现代工作 
负载创建应用和服务

• 更快获得洞察

• 事半功倍：在保持或缩减预算的前提 
下加快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创新

• 在数据中心充满信心地部署领先技术， 
从而保持竞争优势

解决方案组成部分
• 第二代智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 

•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硬盘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 Microsoft Azure Stack HCI 
（包括 Microsoft 存储空间直通和 
Microsoft Hyp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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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1. 提高缓存速度
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作为缓存并将基于 SATA 的英特尔® 3D 
NAND SSD 作为容量层，以加快缓存速度并提高虚拟机密度，
从而实现服务器整合。缓存速度更高，便于进行服务器整合， 
从而提高数据中心效率。4

选项 2. 增加可用内存
需要更多内存的工作负载可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中受益，
可代替 DRAM，以增加整体系统内存并提高虚拟机密度，从而帮
助降低每个虚拟机的成本。5

选项 3. 增加带宽和内存
不仅需要额外内存、还需要极低延迟的工作负载可在 App Direct - 
双模式下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从而实现更快的缓存分
配并为驱动器托架释放更多容量。 

App Direct - 双模式将某些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分配到内存 
模式下，并在基于 App Direct 的存储模式下使用其他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这种方法可提高虚拟机密度和吞吐量。为了 
提高速度并增加内存，请在 App Direct - 双模式下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⁶

实现转型
借助英特尔® 傲腾™ 技术增加传统内存和存储选项，可改变企业
利用可用数据的方式。该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扩展内存并优化 
存储、同时不降低性能或增加成本的全新选项。这样可以更快、
更充分利用数据，并进行成本效益高的扩展，从而在当今和 
未来获得竞争优势。 

获取更多信息
• 英特尔® 傲腾™ 技术
•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硬盘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 第二代智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英特尔® 以太网技术
• Microsoft Azure Stack HCI
• 面向 Microsoft Azure Stack HCI 的英特尔® Select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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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截至 2019 年 8 月 7 日，由 Principled Technologies 测试。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principledtechnologies.com/Hpe/Intel-Optane-HPE-ProLiant-Storage-Spaces-Direct-0919.pdf 和 principledtechnologies.

com/Hpe/Intel-Optane-HPE-ProLiant-Storage-Spaces-Direct-science-0919.pdf。通用配置：2 个英特尔® 至强® Gold 6154 处理器，3.0 GHz（18 个核）；12 个 32 GB DDR4-2666（总内存 = 384 GB）； 
操作系统驱动器 = 1 个英特尔® SSD DC S3700 系列 400 GB；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 = 开启；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 = 开启；BIOS = U30 v1.46 (10/02/2018)；BIOS 设置 = 性能；操作系统 = Windows Server 2019 内
部版本 1809（2019 年 2 月 8 日安装补丁）；电源管理策略 = 静态高性能模式；NIC = 2 个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 XXV710 (25 GbE)。全 SATA 配置：四节点集群；4 个英特尔® SSD D3-S4510 系列 3.84 TB。  
结果：IOPS = 387,092；延迟 = 6.0 毫秒。SATA 加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配置：三节点集群；4 个英特尔® SSD D3-S4510 系列 3.84 TB 和 2 个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P4800X 系列 375 GB。  结果：IOPS 
= 592,173；延迟 = 4.4 毫秒。工作负载：VMFleet/DISKSPD 2.0.21a

5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截至 2019 年 2 月 8 日的英特尔测试，可能无法反映所有公开的安全更新。通用配置：英特尔® 至强® Gold 6230 处理器，2.10 GHz。全 DRAM 配置：384 GB DDR4 DRAM 内存。基准测试设置：
虚拟机群测试：每个节点有 18 个虚拟机，每个虚拟机有 4 个核、8 GB 内存、40 GB VHDX；测试文件：10 GB；测试设置：线程 = 4，缓冲区大小 = 4 KB，模式 = 随机，持续时间 = 300 秒，队列深度 = 16，30%  
写入，操作系统：已更新补丁的 Windows Server 2019 Standard（桌面版）。DRAM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配置：192 GB DDR4 DRAM 内存 + 内存模式下的 512 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基准测试设置： 
虚拟机群测试：每个虚拟机有 1 个核、8 GB 内存、40 GB VHDX；测试设置：线程 = 2，缓冲区大小 = 4 KB，模式 = 随机，持续时间 = 300 秒；队列深度 = 16，30% 写入；操作系统：已更新补丁的 Windows Server 
2019 Standard（桌面版）。

6 截至 2019 年 2 月 8 日的英特尔测试。全 DRAM 配置：2 个采用 384 GB DDR4 DRAM 的英特尔® 至强® Gold 6230 处理器。基准测试设置：虚拟机群测试：每个节点有 18 个虚拟机，每个虚拟机有 4 个核、8 GB 内
存、40 GB VHDX，测试文件：10 GB。测试设置：线程 = 4，缓冲区大小 = 4 KB，模式 = 随机，持续时间 = 300 秒，队列深度 = 16，30% 写入，操作系统：已更新补丁的 Windows Server 2019 Standard（桌面
版）。DRAM +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配置：2 个采用 192 GB DDR4 DRAM 的英特尔® 至强® Gold 6252 处理器以及 App Direct - 双模式下的 1,536 GB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作为缓存的持久内存：2 个 512 GB 
内存段。基准测试设置：虚拟机群测试：每个虚拟机有 1 个核、8 GB 内存、40 GB VHDX；测试设置：线程 = 2，缓冲区大小 = 4 KB，模式 = 随机，持续时间 = 300 秒；队列深度 = 16，30% 写入；操作系统：已更
新补丁的 Windows Server 2019 Standard（桌面版）。

7 英特尔测试时间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低 QD 时 4K 70/30 读/写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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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4，2 个英特尔® 至强® Gold 
6154 处理器（3.0 GHz、18 个核），256 GB DDR4 RAM (2,666 MHz)。配置：375 G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P4800X 与 1.6 TB 英特尔® SSD DC P4600 的对比。英特尔® microcode：0x2000043； 
系统 BIOS：00.01.0013；英特尔® 管理引擎固件：04.00.04.294；BMC 固件：1.43.91f76955；FRUSDR：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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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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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傲腾™ 技术优势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有助于消除数据瓶颈，以加快事务处
理速度并更快获得洞察，从而随时满足客户需求。凭借高
质量服务以及相比 NAND 固态盘至少提升 6 倍的性能和较
小的队列深度，即使在要求极其严苛的环境中，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也能提供快速、可预测的性能。7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采用 DIMM 外形，将更大容量与本
机持久性相结合，可为企业提供从规模更大的数据集中提
取更多数据的能力。可以近乎实时地访问、处理和分析数
据，从而提供深入洞察、改进运营并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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