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点综述

虽然云计算能够支持企业更高效、敏捷地部署和扩展 IT 服务，但许多公

司仍不愿将关键工作负载放在公有云上。OpenStack* 软件为应对这项

挑战提供了一款解决方案，推出了一个安全的开放式私有云平台，能够全

面集成现有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应用和最广泛的公有云产品。目前已有

1,200多 家公司在使用 OpenStack 软件迁移至类似的 IT 模式，以向最

终用户提供高效的资源池，灵活的可扩展性和自助服务配置能力。这些

公司包括百思买、康卡斯特、PayPal、沃尔玛、富国银行等。

OpenStack 云平台完全基于开源软件，并得到了全球用户和厂商生态

系统的大力支持。该云平台于 2010 年推出，随后快速成熟起来，现已

用于诸多环境中的生产云部署。英特尔与 OpenStack 软件开发社区一 

直保持着密切合作，以帮助确保计算、存储和网络工作负载能够充分利用  

OpenStack 云中的先进英特尔平台技术。 

该白皮书探讨了 OpenStack 云平台的成熟度和价值，并重点介绍了 

已借助该平台取得卓越成效的企业用户。另外，它还阐述了英特尔对 

OpenStack 软件的主要贡献，以及如何能帮助用户实现企业级应用所需

的安全性、合规性、可用性、可管理性和性能表现。

 “如果您正在考虑打造一个成熟的私有

云来支持企业应用，现在是绝佳时机。

如今 OpenStack 已发展成熟，足以 

胜任这项任务。”

– Matt Haines，时代华纳有线电视公司 

云工程和运营副总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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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迁移到云端

我们正处于数据量和计算要求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随着移动趋势的不断深化和市场

全球化趋势的加剧，联网的人员、设备和应用的数量都在快速攀升，带动数据中心流量

和工作负载持续增长。

然而，这些由人产生的需求只占总需求的一小部分。分析师估计，到 2020 年，联网智能

机器和传感器的数量将达到 500 亿，这一物联网（IoT）会让全球数据中心流量增加约 

300%。3

鉴于这种快速的增长，采用云计算已是势在必行。传统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由于成本太高

和不够灵活，无法支持如此快速增长和瞬息万变的要求。

云计算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自助门户，使最终用户和软件开发团队可便捷地按需使用计算

资源，从而显著加快开发和部署新应用的速度。另外，它还能够支持在数据中心实现多

租户资源共享和更高的自动化能力，可帮助大幅降低扩展和调整 IT 服务的成本。

如今，采用公有云的做法已备受关注，无需质疑，公有云将会在大多数企业中扮演重要

角色。然而，许多企业的业务和 IT 决策者仍不愿意将关键工作负载迁移到公有云，这主

要是出于对安全性、合规性（包括数据弹性）和服务级别保障的考虑。

为此，许多企业选择了混合云战略，即使用内部私有云来运行关键工作负载，并使用一

个或多个公有云来运行不那么核心敏感的工作负载和扩大容量。根据 Gartner 调查，预

计到 2017 年约 50% 的企业会在生产中部署混合云。4

企业可以使用多种方法构建可连接到公有云资源的内部私有云。目前市场上存在着多种 

专有云解决方案，许多企业已经在使用这些解决方案来推动自己的云旅程。OpenStack*  

软件为转型现有的数据中心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它一个完全由开源软件构成的模块化云

平台，同时有广泛的贡献者和厂商生态系统提供支持。它为企业提供了一条明确的发

展途径，可帮助他们获得开源解决方案所具备的出色灵活性、丰富选择和高性价比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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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探索多年后我们笃定， OpenStack 就是云计算中的 Linux。”2

– Mariano Cunietti，Enter/Cloudup 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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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ack 云软件为您铺路

OpenStack 软件为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提供了一个可扩展且开放的云计算平台，它

由一系列可互操作的开源软件模块组成，能够有效编排大型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池 

（见图 1）。所有这些资源均可通过基于 Web 的仪表板、命令行工具和 RESTful API 进

行管理，因此企业可灵活地部署、运营和管理自己的云。

OpenStack 软件支持通过 Web 门户向最终用户提供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此外，它

还为添加额外的云管理工具提供了一个基于标准的开放基础。这些工具可用于实施更高

的自动化水平，集成分析驱动型管理应用，以优化服务级别、利用率、成本和业务结构。

OpenStack 软件能够集成广泛的现有软硬件基础设施，包括元素管理和监控工具。此

外，它还为跨各种私有云和公有云集成和管理资源提供了灵活的基础。正如 Forrester 所

指出的，“尽管许多厂商仍将自己的独特云平台用作其解决方案的核心，但采用 OpenStack 

作为辅助云平台的做法将很快成为一种趋势。”6 借助厂商的这种广泛支持，企业、云服务

提供商和电信公司将会获得更出色的灵活性和更多选择，从而实现对现有资源极致高效

的利用。

基础设施属性
    功耗              性能           安全性            散热           利用率            位置

计算

OpenStack* 仪表板

OpenStack共享服务

API

兼容多种管理程序（KVM*、Xen*、ESX*、Hyper-V*）

网络 存储

英特尔® 架构

您的应用

OPENSTACK
云操作系统

虚拟资源池

物理资源池

存储网络计算
图 1. OpenStack* 软件和英特尔® 架构可为私有云实施提供全面支持，支持敏捷、高效地编排 

现有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

OpenStack* 云平台实施 —  

沃尔玛

通过不断集成先进技术，沃尔玛

取得了巨大的零售成功。现在这家 

4,800 亿美元的零售巨头实施了 

OpenStack 云软件，以期获得:

•  卓越可扩展性，以满足快速增长

的需求

•  出色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应

用需求

•  大数据智能，以预测客户需求并为

他们提供建议  

如欲详细了解沃尔玛正如何使用并

为何使用 OpenStack 软件作为其

快速、高效增长的技术基础，请阅读  

@WalmartLabs 博客：http://

tinyurl .com/ne8n4ug

“在去年假日之前，Walmart.com 在美国 

 的全部生产流量都是在 OpenStack  

 计算平台上产生的。”5

– Amandeep Juneja，@WalmartLabs  

云运营和工程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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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ack 基金会正不断发展壮大。2014  

年会员数量增加了 50%，现有超过 18,500  

名个人，463 家支持公司和超过 1,300 位

积极贡献者，他们遍布全球 148 个国家和

地区。7 OpenStack 软件已被 1,200多 家

企业以及越来越多的公有云和托管私有云

服务企业所采用。当前用户包括一些当今

最成功且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例如百思

买、彭博社、CERN、康卡斯特、eBay、惠

普、PayPal、Rackspace、沃尔玛、华特迪

斯尼公司、富国银行等。

这些和许多其他贡献者已为实施和扩展 

OpenStack 云投入了大量的工程资源。

他们展示了 OpenStack 云在复杂 IT 环

境中的卓越价值，并帮助解决了许多阻碍 

OpenStack 云普及的挑战。基于这些进

展，OpenStack 技术将在 2015 年向广泛

的生产部署快速迈进。

OpenStack 软件的最新发行版包含诸多

增强特性，可帮助简化部署并满足企业要

求。根据 Forrester 报告，8 Juno 发行版

包含：

•  3,200多个漏洞修复，可帮助提供更高

稳定性和增强能力

• 97个新驱动程序和插件，可帮助更好地

集成传统软件

• 核心存储、计算和网络元素方面的改善

• 身份联合支持，包括支持与多个后端解

决方案相集成

• 更好的集群数据架构支持，例如 

Apache Hadoop*。

开源社区将继续增强并扩展 OpenStack 

软件，以便为所有企业工作负载提供高级

支持，从前端应用和服务到后端关键业务

解决方案等无所不包。同时，对许多潜在

用户而言，最好的方式是首先针对当今的

目标工作负载部署 OpenStack 云，以便

他们的企业经验和专业知识能随平台的发

展不断增加和成熟，再逐步过渡到开放且

完全云优化的数据中心。

英特尔贡献破除部署障碍 

英特尔是 OpenStack 基金会的白金会

员，使用 OpenStack 软件作为自己私有

云的基础。英特尔开发人员参与开发了 

OpenStack 软件最新版本的所有主要模

块，并在 “赢得企业信赖（WTE）” 工作组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赢得企业信赖” 工作

组于 2014 年 5 月成立，专注于解决对大

规模生产部署最为重要的问题。

英特尔开发人员联合该社区为 OpenStack 

软件模块提供了英特尔® 硬件技术，并扩

OpenStack* 云平台实施 - 

时代华纳有线公司

时代华纳有线公司 致力于变革当

今移动世界交付电视节目的方式。 

OpenStack 软件已成为其战略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凭借出色的扩展

性、稳定性和成本模式，为 时代华纳

打造敏捷高效的“开放运营”开发和

部署模式提供了鼎力支持。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聆听 时代

华纳有线公司 云工程和运营副总

裁 Matt Haines 的介绍，他描述了 

OpenStack 软件正如何帮助公司 

“作为服务提供商实现企业应用运营

成熟度。”  

http://tinyurl.com/lfboou9

“核心平台已发展成熟。升级功能足以 

 弥补过去版本的不足之处，而且 Juno  

 的成熟特性极具吸引力，可推动企业进 

 行转型。”

– Forrester，2014 年 11 月 7 日8

英特尔在开源领域的努力

通过支持广泛协作，开源开发模式 

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创新来源

之一。英特尔坚定地支持这种协作 

方式，是 50 多个项目的主要上游 

贡献者，包括 Linux*、Android*、 

Chromium* 和 HTML5 等。

此外，英特尔还与下游用户、厂商和

标准机构保持着紧密合作，帮助建

立强大的生态系统，促进产品的广

泛采用和进一步增长。这种方式让

每一位参与成员都能够获益匪浅，

同时也使得英特尔能够确保其产品

和技术可在当今日益开源的世界提

供卓越价值。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01.org/

展了 OpenStack 技术，以改进安全性、

合规性、高可用性、可管理性、性能和最终 

用户体验。这些努力不仅为所有 OpenStack  

软件用户和厂商生态系统带来了直接价

值，同时还帮助确保了用户在组合使用 

英特尔® 架构和 OpenStack 软件时能够

取得极致成效。

以下部分概述了英特尔对 OpenStack 云

解决方案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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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高性能

英特尔处理器、芯片组、固态盘、网络适配

器和其他组件都包含可显著改进某些工作

负载性能的技术。云环境的挑战是为工作

负载和虚拟机匹配最合适的服务器平台，

让其获得所需的资源组合，最大限度地提

升性能和利用率。这需要当前许多云平台

提供更高的可见性和控制力，无论是公有

云还是私有云。

英特尔联合 OpenStack 软件开发社区为

软件提供了平台技术和集成遥测技术，可

以支持实现智能调度和增强监控。这项工

作包括对 Nova 调度器和 Glance 元数据

目录进行增强，可为用户带来如下便利：

• 云管理员可为管理应用和最终用户提供

高级平台属性

• 企业 IT 部门和最终用户可在最合适的

平台上部署工作负载

• 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公司可基于高级平

台功能提供优质服务（请参阅 “交付优

质云服务” 侧边栏。）

用于编排智能基础设施的英特尔技术 

包括:

• 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指令集（英特尔® 

AVX），用于加速浮点性能；以及英特尔 

VX 2.0，用于加速整数性能和其他计算

密集型工作负载。

• 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支持将加

密和数据压缩算法卸载至某些英特尔芯

片组、PCIe* 卡和片上系统（SoC）解决

方案的专用硬件加速器。

• 英特尔® 快速同步视频技术，用于加速

某些视频编解码器的转码工作。

• 英特尔® 至强融核™ 协处理器，提供最

多 61 个处理器内核和 244 个线程，能

够为高度并行的应用和工作负载显著提

升性能。英特尔® 至强融核™ 协处理器

现可用作 PCle 插卡。此外，新一代处理

器（开发代号为 “Knights Landing”）也

将能够作为独立的服务器处理器运行。

英特尔正联合 OpenStack 软件开发社区

为计算、存储和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额外的

平台功能，并提供标准 API 来简化 Open-

Stack 云中的集成和编排工作。最新增强

特性包括对高速缓存和内存监控的支持。

由于这两种平台资源为所有在物理服务器

上运行的虚拟机共享，所以资源争用可能

会造成严重的性能限制。监控虚拟机高速

缓存和内存利用率的能力将帮助解决 “吵

闹邻居” 的问题，从而确保更高的平台利用

率、更出色的性能和更低的风险。

更高可用性

使用 OpenStack 软件的云计算能够帮助

改善所有工作负载的服务级别，并支持充分 

利用云感知应用中内建的高可用性功能。 

云环境高可用性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在云

中运行的应用的高可用性以及云平台自身的 

高可用性。英特尔正不断改善 OpenStack  

软件在这两个方面的稳定性。

在应用方面，英特尔正联合 OpenStack 

软件开发社区集成高级功能，以支持企业

级服务级别协议（SLA）（后面部分会详细

介绍）。英特尔对 OpenStack 软件的贡献

还包括对详细 CPU 使用监控的支持，以及

时发现过载平台并采取措施，避免性能或

可用性受到影响。

为改进面向 OpenStack 云平台本身的可

用性，英特尔联合该社区为访问服务数据

库添加了一个对象层，以支持定期更新。借

助定期更新和自动故障恢复功能，采用者

可更轻松地升级 OpenStack 软件，同时

还可降低风险。

英特尔正与该社区建立合作提供额外能

力以在 OpenStack 云中保持高可用性，

包括：

提供优质云服务

通过为 Nova 调度器提供高级英特

尔® 平台功能，OpenStack* 软件可

为要求严苛的工作负载提供优化支

持，例如：

• 有着巨大解密或数据压缩需求的

网络和安全应用

• 有着复杂浮点或整数运算或大 

规模并行资源要求的业务和技术 

应用

• 需要高速转码的媒体服务器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英特尔

白皮书“OpenStack* 增强的平台感

知能力”。 

http://tinyurl.com/oq8r7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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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定期更新的持续改进，以进一步简化

云演进。

• 虚拟机发生故障后自动重启，不依赖于

底层管理程序。这将为异构环境的高可

用性提供更简单、一致的支持。

• 主机关闭后虚拟机实时迁移，支持服务

器能够轻松做好维护准备，无需关闭 

应用。

• 持续运营，支持强化 OpenStack  

云服务，并扩展平台应用状态监控 

功能。

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

基于增强的平台感知能力的智能调度是一

款强大工具，可显著改善基础设施效率。

在具备遥测技术驱动型监控功能的最佳平

台上运行工作负载可提供更高的性能，实

现更出色的基础设施利用率。

此外，英特尔还在为 Swift 对象存储提

供基于策略的控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软

件贡献。英特尔贡献支持以合适的性能、

延迟、冗余和治理水平，存储不同类型的

数据。此外，纠错和一致性能力也得到了

增强，全新性能分层特性可改进固态盘

（SSD）利用率，同时地理标记特性允许用

户指定数据存储位置。这些能力均可帮助

提高对象存储的效率，以满足广泛应用的

需求。随着数据量不断增加以及大数据分

析成为主流使用模式，这些能力将愈加重

要。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英特尔解

决方案简介 “OpenStack Swift 2.0：存储

策略助力拓宽应用范围”。地址为：www.

intel.com/content/www/us/en/stor-

age/open-stack-swift-v2-solution-

brief.html

英特尔与 OpenStack 软件开发社区的持

续合作侧重于：

• 通过在 Swift 对象存储中集成擦除编

码，进一步提升对象存储效率。当前的

最佳实践在许多分布式数据环境中需

要三倍的数据冗余。汉与此相比，擦除

编码可提供较高的数据耐用性，同时将

存储需求降低 50%。9 英特尔的贡献

旨在显著提升擦除编码性能。

• 组合使用英特尔® 节点管理器和智能平

台管理接口（IPMI），增强功耗和散热

监控与控制。

• 通过支持与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一

起同步配置应用，简化管理与使用并提

高效率。

• 通过为管理员提供只读访问，简化运营

支持并提高安全性。

• 通过使用 Open vSwitch* 支持虚拟局

域网（VLAN），提高网络灵活性和敏

捷性，Open vSwitch* 在英特尔® 架

构服务器上运行，支持新一代网络应

用（请参阅 “将您的网络迁移到云中”

部分）。

不断增加的面向企业级  

SLA 支持

多租户云环境不仅为 IT 企业带来了强大

的新功能，也带来了新挑战。工作负载可自

动供应到服务器，也可能会在不通知的情

况下自动转移。然而，服务级别取决于底

层基础设施、每个平台之上所运行工作负

载的组合以及这些工作负载使用硬件资源

的方式。云管理员和用户越能清晰地看到

这些问题，越能经济高效地编排资源和管

理 SLA。

OpenStack* 云平台实施  
PayPal

PayPal 为全球超过 1.62 亿客户提

供在线支付支持，公司需要一个可

大规模扩展且高度可用的基础设

施。为经济高效地满足这些需求， 

PayPal迁移到了 OpenStack 私有

云，在上面运行了大约 8,500 台服

务器。PayPal全球平台和基础设施

副总裁 Sri Shivananda 表示：“我

们已将 PayPal 几乎全部的流量供

应、Web/API 应用和中层服务迁移

到内部私有云。”

如欲阅读完整的 InformationWeek 

文章，请访问： 

http://tinyurl.com/np2q4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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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先前所讨论的，OpenStack 软件可提

供针对英特尔® 架构平台特征的精细可见

性，因此可更准确地匹配工作负载和基础

设施。英特尔正与 OpenStack 软件开发

社区密切合作，通过提供所需的监控、修

复和管理能力，对关键资源进行企业级编

排，创建这些优势（见图 2）。

英特尔计划对多个 OpenStack 软件模块

进行增强，以基于 SLA 和工作负载需求对

虚拟机进行更智能的调度。在硬件、虚拟

机和资源消耗监控方面的改进将帮助检

测出和解决可能会影响 SLA 的问题。这些

增强特性中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容量规划引

擎，它基于标准化的计算单元，并在设计上

兼顾了每个新一代英特尔处理器的增强性

能（如今大多数云都是基于简单的 vCPU 

图 2. 英特尔正联合 OpenStack* 软件开发社区提供高级功能，以支持基于工作负载和 SLA 对关

键资源进行企业级编排。

数量进行调度）。这将可以支持企业提高

利用率、更准确地进行规划以及更好地利

用所有可用的计算容量。

将您的网络迁移到云中

新的网络改造方式正纷至沓来。 

• 软件定义网络（SDN）支持将网络控制

平面与数据平面相分离，使网络和安全

资源可通过独立于厂商的标准解决方案

进行集中控制。

• 网络功能虚拟化（NFV）使用可在标准

服务器上的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取代

了专用网络设备。

这些技术将帮助数据中心网络提高云计算

的灵活性和经济效益。

英特尔开发了英特尔® 开放网络平台参考

架构（英特尔® ONP Server RA）来帮助

推进面向这些关键技术的创新（见下一页

图 3）。这一参考架构专为支持电信级和企

业级要求而设计。它包含基于数据平面开

发套件（DPDK）的 Open vSwitch 加速

版，后者当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上运行

时可显著提升数据包处理性能。DPDK 由

英特尔开发并贡献给了开源社区。

英特尔® ONP Server RA 支持单根 I/O 虚

拟化（SR-IOV），可在虚拟化环境中实现

高速 I/O，同时还支持英特尔® QuickAs-

sist 技术，可简化面向高容量、网络密集型

OpenStack* 云平台实施 -  
Workday

Workday 是一家快速发展的软件

即服务（SaaS）提供商，致力于为

企业、政府和教育机构提供人力

资源（HR）和金融应用。公司采用 

OpenStack 软件来扩展功能有限

的现有云，以支持日益增多的内部

和客户工作负载，从而最终实现使用 

OpenStack 技术运行其整个数据中

心的目标。

如欲了解有关 Workday 实施 

OpenStack* 云平台的详情，以及

有关评估和实施 OpenStack 软

件的建议，请聆听公司云工程总监 

Carmine Rimi 的介绍。 

http://tinyurl.com/lnb23l5

Machine 
Fl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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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
修复引擎

监控
引擎 

REST 
API

Web 
管理

控制台 

服务
保障控制器

Nova 
调度器
插件

容量
洞察

代理计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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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英特尔® 开放网络平台（英特尔® ONP）可与 

OpenStack* Neutron 和开源网络控制器组合使

用，通过软件定义网络（SDN）和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提高数据中心网络敏捷性。

功能（例如加密和数据压缩）的专用硬件

加速器的集成。这些技术在组合使用时，

可支持虚拟化网络应用在基于经济高效的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上实现出

色性能。

尽管能够与其他网络编排解决方案相兼

容，英特尔® ONP Server RA 在设计上

特别兼顾了 OpenStack 云的需求。通

过与 OpenStack Neutron 组合使用，

它能够支持灵活编排 NFV 资源，以解决 

OpenStack 云中快速变化的网络需求。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10 请参阅英特尔白皮

书“使用英特尔® 开放网络平台服务器参

考架构开发灵活的高性能 SDN 与 NFV 

解决方案”。www .intel .com/content/

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

white-papers/software-defined-

networks-onp-paper.pdf

展望未来

在不到 5 年的时间里，OpenStack 软件

发展成为了当今世界公认的领先私有云平

台。它已被超过 1,200 家公司部署，并得

到了超过 18,000 名成员所组成的活跃社

区的支持。

在此期间，OpenStack 软件开发社区始

终保持着 6 个月的发布周期，并在每个

新版本中都对功能进行了显著改善。正

如 PayPal 基础设施工程高级总监 Saran 

Mandai 所述：“我们充分利用了社区所贡

献的大胆发展路线图，但同时也提供我们

自己的代码以供其他有需求人士考虑和使

用。”11 这就是开源模式的力量，它曾推动 

Linux* 操作系统不断创新和提高质量，如

今正在推动 OpenStack 云软件以相似的

方式进步。

随着云计算逐渐成为面向敏捷、高效 IT 服

务交付的主导模式，OpenStack 软件提供

了一款独特的解决方案，打造了一个灵活、

开放、经济的云平台，并享有庞大、充满活

力的生态系统的支持。它可帮助企业和云

服务提供商，以及电信厂商更快、更经济

高效地前进，以在未来选择开放的情况下

实现新一代云效率。

“OpenStack 现在已经准备好成为主导   

 的私有云架构。”

– Forrester，2014 年 11 月 7 日8

网络控制器

Intel® ONP Server Software Intel® ONP Server Hardware Network Applications

插件

英特尔® 开放网络平台
（英特尔® ONP）

参考架构

虚拟机虚拟机虚拟机

数据平面
开发套件（DPDK）

Linux*/KVM*

英特尔® 架构

OpenStack* Neutron

网络  处理器 芯片组

英特尔® ONP 
参考架构

虚拟机虚拟机虚拟机

数据平面
开发套件（DPDK）

Linux*/KVM*

英特尔® 架构

网络  处理器 芯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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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

请访问 OpenStack 基金会网站

了解基础内容

• OpenStack 软件：https://www .openstack .org/software/

• 用户和成功案例：https://www.openstack.org/user-stories/

• “OpenStack 社区欢迎指南”（12 页 pdf）。https://www.

openstack.org/assets/welcome-guide/OpenStackWel-

comeGuide.pdf

深度了解

• 了解软件路线图：https://www.openstack.org/software/

roadmap/

• 寻找厂商和资源：https://www.openstack.org/

marketplace/

• 阅读“OpenStack SuperUser”杂志：http://superuser.

openstack.org/articles

表 1. 英特尔对 OpenStack* 软件的贡献

果断采取行动

•  入门：https://www .openstack .org/software/start/

• 与 OpenStack 云社区进行互动：https://www.openstack.

org/community/

附录：英特尔对 OpenStack 软件的贡献

表 1 显示了英特尔对 OpenStack 软件的部分贡献，包括计划对未

来版本进行的改进。如欲了解全部详情，请访问：

•  https://wiki.openstack.org/wiki/ReleaseNotes/Icehouse

•  https://wiki.openstack .org/wiki/ReleaseNotes/Juno

• https://wiki.openstack.org/wiki/ReleaseNotes/Kilo

添加或增强的 

特性 描述

必需的硬件功能或 

软件库

现已提供 - 包含在 Kilo OpenStack 软件发行版中

可靠的高性能 增强的平台感知能力，支持对工作负载和高级英特尔® 平台技术进行匹配 适用于多种英特尔® 技术12

标记目录和索引服务，支持虚拟机/应用发布自己的基础设施需求

面向虚拟机（VM）映像的元数据标记，支持应用发布自己的基础设施资源需求

Nova 过滤器扩展，支持解析元数据导入

通过 I/O 设备和 CPU 内核绑定实现基于 PCIe 的 NUMA 感知型调度 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

支持将工作负载锁定到物理 CPU 内核和 NUMA 特定的内存位置

更高可用性 通过准确的 CPU 使用数据改进监控 包含在主代码库中

面向定期 OpenStack 更新的版本对象支持（最新发行版将实施单个模块支持）

借助面向 PCI 的英特尔第三方持续集成（CI）系统改进 PCI* 测试（可对新的上游代码进行

测试和验证以确定是否兼容 PCI）

新一代网络 

（SDN/NFV）

OpenStack Neutron 增强特性，提供了与 Nova 网络相同的特性，并支持软件定义网络

（SDN）

通过单根 I/O 虚拟化（SR-IOV）支持在多租户环境中实现高性能 I/O 虚拟化 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 

SR-IOV

NUMA 感知型调度，可将延迟敏感型工作负载锁定到处理器内核上 数据平面开发套件

（DPDK）

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 Swift 中基于策略的对象存储，支持基于应用和数据类型提供有针性的性能、延迟、冗余、

安全性和治理水平

功耗/散热感知调度（PTAS）框架，支持英特尔计划的未来 OpenStack 贡献

全面支持在 Swift 中使用擦除编码，支持较高的数据弹性，并且无需三重数据复制

对 PTAS 的全面支持，以及在发布前不断对模块增强特性进行测试的框架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v3 家族和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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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针对 2015 年或之后版本

可靠的高性能 Nova 过滤器扩展，支持解析元数据导入 适用于多种英特尔® 技术12

全新向导可在发布新实例时提供有关可用功能和映像的更佳可见性

借助定义流量类别的能力确保网络服务质量（QoS） 支持连接的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

高速缓存服务质量监控，支持识别并解决因高速缓存争用产生的虚拟性能问题 高速缓存监控与分配

内存宽带监控，支持识别并解决因内存争用产生的虚拟机性能问题

更高可用性 增强的 OpenStack 部署更新（版本对象可在 Oslo 中实施，并在 Heat 中创建原型）

自动疏散（当 guest 操作系统或硬件组件发生故障时可重启虚拟机，不依赖于管理程序）

当节点发生故障时可确保基本 OpenStack 服务的更高可用性（编写多个测试案例并 

修复漏洞）

改进的实时迁移（提供多种修复和支持以在迁移期间保护网络资源）

面向 SR-IOV 端口的基于策略的高可用性，无需应用更改

通过面向 collectD 和 90+ 插件的推送代理增强了物理平台监控

通过复制云区域间的数据块存储改善了灾难恢复

自动修复框架（资源监控以及针对应用和基础设施堆栈的基于模板的动态控制）

新一代网络（SDN/

NFV）

多项增强特性，面向支持 DPDK 和 vSwitcn* 的应用 DPDK

虚拟网络功能扩展（运行实例随相关虚拟功能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通过面向基于 DPDK 的 vSwitch 的服务链，实现了更简单、更灵活的 NFV 服务供应 DPDK

通过 NIC 无状态卸载能力的感知功能（校验管理、协议分割、LRO/LSO/TSO 等）， 

增强了网络性能

英特尔® 以太网技术

通过对定义流量分类的基于策略的带宽控制，增强了网络服务质量 DPDK，英特尔®  

以太网技术

简化的安全/网络管理，提供了一个安全组驱动程序支持开放 vSwitch 数据库（OVSDB）/

兼容 OpenFlow* 的基于 DPDK 的 vSwitch（与 Rackspace 组合使用），

DPDK

通过高级网络服务代理简化了对 NFV 应用的生命周期管理

通过主动启用 SR-IOV 端口并且无需在 Neutron 中进行预创建，扩展了 SDN 网络 SR-IOV

通过基于 DPDK 的 Open vSwitch 的 VxLAN 支持，简化了网络拓扑（并降低了成本） 

（依赖于 2015 年第一季度 DPDK 的 VxLAN 支持）

DP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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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2015 年或之后发布的版本（续）

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 Nova、Cinder 和 Neutron 模块中的同步计算/存储/网络调度

安装程序改进，支持多台 DNS 服务器，并能够检测出固态盘/机械硬盘，同时增强了管理

程序兼容性

支持裸机客户端供应 英特尔® 主动管理技术， 

英特尔® 博锐™ 技术

更简单、更灵活的调度，能够导入开放虚拟化格式（OVF）的映像元数据

Gantt 中基于使用率的调度，可帮助避免资源过载 高速缓存和内存服务 

质量，NM

Nova 过滤器扩展，支持解析元数据导入 适用于多种英特尔® 技术12

用户和管理员对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的容量监控

英特尔® 机架扩展架构，可支持实现新一代基础设施效率 英特尔® 机架扩展架构

冷虚拟机迁移，支持在主机或数据中心之间迁移断电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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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私有云的开放式可信平台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需要兼容的硬件、软件或需要激活服务。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 

或访问  inte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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