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分析和 SaaS： 
在竞争中实现差异化的关键
通过数据分析，发展您的软件即服务 (SaaS)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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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aaS 竞争中不落下风

据 IDC 预测，到 2020 年，软件即服务 (SaaS) 将占

公有云支出的大约 60%2；而另一项研究显示，73% 

的企业和机构预计，到 2020 年，他们几乎所有应

用都会由 SaaS 技术驱动3。推动这一强劲增长的

是 SaaS 客户对于数据解决方案的需求——随着应用

越来越多地与物联网 (IoT) 中数十亿的互联边缘设备

进行交互，他们需要拥有强大的数据分析解决方案

来处理激增的数据提取任务。另外，专注于 SaaS 的

云服务提供商 (CSP) 还需要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

和行为，以便改进所提供的 SaaS 解决方案。这些趋

势意味着高级数据分析有望渗透到 SaaS 行业的各

个角落，带来自动化、个性化、速度和安全方面的

提升。同样，这也意味着 SaaS 行业的竞争将日趋

激烈：最近成立的 SaaS 公司平均需要与 9.7 个对手

展开竞争4。

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必须要在客户提出需求之

前先行创新。

 

客户期望日新月异
随着 X 世代和早期千禧一代成为主要的技术买家， 

B2B SaaS 和企业级 SaaS 的客户群体正在发生变

化。这些数字原生代不仅更乐于尝试新产品和新

服务，他们还对新产品和新服务有很强的需求。

现在，SaaS 客户不再满足于仅能处理少量数据的传

统数据分析；除了可以处理 TB 级甚至 PB 级结构化

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大数据分析产品，他们还在寻找

支持面部识别和语音命令等新兴功能的差异化 SaaS 

产品。这些类型的工作负载需要性能强大的处理器，

从而实时地迭代执行算法和产生洞察。同时，它们还

需要高速访问内存和存储，以避免 I/O 瓶颈。

 

面对数据的爆炸式增长
需要更加出色的数据库
和存储性能
众所周知，如今生成、存储和分析的数据量正呈现爆

炸式的增长。使用旧款处理器、低带宽网络和硬盘驱

动器 (HDD) 的传统系统很难提供大数据分析所需的性

能。特别是在您提供的是数据库即服务 (DBaaS) 或者

使用的是内存数据库的情况下，传统系统的性能就更

难满足需求。

 

数据安全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
据专家预测，2019 年，企业和机构会更加注重数据

隐私和敏感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泄露造成的成本不断

上升，因此客户在 SaaS 供应商之间进行选择时，数

据安全性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的企业和机构预计，到 2020 年，他们几乎 

所有应用都会由 SaaS 技术驱动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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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无处不在

面向 SaaS 的数据分析应用非常广泛。可以参考以下示例：

• 据估计，到 2021 年，通过在全美的客户关系管理 (CRM) 活动

中采用数据分析技术，可能会产生 3,940 亿美元的额外收入5。

• 供应链及运营是企业从数据分析投资中实现增收的另一个重要

领域6。

• 在企业资源规划 (ERP) 系统中，数据分析推动了仓库和财务

管理、客户服务以及人力资源实践的优化7。

专注于特定行业的 SaaS 提供商还需要考虑在其产品中添加高级

数据分析功能。例如，基于 SaaS 的金融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包

含用户数据分析的许多其他类型的 SaaS 应用可以帮助 SaaS 客户

减少客户流失、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更好地追加销售和交叉销售

产品与服务。

事实上，SaaS 提供商本身也能从大数据分析中受益，这会让

他们更好地了解客户并提升用户体验。例如，SaaS 图形用户界

面 (GUI) 可以从用户日常对于软件的使用中学习，并进行个性化

设置，从而使 GUI 更简洁、更易用。另一个示例是，SaaS 提供商

可以部署推荐引擎，基于先前的行为/所购产品，向客户提供丰富的 

SaaS 解决方案。

无论关注点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将高

级数据分析集成到 SaaS 中都会成为实现差异化和收入增长的

关键。例如，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供自动化审计的 SaaS 提供商 

AppZen* 是 2018 年成长速度第二快的 SaaS 公司，六个月内的

增幅达到了 150%，几乎是第三名的两倍8。

到 2021 年，通过在全美的客户关系

管理 (CRM) 活动中采用数据分析技

术，可能会产生 3,940 亿美元的额外

收入5。

3,94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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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正确的基础设施掌控先机

要想紧跟 SaaS 行业的趋势，您的基础设施需要高度

可扩展，且能提供快速、可靠和可预测的数据分析能

力以及具备强大的数据安全性与隐私保护功能。而这

正是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数据分析平台能够为您提供

的优势。

 

投资打造无处不在的 
强大性能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专为大数据分析

而设计，拥有比上一代产品更高的频率和更快的内

存速度，具备多达 56 个内核，因而在计算性能、内

存容量和带宽以及 I/O 可扩展性上取得了飞跃。与 

上一代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相比，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00 处理器的平均性能提升了 2 倍9。 

由英特尔® 架构支持的云实例提供从双路系统到八路

及以上系统的全面扩展能力，由此满足业务需求。

其他英特尔® 技术可以加速实时数据分析以及人工

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

通过这些技术，您可以：

• 提高性能和吞吐量：借助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 

512 技术（英特尔® AVX-512），提升建模和仿真、

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及数据压缩的性能和吞吐量。

• 加速压缩和加密工作负载：采用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一种基于芯片组的硬件加

速技术，为压缩和加密工作负载提速。这可在提高

效率的同时，在服务器、存储和网络基础设施之间

提供更优的数据传输和保护。

• 改善深度学习工作负载的性能：采用矢量神经网

络指令 (VNNI) 的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英特尔® 

DL Boost）技术，改善深度学习工作负载的性能。

与上一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相比，这一嵌入式的

人工智能加速技术可将深度学习推理吞吐量提升高

达 30 倍z。

• 提供灵活加速：采用英特尔® FPGA，为大数据分

析工作负载提供灵活加速。FPGA 可以通过动态配

置，处理同一设备中计算、逻辑和内存资源的不同

算法。

全新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00 处理器

平均性能提升9 

与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相比

人工智能性能提升（使用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10 

与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相比 

（2017 年 7 月）

2x

30x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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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数据更接近 CPU
对于大数据分析，您需要处理海量数据集。您希望这些数据集

靠近 CPU 以加速获取洞察。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

存是全新内存和存储技术创新的杰出代表，专为以数据为中心

的环境而设计，目前仅支持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配合使用。通过将经常使用的数据放在更接近 CPU 的位置，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能帮助您从更大的数据集中

汲取更多价值，同时挖掘数据密集型用例的潜力。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速度与 DRAM 相当，但是每 GB 成本却更

低；它的每个模块的容量高达 512 GB，与传统 DRAM 配合使用

时可提供高达 36 TB 的系统级内存容量，因此您能够以高性价比

获得更大容量。以 SaaS 为重点的云服务提供商，可将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作为突破点，在云创新之路上向前更进

一步。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同时具备大容量内存和

超快速存储性能，是数据密集型应用的理想之选。在针对常用内

存数据库的初始测试中，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可将

数据库每秒运算次数增加 9 倍，支持的用户数量增加 11 倍11。

为了进一步向 CPU 传输数据，配备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的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以充当缓存层，加快数据处理。这些固态

盘结合了 DRAM 的速度和 3D NAND 的容量与成本效率。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用于将数据从大容量存储器传输到本地存储器，再

传输到集群内存。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用作高速缓冲区可以突

破困扰大数据分析的 I/O 瓶颈。大部分大数据框架都依赖内核处

理，这意味着所有相关数据都必须放入主内存。随着数据量和数

据复杂性的增加，成本会成为一大限制因素，因为 DRAM 内存非

常昂贵。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可与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结合使

用，以便扩展内存并提供经济高效的大内存池。仅使用数量相对

较少的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就可以显著缩短数据传输时间并加

速获取洞察。

英特尔® QLC 3D NAND 固态盘非常适合数量大、容量高的用例。

6



采用 DIMM 外形规格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提

供了经济高效的大内存容量和原生持久性，能够在电源周期内

保持数据集的运行。这种技术创造了非常出色的运行效率。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在速度上可与 DRAM 相媲美， 

而且每 GB 成本相对较低。除了持久性、性能、容量和经济性

之外，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还有诸多其他优势，

包括：

• 兼容 DDR4 引脚

• 硬件加密

• 可靠性高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有三种不同的工作模式。不同

模式下，英特尔® 傲腾™ 内存的有效功能和可用于软件的功能也有

所不同。

• 内存模式。应用和操作系统可以感知易失性存储器池，这一点与

仅使用 DRAM 的传统系统没有差别。在这一模式下，应用不需

要针对持久内存进行专门编程。在内存模式下，DRAM 充当访问

最频繁的数据的缓存，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则

提供大内存容量。内存模式能无缝地为传统应用提供高性价比的

大内存容量。虚拟化数据库部署和大数据分析应用非常适合使用

内存模式。

• App Direct 模式。应用和操作系统可清楚地判断出平台中有两

种类型的直接加载/存储内存，并可以指示哪种类型的数据读取

或写入适合 DRAM，哪种类型适合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

久内存。需要低延迟但不需要永久数据存储的操作可在 DRAM 

上执行，例如数据库“Scratch Pad”。需要持久存储的数据或非

常大的结构可以传输到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内

存数据库、内存分析框架和超快存储应用都是能够从使用 App 

Direct 模式中受益良多的工作负载的好例子。SAP HANA 2.0* 

的重启时间从 50 分钟（使用传统 DRAM）缩短为仅需 4 分钟 

（使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提升达 12.5 倍。

• 基于 App Direct 的存储模式。操作系统针对英特尔® 傲腾™ 数据

中心级持久内存进行了编程，而操作系统中运行的应用不需要修

改。可以使用标准文件 API 来访问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

久内存地址空间。这使得基于存储的现有应用能够访问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内存模块的 App Direct 区域，而无需对需要

块存储设备的现有应用或文件系统进行任何更改。在基于 App 

Direct 的存储模式下，可提供高性能块存储，在将数据移入和移

出 I/O 总线时没有延迟。

了解更多信息：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概述

深入了解三种模式和开发人员信息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弥合 DRAM  
与 NAND 固态盘之间的鸿沟

7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s://software.intel.com/en-us/articles/intel-optane-dc-persistent-memory-a-major-advance-in-memory-and-storage-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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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随着客户 SaaS 采用率的上升以及现有与新兴数据分

析用例的日益丰富，SaaS 提供商的网络流量正在大

幅增长。

配合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平台使用的

高性能英特尔® 以太网可为虚拟化、容器化和裸机服

务器环境提供各种高级功能，由此在管理快速增长的

数据流量的同时，提高计算性能。英特尔® 以太网可

为 SaaS 提供商提供理想的服务器和存储连接解决方

案。使用 I/O 虚拟化和网络虚拟化叠加方面的创新技

术，实现网络虚拟化。利用创新型动态设备个性化 

(DDP) 技术，通过高效、快速地处理高级或专有网络

协议的数据包来提供新服务。使用英特尔® 以太网流

量导向器（英特尔® Ethernet FD）优化流量管理和

应用性能。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支持 10、25 和 

40 GbE 的端口速度，而英特尔® 以太网 800 系列产

品借助应用设备队列 (ADQ) 支持高达 100 GbE 的端

口速度。ADQ 可用于延迟敏感型工作负载，能够更

快速地实现数据通信。所有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

和英特尔® 以太网 800 系列产品均支持数据平面开发

套件 (DPDK)，该套件可用于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加速、高级数据包转发及高效数据包处理。

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英特尔® OPA）可提供主

机和网络级别所需的特性和功能，以便大幅提高扩展

级别。对于需要高带宽、高消息速率和低延迟的数据

分析部署，英特尔® OPA 还能提供必要的 CPU 和网

络集成，以增加计算密度，提高可靠性，降低功耗

和成本。借助英特尔® OPA，您可以获得在这一复杂

度下轻松安装、验证和管理网络所需的各种网络工

具。英特尔® OPA 可提供每端口 100 Gb/s 的带宽。

此外，它还能在减少用于扩展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

通信开销的同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对于数据中心内的高速、长距离 100 Gbps 交换机

到交换机连接，英特尔® 硅光子技术的混合硅激光器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新技术可以消除导致计算容

量闲置的网络瓶颈，从而降低总体拥有成本，提高数

据中心架构的性能。英特尔® 硅光子技术能够以高带

宽、软件可配置的方式来访问计算和存储设备，并支

持软件定义基础设施 (SDI) 的部署，以此将分离式数

据中心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分离开来。

保护您的数据
数据分析性能必须以强大的安全性作为后盾。在

延续上一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安全特性的基础

上，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具备以下增

强功能：

• 英特尔® 威胁检测技术（英特尔® TDT）使用芯片

级的遥测功能来优化对于高级网络威胁和攻击的

检测，并且内置了由集成图形处理器来管控扫描的

加速内存扫描功能。这样就能在实现更多扫描的

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对于性能和功耗的影响。这些

技术可确保额外的安全特性不会对内核产生过多

要求。

• 面向数据中心的英特尔® 安全库（英特尔® SecL-DC）

是各类安全应用模型和层的构建模块，可以植根于

基于硬件的功能。英特尔® SecL-DC 是一系列模块

化的开源软件库和具有统一接口的组件，可用于更

轻松地开发解决方案，以便利用英特尔® 硬件增强

安全功能在云级别保护平台和数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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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载集成式英特尔® QAT 和英特尔® 平台可信技术（英特尔® 

PTT）的英特尔® 密钥保护技术（英特尔® KPT）可以在空闲、

使用中、忙碌三种状态下高效地保护密钥和数据，从硬件层面增

强平台的安全性。

• 增强型英特尔® 确保运行技术提供多项硬件辅助安全功能，包括

增强型机器检查架构 (MCA) 和自适应多设备错误校正、诊断以

及从以前的致命错误中恢复。这些功能有助于确保内存子系统中

的数据完整性。

• 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英特尔® TXT）具备一键激活功能，在

增强平台安全性的同时为英特尔® TXT 提供简化且可扩展的部署

方案。

 

采用英特尔® 库提升数据分析
和人工智能性能
上文讨论的人工智能框架与多个英特尔® 库相匹配，这些英特尔® 

库能够显著改进性能：

•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英特尔® DAAL）帮助应用更快地提供

预测结果以及在不增加计算资源的情况下分析大型数据集。它同

时优化数据获取和算法计算以实现高性能，并支持离线、流媒体

和分布式应用模型以满足广泛的应用需求。

• 英特尔® MKL 用于矢量或矩阵乘法。它已针对深度学习运用

英特尔® 集成众核架构（英特尔® MIC 架构）进行了深度开发，

实现了超级计算速度、性能和兼容性方面的突破。

• 英特尔® MKL-DNN 是面向深度学习应用的开源性能库，旨在为

英特尔® 架构上的深度学习框架加速。英特尔® MKL-DNN 包括

高度矢量化和线程化的构建模块，支持利用 C 和 C++ 接口实施

卷积神经网络。

• Analytics Zoo*（在 GitHub* 上提供）是一个统一的数据分

析和人工智能平台，它将 Spark*、TensorFlow*、Keras* 和 

BigDL 程序无缝整合到一个集成式管道之中，并可以透明地横向

扩展成大型 Apache Hadoop*/Spark 群集以用于分布式训练或

推理。

如果您的数据分析项目也计划探索深度学习，则可以利用针对

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框架。这些框架包括 Caffe*、MXNet*、 

TensorFlow、PyTorch*、PaddlePaddle* 和 BigDL。英特尔®  

深度学习部署工具套件可帮助您更快地推出深度学习解决方案。

英特尔通过将服务和经过优化的硬件和软件组合在一起，帮助

云服务提供商满足数据分析的性能和扩展要求。英特尔还可以帮

助他们选择正确的配置以提供出色的结果。例如，英特尔团队

可以帮助云服务提供商分析他们自己和客户的数据分析需求。 

此外，英特尔还提供优先支持服务，这让云服务提供商可私下 

联系英特尔工程师就技术问题进行沟通。



初试数据分析？ 
英特尔可助您一臂之力

在您探索将更多数据分析功能集成到 SaaS 产品中时，

英特尔提供的以下资源可能会有所帮助：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软件概述

这一视频动画概要介绍了英特尔提供的大数据和数据

分析软件是如何让大数据和分析更快速、更轻松且更富有

洞察力的。

大数据 101：非结构化数据分析 

此文件是关于 IT 环境中大数据和新兴技术的速成课程。

高级数据分析让企业变得更智能

了解高级数据分析如何在数据驱动型业务的新时代，助力

企业和机构打造竞争优势。

在动态环境中释放系统性能
英特尔® 资源调配技术（英特尔® RDT）把对应用、虚拟机 

(VM) 和容器使用末级缓存 (LLC) 和内存带宽等共享资源的

监测和控制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全新水平。这是在工作负载整

合密度、性能一致性和动态服务交付上实现的里程碑式的飞

跃，能够在提高整个数据中心效率和灵活性的同时，降低总

体拥有成本。随着软件定义基础设施和高级资源感知编排技

术在行业中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英特尔® RDT 已经成为优化

应用性能以及增强使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编排和虚拟

化管理服务器系统功能的关键功能集。

具体来说，英特尔® RDT 的缓存监控技术能够改进工作负载

表征、实现高级资源感知调度决策、协助开展“嘈杂邻居”检

测，并有助于降低性能干扰。英特尔® RDT 的缓存分配技术

通过软件引导的缓存容量重新分配，增强运行时的确定性，

保护重要应用（如虚拟交换机或数据平面开发套件数据包处

理应用）在各类工作负载优先级中免受资源争用。

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通过推出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英特尔® 精选

解决方案，英特尔正在驱动新一轮的数据中心创新。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是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配置，推出它们的目的是

加快数据中心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选择和部署。这些解决方

案的开发源于英特尔与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深入合作，以及

与全球领先数据中心和服务提供商的广泛协作。这些解决方案

提供针对工作负载优化的解决方案，能够加速和简化为当下的

数据中心工作负载和应用挑选硬件和软件的过程。总而言之，

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使云服务提供商能够自信地做出正确的

购买决策。

面向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可在经优化

和验证的基础设施上加快并简化数据分析的开发和部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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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于联机事务处理）和面向 Microsoft SQL Server* 企业

数据仓库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专注于混合事务/数据分析

处理）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10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bigdata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ig-data/unstructured-data-analytics-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nalytics/advanced-data-analyt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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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开始将数据分析整合到您的 SaaS 解决方案中了。以下

是有助您迈向成功的技巧：

 

研究
收集创意和最佳实践，了解您的客户和竞争对手当前在数据分析

中的做法。从案例研究入手，进一步阅读有关英特尔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投入和英特尔® 人工智能开发人员计划的文章。

 

技术考量因素
• 确定哪些差异化数据分析服务可以满足客户的独特需求。

• 评估您的基础设施：是否支持扩展？想要使用哪些框架？您的平

台是否可通过优化来达到充分利用英特尔® 硬件的目的？

• 投资购买能够提升性能和价值的硬件和软件。例如，您的存储

设备需要现代化吗？处理器需要升级吗？

• 加入英特尔® Cloud Insider 计划，了解开发领域的最新动态。

 

人员考量因素
仅仅拥有合适的技术还不够。您的员工也是重要的推动者。

结论和未来举措

• 确保所有业务职能部门的关键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您的数据

分析项目中。要让数据分析项目取得成功，产品/服务开发、

业务负责人、IT、应用开发人员、运营和领导层都需要付出

相应的努力。

• 通过网络研讨会、视频和认证，提升您的数据分析能力，并让

您的客户也一同进步。

• 出色的数据分析专家和数据科学家供不应求，因此请考虑对现有

员工进行再培训和提升。

• 投资那些有能力不断学习并在快速发展的 SaaS 前沿领域中保持

领先的个人。

• 敬业的员工才会卓有成效。请为您的技术人员提供机会，

让他们可以尝试自己感兴趣的数据分析项目。

浏览更多面向云服务提供商的资源：

访问 intel.cn/csp

http://intel.cn/csp


资源： 

• 面向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英特尔资源  

• 面向云服务提供商的英特尔资源  

• 英特尔® Cloud Insider 计划  

• 高级数据分析概述  

• 面向数据分析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英特尔® AI Academy   

面向数据分析的英特尔® 产品： 

•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  

• 英特尔® FPGA  

• 英特尔® 资源调配技术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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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Cloud，2017 年 5 月，“The 2017 State of the SaaS-Powered Workplace Report”（2017 年由 SaaS 支持的工作场所状况报告）https://www.bettercloud.com/monitor/state-of-the-saas-
powered-workplace-report/
2 IDC，2018 年 1 月，“Worldwide Public Cloud Services Spending Forecast to Reach $160 Billion This Year, According to IDC”（根据 IDC 的调查，今年全球公有云服务支出预计将达到 1600 亿美元）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3511618
3 见尾注 1。
4 Price Intelligently，2017 年 10 月，“The State of the SaaS Economy”（SaaS 经济状况报告）https://www.priceintelligently.com/blog/state-of-saas-subscription-economy-saastock 
5 Statista，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38060/us-increased-revenue-from-ai-in-customer-management-activities/ 
6 Teradata，“Sta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nterprises”（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运用状况报告）http://assets.teradata.com/resourceCenter/downloads/ExecutiveBriefs/EB9867_State_of_Artificial_
Intelligence_for_the_Enterprises.pdf 
7 IndustryWeek，2018 年 9 月，“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nging ERP”（人工智能正在如何改变 ERP）https://www.industryweek.com/technology-and-iiot/how-artificial-intelligence-changing-erp
8 SaaS Mag，2018 年 12 月，“The Evolution of SaaS：4 Trends To Watch In 2019”（SaaS 演进：2019 年需要关注的 4 个趋势）https://saasmag.com/the-evolution-of-saas-4-trends-to-watch-in-2019/
9 Geomean of est SPECrate2017_int_base，est SPECrate2017_fp_base，Stream Triad，英特尔® Linpack 分发版，服务器端 Java。铂金 92xx 与铂金 8180 的对比：前者：1 个节点，Walker 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82 CPU，总内存为 768 GB (24 X 32 GB 2933)，ucode 0x400000A on RHEL7.6，3.10.0-957.el7.x86_65，IC19u1，AVX512，全部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 Stream、Linpack）， 
全部启用睿频（关闭 Stream、Linpack），结果：est int throughput=635，est fp throughput=526，Stream Triad=407，Linpack=6411，服务器端 java=332913，由英特尔于 2019 年 2 月 16 日测试。
后者：1 个节点，Wolf Pass 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CPU，总内存为 384 GB (12 X 32 GB 2666)，ucode 0x200004D on RHEL7.6，3.10.0-957.el7.x86_65，IC19u1，AVX512，全部启用超线
程技术（关闭 Stream、Linpack），全部启用睿频（关闭 Stream、Linpack），结果：est int throughput=307，est fp throughput=251，Stream Triad=204，Linpack=3238，服务器端 java=165724， 
由英特尔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测试。
10 截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英特尔所做测试。平台：Dragon rock 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82（每路 56 个内核），启用超线程技术，启用睿频，总内存 768 GB（24 插槽/32 GB/2933 MHz），BIOS： 
SE5C620.86B.0D.01.0241.112020180249，Centos* 7 内核 3.10.0-957.5.1.el7.x86_64，深度学习框架：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Caffe 版本：https://github.com/intel/caffe d554cbf1，ICC 
2019.2.187，MKL DNN 版本：v0.17 (commit hash: 830a10059a018cd-2634d94195140cf2d8790a75a），模型：https://github.com/intel/caffe/blob/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models/
int8/resnet50_int8_full_conv.prototxt，BS=64，无数据层虚拟数据：3x224x224，56 个实例/双路，数据类型：INT8 与截至 2017 年 7 月 11 日英特尔所做测试的对比：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CPU @ 2.50GHz（28 个内核），禁用超线程技术，禁用睿频，通过 intel_pstate 驱动程序将扩展调节器设置为“performance”，384GB DDR4-2666 ECC RAM。CentOS* Linux 版本 7.3.1611（内核）， 
Linux 内核 3.10.0-514.10.2.el7.x86_64。固态盘：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800GB，2.5 英寸 SATA 6Gb/秒，25 纳米，MLC）。性能评测标准基于：环境变量：KMP_AFFINITY='granularity=fine， 
compact‘，OMP_NUM_THREADS=56，CPU 频率设置为 cpupower frequency-set -d 2.5G -u 3.8G -g performance。Caffe：(https://github.com/intel/caffe/)，修订版 f96b759f71b2281835f690af2
67158b82b150b5c。推理能力的测量基于“caffe time --forward_only”命令，训练能力的测量基于“caffe time”命令。对于“ConvNet”拓扑，使用虚拟数据集。对于其他拓扑，数据在本地存储，并且在训练之
前在内存中缓存。拓扑技术说明来源于 https://github.com/intel/caffe/tree/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models (ResNet-50)，英特尔® C++ 编译器版本 17.0.2 20170213，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英特尔® MKL）小型函数库版本 2018.0.20170425。使用“numactl -l”运行 Caffe。
11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英特尔内部测试。系统/服务重启时间从以分钟计缩短到以秒计 (2018/5/30)，服务器实例增加 (2018/7/31)，数据库每秒运算次数提高至 9 倍，用户数量增至 11 倍 (2018/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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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品是绝对安全的。
配置：结果根据预生产系统上进行的测试估算，仅供参考。系统硬件、软件或配置中的任何差异将可能影响您的实际性能。
12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进行的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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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品是绝对安全的。预测或模拟结果使用英特尔内部分析或架构模拟或建模，
该等结果仅供您参考。系统硬件、软件或配置中的任何差异将可能影响您的实际性能。

SAP HANA* 模拟工作负载，使用 SAP BW 版本的 SAP HANA 标准应用基准版本 2（截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SAP 和英特尔工程师开展性能测试。

传统 DRAM 的基准配置：联想 ThinkSystem SR950* 服务器，搭载 8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76M 处理器（28 个内核，265 瓦，2.1 GHz）。总内存包括 48 个 16 GB TruDDR4 * 2,666 MHz RDIMM 和  
5 个 ThinkSystem 2.5 英寸 PM1633a 3.84 TB 容量的 SAS 12GB 热插拔 SSD，用于 SAP HANA 存储。操作系统是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P3，使用 SAP HANA 2.0 SPS 03，带有 6 TB 数据
集。启动时间：50 分钟。

DRAM 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组合的新配置：联想 ThinkSystem SR950* 服务器，搭载 8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76M 处理器（28 个内核，265 瓦，2.1 GHz）。总内存包括 48 个 16 GB  
TruDDR4* 2,666 MHz RDIMM 和 48 个 128 G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模块 (PMM) 和 5 个 ThinkSystem 2.5 英寸 PM1633a 3.84 TB 容量的 SAS 12 GB 热插拔 SSD，用于 SAP HANA 存储。 
操作系统是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P3，使用 SAP HANA 2.0 SPS 03，带有 6 TB 数据集。启动时间：4 分钟。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中所示日期（在上方脚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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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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