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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新的云服务提供商 (CSP) 时，正常运行时间和数据主权是许多客户

首要考虑的因素。 

在这个一旦云服务中断就会导致大量网络服务不可用且迅速成为新闻的 

年代，可靠性常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研究机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Consulting (ITIC) 的一项调查发现，80% 的企业需要 99.99% 

的正常运行时间保证1。在做出回复的受访者中，有 15% 要求至少保证 

99.999% 的正常运行时间，这相当于每年只能有 5 分钟的停机时间。 

随着要求将数据存储在特定地理位置的有关法规的出台，工作负载的托 

管位置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根据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 的要

求，如果托管所在地没有类似的数据保护措施，则不得将个人数据从欧洲

经济区 (EEA) 中移出。举例来说，位于美国的某个组织只有拥有隐私保护

盾 (Privacy Shield) 认证或其他适当的法律保障措施，数据才可以转移到

这个组织2。不遵守 GDPR 导致的罚金最高可达 2,000 万欧元，或是公司

营业额的 4%（以较高者为准）3。现在，世界各国都已推出了自己的数据

存储规则。澳大利亚不允许将个人医疗数据传输至国外。中国、俄罗斯、

印度和马来西亚制定了限制个人数据国际转移的政策4。

虽然之前云是无国界的、全球性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云客户需要知道

自己的数据的存储位置。 

在本电子指南中，我们将概述云服务提供商如何利用英特尔® 技术来提高

正常运行时间并实施数据地理定位。

1. 简介 

2. 提高基础设施的可靠性

•   使用遥测技术进行主动干预

•   通过遥测技术改善总体拥有成本

•   管理嘈杂邻居干扰问题

•   保持低温运行 

3. 增强平台安全性和数据主权控制

•   使用多层安全方法

•   控制数据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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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可用性高的基础设施，首先必须确保使用可靠性

高的组件。以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为例，它集成

了能够提高系统弹性的增强型英特尔® 确保运行技术。

该技术包括两个功能组，用以增加系统正常运行时间和

确保数据完整性：

•    弹性系统技术能够跨处理器、固件和软件工作层，诊

断可能是致命性的错误并恢复。

•    弹性内存技术可以使用单根 DIMM 从多个内存设备故

障中恢复。如果 DRAM 设备发生故障，上面的数据就

可以移至备用 DRAM 设备，并对故障设备进行标记，

以免再被使用。这可确保系统长时间可靠运行，减少

对即时服务调用的需求。

提高基础设施的可靠性

全面了解基础设施很重要，这不仅要考虑计算能力，

还要考虑存储和网络组件。固态盘 (SSD) 代表了存储

性能、稳定性、效率和低能耗的标杆。英特尔® 固态盘

坚固耐用，没有活动部件，特别适合在需要高速和可

靠性的设备中使用。英特尔® 傲腾™ 技术融合了高吞吐

量、低延迟、高服务质量和出色的耐用性等优势5。

10/25/40 GbE 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适配器具有广泛的

互操作性，提供广泛的验证、协议和驱动程序支持。

对于云服务提供商来说，这些网络适配器提供了经过

验证的可靠解决方案，支持技术选择、灵活性和顺畅

的升级路径。 

随着数据中心的机架转向使用 25GbE，为支持更高的数

据带宽，机架之间的连接也可能需要升级。而英特尔®  

硅光子技术在数据中心内实现高密度光互连。一直以

来，英特尔的战略都是从晶圆级入手，减少解决方案所

需的独立组件数量。这样就能减少可能存在的故障点的

数量，让验证和测试成为芯片制造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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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提供商通常都备有冗余系统，每两个活动服务器

可能就有一个备用服务器。一旦发生故障，就可以将故

障转移服务器投入使用。另外，备份机制也准备就绪，

以便系统在发生中断时得到恢复。

虽然这些策略都很重要，但都属于被动策略。它们都是

为了从中断中恢复，而不是进行主动干预以避免中断。

为了实现主动式可用性管理，云服务提供商可以使用遥

测技术实时监控基础设施的运行情况。遥测技术可跨计

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运用，以识别未来可能引发故障的

异常迹象，并主动管理资源利用情况。例如，内存性能

的问题可能预示着内存会发生故障。同样，我们也可以

使用相同的基础设施对风扇等其他服务器组件进行监

控，预测可能出现的过热问题。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内置监控缓存、CPU、内存和 I/O 利用率的传感器，还

有用于监控气流和出口温度的传感器。

图 1 显示的是在服务器平台上实现遥测的参考模型。收 

集工具会将数据提供给时间序列数据库，而可视化工具

则可用于生成报告和绘图。虽然主动警报可以提醒用户

注意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云服务提供商仍然处于被动应

使用遥测技术进行主动干预

对问题的局面。添加控制层可以自动将故障资源中的工

作负载重新分配至他处，从而使基础设施具备自我修复

能力。一些较大的云服务提供商也已经将数据中心环境

与堆栈集成在一起，以便在出现过热问题时使用空调散

热。此外，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层来不断改进解决方案，

提高其识别需要干预的问题的能力，并改进干预方案。

在每个级别，用户都可以针对实施方案选择不同的软

件。图 2 所示为使用以下开源解决方案的实施范例：

•    Collectd* 是业内出色的平台和容器遥测收集代理工

具。英特尔是此项目的贡献者之一。

•    Prometheus* 是一个时间序列数据库，支持警报功

能，可与 Kubernetes* 集成，用于容器管理。

•    Grafana* 是一个时间序列分析平台，已经获得众多

领先线上企业的青睐，并且是 Prometheus 项目的主

要控制台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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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遥测技术可用于收集服务器数据并对异常情况做出响应。

学习

控制

警报

可视化

时间序列数据库

可扩展和可扩充的收集工具

/proc svr_info sar uname

ipmitools numastat MCElog ipmctl

perf RDT smartmon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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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容器化基础设施中，平台和容器遥测技术可以连接到 

Kubernetes，以便在编排工作负载时将平台运行状况作

为一项关键考虑因素。Nagios 是一个开源工具，过去用

于 IT 基础设施，现在可与 Kubernetes 容器配合使用，

执行纠错任务。具体而言，就是英特尔®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技术可以向 Nagios 报告错误；当未修正

的错误数超过阈值时，Kubernetes 就可以排空节点上

的容器。然后，这些容器可在其他节点上启动，保持服

务可用。举例来说，一旦服务器上出现 DIMM 故障，这

个工作流程就可以进行干预，将工作负载从故障硬件转

移到另一个可用的服务器。图 3 以图表形式阐释了上述

解决方案，其中的 cAdvisor* 用于收集容器遥测。

图 2：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实现遥测的参考模型。

图 3：平台和容器遥测在 Kubernetes* 上得到支持，且当服务器平台发生故障时可用于重新分配容器。上图表
明云服务提供商如何在现有（棕地）开发中管理性能，同时为未来（绿地）部署做准备。

使用遥测技术进行主动干预
可视化

警报

时间序列
数据库

Prometheus*  
时间序列数据库

抽取指标 推送

查询

警报管理器*  
通知

可扩展和可扩充的 
收集工具 

GRAFANA* 
可视化

Collectd “节点”

/proc svr_info sar uname

ipmitools numastat MCElog ipmctl

perf RDT smartmon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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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遥测

容器遥测

绿地

棕地 计算 网络 存储

容器

Slack

PagerDuty



通过遥测技术降低
总体拥有成本

管理嘈杂邻居 
干扰问题

保持低温运行

虽然我们在本文中重点探讨的是遥测

技术在保证正常运行时间方面所起的作

用，但实际上，遥测技术还有助于降低

总体拥有成本 (TCO)。例如，通过识别 

CPU 和内存使用率较低的服务器，可

以帮助优化工作负载，并且可以根据

平台上运行的工作负载来动态限制功

率，避免经常过度配置，从而保证服

务质量。散热过程可能会产生大量费

用，而遥测技术可以通过更加动态的

热管理来减少过度散热的现象。

借助英特尔® 资源调配技术（英特尔®  

RDT），在应用、虚拟机 (VM) 和容

器使用共享资源（例如末级缓存 (LLC) 

和内存带宽）时，可更好地监测和控

制整个过程。通过监测缓存和内存带

宽的使用情况，可以帮助检测和管理

多租户环境中的嘈杂邻居，从而避免

客户遇到性能下降的问题。

借助英特尔® Power Thermal Aware  

解决方案（英特尔® PTAS），您可以 

使用 CPU 中的传感器测量每台服务 

器的电源温度，提供比机架级温度传

感器更精细的数据。通过检查入口、

出口和气流传感器，您可以更积极地

管理电源和散热效率，避免因过热导

致系统中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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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犯罪不仅会对知识产权和绝密/机密数据产生威胁，

而且也是造成数据中心出现故障的重要原因。Ponemon 

Institute6 在 2016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造成计划

外中断的根本原因中，网络犯罪仅次于不间断电源系统 

(UPS) 故障，位列第二。2010 年，只有 2% 的公司将网

络犯罪列为故障的根本原因。但到 2016 年，这一数字

已提高到了 22%。为了保护正常运行时间服务水平协议 

(SLA) 免受网络攻击的影响，必须确保采用针对数据中心

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控制等纵深防御方法。

必须使用基于硬件信任根的 “设计安全” (Security by 

Design) 策略，确保 IT 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并验证虚拟机

的物理位置。这种可信引导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云

服务提供商能够确保虚拟机仅托管在适当的地理位置，

并映射到数据所有者及其数据类型。除了可用于数据分

段以外，这种方法还能让审计人员受益，因为审计人员

可以从中获得适当的控制证据和事件日志，作为判断是

否遵守相应法律法规的证据。

增强平台安全性和 
数据主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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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层技术都代表着不同的潜在受攻击面。在服务器的基

础设施层面，固件和 BIOS 可能很容易便受到攻击。针

对硬件的恶意软件通常难以检测和删除，这种现象一直

延续到处理器本身的内存缓存级别。有效的安全策略应

从建立硬件信任根开始，以构建一个能够延伸到相应软

件和事件协议层的保护基础。

图 4 所示为现代服务器的简化模型。用户可以利用许多

硬件功能来保护堆栈的不同层。在 BIOS 和固件级别， 

Boot Guard 执行早期固件的加密信任根测量 (RTM)。

它能够检测到任何对于早期固件的篡改，以便采取补救

措施。Boot Guard 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v3 开始引

入，并将继续集成在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中。

为了帮助保护 BIOS、操作系统和系统管理程序，可以

使用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英特尔® TXT）。它通过

使用可测量启动环境 (MLE)，可更加安全地安装、启动

和使用系统管理程序或操作系统，这一点是可验证的。

使用多层安全方法

图 4：现代服务器配置模型，显示了构成受攻击面的多个层。

CPU

BIOS/固件

系统管理程序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应用 应用 应用 应用

虚拟机

当前工具

无保护

当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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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层和数据层，英特尔® 软件防护扩展 

（英特尔® SGX）技术可用于在内存中创建基

于硬件的安全区域。此技术有助于在使用中保

护数据和代码，并使其免受操作系统、BIOS 或

系统管理程序中可能存在的恶意软件的侵害。 

英特尔® SGX 的一项功能是保护加密密钥。这

些 “设计安全” 基础技术能够减少堆栈中每个层

级的受攻击面，有助于防止数据泄漏，并在遭

到攻击时进行快速检测。这些控制措施还能大

幅增加正常运行时间，减少网络犯罪对于云服

务提供商数据中心服务水平协议的影响。

有关这些技术如何保护您的基础设施和工作负

载，请参阅我们的电子指南 “Three Security 

Layers for a More Secure Cloud（三个安全

层，打造更安全的云）”。

9

图 6：英特尔® 软件防护扩展（英特尔® SGX）技术可以在内存中创建安全飞地。

图 5：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验证 BIOS 和操作系统。

硬件

系统管理
程序

+

系统管理
程序

系统管理
程序

+

系统管理
程序

-

配备 TPM/ 
英特尔® PTT 的服务器

1.  系统启动， 
英特尔® TXT 验证 BIOS/OS

2.  系统管理程序测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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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lan.seek.intel.com/2018_Security-aaSeGuide_Reg
https://plan.seek.intel.com/2018_Security-aaSeGuide_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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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境工作负载可能分布在广泛的地理区域，

具体取决于资源的可用性和工作负载需求。云

服务提供商的这种模式可能会给必须遵守数据

保护及隐私标准、法律法规和规定的客户带来

顾虑。在某些情况下，客户可能会要求将数据

存储在某些地理区域内。

除了用于证明 BIOS、操作系统和系统管理程序

未被篡改之外，英特尔® TXT 还可用于证明云服

务提供商基础设施中服务器的物理位置。可信平

台模块 (TPM) 可用于在硬件中存储资产标签，

该资产标签可包括有关服务器位置的指示。 

英特尔® TXT 将确认资产标签存在且未被篡改。

这一可信状态可在编排策略中使用，确保仅将

某些工作负载分配给允许的地理位置。边界控

制措施可用于阻止将工作负载部署到管辖区之

外的地方。

控制数据主权

10

还可以使用 TPM 将工作负载的解密密钥发布到

物理服务器，从而确保工作负载仅能在加密且

签名的可信服务器上运行。通过这种方式，就

能在保证服务水平协议安全的同时，证明云服

务提供商可以更安全地控制节点、集群、裸机

或虚拟机的启动，并使用安全加密方法验证数

据主权。

开源 Open CIT 证明解决方案可通过这种方式保

障数据主权。Open CIT 支持 VMware ESX*、 

Citrix XenServer*、KVM on Ubuntu*、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和 Hyper-V* on 

Windows* Server。英特尔是 Open CIT 项目的

主要贡献者和唯一维护者7。 



现成的数据主权方案

英特尔、IBM Cloud SoftLayer、VMware 和 HyTrust 

已联手创建了针对可信基础设施的联合解决方案，提供

包括支持数据主权控制在内的安全措施。对于云服务提

供商，这不仅意味着获得了现成的方案，还能从中了解

处理器中的工作负载完整性技术如何用作主权感知云服

务的基础。

HyTrust 让您能够按位置、功能和合规性要求标记主机， 

并将这些描述符存储在基于硬件的标签中。这些标签是

主机启动环境的一部分，英特尔® TXT 可在主机启动时

证明这些标签的完整性。因此，服务器可以验证标签的

物理位置和相关配置。

基于硬件的标签或基于软件的标签可用于实施边界控

制，并对工作负载进行限制，仅在特定地理位置或具有

其他必要特征的服务器上进行。 

通过这一解决方案，即使将工作负载移至不受信任的主

机，也无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解密。仅当主

机被证明处于适当的物理位置时，才可以使用 HyTrust 

策略来授权解密请求。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BM、英特尔、VMware 和 

HyTrust 联合出版的白皮书 “The Road to a Secure, 

Compliant Cloud”（迈向安全且合规的云平台）。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英特尔® 确保运行技术

 - 英特尔® 固态盘（英特尔® SSD）

 - 英特尔® 傲腾™ 技术

 - 10/25/40 GbE 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适配器

 - 英特尔® 硅光子技术

 - 英特尔®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技术

 - 英特尔® 资源调配技术（英特尔® RDT）

 - 英特尔® Power Thermal Aware 解决方案 

（英特尔® PTAS）

 - 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英特尔® TXT）

 - 英特尔® 软件防护扩展（英特尔® SGX）

 - Open CIT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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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cloud-computing/compliant-cloud-whit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cloud-computing/compliant-cloud-white-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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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sure-technology.html?_ga=2.33250878.1613646888.1553240630-1230226389.1547713962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memory-storage/solid-state-drives.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optane-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network-io/ethernet/10-25-40-gigabit-adapters.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network-io/ethernet/10-25-40-gigabit-adapter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silicon-photonics/silicon-photonics-overview.html
https://networkbuilders.intel.com/blog/improving-service-assurance-use-models-with-intel-infrastructure-management-technologies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resource-director-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oftware/use-case-7-power-thermal-aware-solution.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oftware/use-case-7-power-thermal-aware-solution.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trusted-execution-technology/trusted-execution-technology-security-paper.html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sgx
https://01.org/open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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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80% of businesses now require uptime of 99.99% from their cloud service vendors（80% 的企业现在 

需要云服务供应商提供 99.99% 的正常运行时间），TechRepublic，2018 年 6 月 14 日，https://www.

techrepublic.com/article/80-of-businesses-now-require-uptime-of-99-99-from-their-cloud-service-vendors/

2  https://ico.org.uk/for-organisations/guide-to-the-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gdpr/international-

transfers/

3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what-is-gdpr-uk-eu-legislation-compliance-summary-fines-2018 

4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据位置要求和适用的例外情况，请参阅 Anupam Chander 和 Uyên P. Lê 的 “Data Nationalism” 

（数据的民族主义），Emory Law Journal，Vol 64:677 http://law.emory.edu/elj/content/volume-64/

issue-3/articles/data-nationalism.html

5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

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n，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

获得更多信息。 

6  Cost of Data Center Outages（数据中心中断的成本），2016 年 1 月，Ponemon Institute，https://www.

ponemon.org/library/2016-cost-of-data-center-outages

7  https://01.org/opencit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

配置有所变化。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n，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
处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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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更多完整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n/benchmarks

本表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发生变更。关于英特尔最新的产品规格和路线图，请联系您的

英特尔代表。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至强、傲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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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选择合适的云服务提供商并非易事，需要考虑许多因

素。除此之外，客户对可靠性和数据主权越来越关注。

为了确保可靠性，云服务提供商应确保使用优质组件，

并使用遥测技术进行监控，尽早发现故障迹象。网络犯

罪是导致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可靠的多层安全策

略是确保平台得到妥善保护的必备工具。建立可识别位

置的硬件信任根，使云服务提供商能够主动管理虚拟机

的实际位置，并强制实施地理分隔。

https://www.techrepublic.com/article/80-of-businesses-now-require-uptime-of-99-99-from-their-cloud-service-vendors/
https://www.techrepublic.com/article/80-of-businesses-now-require-uptime-of-99-99-from-their-cloud-service-vendors/
http://law.emory.edu/elj/content/volume-64/issue-3/articles/data-nationalism.html
http://law.emory.edu/elj/content/volume-64/issue-3/articles/data-nationalism.html
http://intel.cn
https://www.ponemon.org/library/2016-cost-of-data-center-outages
https://www.ponemon.org/library/2016-cost-of-data-center-outages
http://intel.cn
http://www.intel.cn/bench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