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个服务器系统成本降低多达 20%1，整合系统成本降低 40%2，且无需更改代码

采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
内存，降低 Redis* 部署成本和复杂性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内存数据库

海量数据带来严峻挑战

在当今世界，客户需求多种多样，企业竞争非常激烈，市场变化日新月异，提取数据中

隐藏的信息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数据驱动型企业要想保持竞争优势，采用 Redis* 等内

存数据结构存储往往是核心所在。这些解决方案直接从内存处提供高性能查询处理，方便

快速获得制定关键决策所需的洞察。然而，随着数据集达到内存容量的极限，数据必须

跨多个服务器进行扩展，因而对响应时间和服务级别协议 (SLA) 产生不利影响，并使决策

者无法迅速对瞬息万变的状况做出回应。

Redis 能够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低延迟对查询做出响应，并因此而闻名。但是，将不断

扩大的数据集保留在昂贵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中成本很高，因此，若要充分

发挥 Redis 的优势，费用十分高昂。为了满足 SLA 要求并控制成本，企业不得不跨更多

服务器横向扩展数据集。诸如此类的折衷方案既会增加企业的资本支出，还会使数据管

理变得十分复杂，因而影响到运营支出。

企业和机构需要集简化基础设施、性能出众和成本低廉于一身的解决方案。英特尔重磅

推出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凭借其经济实惠的超大容量、接近 DRAM 的

优越性能和类似于存储的数据持久性，打破内存限制所设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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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使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可实现相同性能，并使每个虚拟机的成本降低多达 20%。

内存

持久内存

存储

DRAM
热数据层

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

硬盘/磁带
冷数据层

Internet Technology Completes the Hierarchy

提升内存存储

提升固态盘存储

实现高效存储

重新定义存储层次结构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一改传统的内存和存储架构，

在传统 DRAM 和块存储（固态盘和旋转型磁盘）之间提供了一个

大容量持久内存层，以较高的性价比提供出色的性能。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是一款全新的非易失性存储

器，为内存总线提供每路多达 3 TB 的可按字节寻址的数据访问

能力以及接近 DRAM 的优越性能。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

内存安装在 DDR4 内存插槽中，可与传统 DDR4 DRAM DIMM 

共存于同一平台上。该产品可使 Redis 等应用的现状发生巨变，

以较低成本提供出色的容量和性能，满足严苛的 SLA 要求。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支持采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

中心级持久内存的大容量内存解决方案，提供比前几代处理器更

出色的单位内核性能、内存带宽和内存容量，这些因素均有利于 

Redis 的部署。

以更低总体拥有成本满足 SLA 要求

凭借大容量内存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优势，搭载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新一

代服务器可为 Redis 部署节省大量成本。以下用例展示了企业在

满足客户高性能 SLA 要求的同时如何利用这些英特尔® 技术和简化

的基础设施实现成本节约。

Redis 虚拟化部署的资本支出减少多达 20%1

将除内存以外其他配置完全相同的两个系统进行比较，两者皆可

提供类似的性能与虚拟机密度，且延迟均小于 1 毫秒，但与仅采

用 DRAM 的系统相比，采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的系统可在满足所有虚拟机 SLA 要求的同时将系统成本降低多达 

20%1。

每个服务器节省多达 20% 的成本，为企业再投资提供了机会，

用以：

• 扩大现有计划或启动新计划

• 横向扩展容量，提供更多服务

• 尝试新技术，为数据中心带来全新性能、效率和容量

1.5 TB DRAM
+192 GB DRAM

REDIS* 虚拟化比较

%20
每个虚拟机的
成本降低

多达系统
内存

1.5 T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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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简化后的 Redis 基础设施性能保持不变，成本却可降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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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 1,536 G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及 192 GB 

DRAM 的 6 节点集群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有助于服务器整合，
可将服务器数量减半，节省成本多达 40%

搭载 768 GB DRAM 的 
12 节点集群

满足 SLA 要求，
节省成本多达

满足高吞吐量 SLA 要求的同时集群服务器数量减半，成本
节省多达 40%2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出色性能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经济实惠的大容量为整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大幅节省了基础设施成本。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加，企业和

机构往往通过扩展集群来支持客户 SLA，这样不仅会增加成本，

还会加深管理和维护基础设施的复杂程度。而使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既经济又实惠地在每个节点部署更多内存，

能够实现数据整合、简化基础设施并降低成本。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可在

继续满足延迟小于 1 毫秒的严苛 SLA 要求的同时，缩小集群规模、

节省大量成本。下文所做的对比表明升级集群如何能够在满足客

户 SLA 要求的同时节省多达 40% 成本2。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目前有 128 GB、256 GB 和 

512 GB 容量的模块可供选择。不妨考虑整合横向扩展的 Redis 部

署，以及采用基于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配置，以

经济高效的方式将更多数据保存在内存中，减少节点数量，且不

影响性能。

借助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

心级持久内存，企业可大幅节省成本，从容应对 Redis 数据库挑

战。若想在 Redis 部署中降低成本并满足严苛的 SLA 要求，请务

必考虑采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等全新英特尔®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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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   如需深入了解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XeonScalable。

•  如需详细了解有关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的信息，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若要配置符合您 Redis 内存需求的理想解决方案，请与服务器 OEM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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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中所示日期进行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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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ntel.cn/benchmarks。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定价和 DRAM 定价截至 2019 年 7 月 23 日。总体拥有成本 (TCO) 计算中引用的定价仅用于指导和规划之目的，不构成最终报价。定价指导可能会发生变更，并可能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上调或下调。请与 OEM/经销商联系，了解实际价格。

1.  英特尔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开展测试。单节点，2 个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金牌 6252 处理器，2 个 40 GbE 专用连续网络链路，操作系统：CentOS Linux* 版本 7.6，内核：5.1.9 (el7.x86_64)， 
BIOS：SE5C620.86B.00.01.0014.070920180847。Redis 服务器 5.0.5 采用简单键值设置，在 48 个虚拟机中以 30 GB 的大小填补每个虚拟机的内存。Memtier 测试配置：数据量 512 kb，90:10， 
标准高斯随机化。对于 DRAM 1.5 TB（24 个 64 GB DDR4-2666）和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12 个采用内存模式的 128 G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 12 个 16 GB DDR4-2666）配置，
在这一吞吐量水平和网络配置下，系统可实现 DRAM 吞吐量效率的 95%，客户端记录的虚拟机 P50 延迟小于 1 毫秒，P99 延迟小于 2 毫秒。

2.  英特尔于 2019 年 4 月 14 日开展测试。通用测试详情：2 个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48 处理器，启用超线程技术，启用睿频，1 个 S3520 SATA 240 GB 引导盘，1 个双端口 XXV710-DA2 25 Gb/s  
NIC，BIOS：SE5C620.86B.0D.01.0374.013120191836（ucode：0x400001C），操作系统：Ubuntu 18.04 LTS，内核：Linux 4.15.0-47-generic x86_64，gcc 7.3.0 编译器。Redis 4.0.13 以
集群分片 LRU 缓存机制裸机部署，1k 字节值大小，使用 numactl 将每个分片绑定到 CPU 插槽和内存，均匀分布在 2 个 CPU 插槽和 2 个 IP 地址上，负载由 Memtier_Benchmark 1.2.15 生成， 
90R/10W，随机分配，使用随机数据预填充值，逐步增加每秒运算次数，直到 P99 延迟超过 1 毫秒，记录 P99 < 1 毫秒时最后一个值的吞吐量。

  搭载 768 GB DRAM 的 12 节点集群：24 个 32 GB DDR4-2666，系统由 36 个 20 GB 分片组成（720 GB 缓存），得分：393 万次运算/秒（P99 延迟为 0.9 毫秒）- 创建 8 TB 多节点缓存，使用 
12 个服务器节点，实现 > 300 万次运算/秒（每个系统的 P99 延迟 < 1 毫秒）。

  搭载 1,536 GB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及 192 GB DRAM 的 6 节点集群：12 个采用内存模式的 128 GB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 12 个 16 GB DDR4-2666，系统由 32 个 42.2 GB 分片组成 
（1,350 GB 缓存），得分：324 万次运算/秒（P99 延迟为 0.9 毫秒）- 创建 8 TB 多节点缓存，使用 6 个服务器节点，实现 > 300 万次运算/秒（每个系统的 P99 延迟 < 1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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