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Melvin Greer 

首席工程师兼主管 

数据科学与分析 

Intel Federal

充分利用基于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实时分析，促进大数据结果的精确性和与上下文 
关联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充分利用高级分析，
创造实时商业价值

执行概要

行业研究已将大数据和数据科学列为战略性技术投资方向。一些希望通过大数据分析获

得实在收益的企业发现，利用多种多样的数据源时，实时相关性很难实现。通过在服务

器基础上部署英特尔的新一代大数据调优组件，并在软件堆栈中执行更加优化的应用和

分析框架组合，企业就可以从数据分析工作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果。用户可以提高解决

方案准确性、实用性、速度和创新，从而提升稳定性、安全性和盈利能力。

在包括公共和商业的几乎所有领域内，数据分析都可以提供所需的情报，帮助 IT 决策

者和管理人员加快收集关键商业洞察。这些决策可能关乎经济稳定与崩溃、安全与剥削

或健康与疾病之别。此外，提取和处理数据的速度通常与数据源的数量和被压缩的数据

量一样重要。传统的数据分析平台通常无法以正常网速从不同数据源提取和分析信息。

基于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实时分析可帮助用户以近乎实时的方式接收不同的数据集，加

快获得更加智能、切实可行的结果。

解决方案简介
数据中心：大数据和分析 

改进产品/服务/效率

基于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实时分析

非标数据人和事

提高准确性

增强个性化

加快交付

加速创新

图 1. 由英特尔® 技术驱动的下一代数据分析具备卓越性能，满足组合多个数据集并近乎

实时产生关键业务优势的所需。

本解决方案概述了如何通过投资创新技

术，积极应对业务挑战。 

如果您负责以下领域：

• 业务战略：  

您将更好地了解下一代数据分析解决

方案如何帮助您成功实现业务目标。

• 技术决策：  

您将了解下一代数据分析解决方案如

何实现 IT 和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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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原始数据太多，洞察不足

IDC 估计，到 2020 年，世界上每人每秒将产生 1.7 MB 的数据。1  

这一速度足以在不到 10 天的时间内填满普通的硬盘。2 不管是

致力于利用大数据完善政策以改善民生的政府部门，还是希望最

大限度减少浪费和欺诈的保险公司，所要收集并输入分析系统的

数据量增长速度均令人瞠目。同时，公司必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内，从多个潜在来源同时提取这些海量数据集。

美国必须保持独立运作的情报机构就超过 16 个（还不包括成百

上千的别国类似机构），而且还要共享数百万人的数据。协作的

速度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全球事件。仅美国就有近 80 万家医疗服

务公司；3 试想一下，如果所有医疗服务公司都能安全无缝地共

享数据（无需在每间新办公室填写一沓新表格），力求提升诊断

速度和准确性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又或者，试想公共事业单位在

数据集中加入个人活动跟踪器和天气服务，或是家庭监控公司及

其他类似公司的服务，借此设计出最智能的模型来降低家庭能源

消耗和碳排放。

如今，大多数大型公司都面临着大规模提取数据的挑战，并在不

断提高平台性能，顺应不断涌入的新数据。即使在克服了这一挑

战之后，问题仍然存在，即如何在满足隐私法规的同时，以能够

快速产生有用结论的方式，组合多个数据集。解决方案不断涌

现，但还是需要通过广泛的行业案例加以证明：

• 到 2020 年，商业智能和分析领域中 40% 的新投资将来自于

预测性和指导性分析，而这些分析结果又取决于高效提取和处

理。4 公司正愈发感觉到改进大数据工作的必要性，为了运行

这些负载而购买的系统也必须与时俱进。

• 跨组织分析可以在缓解社会不平等和创造新机会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例如，根据白宫官网（Whitehouse.gov）和消费者金融

保护局的统计，在低收入社区中，30% 的消费者“信用空白”，

另有 15% 的消费者“不可评分”。5 这两种情况都源于无法计算

这些群体的相关信用记录。这阻碍了某些人口群体获得财富增

长的机会。但是，通过协调从公共记录到手机使用情况在内的

不同数据库，更大规模的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这些无法充分享

受服务的群体，打开信用援助的大门。

• 美国 Blue Cross Blue Shield 指出，美国每年的欺诈行为会

造成约 680 亿美元的损失。6 保险公司需要与 FBI、卫生及

公共服务部监察长以及州和地方的警察协作。由于需要应对

的目标数量庞大，这些团队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跨数据库分析

以获得帮助。

• 基因组学（DNA 测序和分析）是大数据分析领域增长最快（也

是需求最高）的领域之一。一些预测表明，到 2020 年，这一

领域中的数据将增加 100 万倍，其他预测则认为每日数据累积

率会每七个月翻一番。7 所有这些数据将推动实现显著进步，例

如制药供应商能研发定制药物，以便与患者的独特 DNA 产生最

佳反应。虽然要实现这种精度所需的分析量十分惊人，但通过

高度可扩展的分析系统来提取和处理数据，生物信息学家们就

可以开展这种突破性研究。

解决方案的优势

• 加快提取大数据。针对任务优化的硬件和高性能分析软件

助力加快获得结果。

• 更高提取带宽和容量。整合更多不同数据集，开展更加深

入的分析。

• 更高性能的分析平台。产生更加个性化、细化的结果，以

便数据结果更好地满足特定用户的需求。

• 潜力巨大，有望节省数十亿美元。下一代分析评估更加深

入的且性能更快，有助于显著弥补年度损失，实现了“节

省费用，惠及个人”。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应用
受到提取瓶颈的限制

图 2. 由于带宽和容量限制，传统分析解决方案通常会忽略大量

有价值的源数据，或者因为交付结果的速度太慢而不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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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收集原始数据并提取洞察的过程。我们面

临的挑战在于，面向分析方程的两端，积极构建更出色的工具，

促进组织更快实现更好的结果。

数据越多，应用越强大

数据分析应用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电子零售商推荐系

统、语音识别到交付路线规划，由大数据驱动的数据分析涉及到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正如下面的应用案例所示，分

析平台的进步带来了令人惊叹的突破性能力和模型。

更加广泛的搜寻和网络智能

网络智能侧重于对内部和外部漏洞及威胁的识别和风险评估。传

统解决方案往往基于规则和确定性：如果发生这个事件，就触发

这个操作。该方法极其被动，主要基于从组织内部来源收集的事

件数据。

相比之下，下一代分析可以采用更广泛的信息输入。网络智能应

可从社交媒体帐户、财务历史、就业记录以及与识别个人风险有

关的各类数据中提取相关数据。显然，这涉及到提取和处理更大

规模的数据，但是，只要结合正确的框架和算法，就能获取具有

预测性的情报，提供远超传统系统的可操作风险信号。

减少医疗欺诈

想象一下，有一个病人因为手腕骨折去看医生。医生开了一种鸦

片类止痛药，患者可以把处方拿到药房 A，也可以同时拿到药房 

B。如果他或她有多种保险，就可以用同一处方，向两家不同的

保险公司报销。或者，这个病人可能会因为其他病情去找另一位

医生看病，并开出与止痛药产生不良反应的处方药物。借助安全

的分析平台，所有这些欺诈、浪费和潜在的悲剧就可以避免。因

为这些平台能够组合孤立的数据集，并在个人试图违规时实时警

报（或阻止交易）。

可信分析平台（TAP）是用于构建分析应用的软件工具包；它建

立的软件框架可用于原始数据分析、建模和算法处理。最近，一

家解决方案集成商（SI）与英特尔和开源 TAP 软件社区联合接受

相关培训，了解如何使用 TAP 软件工具和优化应用，充分利用基

于英特尔® 技术的硬件功能。这一解决方案集成商围绕着专门针

对临床试验数据集而设计的算法创建了知识产权，并将其融入到 

TAP 软件框架中，最终成功地向包括退伍军人管理局、美国疾病

控制中心、美国陆军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政府组织进行

了用于减少欺诈的概念验证演示。有趣的是，通过在分析工作中

发现的洞察，解决方案集成商本身也发掘出多种创收模式。

解决方案的价值：加深洞察，加快结果

通过部署下一代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公司会在五大主要类别

受益：

• 提高准确性。其实现形式可以是准确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药物，

或是在金融市场中防范欺诈。准确性意味着确保数据处于可接

受的参数范围内，并在超出范围时标记实例。组织能够从中获

得的益处比比皆是，但同样重要的是，个人也从中获益匪浅，

如缩短旅行时间或降低就医成本。

• 增强个性化。下一代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能够在更大的背景

下，提取来自于更多来源的更多数据。在高度相关但各有不同

的数据集中，提供高度相关数据的上下文内容，由此绘制出更

丰富的图像，帮助系统做出更准确和有意义的推荐。解决方案

在这方面的价值同样适用于政府和商业环境。

• 加快交付。利用针对应用优化的集成式平台处理更多的多源分

析负载，实现实时性能，加快实现价值的速度。

• 加速创新。公司进行创新时，要么改进现有的运行模式，要么

进行全新设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司目标，例如

客户满意度、盈利能力、公共健康、资源保护等等。通过加快

处理更多、更多样化的数据集，企业和机构可以促进智能产品

创新并获得更杰出的成果。

• 前瞻性洞察。随着公司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且利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等技术快速分析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他们可以摆脱“事

后”分析的被动局面，甚至使用实时洞察预测未来情况，并据此

提前行动。在竞争激烈的零售环境或时间敏感的临床环境中，这

种前瞻性解决问题和面向机会做好准备的能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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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可信分析平台（TAP） 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 学界、开发人员外联

ApacheSpark* Caffe* Theano* Torch* Tensor Flow* Microsoft CNTK*

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

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英特尔® FPGA 英特尔®

3D XPoint™ 技术
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

解决方案架构：优化高层和低层

实质上，大数据提取涉及四个层面的解决方案堆栈（参见图 3）。 

在顶部，应用充当数据集进入的前端。在此之下，分析软件将完

成处理所有数据的繁重工作。接下来，操作系统、虚拟化平台等

数据平台提供解决方案的软件基础。最后，硬件平台专门针对高

数据吞吐量和分析工作负载需求，提供助力和加速所有软件操作

的物理方法。每个分析解决方案都必须通过这四个层级运行，而

且可扩展性、效率和总成本价值等因素将取决于此堆栈针对一般

分析任务（甚至是待定的特定工作负载）进行优化的程度。

目前，分析性能的大多数创新改进都发生在这个堆栈的顶部和底

部。处理器功能、内存架构和网络带宽的进步都将继续提高分析

吞吐量。在应用级别，改进的一大目标就是必须找到更好的方

法，将十几个或更多软件工具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分析解

决方案。英特尔率先开发了 TAP，并且于 2015 年 8 月使其成为

开源软件，有效应对了这一问题。作为 TAP 的重要贡献者，英特

尔一直致力于优化工具包，推动高效利用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硬件

资源，同时保持软件开源，不受行业兼容模式的影响。

由此，英特尔在堆栈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可靠、可大规模扩展

的高性能基础设施，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根据英特尔的测试，使

用以下设计元素构建的参考服务器平台可以在几秒钟内提取数万

亿字节的数据。 

虽然基础设施的详细配置取决于应用和工作负载，但这些设计原

则包含一组通用的功能构造块：

• 可扩展性和速度。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内嵌一系列增强功能，

针对常见的多种大数据工作负载量身打造。这些功能包括芯片

层面的加速器以及面向内存计算等操作的架构路径。结合适当

规模的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存储和网络资源，基于英特尔® 架构

的分析服务器可随着数据需求的不断攀升而灵活扩展。

• 安全性。特别是在强调合规性的严格管制行业中，保持数据的

私密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英特尔® 处理器技术，如英特尔® 云

完整性技术、可一键激活的的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以及英特

尔® 平台信任技术，有助于阻止数据入侵，即使信息离开服务器，

依然提供保护。 

• 优化数据提取。从各类数据源并行提取数据可以实现高速数据

聚合，并能加快产生结论。解决方案架构层针对基于英特尔® 

的硬件进行了优化，可实现最大效率和总价值。 

• 加快解决方案开发。借助英特尔的代码库和许多英特尔第三方

软件合作伙伴的解决方案，开发人员能更便捷地打造更强大的

最终分析解决方案。英特尔及其合作伙伴也可以在解决方案进

入市场之前，协助验证解决方案。

结论

改进分析结果实现的创新几乎可惠及每个组织和个人。大数据可

以预防犯罪、改善生活、助推经济转型。获益的规模将取决于解

决方案的规模。正因如此，明智的企业需要采用有助于加快从更

广泛来源提取数据的技术。随着英特尔提供的高性能组件成为分

析服务器的核心，并在整个解决方案堆栈中使用针对英特尔® 技

术进行优化的工具，下一代分析和加速创新现已触手可及。

图 3. 英特尔® 技术在构建下一代分析平台硬件基础的同时，大力推动数据分析软件工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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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适合贵公司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或访

问 intel.cn/analytics。

借助英特尔® 技术，利用大数据中实现更好
的结果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平台是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的首

选，有些客户还可以通过使用基于任务优化的硬件组件配

置分析服务器，进一步加快提取和处理特定负载的速度：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的最新一代平台体现了英特尔致力于提供无以匹敌的企业

级平台，以支持高级分析工作负载的决心。这些工作负载

涵盖内存计算、高度分散的工作负载（如 Hadoop*），

以及两种模型的综合体，如流分析。显著提升的内核、

内存带宽和 I/O 使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能够在各

类数据库和应用中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快的结果。

•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基于首创

的英特尔® 3DX Point™ 技术，有助于克服传统存储设备

的容量和性能限制。凭借低队列深度下的高 I/O、出色的 

服务质量和有负载情况下的低延迟，英特尔® 傲腾™ 固态

盘能够突破快速缓存或存储使用中的瓶颈。这有助于提

升服务器扩展能力，降低事务处理成本。

• 高速集成式英特尔® 以太网（最高 4x10GbE）。下一代

分析克服了数据孤岛，但如果网络带宽不足，就会让分

析服务器本身变成孤岛。高速集成式英特尔® 以太网可使 

数据流在网络节点之间保持峰值速度运行。这样有助于

降低总体系统成本和功耗，并改善大型存储块和虚拟机

迁移的传输延迟。

• 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 

（英特尔® OPA）可提供充足性能，满足未来高性能计算 

（HPC）分析工作负载的需求，并扩展到数万个节点，

最终以竞争力远胜当今网络的价格提供更多节点。

了解更多信息

以下资源可能对您有所帮助：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家族

• TEDx: Big data requires big visions for big change 

（TEDx：大数据需要大变革的大愿景） 

• White Paper: Tame the Data Deluge（白皮书：驾驭

数据洪流）

• White Paper: Streaming Analytics in the Real-time 

Organization（白皮书：实时组织中的流化分析）

• Solution Brief: Drive Up Performance for Analytics 

in Risk Management Workloads（解决方案简介：提

升数据分析在风险管理工作负载中的性能）

http://www.intel.cn/analytics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cessors/xeon/scalable/xeon-scalable-platform.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Xef6yfJZA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Xef6yfJZAI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cn/zh/analytics/tame-the-data-delug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nalytics/streaming-analytics-brief.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nalytics/streaming-analytics-brief.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big-data/sas-analytics-for-transformative-results-solution-brief.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big-data/sas-analytics-for-transformative-results-solution-bri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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