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摘要

从提供高可用性、管理存储到近乎实时的分析，企业的 IT 数据需求不断增加。关系数据

库和 SQL 仍然是企业级数据分析的骨干。Swarm64 为兼容大部分常用数据库和存储

应用的 PostgresQL* 提供了一个创新插件。它可让您的 IT 部门轻松处理大量高速数

据，并帮助消除引入新 IT 系统所潜藏的风险和成本。最重要的是，S64DA* 专为大幅加

速数据处理和分析而设计，可满足要求苛刻的工作负载的需求。S64DA 利用最新一代的

英特尔® FPGA 为分析用例提供行业领先的性能：

S64DA 可扩展到每秒数十亿行和数百万个插入，帮助将大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转

化为切实可行的洞察。它支持各种物联网功能，例如监控网络连接，从一系列智能设备收

集传感器输出，以及从客户获取行为数据或从数据中心或机器园区获取遥测数据。通过

快速分析大型近实时数据集，Swarm64 支持对各种用例立即采取行动，如威胁检测、客

户转化或预测性维护。

这款解决方案具有简单易用和经济高效的特点，可无缝添加到大多数常用数据库，包括 

PostgreSQL、MariaDB* 和 MySQL*。

Swarm64 的创新方法基于优化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和处理过程中的数据流，因此查询期

间触及的数据较少，并且需要处理的数据在整个系统中的移动速度更快。

英特尔 FPGA 可提高 I/O 吞吐量，减少 CPU 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和操作数。软件层将

英特尔 FPGA 处理和专用数据结构包装到通过标准接口连接到所支持数据库的插件中。

Swarm64 解决方案实现了 CPU 与英特尔 FPGA 之间的无缝协作，克服了通过网络或

典型云基础设施访问存储的延迟增加和带宽限制问题。这款解决方案可以将存储与计算

分离，实现资源的灵活运用和出色的性价比。

Swarm64 的 S64DA* 采用英特尔® FPGA
提供创新的高性能数据分析解决方案

近实时数据仓库
Swarm64 加速数据分析* 和英特尔® FPGA
 

该解决方案简介说明了如何通

过创新技术投资应对研究和业

务挑战。如果您负责以下领域...

• 业务战略： 
您将更好地了解如何使用 S64DA* 和用于数

据存储及分析的英特尔® FPGA 成功满足您的

研究和业务成果。

• 技术决策： 

您将了解如何使用 64DA 和英特尔 FPGA 为

需要存储和分析大型数据集的各种组织和行

业提供价值。

加速大型近实时工作负载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解决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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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优势：加速数据分析

• 近实时地对高速数据进行复杂查询

• 将典型数据仓库工作负载加速超过 2 倍 1

• 在相同的运营服务器上运行数据仓库工作负载

• 针对广泛的分析用例提供优化的性能功耗成本比

• 支持在 PostgreSQL* 、MariaDB* 和 MySQL* 中进行近实时分析

业务挑战：耗时、昂贵的数据仓储

从金融和医疗到零售和制造业的许多组织和行业都需要对大量近

实时数据进行复杂的分析。但是目前的关系型数据库不足以在近

实时的范围内处理大量高速数据。虽然关系型数据库功能可以很

好地处理普通数据集，但高速数据会很快达到极限，例如传感器

源或客户跟踪系统和数十亿行数据的表格。

另外，将专用于分析的服务器添加到运营服务器的成本很高。某些

ColumnStore 数据库可能不支持全部 SQL 查询。

用例 

• 在高速实时数据上运行复杂的数据分析

• 在同一台服务器上运行分析和操作数据库

• 数据仓库数据库的运行速度快 2 倍以上 1

解决方案价值：加速洞察

S64DA 是常见开源关系数据库的附加组件，显然能够提高数据分

析处理的性能。英特尔® PCIe FPGA 卡在其处理管道的核心使用。

与单独使用 PostgreSQL 相比，S64DA 能够实现更快的分析运行

速度和更高的数据吞吐量。

实时控制流程和资产

• 使用收集的数据为您的产品提供更高价值

• 立即检测并阻止威胁

• 加速创新

• 利用现有的 IT 资源和技能实现业务目标

什么是 FPGA？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是一种半导体集成电路（IC），可

以更改设备内部的大部分功能。设计工程师可以在印刷电路

板（PCB）装配过程中进行更改，甚至在设备发运到客户手中

后现场更改。这种灵活性和加速算法处理的能力使得 FPGA 

对于复杂的大规模分析（例如交易所需分析和近实时分析）

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哪些人员可以从采用集成英特尔® FPGA 的解决方案中获益？

• 需要分析大型近实时数据集的组织和行业

• OEM 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 云服务提供商

了解更多信息 ›

CPU

数据库

优化列 — 插件

SQL — 查询

预处理

内存 FPGA

解压缩

压缩

采用集成英特尔® FPGA 的 S64DA* 可对 SQL 数据库内的原始数据进行转换，实现快速、易于访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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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64DA 利用最新一代的英特尔 FPGA 为数据仓库和分析用例提供

优化的性能。

高达11 倍

的数据获取速度

高达12 倍

的分析性能3

缩减 5 倍

的数据库规模4

扩展到

数百亿

行

解决方案架构：S64DA

S64DA 旨在通过处理数据仓库管道的关键元素来加速数据处

理、检索和分析。

1. 英特尔 FPGA 用于大量压缩数据。英特尔 FPGA 的适应性很

强，支持在数十 GB 的数据中近实时地使用复杂算法。查询引

擎可确保只有相关数据返回到 CPU。

2. 定义优化列允许 S64DA 插件仅选择特定查询所需的数据。这

将实现更快的速度，节省大量存储空间并降低网络成本。

3. 执行数据库查询时，可以将第一批处理步骤“下推”到 S64DA，

在存储层附近执行这些任务。只有相关的数据部分被传递。

4. 通过这种方式，主内存的处理和缓存需求将大大减少，从而在

更经济、更节能的服务器上实现更高或相同的查询性能。

从企业和交易大厅到电子商务，以近实时的方式检测和响

应客户需求

• 增进了解，助力业务增长

• 使用更多数据点，以更低成本在内部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通过智能电网的流量分析、数据网络和电信服务创造价值

• 对高速数据流进行深入分析

• 以较低的成本近实时响应，提高每个资产的销售额

解决方案简介 | Swarm64 加速数据分析* 和英特尔® FPGA

应用

PostgreSQL* – MySQL* – MariaDB*

S64DA* 原生表

任何存储架构

通过英特尔® FPGA 加速的 S64DA* 插件兼容现有数据库软件和

存储

S64DA 使用 CPU 和英特尔 FPGA 在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中共

享工作负载。FPGA 执行数据压缩和解压缩，以及 SQL 查询中的

过滤和数据预处理步骤。CPU 侧重于计划哪些部分的查询被卸载

到 FPGA 中，执行查询的剩余部分并维护“优化列”（等同于索引的 

S64DA OLAP 优化部分）。

在 CPU 和英特尔 FPGA 之间分配工作负载有几个主要优势。英特

尔 FPGA 从存储器中获取数据并准备数据，以便 CPU 可以更高效

地进行分析，然后将其传送到 CPU。数据在英特尔 FPGA 上进行

提高速度和准确性

如果有任何一个或几个条件

得到满足，S64DA 将提供最

佳性能。

• 高速插入数据（高达数百万行/秒）

• 在非常大的数据集中查找特定信息或

聚合范围时（例如，查找价格范围或分

析日期范围）

• 近实时要求（数据库收到新信息与这

些数据可用于查询之间的亚秒级时间）

• 大型数据集的快速索引和压缩存储非常

重要时

• 针对带有大型数据集的典型数据仓储

案例

• 当已经使用 PostgreSQL*、MySQL* 或 

MariaDB* 并且在可用性能方面遇到限

制时

• 在 I/O 带宽有限和 I/O 延迟较高的环

境中工作时（例如，没有本地存储的云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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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以便更快速地传输到存储并重新加载，从而减少存储空间要

求。英特尔 FPGA 可确保数据按照指定标准进行压缩和交付，因

此只有相关数据才会移动到 CPU，从而减少整体负载。CPU 将

接收以适合其缓存的数据块进行排列的数据，从而加快算法处理

速度，并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更快的算法。

总而言之，借助 S64DA 和英特尔 FPGA，处理速度明显快于将庞

大数据集加载到主内存和采集部件；更高效的缓存提高了 CPU 

的效率；压缩意味着可以将更多数据放在主内存中，以提高效率; 

减少流向 CPU 的数据量和帮助 CPU 选择算法更有助于提升性

能。这些优势可帮助实现卓越的加速，并且不会中断当前的基础

设施。

S64DA 通过外部数据包装器与 PostgreSQL 协同工作，并通过存

储引擎界面插入 MariaDB 或 MySQL。其通过英特尔 FPGA、

英特尔® PAC 和 PAC 虚拟化环境（开放式可编程加速引擎

（OPAE））实现优化的性能。（英特尔 FPGA 完全集成到使用 

FPGA 卡的已启用服务器中。）S64DA 控制英特尔 FPGA，可简

化管理，并且对最终用户应用完全透明。

例如，在近实时商业用例中，S64DA 在结构化数据库字段中通过

PostgresSLQ以一致的结构收集关于指定因素（如时间、订单 ID 

和订单状态）的数据，并且所有额外的订单详细信息均以 JSON 

格式提供。S64DA 将原始数据转换为类似 TPC-H 的模式，以

供 SQL 数据库处理。由于 S64DA 是一个插件，因此不需要修改 

SQL 数据库。

订单 ID 时间戳 待定 订单详细信息 ...

结构化 半结构化（JSON）

行项目 订单 ID 行项目 ID 部件 ID ... 更多详细信息 ...

结构化

收集和准备原始数据，以用于 SQL 数据库处理

通过对提取、转换和加载（ETL）流程进行改造，确保在 SQL 数据库内转换原始数据 — Swarm64 可提供关键优势。Swarm64 和

英特尔解决方案不仅提供突破性的性能，易于维护，并且为分析师提供了易于使用的语言，支持其根据需要修改模式。这可为分析师

提供更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和控制力，并帮助他们更快速地访问相关的业务指标，从而作出更明智的决策。

解决方案简介 | Swarm64 加速数据分析* 和英特尔® FPGA

订单进行排队、提取并近实时地
加载到临时数据库中

转换流程（通过 SQL）近乎实时
地从 AODB 中选择所有感兴趣
的订单，并将数据转换为生产数
据仓库（PDW）中“类似 TPC-H”

的模式

生成业务相关分析，以支持
更明智的决策和切实可行的

洞察。

客户生成一系列 JSON 格式的
订单

客户 提取 加载

S64 DB S64 DB

SQL 查询

SQL 转换快速获取 关注订单

所有订单 DB/暂存
生产数据仓库

业务统计数据

采用英特尔® FPGA 的 S64DA* 解决了大数据分析中的关键瓶颈，从而缩短了实现结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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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为 OEM 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带来的优势

灵活性

• 每次设备启动时，FPGA 功能都可能发生变化。
当设计工程师想要更改或运行试用时，可将新
配置文件下载到设备中。

• 可以经常对 FPGA 进行更改，而无需进行昂贵
的 PC 主板更换。

加速

• 与 ASIC 相比，FPGA 设备是现成的（需要数月
的制造周期）。

• 由于 FPGA 的灵活性，OEM 可以在设计正式
运行和测试后立即发货，并更快地将解决方案
推向市场。

• FPGA 为 CPU 提供卸载和加速功能，从而有效
加速整个系统的性能。

集成

• 简化白盒集成。
• 在 FPGA 内提供更多功能意味着电路板上的器

件较少，通过减少器件故障数量来提高可靠性。
• 如今的 FPGA 包括片上处理器、28 Gbps（或

更快）的收发器 I/O、RAM 块和 DSP 引擎等。

总体拥有
成本

 (TCO)

• FPGA 可降低风险，支持向客户发运原型系统
进行现场试验，同时仍能够在量产之前快速进
行更改。

• 提供较长的生命周期（15 年或更久）
• 如果其中一个板载电子设备是停产（EOL），消

除对 OEM 生产设备进行重新设计和重新鉴定
的成本。

• 虽然 ASIC 的单位成本可能比等效的 FPGA 要
低，但构建它们需要一次性费用（NRE）、昂贵的
软件工具，专门的设计团队和漫长的制造周期。

提供用于数据分析的解决方案

英特尔提供采用集成英特尔 FPGA 的生产就绪型 PAC，以帮助 

OEMS 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化集成和验证，加快产品上市时间。

英特尔 FPGA 具有出色的灵活性，支持根据需求灵活地编程和

重新编程加速率，所需功耗均低于固定功能 GPU。它们提供硬化

浮点数字信号处理，以加速使用并行处理的复杂机器学习算法。

英特尔 FPGA 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相结合，提供占用

空间小的低延迟实施。

结论

数据驱动型洞察已成为当今企业和行业的竞争必需品。创新的 

Swarm64 和英特尔解决方案为数据仓储和分析提供了出色的效

率和灵活性，为数据科学家、IT、分析师以及最终客户带来了优势。

了解更多信息

了解更多关于英特尔 FPGA 的信息。

在 swarm64.com 上探索 Swarm64 创新。

解决方案简介 | Swarm64 加速数据分析* 和英特尔® FPGA

解决方案组件

• S64DA*

• 英特尔® FPGA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1.近实时 ELT 和业务分析的用例演示。最差情况：相比 PSQL 加速 1.8 倍（最佳情况 PSQL 与最差情况 Swarm64 性能）。系统配置：2 个戴尔* R640，带 2 个英特尔® 至强® Gold 6130 16C/32T 
CPU@2.1Ghz, 384 GB (12x 32GB) DDR4-2666 ECC 内存，4 个 480GB 固态盘，2 个 120GB 固态盘，1 个采用英特尔® Arria® 10 FPGA 的英特尔® 可编程减速卡，1 个双端口 10GE NIC，CentOS* 

7.4 操作系统。

2.执行的测试：将 25 亿行定期获取到包含多个工作程序的三个数据库中，每行的总大小为 25 字节，包含 4 个字段。定时表扫描查询以收集有关获取数据的初步信息。对 4 种不同大小的结果集进行
定时表扫描查询（微小、小、中和大）。对 4 种不同大小的结果集进行定时索引查询。altera.com/solutions/industry/computer-and-storage/applications/data-analytics/solutions.html。

3.例如，对于下钻类型的查询，测量所用的机器是 Supermicro* SuperServer 2028U-TR4+，采用以下配置：Super X10DRU-i+ 主板，2 个英特尔® 至强® E5-2695 v4 CPU，8 个 Samsung* 32 GB 
DDR4-2400 ECC 内存。altera.com/solutions/industry/computer-and-storage/applications/data-analytics/solutions.html。

4.Swarm64 员工将 S64DA* 与 PostgreSQL 9.6.3 和 MariaDB 10.1.21 进行了比较，无外部审计。执行 Swarm64 的“网络安全用例”，网络信息数据同时进行获取和查询。altera.com/solutions/
industry/computer-and-storage/applications/data-analytics/solutions.html。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只有在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方能得到优化。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采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上述任
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您应该参考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全面评估正在考虑的采购，包括产品在与其他产品结合使用时的性能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http://www.intel.cn/
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性能会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差异。没有任何计算机系统能保证绝对安全。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
问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omepage.html。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英特尔 Arria 和至强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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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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