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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接近 DRAM 的性能提供更大的内存数据库容量；联机分析处理 (OLAP) 的内存支持
增加高达 6 倍，联机事务处理 (OLTP) 的内存支持增加高达 3 倍
• 即使重启，持久化保存的数据依然可用
• 启动时数据加载的速度提升高达 17 倍，有利于增强业务连续性
• 总体拥有成本 (TCO) 更低
• 利用 AES-256 硬件加密技术，让数据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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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研发，新一代内存技术已经问世
每年数据的产生量和使用量都在飞速增长。据 IDC 预测，全球数据总和 (DataSphere) 将从 2018 年的 33 ZB
1

增长到 2025 年令人难以置信的 175 ZB 。
在以数据为中心的当今世界，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数据的存储方式对企业而言越来越重要，并且成为影响工作
负载性能表现的关键。30 年来，数据存储可用技术的诸多限制迫使企业在构建系统时，必须在快速但数据具
有易失性的“主内存”与慢速但数据具有持久性的“存储”之间做出选择。企业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应用能够应对这
两种选择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
尽管创新技术不断涌现，但数据有时仍会无法在需要时确保足够的可用性。结果导致系统效率低下且滞后，数据
洞察也失去了时效性。

图 1. 传统存储金字塔

1

IDC 白皮书，希捷赞助：“Data Age 2025: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World from Edge to Core（数据时代 2025：世界的数字化，从边缘到核心）”，2018 年 11 月

英特尔 + SAP + 埃森哲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平台和傲腾™ 持久内存定义内存数据库的未来

3

白皮书

对于那些使用 SAP HANA 业务数据平台作为其 SAP 和非 SAP 应用基础的公司来说，数据库规模的快速增长
会为他们带来巨大挑战，原因是它会：
• 推高基础设施成本——使用 DRAM 的大容量系统成本高昂
• 阻碍将超大型 SAP 环境迁移到 SAP HANA 内存数据库
• 迫
 使企业对数据库进行分层，导致分析引擎无法全面深入地访问收集的数据
• 使
 企业无法将所有工作数据集保留在 SAP HANA 内存数据库平台中
要攻克目前的内存/存储难题，必须以更低成本提供更大内存容量。这正是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目标。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结合了内存和存储的优势，在内存/存储分层架构中创建了一个全新而灵活的内存层。

容量大，性价比高

图 2. 包含持久内存的下一代存储金字塔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弥合了内存和存储之间的鸿沟，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数据管理

范式转变

范式。过去，企业一直使用的是将内存/存储之间鸿沟隐藏起来的软件和专用芯片解决方案，
也已经逐渐习惯了随之而来的痛点（例如，速度慢、成本高）。如今，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带来了全新架构、容量和成本效率，将能帮助企业减轻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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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解决方案：
EVONIK 的概念
验证展示了在采

Evonik 致力于成为精细特种化学品生产领域的领导者，满足包括 3D 打印、轮胎及可持续农业在内的各类客户需求。
为了解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背后的复杂供应链，Evonik 极度依赖实时分析和报告。此外，Evonik 也通过使用创新技术
来满足自身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为支持实时洞察，Evonik 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包括在不牺牲时间或成本的前提下，创建更
大的内存数据库容量。

用 英特尔® 傲 腾 ™
持久内存后的实
际表现与总体拥
有成本的改善

该公司希望进一步改善总体拥有成本 (TCO) 效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Evonik 与埃森哲展开合作，部署基于第二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服务器。此前，每当 Evonik 要增加内存容量时，唯一的选择就
是购置更大的服务器。现在，有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Evonik 就可以转而投资持久内存模块。这样一来，Evonik
便可以灵活并更高效地将数据集整合到其 SAP HANA 平台中。在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后，无论数据集是随时间
而逐步增加，还是通过采集获得，Evonik 现在都已做好了以更快的速度处理更大数据集的准备。
在最近一项由英特尔、SAP 和埃森哲进行的概念验证中，Evonik 发现，借助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重启服务器后数
据表重新加载的时间大幅缩短。启动时数据加载速度的提升使得为 SAP HANA 打补丁或更改配置的维护时间相应缩短。
在支持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 DRAM、具有充足内存空间的 SAP HANA 稳定环境中，Evonik 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
随着 SAP HANA 系统的服务器停机次数减少，Evonik 还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提高生产力上。

概念验证的目标

测试方法

发现

• 证明可通过确定合理的 DRAM/

• 第 1 阶段，HANA 套件：

•系
 统性能得以保持：HANA Cockpit 报告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配置比
率来实现容量增加。
•通
 过关注 DRAM 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之间的配置比
率来验证大小和系统要求。

测试环境配置和数据/系统探索
• 第 2 阶段，HANA 套件：
初步测试、数据集分析
• 第 3 阶段，S/4 HANA：
敏捷测试场景、测试结果分析

查询量可观，系统性能可与典型的 DRAM
工作负载相媲美。
•系
 统启动时间缩短：测试结果证明，数据
加载并存储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后，
系统启动时间（初始数据表加载）缩短。

• 通过 Evonik 的 HANA 生产套件

•易
 于采用：如果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

和 S/4HANA 数据进行测试，

存来配置系统为 SAP HANA 系统的新安装

模拟支持业务运营所需的分析

和管理做好准备，所需的学习曲线十分平

工作负载和定制查询。

缓，所需培训也非常少。
•计
 划周全的迁移：仔细分析了源系统，并为
具有大型数据库的现有系统制定了合适的
迁移方法。
•稳
 定的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建立了一个
稳定的系统为测试活动提供支持。
•比
 率对于稳定运行至关重要：正确设定
DRAM 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之间的配
置比率是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

表 1：Evonik 概念证明执行概要2
2

DRAM 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组合的新配置：Intel Lightning Ridge SDP，配备 4 个 CXL QQ89 A0 处理器（24 个内核，165 W，2.20 GHz）。总内存包括 24 个 32 GB DDR4*
2666 MHz 和 24 个 128 GB AEP ES2，以及 1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10 800 GB、3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00 2.0 TB、3 个英特尔® 固态盘 S4600 1.9 TB 容量。BIOS 版本
WW33’18。操作系统为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5，并使用 SAP HANA 2.0 SPS 03（已应用来自 SUSE 的特定 PTF 内核）和 1.3 TB 数据集。优化表预加载的平均启动时间
（提高 1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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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30 多年以来，DRAM 一直为服务器主内存提供支持。但是，DRAM 的价格昂贵，
源自英特尔的
大容量内存
新技术

并且存在容量上限，这就限制了某些应用使用大量 DRAM 内存的能力。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以接近于 DRAM 的性能延迟，提供比 DRAM 更大、更经济的
容量，弥合了内存与存储之间的鸿沟。与典型的 DRAM 单元相比，位于持久内存芯片
内部的介质密度更高，因此可以在更小的空间中封装更多数据。因此，相较于典型的
3

DRAM 64 GB 容量，这种高密度结构支持更大的容量（从 128 GB 到 512 GB） 。

这项新技术具有持久性。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能够快速恢复应用，这是因为即使在断电后应用数据仍会保
留在内存中。另外，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成本预计也低于 DRAM。
4

5

有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单路内存容量可高达 4.5 TB ，而在上一代平台中，最大单路容量为 1.5 TB 。
总内存容量能达到这一级别，是结合使用 DRAM 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结果。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插入常规的 DIMM 插槽，并且仅可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上使用。

3

市面上还有 256 GB DRAM，但是出于总体拥有成本考虑，通常使用 64 GB DIMM。
SAP HANA 建议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2-2-2 配置。最大单路容量为 4,608 GB。
5
全部插入 128 GB DRAM，单路容量为 1.5 TB。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按照 256 GB DRAM 与 512 GB 持久内存 1:2 的配置比率计算，容量可达 4.5 T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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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模块一览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结合了
内存和存储的优势，
在内存/存储分层架构
中创建了一个全新而
灵活的内存层。

未来的 SAP HANA
硬件很可能会基于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通过将数据持久存储
在内存中，您将获得
“几乎永远在线”的
体验：由于数据已经
加载到内存中，不必
从存储器中检索数
据，因此可以大大
缩短加载时间。

基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 SAP HANA
是一个按需处理的数字
平台，启动时数据加载
更快，从 50 分钟缩短
至 46 分钟，将启动时
间缩短一个数量级。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能够支持
大型数据集，适用于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和事务处理流程。

通过持久保存数据节省时间并降低延迟
这一创新技术将大量数据移到离 CPU 更近的地方，因此无需先从存储层中检索，就可以实时处理和分析更大
的数据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具有固有的数据持久性，因此即使断电，数据也能完好无损，从而在启动
时可更快地加载数据。一旦数据存储到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某单元中，除非被更改或删除，否则即使进行
重启，数据仍会保留在该单元中。
此外，软件开发人员可以使用该持久内存作为工作数据空间，这样就不必像使用传统存储器那样，按块来回
移动数据，因此节省了时间。由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按字节寻址，因此 CPU 能够以字节级而非块级
的速度寻址数据，从而降低了延迟。
测试表明，DRAM 延迟仍略低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因此应该使用 DRAM 访问延迟要求最苛刻的数据。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还具备存储密度更大和性价比更高的优势。

6

结
 果是根据在预生产系统上进行的测试估算而来，仅供参考。系统硬件、软件或配置中的任何差异都可能影响实际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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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 2018 年 5 月 30 日发布的 SAP HANA 标准应用基准版本 2 的 SAP® BW 版本的 SAP HANA® 模拟工作负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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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W，2.1 GHz）。总内存包括 48 个 16 GB、TruDDR4* 2,666 MHz RDIMM 和 5 个 ThinkSystem* 2.5” PM1633a 3.84 TB 容量
SAS 12 GB 热插拔固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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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预加载 10 次迭代
后所有已完成数据的平均启动时间：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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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工作模式
英特尔深知当今企业有着多种多样的要求，因此设计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具有多种工作模式。
– 	内 存模式：在此模式下，应用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视为主内存。容量提升直接转化为更高的
虚拟机、容器和应用密度。在内存模式下，数据具有易失性。此模式使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易于
采用，无需更改或修改相关应用。
– A
 pp Direct 模式：通过对操作系统和应用进行优化，用户可以在 App Direct 模式下利用内存持久性。
在这种模式下，应用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和 DRAM 视为两个单独的池：一个具有持久性，一个
具有易失性。为了提高性能，开发人员可以对他们的应用进行配置以优化放置数据集的位置。
			

o ISV 必须编写应用才能在 App Direct 模式下存在/运行。

			

o SAP HANA 是第一个针对 App Direct 模式进行优化的主流数据库平台。

安全性
数据可以静态驻留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这一模块内，这一功能是 DRAM 所不具备的。为了确保静态数
据的安全性，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使用 256 位 AES-XTP 硬件加密保护持久内存层中存储的所有数据。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使用两个加密密钥。在内存模式下，当系统电源关闭时，加密密钥将丢失。在启动时，
将生成一个新的加密密钥。在 App Direct 模式下，持久性介质将使用模块中的密钥进行加密。加密密钥存储
在模块的安全元数据区域中，只能由内存控制器访问。在断电时，模块将被锁定，并且需要密码来解开密钥。
安全加密擦除功能进一步增强了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安全性。即使数据在原系统中持久保存，但通过安
全加密擦除功能，数据将被编为乱码，确保移动到任何其他系统时都无法检索。这一擦除功能将在所有数据
块中写入零，确保任何原数据都无法访问。这与机械硬盘/固态盘不同，在机械硬盘/固态盘中，原数据有时
仍会驻留并可以继续检索。

英特尔 + SAP + 埃森哲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平台和傲腾™ 持久内存定义内存数据库的未来

8

白皮书

安全功能

价值

设备数据全加密

256b-AES-XTP 加密引擎对存储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所有用户（主机）
数据进行加密。

内部密钥生成和封装

内部数字随机数生成器 (DRNG) 和密钥管理功能可为内部密钥材料提供可靠的
安全性和保护。

安全擦除

安全加密擦除可删除整个持久内存区域（在 App Direct 模式下使用）。

运行时固件保护

针对固件资产的强制访问控制可保护控制器免受基于固件的攻击。

安全启动

在启动时，控制器固件通过基于只读内存 (ROMed) 的信任根进行完全认证。

安全固件更新

控制器只会加载由英特尔的 CSS 签名的可信固件（预防固件回滚）。

安全接口

由基于 ATA 安全的安全命令对安全功能进行管理。

固件测量和报告

启动时将对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固件的摘要进行计算，并将其写入主机
可见的测量寄存器。

表 2：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控制器安全功能一览

在真实的 SAP® 环境中进行测试
过去，企业在构建系统时，一直想方设法应对内存/存储之间存在的鸿沟，他们也已经习惯了随之而来的痛点
（例如，系统速度慢、数据洞察速度慢、成本高和/或有时无法转向新技术）。
埃森哲认识到这种新技术的潜力后，与英特尔和 SAP 展开合作，向其客户介绍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大力
推荐这种企业级技术的价值。随后，埃森哲团队开始了下一阶段的开发，其中包括为期一年的以下合作：
• 利用实验室测试，测试和验证此种产品的性能和功能
• 通过完成客户端 Beta 测试，证明架构
作为首批对如何使用和管理这一颠覆性新技术拥有全面了解的系统集成商之一，埃森哲在帮助企业客户利用这
项技术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今，埃森哲正在积极运用其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帮助他们利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挖掘多层内存环境的真正价值。

英特尔 + SAP + 埃森哲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平台和傲腾™ 持久内存定义内存数据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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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除了处理 SAP HANA 的主要工作负载之外，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同样非常适合处理各类其他工作负载，包括：
– 存
 储——远程直接内存访问 (RDMA) 复制
– 基
 础设施——虚拟机、容器、应用密度
– 数
 据库——内存数据库、大型/持久缓存
– 人
 工智能——自动化智能业务流程，包括实时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 通
 信——内容分发网络 (CDN)
– 事
 务管理——海量事务管理操作
无论对于哪类工作负载，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都堪称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可为整个企业带来出色的收益。
节省时间

更大容量

更加可靠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更顺畅的数据迁移
根据 Evonik 进行的概念验证
(POC)，在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上运行的 SAP HANA 可以
实现更顺畅的数据迁移，因此对
业务影响低，系统停机次数少。
另一个优势是数据迁移所需的学
习曲线更加平缓。迁移现有 SAP
HANA 数据库需要重新配置和分
区，才能充分发挥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潜力。

通过提供更大容量（在横向
扩展配置中高达 50 TB 或
更多）8，英特尔® 傲腾™ 持
久内存使企业能够整合数
据，并且无需购置更多服务
器，就能处理 S/4HANA 的
SAP HANA 大型实例。使
用这一方案切换易失性和非
易失性存储器的比例，企业
就能实现虚拟机扩展。

在概念验证期间，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结合 DRAM，
创建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没有遭遇意外系统停机。

提高 DRAM 内存容量成本
高昂，为某些迁移到 SAP
HANA 的公司带来了经济
上的挑战。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通过降低基础设施
成本和相关的运营支出，
可大幅降低成本。

启动时数据加载速度更快
如果没有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
存，重新启动 SAP HANA 大型实
例可能需要大约 25 至 50 分钟的
时间7。借助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只需 4 分钟就能完成重启
（因为数据已经预先写入，所有
内存检查所需的时间更少）。
数据分析更快
基于旧数据运行报告可能要花费
数小时，但如果更大数据集的存
储位置是在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中，报告的运行速度就会显
著提高。

7
8

重启时间因 SAP HANA 系统而异，具体取决于节点数、数据库大小、基础存储性能、网络性能等。
纵向扩展配置中的最大容量为 24 TB（3 TB x 8 个插槽）；50 TB 容量基于各类云服务提供商的示例配置。

了解更多信息
立即与您的埃森哲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专家联系，了解如何更快提供商业洞察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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