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R A C L E 产品介绍

SPARC M7 处理器

Oracle SPARC M7 处理器采用 Oracle 发明的软件芯片化技术，是业界最先
进的多线程、多核处理器，具有信息安全加速、数据库加速和 Java 加速等独
特的功能。它以空前的安全性、效率和性能水平为基于云的任务关键型服务器
基础架构奠定了基础。

处理器概述
利用新的软件芯片化功能，再加上创新的缓存和内存层次结构，SPARC M7 处理器不
仅显著提高了处理速度，而且提供了对恶意软件和软件错误的创新性防御。
SPARC M7 处理器的芯片保护内存特性提供实时数据完整性检查，可防范指针相关的
软件错误和恶意软件。该特性以低开销的硬件监视取代了成本非常高昂的软件方法。利
用芯片保护内存特性，应用程序能够识别错误或未经授权的内存访问，诊断原因并采取
主要业务优势

•

•

•

•

保护基础架构，抵御数据泄露和应
用程序软件内存错误，从而提高安
全性和可用性

适当的恢复操作。
SPARC M7 处理器还在各个处理器内核中直接集成了加密指令加速器。这些加速器能
高速运行十余种行业标准加密算法，包括 DES、3DES、AES、SSL 和 RSA。这消除

在几乎毫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提供
端到端的数据加密，且无需购置专
用硬件

了安全计算中常见的性能和成本障碍。

对 Oracle Database In-Memory 查
询提供极限加速，特别是对压缩的数
据库

流了数据库查询处理负担，并执行实时数据解压缩。相比于其他处理器，内存中查询加

通过 256 个硬件线程的吞吐性能提
高生产力

•

提供经济高效的可伸缩性，能够满足
不断增长的数据中心需求

•

通过细粒度的电源管理降低耗电量

•

保证与上一代系统的二进制兼容性，
从而实现投资保护

SPARC M7 处理器整合了可加速特定软件功能或基元的硬件单元。八个片上加速器分
速特性将性能提高了十倍之多。内联解压缩特性让同样的内存空间占用可以存储比原先
多达一倍的数据，并且毫不影响性能。
SPARC M7 处理器包含 32 个内核，支持多达 256 个硬件线程。它非常适用于虚拟化
云计算环境，可支持大量的虚拟机并提供卓越的多线程性能。
由于采用全新的片上二级和三级缓存设计，并且提高了处理器频率，因而提高了每线程
的性能。64 MB 三级缓存进行了分区且完全共享，热缓存行被移至最近的分区，从而
最大程度地降低延迟、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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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集群和分区缓存的架构非常适用于服务器虚拟化和可插拔数据库。系统管 理
和性能调优将更加容易，因为从设计上就最大程度地减少了逻辑域之间或数据库
之间的交互。
处理器可以运行多达 256 个线程，从而以每线程的性能降低换取更高的吞吐量，也
主要特性

•

芯片保护内存

•

集成到流水线的加密指令加速器

•

片上数据库查询加速器

•

数据解压缩与查询加速相集成

•

32 个多线程内核，多达 256 个硬件
线程

•

三级热缓存行移至最近的分区

•

Oracle Solaris 二进制应用程序兼容性
保证和 Oracle Solaris 源代码兼容性
保证

可以对每个线程投入更多的资源，从而减少运行线程数量，提高运行线程性能。这样，
系统可在总吞吐量与每线程的性能之间取得平衡，从而实现最佳效果。

SPARC M7 处理器和内核规格

•

32 个 SPARC V9 内核，分为八个内核集群。

• 每个处理器最多支持 256 个硬件线程；每个内核最多支持 8 个线程。
• 最大频率：4.133 GHz。
• 每个处理器支持共 64 MB 的三级缓存。三级缓存完全共享且按内核集群进行分区。每个分
区均采用 8 路集关联，且包括所有内部缓存。

• 每个处理器支持共

2 MB 的二级指令缓存和 4 MB 的二级数据缓存。每个内核集群包含四个内核，
这四个内核共享一个 256 KB 二级指令缓存。每对两个内核共享一个 256 KB 二级数据缓存。

• 每个内核 16 KB 一级指令缓存和 16 KB 一级数据缓存。
• 双发、乱序整数执行流水线，一个浮点单元和集成的加密流处理。
相关产品

以下 Oracle 服务器基于 SPARC M7 处
理器：

• 高级分支预测器和硬件数据预取器。
• 每个内核中的加密指令加速器直接支持以下 15 种行业标准加密算法，并能生成随机数：AES、
Camellia、CRC32c、DES、3DES、DH、DSA、ECC、MD5、RSA、SHA-1、SHA-224、

•

SPARC T7-1 服务器

•

SPARC T7-2 服务器

•

SPARC T7-4 服务器

•

SPARC M7-8 服务器

•

SPARC M7-16 服务器

SHA-256、SHA-384、SHA-512。
•

20 纳米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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