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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R®-IV：领先的网络系统中下一代高性能标
准存储器

摘要

网络系统的演进

根据网络和计算设备供应商的规模，
供应商所提供的各种方案要满足因特
网以及存储特性，以支持系统性能提
升的需要。所有路由器、转换器和高
性能计算系统都需要更高速率的存储
器来协助处理。因此，随机事务处理
速率（RTR） — 存储器可以提供的
随机访问（读或写）次数，成为存储
器的关键度量标准。本白皮书介绍的
®
是赛普拉斯的 QDR -IV 如何提供最
高的 RTR 和标准的方案，以满足这
些系统要求。

据预测，随着互联网连接设备和宽带视频服务的发展，在接下来的四
年中，全球网络流量将增加三倍。到2017年，36亿互联网用户将使用
190亿结点的网络连接。因此，网络设备供应商正在部署转换器和路由
器线卡，为了每一代产品更新后使性能增加两倍（该性能以线卡速率
（Gbit/s）或数据包速率（MP/s）为测量单位）。图1和图2描述了这
种发展趋势。请注意，数据包速率与线卡速率成正比：数据包速率 =
线卡速率/（最小数据包大小 + 数据包之间的间隙）。最小的数据包大
小为64个字节，其中帧之间的间隔为20个字节。因此，100-Gbit/s线卡
的数据包速率大概为150 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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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量的测量单位为艾字节（1018 字节）/月

图 1. 全球网络流量的增长趋势
来源：Cisco 视觉网络指数（VNI）预测（2012–2017）
.

Line Card and Packet Rate Growth

Line Card Rate (Gb/s)

1000

1500

100

150

10

15

1

1.5

0.1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图 2. 线卡和数据包速率的增长趋势
来源：以太网技术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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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事务处理速率
随机事务处理速率（RTR）是指在给定的时间内，存储器可支持的随机访问（读或写）的次数。它的
测量单位为事务处理/秒（例如，MT/s或GT/s）。网络系统需要的RTR由数据包速率和数据包要求的
随机存储器访问次数确定，该数值会根据存储器支持的线卡功能而改变。

线卡存储器功能
当使用线卡上存储器的六个关键功能时，RTR的重要性是最明显的。如上所述，这些功能决定了整个
系统的性能。主性能的瓶颈并不是切换速度而是通过检查数据包包头确定其类型和目标，查找转发表
中的布线，分类数据包来进行处理以及更新各种统计和状态等操作所使用的时间。

数据包缓存
路由器上的每个线卡都有一个入口缓冲区和一个出口缓冲区。当数据包等待处理和调度到切换器结构
时，入口缓冲区会保持输入物理链接中的数据包（这些数据包已经被分类和转发）。出口缓冲区存储
切换器结构中的数据包，这些数据包将被处理并传输给输出物理链接。数据包速率越高，需要的数据
包缓冲区的大小也越大，因此数据包缓冲区存储器主要由容量决定。如果高容量存储器没有所需要的
RTR 以 匹 配 上 数 据 包 的 速率 ， 系 统 制 造 商 通 常 会 设 计 一 个 分 级 结 构 ， 其 中 使 用 一 个 “head-tail
cache”来存储数据包缓冲区的包头和包尾。对于每个数据包，“head-tail cache”需要四到六个数据
操作。

转发信息库查找表
转发信息库（FIB）查找表将出口地址存储在与目标IP地址相对应的切换器/路由器上。寻找是一个重
复过程，包括对存储器进行的各种访问。可以在网络堆栈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上执行查找过程。第二层
查找通常通过散列算法实现。这些算法寻找与搜索索引相匹配的结果，而且，对于每个数据包，它们
通常需要进行四次随机访问。对于每个数据包，使用最长前缀匹配的第三层查找需要8次随机访问。

数据包的分类或访问控制列表
在该处理阶段，处理器检查输入数据包的特性（如源地址、目标地址、源端口、目标端口和协议），
并确定是否允许数据包通过。一旦数据包被分类或监管，它将暂时被存储在缓冲区子系统内，以进行
处理。对于每个数据包，访问控制列表（ACL）查找的算法方法也需要10次以上的随机访问。

处理
处理过程包括确定将数据包发送到切换器结构的时间。该过程取决于数据包的目标和所需要的服务质
量（QoS）或服务等级（CoS）。这些数据包被分为几种类型，每一类都与分层服务供应商（服务供
应商的收入段）相关联。对于每个数据包，处理应用至少要求进行一个读数据操作和一个写数据操
作，因此RTR非常重要。

统计与状态
路由器保持每个数据包和每个数据流（相关数据包的流）基础的统计量。该操作由计数器实现（这些
计数器用于存储前缀、数据流和数据包类型等信息）。更新一个计数器时需要进行一个读取-修改-写
入操作（两个随机存储器事务处理）。RTR要求同数据包速率以及所需要的计数器更新数量成正比。
线卡中的相同存储器可以使用于统计和状态。

RTR — 关键度量
所有功能都需要高RTR，而其他存储器度量不太重要。对于任意的数据宽度，随着RTR的增加，带宽
也会同比增加。请注意，随着数据宽度增加，带宽也要增加。容量是数据包缓冲区的关键属性，但
“head-tail cache”指出该功能还需要高R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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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包速率和存储器功能确定RTR的要求
表1显示的是100 Gbit/s （150-MP/s）和200 Gbit/s （300-MP/s）线卡的RTR要求。
存储器功能

每个数据包的数据
操作

100 Gbit/s
150 MP/s

200 Gbit/s
300 MP/s

“head-tail cache”/程序

4

600 MT/s

1200 MT/s

查找

4–8

600–1200 MT/s

1200–2400 MT/s

统计/状态

8–6 （4–8计数器） 1200–2400 MT/s

2400–4800 MT/s

数据包缓存

4–6

1200–1800 MT/s

600–900 MT/s
表 1. 线卡的 RTR 要求

RTR：不受网络限制
RTR性能的值不受网络系统的限制。在高性能计数、通用服务器和图像处理应用中，RTR是关键的要
求。高性能的计算系统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计算集群和存储资源都要求存储器具有高RTR，以处理数
据流中的数据。通用服务器共同使用最后一级缓存的“多核”和“众多核”处理器，它需要高RTR存
储器以满足CPU的要求。另外，高性能的图像处理系统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算法（这些算法要求对图像
数据进行快速随机访问），因此它们也受益于高RTR存储器。

选择具有高RTR的存储器
设计师必须了解各种存储器类型所提供的RTR的区别，以优化系统性能。所有存储器的RTR都由内核
存储器技术、存储器的结构（分组）和存储器接口确定。

存储器技术
影响存储器RTR的最重要因素是内核存储器技术，例如，同步DRAM （SDRAM）、较小延迟DRAM
®
（RLDRAM）或QDR 同步SRAM （QDR SRAM）。在SDRAM和RLDRAM中，实时随机访问主要由
随机周期的时间延迟（tRC）限制。最大的RTR大约等于tRC （1/tRC）的倒数。十年以来，SDRAM
tRC没有任何显著发展（预期将来也没有进展），仍然维持在~48 ns，相当于21 MT/s RTR。基于
DRAM的其他存储器会降低tRC时间，同时需要提高容量。例如，RLDRAM 3的tRC为8 ns，相应于
125-MT/s RTR。QDR SRAM被特殊优化，以用于随机访问。QDR-II+ Xtreme系列（是QDR-IV的上
一代）的RTR可达900-MT/s 。

存储器的结构（分组）
为了消除DRAM在带宽方面的基本tRC限制，DRAM器件供应商使用了“分组”概念，表示将器件分
为多个组，每个组可以被独立访问。所有组中的RTR仍由存储器技术控制（如上所述）；但由于可以
对每一组进行独立访问，因此器件的总事务处理速率（包括存储器接口限制的影响）是某时间内可用
的组数量乘以某个组中的RTR。
基于DRAM的器件对组访问要求严格的限制，将存储器分为各组也表示器件的总事务处理速率不完全
是随意指定的（仅在每个组中进行随机访问）。在纯粹的随机读取访问时会在多个组中复制相同的数
据，这样通过复制因素（复制数据的时间量）可提高读操作的RTR。
然而，复制也会引起显著的权衡问题。复制因素会降低器件的有效容量。并且，在需要进行随机读和
写访问的应用中不能使用复制。在这些情况下，需要针对每个数据拷贝重复进行已给的写访问，该过
程需要执行多个数据操作，因此会抵消复制的效果。通过实现“乒乓”方法可以使读和写操作的RTR
提高一倍，其中可以直接对两个组中的一组进行写访问，并且保存了一个映射用以指出需要保存最新
数据的组。请注意，由于设置在每一组中的数据不是精确的副本，因此该方法的结果也不是真正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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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另外，该方法也不能将RTR提高到4倍（使用四个组），因为这样会在每个写操作后至少要更新
两个组（再次留意该过程需要执行多个数据操作，因此会抵消复制的意义）。

存储器接口
影响存储器中RTR的最后因素是接口，该接口不用展示存储器的所有特性。例如，RLDRAM 3器件配
置为16个分组，理论上能实现2000 MT/s的总事务处理速率（16个组* 125 MT/s）。然而，该接口使
用了一个支持最大为1066百万条随机读或写指令（1066 MT/s）的单端口。因此，该器件的RTR由该
接口限制。
本节使用下列术语介绍RTR：“每组的RTR”表示存储器技术中的RTR；“接口RTR”表示接口允许
的事务处理速率；“存储器RTR”表示总随机事务处理速率。存储器的RTR是下面两组中较小的那
个：1.接口RTR；2.每组的RTR乘以有效组数量得到的值。

QDR-IV：性能最高的网络存储器
QDR-IV（在QDR联盟中定义）是第一个优化RTR的存储器，针对要求最为严苛的线卡功能使用：FIB
查找表、统计、处理、分类和“head-tail cache”。

QDR-IV RTR
QDR-IV系列提供了两个主要器件选项：QDR-IV HP（高性能）和QDR-IV XP （“Xtreme”性能）。
QDR-IV HP的最大工作频率为667 MHz，最大的RTR为1334 MT/s（每个端口的地址速率为 667
MT/s）。QDR-IV XP（包括分组）的最大工作频率为1066 MHz，最大RTR为2132 MT/s。上述信息
表示QDR-II+ Xtreme的性能已提高了2.4倍，作为当前最高性能的标准存储器方案。
QDR-IV还拥有其他特性，包括优化和简单化系统设计，如下面内容所述。

双向端口
传统情况下，QDR存储器支持两个单向端口：一个读端口和一个写端口。它服务于平衡读写的网络功
能如统计/状态、处理和数据包缓冲区。QDR-IV包含两个双向端口，这样可以使两个端口同时可以进
行读操作。因此，RTR增加了两倍的读优势功能（如查找）。

ECC
QDR-IV是包含了ECC的第一个QDR SRAM，可以使软错误速率下降到0.01 FIT/Mbit。

信号完整性
QDR-IV支持地址和数据总线反转，通过减少同时切换输出的噪声，降低功耗并提高信号的完整性。
QDR-IV还包含片内终端和地址奇偶校验检测，用于增强信号完整性。

时钟
QDR-IV包括一对差分指令和地址时钟（CK和CK#），以及自由运行的差分输出时钟（QK和QK#），
该时钟用于读取数据（每9个或每18个I/O使用一对，随器件而异）。QDR-IV添加了用于写数据的差分
输入时钟（DK和DK#，每9个或每18个I/O使用一对）。这样会扩大读操作的数据有效窗口。

分组（仅针对QDR-IV XP）
传统情况下，QDR存储器不支持任何分组功能。QDR-IV通过支持8个分组脱离了该趋势。与DRAM的
解决方案（DDR3/4 SDRAM或RLDRAM 3）中的分组相比，QDR-IV分组受限更少。每个时钟周期可
以对QDR-IV的8个分组其中一个进行访问。每个时钟周期端口A会访问任意分组，但在同一个时钟周
期内，端口B必须与端口A访问的分组不同。因此，QDR-IV XP很适合实现将搜索或计数器数据库拆分
为两个不同组的算法，并可以为这种算法提供2132 MT/s而不会丢失任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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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I/O信令
QDR-IV支持HSTL/SSTL（1.2 V/1.25 V）和伪开漏（POD）（1.1 V/1.2 V）的信令。其他存储器也支
持这些信令标准（DDR4 SDRAM使用POD，DDR3 SDRAM使用SSTL，RLDRAM 3使用HSTL）。

QDR-IV与其他存储器的性能比较
图3显示的是QDR-IV与其他存储器的RTR性能比较。QDR-IV可提供的RTR性能是其他存储器的两
倍。该图表还指出满足最小RTR的唯一QDR-IV（两个数据包速率150-MP/s （100-Gbit/s）和300MP/s （200-Gbit/s）都需要该RTR）。

图 3. QDR-IV 性能比较

结论
QDR-IV（RTR的最大速度为2132 MT/s）是市场上具有最高性能的标准存储器方案。它的高RTR与独
特特性（如对称双向端口、ECC、总线反转、ODT和地址奇偶校验）结合时，将可以为网络系统提供
最佳的解决方案。QDR-IV的优势还适用于需要高RTR性能和信号完整性（如高性能计算和图像处
理）的其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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