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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 基 于  POWER8 的

Neo4j 可提供 56 TB 的

扩展内存，极大地提升

了实时处理图形查询请

求的规模。

• 基 于  POWER8 的

Neo4j 能够在执行实时

图形处理的过程中支持

标准操作要求，以及往

往需要通过脱机处理才

能获取的分析洞察力。

• IBM POWER8 硬件支

持 Neo4j 进行纵向扩

展和横向扩展，以便处

理更大尺寸的图形。

借助完全以内存为基础的实时图形处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海量图

形数据 

引言 
从近几年来看，基于图形的应用和数据处理技术呈现出指数级发展趋势，因为企业逐渐认识

到，要想推动智能应用转型，实时利用数据关系才是关键。 

与此同时，通过这些应用存储和查询的数据量也有着指数级的增长，这有力地推动了大规模内

存图形处理的发展。不过，即便图形应用的数据量在不断攀升，企业还是需要在处理查询请求

时确保实时性能及较低的延迟水平。 

基于 POWER8® 的 Neo4j® 是 Neo4j 与 IBM 工程设计的结晶，能够提供全球范围内可扩展水

平极高的图形数据库平台，以便完全通过内存来存储和处理极大尺寸的图形，这有力地打破了

以往我们在实时可扩展性方面遇到的一切瓶颈。 

作为全球领先的图形数据库，Neo4j 不仅能够帮助业务领导者管理大量数据，还能够通过数据

关系生成洞察力，让业务领导者能够实时运用这些洞察力。总地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他们要能够规模化地处理大量数据，而这也是 IBM® Power Systems® 的设计宗旨所在。 

基于 POWER8 的 Neo4j 能够为如今的企业巨头提供诸多方面的优势，帮助他们通过结合运用

实时图形处理技术和 IBM 硬件，实现前所未有的纵向扩展和横向扩展。 

为什么选择图形数据库 
借助图形数据库，企业领导者可以从仅仅只是收集数据点，转向建立数据点之间的连接。通过

将数据关系信息存储为一级实体，图形数据库能够更深入地分析单个数据点，利用它们之间的

关联。 

请参见下方的图 1，了解基本图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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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存储潜在欺诈体系分组的图形数据库示例 

图形数据库不仅能够有效存储数据点之间的关系，还能够灵活地添加新关系或采用数据模型，

以满足企业的新业务需求。 

图形数据库的首要用例包括欺诈检测、实时推荐引擎、主数据管理、网络与 IT 运营，以及身份

和访问管理。 

图形数据库正逐渐成为企业的技术主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图形中存储的数据量越来越大，还因

为数据模型之间连接也变得日益紧密。 

面对日益增加的数据规模、数据关系和复杂性，企业必须攻克由此带来的严峻挑战，确保图形

洞察力的实时优势。 

为什么选择 Neo4j 
作为图形数据库领域的中坚力量，Neo4j 能够确保应用利用数据关系中蕴含的价值。在利用这

些关系方面，唯一的瓶颈在于如何构建用户视图。 

凭借原生图形处理及存储，Neo4j 能够实现符合 ACID 要求的实时图形查询，因而在日益互联

的领域成为了任务关键型应用的完美搭档。 

未来，图形数据库是大势所趋，而在 Neo4j 的协助下，企业将能够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取

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作为图形数据库领域的

中坚力量，Neo4j 能够

确保应用利用数据关系

中蕴含的价值。在利用

这些关系方面，唯一的

瓶颈在于如何构建用户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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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的规模化图形处理 
作为原生图形数据库，Neo4j 的优势体现在专为处理图形数据而设计的两项独特功能：基础存储

和处理引擎。 

不同于其他数据库，Neo4j 采用的是由下至上的构建方式，可将数据存储为原生图形结构，以提

升图形处理的效率。另外，实时的原生图形处理也是 Neo4j 的一大特色，这能够支持标准操作要

求并提供实时分析洞察力，而从以往来看，我们通常需要借助传统数据处理技术并执行脱机处理

才能够获取这些洞察力。 

相比其他使用索引查找相关数据的技术，原生图形处理技术有所不同，它会运用内存指针来关联

各个数据点，我们往往将这一特性称为“免索引邻接”。在免索引邻接的支持下，遍历图形的查询

将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执行，具体来说，每秒通过每个硬件线程执行的每次查询，其指针追踪操作

次数可达 100 万以上。 

由此实现了“从分钟到毫秒”的性能飞跃，换言之，我们在大型 RDBMS 上需要数分钟才能运行的

查询，在 Neo4j 上只需数毫秒即可实现。 

另外，Power Systems 的

优势还体现在可提供高达 

56 TB 的扩展内存空间，

以及 CAPI 闪存架构，这

有助于处理大尺寸、大规

模的图形。 

 

规模化图形处理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在应对现如今大规模数据集的同时，确保实时功能不会因

此而受到影响。就此而言，拆分数据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如果实时图形查询过程中出现网络跳数

和索引查询，读取或分布式写入操作将不再能够以实时方式运行。 

借助 IBM POWER8 提供的 56 TB 扩展内存，我们可以在内存中存储并处理

大量图形，进而显著提升处理实时图形查询的规模。 

基于 POWER8 构建的 IBM Power Systems 
IBM Power Systems 专用于捕获和管理多种来源的数据，确保企业可以

运用这些数据执行各项操作，比如实时图形处理。 

另外，Power Systems 的优势还体现在可提供高达 56 TB 的扩展内存空间，以及 CAPI 闪存架

构，这有助于处理大尺寸、大规模的图形。 

通过进一步优化，基于 POWER8 处理器构建的 IBM Power Systems 可处理更广泛的数据工作负

载，这其中就包括图形数据工作负载。IBM Power Systems 可提供兼具成本效益、高性能及敏捷

性的 IT 基础架构，以便企业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掘多种数据源中的价值。 

就所有大数据系统而言，采用均衡系统设计是提升性能的关键所在。IBM Power Systems 的硬件

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处理功能、内存容量与带宽，以及输入/输出 (I/O) 带宽。 

POWER8 是一种大规模的多线程处理器。每个内核能够同时处理 8 个硬件线程；12 核芯片上可

同时执行的线程共计 96 个。该处理器可利用大量的片上和片下 eDRAM 缓存，片上内存控制器

可为内存和系统 I/O 提供高带宽支持。 

3 neo4j.com  

http://www-03.ibm.com/systems/power/


全球领先的图形数据库 
 

 
 

基于 IBM POWER8 的 Neo4j – 解决方案技术资料 
 

POWER8 能够提供约 4.35 GHz 的时钟速度。凭借此种速度优势，POWER8 CPU 能够以超 

POWER7 约 60% 的速度运行单线程应用，执行多线程任务的速度也在 POWER7 的两倍以

上。 

此外，一致性加速处理器接口 (CAPI) 也是 POWER8 芯片配置的新功能之一。与传统 Power 

内核类似，CAPI 闪存架构可支持芯片外加速器以一致的方式访问 POWER8 内存。依托于 

CAPI 的闪存技术引入了全新的内存层，集速度优势与容量优势于一体。 

以下是 POWER8 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亮点： 

• 处理器： 

• 单核硬件线程数增加 4 倍（相比 x86 内核） 

• 12 核芯片上设有 96 个线程 

• 每个系统设有多达 1,536 个线程 

• 同步多线程 (SMT) 性能优于超线程 (HT) 

• 内存： 

• 内存带宽提升 4 倍（相比 x86 内核） 

• DRAM 达 16 TB 

• 添加 DIMM 时确保低水平延迟 

• 每个横向扩展插槽具备 192 GB 的稳定内存带宽 

• 每秒可为企业级服务器提供高达 230 GB 的内存带宽 

• 缓存： 

• 缓存提升 4 倍（相比 x86 内核） 

• 每个插槽的缓存容量达 231 MB（适于 12 核芯片） 

• I/O 带宽： 

• 每秒的峰值带宽为 96 GB 

• 是比上一代产品 (POWER7) 带宽的 4 倍 

Neo4j + POWER8 = 完美解决方案 
结合运用 Neo4j 原生图形处理及存储与 POWER8 内存纵向可扩展性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做法。

通过使用基于 POWER8 的 Neo4j，我们能够实时存储并处理大规模图形，由此解决了以往所

无法解决的问题。 

确切地说，Neo4j 正式支持 Linux on IBM Power Systems 始于 Neo4j 2.3。此外，Neo 

Technology 和 IBM 现已接受参与面向 POWER8 及 CAPI Flash 的测试计划，该计划将于 2015 

年第四季度启动。请联系我们，参与该计划。 

总体而言，凭借 Neo4j 的优势和性能，以及 POWER8 的速度和可扩展性，我们将能够确保图

形应用具备无比优越的性能。 

 

 

 

 

 

通过使用基于 POWER8 

的 Neo4j，我们能够实

时存储并处理大规模图

形，由此解决了以往所

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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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eo4j 与 IBM POWER8 的强强联合为当今的企业领导者和应用开发人员带来了绝佳的机遇。 

Neo4j 与  IBM 

POWER8 的强强联合

为当今的企业领导者

和应用开发人员带来

了绝佳的机遇。 

借助此两项技术的优势，数据专家将能够运用图形数据库攻克他们在大数据领域面临的挑战，同

时也能够从数据关系中提取有价值的洞察力，并通过硬件实现大规模扩展。 

以下企业应用将通过基于 POWER8 的 Neo4j 获得极大的提升： 

• 连接组织数据、客户数据、产品数据及单个图形内用户活动的主数据集应用

• 面向全球企业制造商的库存或供应链管理数据的应用

• 用于在数十亿项跨国实时交易中侦查复杂欺诈行为的应用，不论是针对保险、银行还是电子

商务

• 用于监控国内或国际 IT 网络以进行故障、相依关系及影响分析的应用

• 用于管理设备、用户、位置与事务之间的大量直接和间接连接的 IoT 应用

当然，我们列举的只是部分用例，通过利用基于 POWER8 的 Neo4j，企业还可以创建更多丰富

的用例。 

基于 POWER8 的 Neo4j 不仅具备实时图形处理优势，还能够提供稳健的 IBM 硬件支持，帮助

企业实现前所未有的图形数据扩展。 

Neo Technology 致力于推动全球数据的合理化。为此，Neo Technology 打造了全球领先的图形数据库 Neo4j。世界

各地的组织都在使用 Neo4j 提取实时洞察力，这不仅限于数据，还包括数据关系。Neo Technology 为各种规模的企

业提供图形数据库，这不仅包括 Walmart、eBay、UBS、Cisco、HP、Telenor、Lufthansa 等大小型企业，还包括 

Medium、Zephyr Health 等年轻的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已运用 Neo4j 构建了多种解决方案，以及个性化推荐引擎，还

包括身份与访问管理模型、社交网络、网络监控工具、主数据管理应用等等。自公司创办以来，Neo Technology 一直

非常重视在数据关系方面取得突破，而今，世界各地的组织都在使用 Neo4j 图形数据库来分析数据关系，以期创造更

大的业务价值。 

有关 Neo4j 的更多信息，请通过

电子邮件或电话与我们联系： 

1-855-636-4532 

info@neotechn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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