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

英特尔助力腾讯图片处理系统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系列
图片处理
互联网

成立于1998年的腾讯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拥有QQ*，微

信*，Qzone空间*等众多互联网明星产品，而图片应用基本都是这些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

特性。在这些图片应用背后，都是由腾讯的图片处理系统在支持。

挑战

•	图片处理系统面临着性能瓶颈：腾讯图片处理系统支撑着腾讯的微信，QQ，Qzone空间

等许多热门业务。每天需要处理海量的图片，某些热点业务每天就会有数亿张的图片上传

和处理，而图片的处理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的，腾讯希望能够提升计算性能以减少

计算成本。另外，在图片的用户访问这个子模块，每天要下载千亿张图片，如果系统出现性

能瓶颈，会大大影响了用户体验。

解决方案

•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系列以及其他优化解决方案：采用了复杂指令系统计算（CISC， 

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技术的英特尔处理器有强大的计算能力，但是有些

能力是通过特殊指令来体现的，譬如SIMD向量化编程指令。这些指令可以对腾讯的图片

处理系统进行有效的性能提升，同时，英特尔凭借在性能优化领域的长期积累的方法论和

体系工具譬如Intel® Parallel Studio XE Professional Edition 等，成功对下载模块存在的

性能问题进行分析定位和优化。

影响

•	提高性能，降低存储成本，支持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经过优化之后的腾讯图片处理系统，

在图片缩放方面与原来的方案相比，性能提高了20%-30%，鉴于庞大机器集群量，节省

的成本相当可观。经过优化后的下载系统与原来方案相比，性能提高50%以上，不但节省

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提升了用户体验。

作为互联网领域的领头羊之一，腾讯的产品已经进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微信朋

友圈图片分享，Qzone空间相册等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而在这后面，支撑这些产品的是

“基于英特尔在性能优化领域的

技术优势，腾讯公司图片处理系

统的性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提升

效果，其中图片缩放性能提升了

20%~30%，图片下载系统性能

提升了50%，帮助我们节省了成

本，同时提升了用户体验。”

黎文彦

图片业务组长

腾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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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公司利用英特尔性能分析套件对基于英特尔

至强处理器E5-2600 V2系列的腾讯图片处理系

统实施优化，图片缩放性能提升20%~30%，图片

下载系统性能提升50%。

腾讯的图片处理系统。“腾讯图片处理系统支持着腾讯一系列热门产品的图片服务，每天

产生海量格式不一，大小不同的图片数据。事实上，腾讯的图片数据量至今还在爆炸式增

长，如果仅仅通过增加存储容量和计算节点，将会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和管理成本，更优

的做法显然是在容量和性能上进行一定的优化。”腾讯图片业务组长黎文彦这样说到。

腾讯图片处理系统分为上传和下载两个通道，上传的图片会压缩成几种分辨率的后进行

保存，图片下载的时候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新的压缩和缩放处理。系统中的图片编解

码和缩放是计算密集型应用，实际运行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计算资源，另外在系统中的

下载模块存在性能下降的现象。腾讯希望和英特尔合作提高系统的计算性能和解决下载

模块的性能问题。

英特尔在性能优化领域有着系统的方法论并有功能强大的分析工具和性能优化库。性能

优化方法论首先是热点检测和瓶颈定位，然后针对热点从上到下去分析优化可行性，包

括了编程分析，软件架构，软件平台到硬件平台。

图片处理计算优化：

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去发现和定位图片处理的热点函数和性能瓶颈。结合英特尔性能

分析套件（Intel® Parallel Studio XE Professional Edition），在分析不同测试用例基

础上，腾讯可以在下图中发现热点函数。

微信
QQ

下载

上传

编解码
缩放

存储

图1 腾讯图片系统逻辑示意图

图2 腾讯图片系统通过Intel® VTune™ Amplifier的函数调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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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 英特尔不但提供运算性能优异的

硬件平台，而且可提供性能优化

的软件工具平台。

• 新一代 基于英 特尔架构的处 理

器包含了诸多更新或升级的指令

集，充分利用这些针对硬件优化

的指令集可显著提升系统整体性

能。

• 利用英特尔性能分析套件分析应

用的计算热点，定位运算瓶颈，实

施优化，充分发挥硬件平台运算

性能，提升用户体验。

• 针对运算密集型应用实施性能优

化，相同的硬件平台下可支持更

多运算，企业可借此节省硬件成

本和管理成本。

• 欲了解更多英特尔软件开发工具

信息，请参考如下链接：https://

sof t ware. intel .com/en-us/

intel-vtune-amplifier-xe  

• https://software.intel.com/en-

us/intel-ipp

通过研究缩放函数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相同计算发生在连续的内存中，针对这种计算负载

特别适合使用英特尔® 串流 SIMD 延伸 (Intel® SSE，Intel® Streaming SIMD Extension ) 

技术来进行加速。SIMD技术是在一条指令上进行多个数据操作是指令级别的并行化技

术。因此，它非常适合矩阵和向量的计算。最新版本的处理器包含了Intel® Advanced 

Vector Extensions (Intel® AVX)指令集，它是对之前MMX指令集 和Intel® SSE的扩展。

Intel® AVX 提供了不同的SIMD 指令，对应着64bit, 128bit, 256bit的向量寄存器就，因

此，SSE可以同时对4个32位的浮点数或者整数操作，AVX2可以同时进行8个32位的浮

点数或者整数操作。SIMD的原理如下图所示。

通 过 分析 S c a l e I m a g e 函 数 的实 现 后发 现，里面 的 具体 缩 放代 码可以 用 I n t e l® 

IPP(Intel® Integrated Performance Primitives)库里面的ippiResizeGetBufSize()和

ippiResizeSqrPixel_8u_C3R()等代替，而Intel® IPP的这些函数已经使用SIMD的向量化

技术优化过的。

根据腾讯图像缩放的业务特点和当前的服务器平台型号，选取如下CPU型号进行测试: 

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2620，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5-2640 v2，英特尔®至强™处理

器E5-2670 v3，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5-2649 v3 以及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5-2697 

v3。选取缩放的图片的分辨率为3744*5856，其文件大小为11236995字节。测试结果

表明，图片处理组件在使用Intel® IPP后性能提高了20-40%。

性能数据如下面左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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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腾讯公司

• 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 是

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

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

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 2015年11月，QQ的月活跃帐户数

达到8.60亿，最高同时在线帐户

数达到2.36亿；微信和WeChat的

合并月活跃帐户数达6.50亿。

• 腾讯公司50%以上员工为研发人

员，拥有完善的自主研发体系，在

存储技术、数据挖掘、多媒体、中

文处理、分布式网络、无线技术六

大方向都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专利

申请，是拥有最多发明专利的中国

互联网企业。

找到适合于您公司的解决方案。请与您的英

特尔代表联系，访问英特尔	IT	管理成功案

例或访问英特尔	IT	中心网站。

本文档及其信息供英特尔客户的便利之用，“按现状”提供，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包括任何可销售、适用于特定目的以及不违反知识产权的暗示保证。收到或拥有本文档不代表授予任何由此所
描述、显示或包含的知识产权。英特尔产品未计划用于医学、救生、生命维持、关键控制、安全系统或核设施应用。

所有性能测试的结果均来自于腾讯的测试报告。想了解更多关于性能和标准的信息，请联系腾讯。

用于性能测试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只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进行了优化。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 、软件、操作和功能来测量性能。

所有这些因素稍有变化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您有采购打算，应该参考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结果， 以进行充分的评估，包括该产品与其他产品结合使用时的性能。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
www.intel.com/performance. 英特尔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基准测试数据或此文档中引用的网站设计或实现，英特尔鼓励所有客户访问引用网站或其它报告了相似性能测试标准的网站，并且确认引
用测试标准是否准确，并且反映采购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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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的图片系统缩放功能使用了Intel® IPP后，现网的计算资源成本可以降低不少，由于

体量巨大，预计节省的成本会相当可观。

图片下载系统优化：

腾讯图片系统的下载模块直接关系到用户体验，这个模块的性能一直不是特别理想。由于

代码历史悠久，腾讯虽然通过人工代码审查后发现不了问题所在，通过版本的回归测试发

现性能问题在很早以前的版本就存在了，通过打印性能日志来寻找问题所在发现成本太高，

使用一些开源工具由于不够友好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不过，我们按照英特尔性能分析方

法论和英特尔性能分析套件的帮助下，经过系统的多次测试和检验后，我们顺利定位了系

统的热点函数，其中分别是MD5计算，文件写，字符串处理和系统事件等，如下图所示。

经过分析和测试后确认，write和epoll_wait是个热点但不是瓶颈函数。下面我们着重分

析另外两个函数: MD5计算函数，字符串的构造和析构函数。

图片的下载主要是HTTP服务怎么会有大量的MD5计算呢？通过工具提供的分支查看功能，发

现原因是MD5的计算函数被写到调试日志函数里面的形参里面，而这些日志的开关是在函数体

内，因此把所有作为调试日志参数的计算函数如MD5等放入函数体内，或者直接删除这些调试

日志函数。部署这个方案后，系统性能有了50%-100%的提升，当然和图片大小本身有关系的。

分析显示系统调用了太多了字符串构造和析构函数，占用了不少计算资源。通过分析发现

代码里面有个类里面有许多字符串对象成员，这个类的对象在每次HTTP请求的时候都

会生成和删除。鉴于这种情况，建议腾讯把类的成员对象采用对象池或者成员指针。这

样就可以减少对象构造和析构带来的开销，性能又额外提高了50%左右。

“我们数据中心使用的硬件设备大多是英特尔架构的产品，许多应用软件也是基于英特尔架

构而开发。在这次对图片处理系统优化的过程中，英特尔的产品和技术一方面给予了我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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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产品和技术的一致性

也避免了很多软硬件兼容的问题，从而极大

的降低数据中心优化升级带来的成本。通过

这次的合作, 我们非常认可英特尔在技术层

面的支持。非常希望与英特尔有更进一步和

更广泛的基于硬件和软件的合作。”腾讯黎

文彦最后这样说到。

图4 腾讯图片下载模块系统通过Intel® VTune™ Amplifier的函数调用统计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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