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Bigstream 超加速型 Spark 应用

要点综述

许多企业都借助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来获取竞争优势。那些希望在行业中取得领先优势的

公司，正在大力投资构建基础设施，以便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宝贵的商业价值。因此，企

业需要处理的数据不断增多，各种分析任务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为了满足这种似乎永远无法满足的计算需求，过去，公司一直采用横向扩展（使用更强

大的服务器）或纵向扩展（增加集群中的服务器）策略。虽然这些策略对小型工作负载

效果显著，但随着集群规模或服务器规模逐渐增大，它们的投资回报会逐渐减少，进而

会降低企业的创新速度和商业价值。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数据分析行业开始使用硬件加速器。例如，Microsoft Azure* 和其

他云提供商在他们的云环境中引入了 FPGA 实例。同样，许多企业客户和超大型企业也

在设法利用硬件加速器。但这存在一个问题。目前，没有一个自动化流程让大数据平台

来利用 FPGA 等高级现场可编程硬件。因此，数据科学家和性能工程师必须填补编程模

型领域的这一空白。

Bigstream 的超加速技术可自动完成大数据平台分析（如 Spark SQL）加速流程，这样

用户无需更改应用中的任何一行代码，就可获得数量级的性能提升。

让您的 Spark* 应用运行速度加快 2-10 倍，无需更改应用中的任何一行代码†

图 1. 采用硬件加速时存在的编程模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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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采用纵向扩展时的典型性能提升

解决方案优势

加速技术的商业价值包括：

• 总体拥有成本（TCO）：事半功倍。公司希望扩展分析应用、

更频繁地运行这些应用，并利用更大的数据集。但这些都会导

致基础设施成本大幅增加。其中的成本涉及云提供商的收费，

如果是现场部署，还会涉及硬件、电源、散热、空间和额外人

员的成本。Bigstream 加速可以节省 30-70% 的成本。†

• 达成目标的时间：在许多用例中，客户能力有限，无法较频繁

地迭代分析以管理风险、优化收入或提高客户参与度。采用 

Bigstream 的加速技术，客户运行分析模型的速度可提高一个

数量级，进而加快实现业务目标。对于在时间方面要求更苛刻

的延迟敏感性应用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 加快创新步伐：数据科学家的稀缺和成本限制了企业创新的步

伐。在开发和运营过程中应用加速，可大幅减轻数据科学家的

工作负担，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创新计划，从而

推动获得竞争优势。

业务挑战：大数据需求对传统计算模式提出了

挑战

许多大数据或机器学习计划都是从研究项目开始的，所使用的数

据集和服务器集群的规模非常有限。但是，当这些项目成为业务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数据科学家可利用的数据源急剧增多

后，客户会发现他们所运行的集群规模呈指数级增长。当前，企

业通过横向扩展或纵向扩展解决方案来满足增长需求，但这两种

扩展方式都代价高昂，而且达到一定规模后，回报会逐渐降低。

图 2 演示了采用纵向扩展时的典型性能提升。从左到右，各数据

点表示采用指定数量的 vCPU 时 4 节点集群上的应用性能。所运

行的应用是标准 TPC-DS 性能指标评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集

群的纵向扩展，应用性能远达不到线性增长。根据实验，采用横

向扩展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因此，该行业决定使用硬件加速器，比如 FPGA。但有一个问

题。数据科学家、开发人员和数据分析专家习惯使用大数据平台

进行编程。只有极少数分析开发人员能够编写低级别现场可编程

硬件。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性能工程设计团队可能由硬件专家

组成。这些工程师通常无法创建最佳的、对于特定领域的分析。

因此，这两组人员需要合作来实现加速，这样会提高复杂程度，

并且延长达到目标的时间。

用例

Bigstream 的超加速技术可自动完成 FPGA 编程流程，从而加速

分析任务。这意味着用户运行分析任务的速度可以提高一个数量

级，而且无需更改代码，也不会受困于专有解决方案。

例如，Bigstream 加速用例可应用于金融行业。在金融服务行业，

风险管理分析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卓越的业务性能，还

可确保合规性。管理投资组合风险的典型分析引擎可能需要数百

台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将数 TB 市场数据、数 PB 历史数据和其

他数据源（比如 Twitter feed）相结合，以完成单次分析任务。

加速这种分析，能够每天运行多次迭代，从而制定更明智、更及

时的决策。

加速为这个行业带来的第二个优势是，他们可以轻松地扩展分

析集群，不必采用纵向扩展和横向扩展这种昂贵且不可扩展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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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igstream 超加速解决方案的基本架构

图 4. 采用 Bigstream 超加速解决方案后的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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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价值：简化大数据分析加速过程

虽然大型企业倾向于采用硬件加速器，但是部署硬件加速器的复

杂性一直是大多数企业所面临的障碍。采用基于 FPGA 的加速

器时尤其如此。FPGA 可以提供出色的加速功能，因为它可以根

据用户工作负载进行定制。然而，FPGA 编程需要非常专业的技

能，但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这一点。软硬件之间的连接也同样重

要。数据科学家不想改变他们编写程序的方式。

Bigstream 解决方案的整个流程对用户是完全透明的。数据科学

家可以利用 FPGA 卡的加速功能，不需要了解如何为 FPGA 编

程，也不需要改变软件。Bigstream 的运行时编译器技术完全填

补了这一空白。

解决方案架构：Bigstream 的超加速层

在较高的层面，Bigstream 超加速层可为大数据平台用户自动完

成加速流程。它由面向软件加速的编译器技术（通过本机 C++）

和 FPGA（通过 verilog 加速模板）组成。如图 3 所示，自动编

译用户代码以实现加速，可实现一个数量级的性能提升，而且完

全不需要更改用户代码。该框架还包含用于在异构硬件环境中分

布计算的 IP 和算法。

Spark 应用可实现从 2 倍到 10 倍不等的端到端加速，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实际的分析任务和服务器配置†。例如，运行某一特

定工作任务，我们发现其中最大的两个阶段分别实现了 1.7 倍

和 12 倍的加速†。在这种情况下，端到端加速为 2.3 倍†。该性

能指标评测是基于将 Bigstream 软件和采用英特尔® Arria® 10 GX 

FPGA 的英特尔® 可编程加速卡添加至搭载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0 CPU（2.30 GHz，36 个物理内核，256 GB 内存）的服

务器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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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适配层

Bigstream 数据流

Bigstream 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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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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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描述的成本降低方案旨在作为举例，说明指定的英特尔架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可能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和提供成本节省。环境将有所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和成本的节约。

英特尔处理器标号不是性能的指标。处理器编号主要区分各处理器系列内部的不同特性，不同处理器系列之间的处理器编号不具有可比性。请了解有关英特尔® 处理器标号的信息。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可能只有在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方能得到优化。性能测试（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上

述任何要素的变动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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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

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借助硬件、软件或服务来实现。性能会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差异。没有任何计算机系统能保证绝对安全。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您也可

登录 intel.cn 获取更多信息。

† 在特定系统中对组件性能进行特定测试。硬件、软件或配置的任何差异都可能影响实际性能。当您考虑采购时，请查阅其他信息来源评估性能。如欲了解有关性能及性能指标评测结果的更完整信息，

请访问：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 2018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Intel Inside 标记和标识、Intel. Experience What’s Inside 标识、Arria 和英特尔至强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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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达成目标，同时降低 TCO

综上所述，Bigstream 的软件解决方案与英特尔 FPGA 技术相

结合，可显著提高计算能力以加快运行大数据分析，从而用比传

统方法更低的成本满足最终用户服务水平协议（SLA）。1

寻找适合贵公司的解决方案。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

了解详细信息

以下是可能会对您了解更多信息有所帮助的资源：

• Bigstream 网页 bigstream.co

• Bigstream 资源网页 bigstream.co/resources-library/

• 英特尔 FPGA 加速中心网页  
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
solutions/acceleration-hub/overview.html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http://intel.cn
http://bigstream.co
http://bigstream.co/resources-library/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solutions/acceleration-hub/overview.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solutions/acceleration-hub/overview.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