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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综述

FPGA 一直被视为实施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AI/ML）推理的理想平台。FPGA 拥有数

百个或数千个可用的乘法器/累加器（MAC），可提供充足的资源来执行卷积神经网络

（CNN）、递归神经网络（RNN）和其他深度神经网络（DNN）所需的计算。但想要

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必须具备 Verilog 或 VHDL 方面的专业硬件描述语言（HDL）编程

知识。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鲲云科技）开发了一款高性能、低功耗 AI 加速引擎，

称为定制 AI 数据流加速器（CAISA），可（在英特尔® Arria® 10 GX 1150 上）发挥出 

FPGA 高达 90% 的性能潜能，并且无需进行 HDL 编程。目前，使用鲲云 CAISA 引擎

及相关的 RainBuilder 端到端工具链，AI/ML 应用开发人员可充分发挥 FPGA 级别的

应用性能，同时使用熟悉的深度学习（DL）框架，如 TensorFlow、Caffe 和 ONNX。

业务挑战

FPGA 可用作芯片集成到主板层的系统中，也可用作可编程加速卡（PAC）插入现有的

系统扩展插槽。无论哪种情况，AI/ML 应用开发人员都需要使用合适的工具和技术来缩

短产品上市时间。软件开发人员可能会采取基于可加速卡的方法，并要求使用简单易用

的开发工具，快速将使用行业标准框架开发的 AI/ML 应用转化为可在基于指定 FPGA 的 

PAC 上运行的快速实施方案。硬件开发人员需要使用现成的 AI/ML 知识产权（IP）和简

单易用的工具，前者可灵活用于基于 FPGA 的系统设计，后者可提供给团队的应用开发

人员。这两种开发团队还需要使用合适的 C/C++ 应用编程接口（API），通过在主机处

理器上运行的软件控制加速的 CNN 和 DNN。

IP 开发商采用了许多方法开发可高效实施 CNN、RNN 和 DNN 的引擎。面向特定神经

网络调优的定制硬件架构可提供卓越的性能，但灵活性不足。这些定制架构必须与待实

施的网络永久联结在一起，不适用于其他网络。基于 SIMD 架构的软协处理器具备可编

程性，但无法发挥 FPGA 的全部性能潜能，而且会限制 FPGA 的加速能力。

琨云 CAISA 引擎基于数据流架构，可（在英特尔 Arria 10 GX 1150 上）发挥高达 90% 

的 FPGA 理论峰值性能†。CAISA 具备较高的可扩展性，适用于各种 FPGA。这种灵活

性支持应用设计人员根据应用要求对设计进行调整，从而提升性能或降低成本。

琨云 CAISA 架构不局限于一个或几个神经网络，而是支持目前几乎所有的 CNN 网络。

琨云 RainBuilder 开发工具可将使用通用 AI/ML 架构（包括 TensorFlow 和 Caffe）开

发的模型自动转换为可在基于 FPGA 的 CAISA 引擎上直接、高效运行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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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SA：简单易用的高性能 AI 推理解决方案

琨云 CAISA 引擎以 IP 形式提供，并集成在基于 FPGA 的 PAC 

中。RainBuilder 工具链 — 包含编译器、运行时生成器和驱动

程序，适用于 CAISA 引擎的两个版本。可用的 PAC 包括：

• 基于英特尔 Arria 10 SX 160 FPGA 的雨人加速卡（Rainman 

Acceleration Card），适用于前端应用

• 基于英特尔 Arria 10 GX 1150 FPGA 的星空加速卡（Nebula 

Acceleration Card），适用于边缘和数据中心应用

兼容 CAISA 的 PAC 包含基于英特尔 Arria 10 和英特尔 Stratix® 

10 FPGA 产品家族的主板。

硬件 IP — CAISA 数据流图表架构

顾名思义，CAISA 是一款基于数据流的架构，与传统基于指令

的处理器架构不同。琨云最新的硬件架构 CAISA 2.0 是经过高

度优化的数据流图表架构，适用于高性能 DL 加速。

MAC 效率 = 
测量性能

峰值性能

架构效率是指测量性能与理论峰值性能之间的比率。测量性能是

运行 CNN 推理时的实际性能，峰值性能是工作频率乘以部署的

算术运算符数量后的结果。简言之，架构效率指的是每个时钟周

期内积极进行计算的已部署算术运算符所占的比例。基于指令的

架构通常保持 10%-20% 的架构效率，但数据流架构不使用指

令控制硬件，因此 CAISA 引擎（在英特尔 10 GX 1150）可确

保高达 90% 的效率†。这种高利用率可确保引擎始终提供较高的

性能和出色的能效。数据流图表架构采用高度并行的执行流，不

产生控制流开销，因此延迟极低。图 1 显示了 CAISA 引擎的结

构示意图。

CAISA 引擎包含一整套基础 DL 运算符，几乎涵盖所有常用的 

DL 模型。CAISA 引擎是一款完全独立的全功能 AI 加速器，可

根据应用的数据密度和可用的 FPGA 硬件资源，在各种 Al/ML 

应用中提供出色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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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AISA 引擎结构图

图 2. RainBuilder 工具结构示意图

RainBuilder — 填补算法与硬件之间的空白

在进行 FPGA 加速时，如果不借助专用的软件工具，算法和应用

（软件）工程师可能会遇到各种麻烦。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琨云

开发了面向 CAISA 架构的 RainBuilder 工具链。借助 RainBuilder 

工具，工程师无需直接修改 FPGA 上的逻辑资源。如图 2 所示，

RainBuilder 工具由三个模块组成 — 编译器、运行时和驱动程序。

RainBuilder 编译器

RainBuilder 编译器是一款算法编译模块，可自动从 DL 模型中提

取结构和系数。之后，该编译器将 DL 模型转换为数据流图表中

间表示（SG IR）。RainBuilder 编译器模块支持大多数常见的 DL 

框架，包括 TensorFlow 和 Caffe。在转换过程中，该编译器面向 

CAISA 架构优化模型，以确保高效的运行时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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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uilder 运行时

RainBuilder 运行时模块提供 C/C++ API 以控制生成的基于 

CAISA 的模型。您可以轻松调用这些 API 以在 CAISA 引擎上

测试和运行 SG IR 模型。此外，该运行时模块还可通过仿真套

件、量化模块等工具进行扩展。而且该运行时模块支持定制功

能，化身为便利的软件套件，支持工程师开发和部署基于 AI 的

解决方案。

RainBuilder 驱动程序

RainBuilder 驱动程序是一个透明的固件层，可自动处理关于 

CAISA 引擎的所有操作和 I/O 驱动程序。该层位于硬件和软件之

间，您无需了解任何关于 CAISA 架构或 FPGA 设计的硬件细节，

也可获得类似 CPU/GPU 的软件开发体验。

使用 RainBuilder 工具，开发人员可快速将 DL 算法转化为兼容 

CAISA 的 SG IR 集，它可以直接在 CAISA 加速器上运行，无需

进行额外的硬件开发。这样极大地提高了在基于 FPGA 的硬件加

速器上部署高性能 AI 应用的效率。

操作指令

模型

IR

应用

动作识别

ADAS

图像分类

模型系数
RainBuilder
编译器

RainBuilder
运行时

1 // load network
2 LoadSGDataMapFromDir();
3 LoadFromImageFile();
4 // Prepare Running Environment
5 builder->Build();
6 // Run the forward func of network
7 runner->Run();

图 3. 使用 RainBuilder 工具的开发流程

使用 CAISA 开发和部署 DL 模型

使用 CAISA 开发和部署 DL 模型非常简单，每个系统层之间都

有定义良好的接口。

如上所述，RainBuilder 运行时可为用户提供 C/ C++ API 来开

发和测试 DL 模型。运行时 API 是面向开发人员特别是算法开

发人员的开源 API 集。该 API 支持开发人员在算法层轻松测试

单个 DL 模型，从而支持开发人员评估模型设计的性能并快速

调整设计。

RainBuilder API 也是适用于第三方模块的高效的软件接口。

琨云提供一个 I/O 子模块，称为 “I/O Service”，可充分利用这

一特性。算法实施后，I/O Service 模块将运行时包装为 DL 加

速服务。该工具可帮助应用工程师快速构建系统级应用，以便

在程序顶部实施 DL 模型和复杂的逻辑和控制。

应用层

硬件

琨云堆栈

用户 APP/UC

I/O 服务

运行时 AI 算法模块开发运行时

驱动程序

CAISA

图 4. 基于 CAISA 的应用部署示意



解决方案简介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4

解决方案价值

无论是研究层面，还是工业层面，DL 加速都是一个不断变化

的应用领域。英特尔 FPGA 提供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平台，其

可编程功能可一直延伸至 RTL 层，从而满足 AI 研发项目的快

速开发要求。琨云 CAISA 引擎及 RainBuilder 工具链提供有

用户友好性开发界面的高性能，高能效的 DL 加速，从而确保

更多的人从英特尔 FPGA 出色处理能力中受益。

CAISA 引擎是一款高效的 DL 加速器设计，可在运行时发挥出 

FPGA（在英特尔 Arria 10 GX 1150 上）高达 90% 的理论峰

值性能，同时提供比 CPU 或 GPU 高 4.5 倍的性能†。此外，与

同等性能的 GPU 相比，英特尔 FPGA 与 CAISA 引擎相结合，

可显著降低能耗（能耗大约降低 75%）。

结合使用 CAISA 架构和英特尔 FPGA，只需几个步骤就可部署

复杂的 DL 解决方案，而且能够在基于英特尔的紧凑型系统中

轻松实现高性能、低延迟、低功耗等优势。

解决方案优势

• 琨云 CAISA 架构高度可扩展，而且可通过外部 FPGA 模块

进行定制。

• 琨云 CAISA 架构可最大限度地利用 FPGA 硬件资源：（在

英特尔 Arria 10 SX 1150 上）利用率高达 90%†

• 琨云 Rainbuilder 工具集提供类似 CPU/GPU 的开发环境

• 琨云 CAISA 架构和 Rainbuilder 工具支持大多数 AI 算法

• 琨云 CAISA 架构提供高性能、低延迟和低功耗等优势

用例

智能教室

由于琨云 CAISA 架构具备出色的灵活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这款

强大的 DL 引擎嵌入到轻量级英特尔® Arria® 10 SX 160 FPGA 

模块中，然后将该模块集成到基于英特尔架构（IA）处理器的

紧凑型系统中。

图 5 显示了一款面向智能教室的应用。该模型是一个多手势分

类器，在 CAISA 引擎上运行，可以识别起立、举手、低头伏桌

或环顾四周的人。这款 AI 系统可安装在教室前面，对学生课堂

行为进行统计，从而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反馈。例如，如果举手

和起立的学生较少，说明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互动。因此，学生

可能会逐渐失去学习该课程的兴趣。

起立

开放式可插接规范 
（OPS）

英特尔® Arria® 10 SX 
160 FPGA 插件

举手 转身

图 5. 智能教室 OPS 系统

简要介绍

• 基于 CAISA 的端到端姿势检测

• 外形紧凑，易于集成

• 4 种姿势分析：
 ‐ 站立
 ‐ 举手
 ‐ 低头伏桌
 ‐ 环顾四周

• 对象检测、跟踪、特征提取等

性能

• 高清视频姿势检测

• 模型输入大小：256x256 像素

• 检测到的最小对象：60x60 像素（以 1080P 分辨率）

• 精确度高达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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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监控 — 多通道实时对象检测

将 CAISA 架构应用于中端英特尔 Arria 10 SX 660 FPGA，并将

其添加到基于英特尔酷睿® i3 处理器的网络视频摄像机（NVR）

系统上，该系统即可化身为支持 AI 的智能边缘计算模块。该系

统可对从摄像头流传输来的多达 16 条视频通道进行基于 DL 的

实时图像处理，包括对象检测、特征提取等。如图 6 所示，16 

个 IP 摄像头设置为 NVR 的视频源，并配备一个英特尔 Arria 10 

FPGA 卡以检测每个摄像头捕捉的人，并实时显示所有 16 个视

频源的反馈。

图 6. 16 通道实时对象检测

简要介绍

• 适用于智慧城市、智能校园等应用场景的 AI 边缘服务器解决
方案

• 兼容传统非 AI 监控系统

• 低功耗、轻量级 DL 加速器

• 对象检测、跟踪、特征提取

性能

• 对象检测：16 通道高清视频（每通道 12.5 FPS）

• 检测到的最小对象：60x60 像素（1080P）

• 精确度高达 99.3%†

• 端到端工具链适用于 FPGA 开发（支持 TensorFlow 和 Caffe）

结论

鲲云科技开发了一款名为 CAISA 的高性能、低功耗 AI 加速引

擎，可（在英特尔 Arria 10 GX 1150 上）发挥出 FPGA 高达 

90% 的性能潜能，并且无需进行 HDL 编程。目前，使用鲲云 

CAISA 引擎及相关的 RainBuilder 端到端工具链，AI/ML 应用

开发人员可充分发挥 FPGA 级别的应用性能，同时使用熟悉的深

度学习框架，如 TensorFlow 和 Caffe。琨云解决方案支持开发

人员以较低的成本快速部署高性能、低延迟、高能效 AI 推理加

速器。这些 AI 加速器适用于边缘和数据中心应用，包括监控、

智慧城市、智能教育、智能工业、大数据分析、大批量目标检

测等。

更多信息

• 了解英特尔 FPGA：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cn/zh/products/programmable.html。详细了解英特尔人

工智能创新：www.intel.com/fpga-ai

• 如欲更多地了解关于琨云 AI 加速解决方案的信息，请访问：

https://community-en.corerain.com，或直接联系琨云公司 

sales@corerain.com

英特尔不对第三方资料进行控制或审计。您应浏览相关内容，查询其他数据来源，确认参考资料准确无误。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只有在英特尔® 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方能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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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参考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全面

评估您正在考虑的采购，包括产品在与其他产品结合使用时的性能。

性能结果基于 2019 年 3 月的测试，可能不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请参阅配置披露了解详细信息。任何产品或组件都无法保证绝对安全。

§ 配置

规格 OPS NVR

CPU 英特尔® 酷睿™ i3-8100 英特尔酷睿 i7-7700

FPGA 英特尔 Arria® 10 SX 160 英特尔 Arria 10 SX 660

内存 DDR4 8 GB DDR4 16 GB

存储 M.2 128 GB mSATA 32 GB

OPS 使用 1 USB 网络摄像头输入（Logitech V-U0028 Webcam）进行测试，NVR 使用 16 IP 摄像头输入（Hikvision DS-2CD1221(D)-I3）进行测试。

英特尔® 技术的功能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可能需要激活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实际性能可能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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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购买时，请查阅其他信息来源以评估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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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ontent/www/cn/zh/benchmarks/benchmark.html

© 2019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英特尔® FPGA、英特尔® Stratix® 10 和英特尔® Nios® 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 文中涉及的其它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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