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英特尔助力金山云实现 “集智高清” 产品 
显著节省传输带宽

购物/游戏/生活直播、短视频/长视频点播……丰富多彩的视频应用与活跃的视频内容

创作社区正在推动我们进入视频时代。对于视频服务提供商而言，一方面是用户对于视

频质量、流畅度、延迟等方面不断提升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快速增长的视频数量与用

户，给网络带宽、云服务等基础设施带来了日趋沉重的压力。如何在提升视频质量的同

时，节省视频传输带宽、降低成本，已经成为事关企业盈利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金山云与英特尔合作，利用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358P 处理器对于 “集智高清（Kingsoft 

smart high definition，KSHD）” 产品进行了转码性能的加速。除了利用该处理器在

基础算力方面的提升之外，金山云还使用了基于英特尔® AVX-512（Advanced Vector 

Extensions-512）、英特尔® 集成性能基元（Integrated Performance Primitives，

IPP）等技术进行优化，从而大幅提升了转码效率1。

云转码带来沉重带宽与性能压力

视频直播已经成为用户获取信息，满足娱乐、学习、互动等需求的重要方式。市场研究

报告显示，以总流水计量的中国视频直播行业的市场规模由 2015 年的 64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082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03.0%。受视频直播平台更为多元化的高质

量内容及观众更强的支付意愿及支出能力的推动，2019 年至 2024 年，市场规模预计

以 23.4%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至 2024 年达到 3101 亿元。

与此同时，用户对于视频直播的画质与流畅度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视频直播服务提供

商也竞相推出以 “原画”、“4K”、“60 帧” 等作为亮点的增值视频直播服务。这在给消费

者带来了更好的视觉体验的同时，也让视频服务提供商的带宽、编解码等服务成本不断

上升。中国头部直播服务提供商的年报显示，带宽成本占其总运营成本的 10%-20% 

左右。

在直播、录播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视频转码。视频转码是指将采集的原始

视频流在编码之后传输给云端，然后在云数据中心转换为不同编码格式、不同分辨率、

不同码率的码流，然后推送给观众，以满足不同网络环境、不同终端设备用户的视频需

求。转码的效率、压缩率将对于最终的带宽成本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通过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358P 

处理器、英特尔® AVX-512、

英特尔® IPP 等领先软硬件产品

与技术的应用，我们能够在硬件

投入增长不大的情况下，充分利

用现有的硬件资源，实现性能密

度的显著提高，从而提升投资回

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可以

支持我们向用户提供更具性价比

的集智高清服务，助力构建更加

智慧的视频服务。”

— ***

金山云***

1 数据援引自金山云内部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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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保证视频主观质量的同时降低带宽成本，业界开始尝试

采用 PVC（感知视频编码）、智能码控、ROI（感兴趣区域视

频编码）等基于人工智能（AI）的创新技术，在服务端对实时

媒体流进行转码处理，其不仅能够通过压缩噪声、ROI 修复等

方式来提升视频主管质量，还能够通过视频智能控制来实现码

率、分辨率的控制与自适应优化，从而降低总体码率，进而降

低成本。

但是，这种方式在降低码率的同时，却会对于云转码系统的性

能带来较高的压力。如果要保证在可接受的延迟范围（如 3S 

以内），实现实时视频流的快速、智能转码，就需要提供充足

的算力支持，这就要求云转码基础设施需要面向 AI 等负载，

提供创新高效的处理能力。

金山云 “集智高清” 压缩率超过 50%2

针对上述痛点，金山云推出了 “集智高清” 产品。该产品通过

自研算法，整合 AI、编码、图像处理等多种技术，通过深度神

经网络对视频画面内容进行感知，优化主观体验和智能调节编

码，对视频进行画质增强，提升视觉效果，适配更高清屏幕，

带来更好视觉感受的同时，还可帮助客户节省 20%‒40% 视

频传输带宽3，适用于多种视频场景。

在视频场景分类上，集智高清通过深度学习方式，形成了十余

大类，几十种小类视频场景模型库。客户在使用集智高清服务

时，可实时分析直播流，匹配相应的视频场景模型，根据客户

对视频画质的要求，对画质进行实时处理。

集智高清还使用了视觉重点分割等技术，集智高清在处理视频

时，对不同区域进行分层，针对每一层进行处理，保护人眼视

觉核心区域，对此区域内的宏块编码进行锐化、亮度增强等技

术处理，减少不重要的区域的码率，将视域进行精细化处理，

加强用户的视觉体验。

对于使用集智高清的用户来说，码率的降低带来直播 QoS 的

提升，包括首帧、卡顿率、卡顿时间等；在主观增益上，一方

面块级智能决策可以很好地避免块效应，减少低清视频比率，

降低产生用户反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利用 AI 的修复能力，

能够有效避免第一次编码可能造成的压缩噪声、ROI 修复、去

除运动模糊，还能够利用帧间信息修复对焦失真产生的模糊。

图 1：金山云集智高清服务

图 2：集智高清中应用的视觉重点分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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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援引自金山云内部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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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英特尔® 软硬件技术实现多倍性能提升

为了在帮助用户提升画质、降低带宽压力的同时，提升云转码

的性能表现，实现更高的性能密度，金山云在集智高清的云服

务器中搭载了英特尔至强铂金 8358P 处理器，该处理器属于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家族，基于新一代 Sunny 

Cove 微架构而开发，针对公有云应用负载的特点进行了定制

与优化，提供了高达 32 个物理核心，运行频率达到 2.6GHz。

与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相比，该处理器在单核性

能、核心数量等方面都实现了显著提高，为集智高清系统的云

转码性能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使用英特尔至强铂金 8358P 处理器的基础上，金山云使用

了英特尔® AVX-512 来优化卷积的重载。英特尔® AVX-512 

是最新的 x86 矢量指令集，用以提升要求最苛刻的计算任务的

性能，能够显著提升媒体处理集群的计算能力，提供各种高性

能图像处理解决方案，有效减小在线图像处理延迟和带宽问

题。金山云直接使用英特尔® AVX-512 指令集对固有的卷积进

行处理，与传统卷积实现相比，这种方式具备无需对源图像进

行扩边、无需填充过滤器、无需传输整个过滤缓冲区、无需旋

转源图像/滤镜/输出等优势，能够加速性能表现。

在金山云环境下进行的测试数据显示，通过使用英特尔® AVX-

512 指令集，ERJND 模块能够实现 48-103 倍的性能提升4。

而且随着分辨率的提升，性能的领先幅度还在不断的扩大。

金山云还利用英特尔® 集成性能原件（Integrated Performance 

Primitives，IPP）进行性能优化。英特尔® IPP 能够在一个函

数调用中快速实现离散余弦变换（DCT），在提升运算效率的

同时，极大精简了书写代码量。通过使用英特尔® IPP 库函

数、优化算法以最小化内存占用、英特尔® AVX-512 指令集优

化等方式，金山云能够在 DCT 计算等方面实现 3 倍左右的性

能提升6。

此外，金山云还依托英特尔至强铂金 8358P 处理器集成的

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英特尔® DL Boost）技术，将集智高

清深度学习应用中的 FP32 转换成为使用 VNNI 指令集进行优

化的 INT8。采用 INT8 等较低精度的数值可以更好地使用高

速缓存，增加内存数据传输效率，减少带宽瓶颈，从而能够更

为充分地利用计算和存储资源，并降低系统功率。这意味着，

在同样资源的支持下，INT8 可为深度学习的推理带来更多的

每秒操作数（Operations Per Second，OPS）。通过该方

式，金山云能够在精度符合需求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深度学习

的性能。

金山云内部测试显示，通过采用英特尔至强铂金 8358P 处理

器、英特尔 AVX-512、英特尔® IPP 等技术，并实现 INT8 转

换，金山云集智高清系统能够将云转码速度提升多倍。

为用户提供高性能、高经济性的云转码服务

通过在视频技术领域长期的自主创新，并集成英特尔领先的软

硬件技术，金山云能够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云转码服务，帮助直

播、录播等视频服务提供商拓展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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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VX512 指令集使用前后 ERJND 性能对比 

（越高越好，ICX8358P @32 instanc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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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越好，ICX8358P @32 instances）7

4,5,6,7 数据援引自金山云内部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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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山云

金山云创立于 2012 年，目前稳居中国公有云互联网云服务商前三（市场排名数据来源：IDC《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

（2020Q3）跟踪》报告），2020 年 5 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KC），业务范围遍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依托金山集团 30 多年企业级服务经验，金山云坚持技术立业，逐步构建了完备的云计算基础架构和运营体系，并通过与

物联网、区块链、边缘计算、大数据、AR/VR 等先进技术有机结合，深耕行业，提供超过 150 种适用于视频、游戏、数

字健康、金融、公共服务、社区、园区、教育、工业、电商零售等行业解决方案，并服务多家头部客户。

关于英特尔

英特尔（NASDAQ: INTC）作为行业引领者，创造改变世界的技术，推动全球进步并让生活丰富多彩。在摩尔定律的启迪

下，我们不断致力于推进半导体设计与制造，帮助我们的客户应对最重大的挑战。通过将智能融入云、网络、边缘和各

种计算设备，我们释放数据潜能，助力商业和社会变得更美好。如需了解英特尔创新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英特尔中国新

闻中心 newsroom.intel.cn 以及官方网站 inte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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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省带宽：视频画质增强以更小的视频文件实现更清晰画质

和更低码率，可以帮助视频服务提供商极大地降低带宽成

本，为更广泛的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视频服务。

• 高清体验：视频在编码前进行前处理工作，采用机器学习加

图像算法对视频中出现的模糊、噪点、色块等问题进行处理

修复。可明显提升视频的主观效果，处理后的视频 MOS 和 

VMAF 可远高于原视频。

• 精细处理：通过 ROI 区域检测，可将视频内容画质增强处理

的更加精细化。先将每帧的视频内容分层，再将视频画面的

主体和背景根据人眼视觉特性做差异化处理。使得主体更加

突出，背景更加纯净。

携手推动视频云业务持续创新

在过去数年中，金山云与英特尔以硬件为基础，软件为引擎，

优化为目标，在视频编解码性能优化、视频画质改善等方面，

一直在开展紧密的技术协作。例如，金山云视频云基于英特尔

处理器的 AI 加速框架 OpenVINO 进行开发，针对色彩增强算

法使用 Intel ICC 编译器进行优化，通过英特尔的算法库 MKL 

和 IPP 实现多个算法加速，媒体处理性能提高 135%。

面向视频行业的未来发展需求，金山云从采集、拼接、编码、

封装、存储、分发到播放的各个环节入手，推动以 VR、8K 等

为代表的视频方案的演进。在此过程中，金山云正在与英特尔

进行紧密合作，在 Flv（Flash Video）、编码效率提升等方面

进行协力优化，助力推动视频云业务的持续创新。

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Index
http://www.newsroom.intel.cn
http://www.intel.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