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

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
美团 TensorFlow 优化实践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互联网市场，通过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

用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为用户带来更加精准、个性化的互联

网服务，已经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优先选择。作为中国领先的

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美团近年来组建了强大的人工智能技

术团队，为商家的选址、引流、外卖/配送、经营管理、供应链

金融、营销推广等一整套服务体系提供更强大的 AI 能力支撑。

但与此同时，随着用户的快速增长、智能业务的不断创新升

级，以及 AI 模型规模与复杂度的持续上升，美团的业务系统

正在面临愈发严峻的性能挑战。为此，美团积极从基础设施

重构、软件优化等角度化解上述挑战。以开源深度学习框架 

TensorFlow 相关应用为例，美团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的基础上，从大规模稀疏参数的支持、训练模式、分布式通

信优化、流水线优化、算子优化融合等多维度进行了深度优化，

并采用了英特尔推荐的技术优化方案。在推荐系统场景中，使

得分布式扩展性提升 10 倍以上1。

挑战：大规模应用中的 TensorFlow 性能瓶颈

得益于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机器/深度学习新算法的出现和计

算力的提升，人工智能在近年来开始进入爆发阶段，围绕人工

智能的各种基础创新与应用落地也快速崛起。对于互联网行业

来说，人工智能将彻底颠覆当前的资源利用与业务运行模式。

在此背景下，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在人工智能方面强化布局，

加强在深度学习模型训练、推理等方面的投入。

TensorFlow 作为 Google 研发的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能

够处理多种深度学习算法模型，以功能强大、开源、高可扩展

性而著称，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开展深度学习研究与应用的重要

工具。TensorFlow 还发布了用于推荐场景的深度学习算法模型 

Wide & Deep Learning，适用于一般的、输入具有稀疏性的大

规模回归和分类问题，比如推荐系统、搜索、排名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给推荐系统等应用进行 AI  赋能，美团使用了 

TensorFlow 进行模型训练，并采用了分布式计算的方式来解决

海量参数的模型计算和参数更新问题。但是，随着美团业务的

发展，推荐系统模型的规模和复杂度也在快速增长，训练样本

从到百亿增长到千亿，增长了近 10 倍，稀疏参数的个数从几百

到几千，增长了近 10 倍；总参数量从几亿增长到百亿，增长了 

10~20 倍2。同时，美团的 TensorFlow 模型复杂度越来越高，

模型单步计算时间增长 10 倍以上3。

在大规模的应用中，TensorFlow 的官方版本会暴露出参数的 

Variable 表达导致内存资源大量浪费、对上千节点的扩展性较

差、无法支持大规模稀疏参数的在线深度学习训练等问题，导

致出现严重的性能瓶颈，这不仅会带来不断攀升的总体拥有成

本（TCO），也可能对于上层业务带来影响。

要解决性能瓶颈，固然可以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等方式

来提升性能，但是这种方式会在 TCO 上带来较大压力，而且

会提升系统的整体复杂度。另外一个方式是从系统与软件层面

进行优化，这种方式无疑具备更高的经济性与可行性 — 经过对 

TensorFlow 框架与业务的分析定位，美团发现，当前业务中的 

TensorFlow 集群分布式均衡负载、分布式集群的通信机制、延

迟、单实例性能都是可以重点进行优化的方向。

  1 数据援引自美团内部测试结果。

2,3 数据由美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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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美团 TensorFlow 优化实践

4 数据援引自美团内部测试结果。

 ● 单位算力吞吐优化

在美团 TensorFlow 系统中，单节点的计算压力非常

大，美团希望能够进一步发挥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的性能潜力，在有限的计算资源下带来更大的性能

提升。为此，美团通过 CAT 统计出了一些高频算子，

并通过英特尔® VTune™ Profiler 可视化性能分析工具

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进行了专项优化。英特人工程

师助美团评估选定的算子在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上的性能，并基于英特尔® AVX512，并行化

等技术优化选定算子如 matmul、Pad 和 Unique 等。

以 Unique&DynamicPartition 算子融合为例，在 

TensorFlow PS 架构中，包括 Embedding 向量在内

的共享参数都存储在 PS 上，并通过网络与 Worker 交

互，在进行 Embedding 查询过程中，往往需要在大

规模稀疏场景中，在查询前进行 Unique 操作，并进行 

DynamicPartition 动作。

通常这两个过程会利用 TensorFlow 既有的算子进行搭

建，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原生 Unique 算子内部使用

的内存分配策略较为低效，导致 HashTable 创建过大

且非常稀疏；而且 Unique 和 Dynamic Partition 算子

存在冗余数据遍历，会带来较高的耗时。

英特尔工程师帮助美团评估了多种 HashTable 实现方

式的性能，并提供并行化方案，通过与英特尔工程师

的合作，美团选择使用 Robinhood HashTable 替换了 

原生 TensorFlow 中的实现，围绕 Embedding ID 的 

Unique 和 Partition 环节进行了算子合并，简化了逻辑

实现。经过上述的优化，Unique 单算子可以取得 51%

的加速，在真实模型端到端上可以获得 10% 左右的性

能提升，算子总数量降低了 4%4。

美团 TensorFlow 系统还应用了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

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DNN），英特尔®  

MKL-DNN 通过矢量化利用 SIMD 指令，并通过多线程

利用多个内核，有效利用了现代 CPU 的缓存和计算能

力，提升了指令集的效用，通常可以更好地执行深度学

习任务的计算。为了充分利用英特尔架构和提高性能，

TensorFlow 库已经使用英特尔® MKL-DNN 原语进行

了优化。

图：Unique 单算子性能优化前后对比（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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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团 TensorFlow 系统主要构建于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

扩展处理器的服务器集群上，并采用 CPU 进行 TensorFlow 模

型训练。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内置人工智能加速功能，

并已针对工作负载进行优化，能够为各种高性能计算工作负

载、AI 应用以及高密度基础设施带来一流的性能和内存带宽。

同时，采用矢量神经网络指令（VNNI）的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

速（英特尔® DL Boost）显著提高了人工智能推理的表现，这

使其成为进行深度学习应用的卓越基础设施。

除了强大性能表现之外，CPU 服务器具备更强的灵活性、敏

捷性，能够实现多种业务的弹性扩展，方便部署和管理，满足

不同业务场景的动态资源需求。在该基础设施之上，美团在推

荐系统场景中使用了 TensorFlow Parameter Server（简称 

PS）异步训练模式来支持业务分布式训练需求。

为了优化性能，美团从单实例性能优化、分布式计算优化等多

个层面进行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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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数据援引自美团内部测试结果。

 ● 分布式计算优化

在美团 TensorFlow 的推荐系统应用中，美团发现，当 

PS 扩展到一定数量后，单步训练时间反而会增加，导

致这种结果的核心原因是：Worker 单步训练需要和所

有的 PS 通信同步完成，每增加 1 个 PS 要增加 N 条通

信链路，这大大增加了链路延迟。而一次训练要执行上

百万、上千万步训练，最终导致链路延迟超过了加 PS 

算力并发的收益。

要解决这一问题，核心是在有限的 PS 实例下，进行分

布式计算的优化。为此，美团从分布式负载均衡、分布

式集群的通信机制、延迟等方向进行了优化。

分布式负载均衡优化：原生 TensorFlow 的 Adam 优化

器机制会导致 PS 负载不均衡，可能出现某个 PS 会承受

远高于其他 PS 请求的现象。为了解决该问题，美团为每

一个 PS 上的 Adam 优化器冗余创建了 β 参数，并在本

地计算 t 和 alpha 值，去除了因负载不均导致的 PS 热点

问题。在美团内部某业务模型上，通过 β 热点去除可以

带来 9% 左右的性能提升。此外，由于摆脱了对 β 的全

局依赖，该优化还能提高 PS 架构的可扩展性，在扩增 

Worker 数量的时候相比之前会带来更好的加速比。

通信优化：美团基于 RDMA 进行了通信优化的工作，主

要包括 Memory Registration 优化，引入 RDMA 静态

分配器，实现 Multi RequestBuffer 与 CQ 负载均衡，

从而在多个训练场景中将性能提升了 20%~40%5。在

美团的多个业务模型上，对比 TensorFlow Seastar 改

造的通信层实现也有 10%~60% 的速度提升。

延迟优化：首先，美团进行了稀疏域参数聚合，将 

Embedding、m、v，以及低频过滤的计数器聚合到一

起，作为 HashTable 的 Value，从而大大减少了稀疏

参数操作频次，降低了 PS 的压力；随后，美团进行了 

Embedding 流水线优化，搭建起了一套可控的 EG/MG 

并发流水线训练模式，并做到了对用户透明，用户仅

需一行代码即可开启 Embedding 流水线功能。目前，

在美团某业务训练中，Embedding 流水线功能在 CPU 

PS 架构下可以带来 20%~60% 的性能提升6。

收益：提升 TensorFlow 推荐系统的性能与经济性

总体来说，通过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 TensorFlow 优化实践，

美团在 TensorFlow 原生架构上支持了大规模稀疏能力，并从

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度优化，做到千亿参数、千亿样本的高效分

布式训练，尽可能挖掘 CPU 在深度学习训练方面的潜力，提

升性能表现与经济性。

具体而言，本次优化实践达成了如下成果：

• 新系统在支持能力层面，目前可以做到千亿参数模型，上千 

Worker 分布式训练的近线性加速，全年样本数据能够在 1 

天内完成训练，并支持在线深度学习的能力。

• 新系统的各种架构和接口更加友好，美团内部包括美团外

卖、美团优选、美团搜索、广告平台、大众点评 Feeds 等业

务部门都使用了该系统。

本次优化实践还证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是进行深

度学习训练、推理的理想平台，通过单位算力吞吐优化与分布

式计算优化，能够在不对硬件进行大规模投入的前提下，将 

TensorFlow 模型的训练性能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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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团

美团的使命是 “帮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好”，公司聚焦 “零售 + 科技” 战略，和广大商户与各类合作伙伴一起，努力为

消费者提供品质生活，推动商品零售和服务零售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数字化转型。

2018 年 9 月 20 日，美团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美团将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加大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更

好承担社会责任，更多创造社会价值，与广大合作伙伴一起发展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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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AI 助力加速业务的数字化创新

针对快速增长的 AI 应用需求，英特尔提供了广泛的软硬件产

品选项。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可支持用户在基于同一

架构的平台或基础设施上完成数据预处理、分析到 AI 应用的

全流程。用户可以使用 OpenVINO™ 工具套件等经过 oneAPI 

优化的软件，实现 “一次编写、任意部署” 的目标，并降低 AI 

应用的开发门槛，缩短 AI 应用的上市时间。同时充分利用现

有服务器资源，有效节约成本。

面向 AI 发展浪潮，英特尔将与美团等伙伴持续合作，将计算、

存储、网络等方面的能力充分赋能给业务创新，加速 AI 行业

落地发展，推动 AI 技术与实践的落地，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加

精准、个性化的服务，同时更有效地降低 AI 部署的性能、成

本与技术门槛，促进行业的智慧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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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