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手携手英特尔

通过 LaoFe NDP 架构

加速异构计算提供多元算力

摘要

数据的多样化以及现代化数据中心工作负载的复杂化，使得跨越标量（CPU）、矢量 

（GPU）、矩阵（ASIC）、空间（FPGA）的异构计算成为企业推动 IT 基础设施重构

的重要选择。通过部署分布式智能的跨产品组合硬件和软件架构，企业能够全面提升

未来数据中心的规模和效率，更智能地使用最佳计算资源，即用最优架构来完成每项

任务。

为了满足旗下各种应用对于多元算力的需求，快手推出了可实现异构计算的 LaoFe 

NDP（Latency oriented Fpga engine for Near Data Processing）架构，加速不同

场景的计算，并能够在英特尔硬件上得到最优的性能执行。快手还与英特尔合作，在

推荐场景实现了基于 LaoFe NDP 架构的 FPGA based KVS 的实践落地，在实例中，

通过将查表等负载卸载到参数服务器中集成的英特尔® Stratix 10 FPGA 中，显著提升

了系统吞吐性能并降低了请求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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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异构计算成为化解算力瓶颈的重要方式

随着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力度的不断加大，数据规模正呈现出

指数级增长的趋势，人工智能（AI）、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应

用不断创新落地，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

赛迪顾问的《先进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随着数字技术

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持续渗透，全社会对算力需求预计每年

仍将以 20% 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英特尔预计，全球的算力

需求预计到 2025 年将提升 1000 倍，四年内增加 1000 倍，

相当于摩尔定律的 5 次方。但与此同时，算力供给的增长却无

法跟上算力需求的脚步，导致算力瓶颈的出现。

要化解算力瓶颈，异构计算是一种重要的选项。异构计算主要

是指使用不同类型指令集和体系架构的计算单元组成系统的计

算方式，旨在针对不同的任务选择最优的计算架构，从而充分

发挥各种计算机构的优势，协同完成复杂的工作任务。例如， 

异构计算能够充分发挥 CPU 在通用计算上的灵活性，发挥 

GPU 在处理并行工作负载中的高效率优势，搭配 FPGA 在并

行度、灵活编程、可重构等方面的优势，以及 ASIC 在处理特

定工作负载上的特殊能力，能够更合理地分配计算资源，确保

各种类型的负载能够得到最优处理。

异构计算在解决部分大规模复杂业务中具备重要优势。例如，

在推荐业务场景中，需要根据用户画像和内容向用户推荐其感

兴趣的内容，这就需要通过召回从海量信息中选择出的、与用

户特征相关的结果，并通过 “排序” 来划分内容的优先级别。

要高效、准确地完成这一过程，就需要通过参数服务器来存

储、处理海量的数据特征以及排序模型参数。

作为超 3 亿日活、日均千万级短视频上传、强调社区普惠的短

视频 APP，快手推荐系统面临着巨大的性能挑战。目前快手推

荐系统采用的是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架构模式（如图 1 所示），

推荐系统中的存储型服务主要是用来存储和实时更新上亿规模

的用户画像、数十亿规模的短视频特征、以及千亿规模的排序

模型参数。其中参数服务器是一个容量和带宽受限的系统，需

要支撑每秒数亿次的 KV 请求；计算型服务主要进行的是视频

召回检索、推荐模型预估和推荐策略计算。

由于快手参数服务器的 KV 请求高达每秒数亿次，大规模查表

会消耗大量 CPU 资源，成为其性能的主要瓶颈，这也为快手

通过异构计算来解决此类问题带来了契机：通过将负载卸载到

专门优化的芯片上，将有助于消除性能瓶颈，在吞吐量与延时

方面实现显著的改善。

解决方案：LaoFe NDP 异构计算架构在英特尔

平台上得到最优执行

为了满足内容生产、内容理解、内容分发、内容消费、用户互

动等过程中的多元算力需求，快手打造了可提供异构加速选项

的 LaoFe NDP 架构。LaoFe NDP 通过计算体系结构创新、软

硬一体化、领域专用加速器设计，通过网络存、存储、计算三

重加速来提供低延迟、高并发、高吞吐、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的基础资源。

存储型服务

计算型服务 KVS 加速 

预估服务
Prediction Service

召回服务
Retrieval Service

参数服务器
Parameter Server

分布式索引
 Index Server

用户画像
User Profile Server 

推荐服务
Recommendation

Service

图 1. 快手推荐系统采用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架构模式 图 2. 快手 LaoFe NDP 异构计算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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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据处理（NDP）方案在 Server 机器上安装一个或多个 

FPGA 加速卡，基于流水线的方式实现三重加速：网络加速、

存储加速、计算加速。将各个关键操作卸载到 FPGA 实现 

后，CPU 只负责一些维护和设备状态管理，工作负荷减轻；

将 CPU 剩余算力用作其他业务场景（更适合 CPU 做的场景，

例如网页服务、流媒体服务等），或用低端的 CPU 去做管理

和维护，降低 CPU 的采购成本。

网络加速模块将 CPU 处理的网络收发请求卸载到 FPGA 端运

行；网络请求可能是一个查表请求，可能是一个计算请求，也

可能是先查表后计算的请求。

存储加速模块在网络模块的下级，负责查表操作。

计算加速模块在存储加速模块的下级，负责计算（具体的计算

类型在请求包里面定义）加速。

  

加速后的方案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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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加速：

 ● 存储加速：

将 CPU 收发网络数据操作，卸载到 FPGA 上。Client 发送

的请求包直接发送给 FPGA。

相比 gRPC 基于 TCP/IP（网络协议栈），功能过于复杂，

性能和延时方案无法保证。基于 FPGA 实现了一套 SD-

RDMA 协议（Software defined 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通过应用层添加字段的方式，保证了类似 

gRPC 的可靠性传输。同时请求延时大幅降低。

将 CPU 存储操作卸载到 FPGA 

上；基于通用 KV 存储场景定

制了一套易于 FPGA 访问的 KV 

（Key-Value）引擎；可以最大

程度发挥 FPGA 的能力，KV 查

表的吞吐相比 CPU 方案提升 5 

倍以上。FPGA 通过 PCIe 访问 

KV 数据，通过 Hash 查表完成数

据索引，得到对应的 val 数据。

KV 引擎结构如右图：

Req 包：

Ethernet_Header payload

UDP/IP 0x1111 … Op_code Key1 Key2 … keyN

UDP 标准网络头 SD-RDMA 标示 其他字段
描述请求类型：查表\计算 

（sum，pooling）等

Resp 包：

Ethernet_Header payload

UDP/IP 0x1111 … Op_code KV1 KV2 … KVN

UDP 标准网络头 SD-RDMA 标示 其他字段
描述请求类型：查表\计算 

（sum，pooling，sor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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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s

Request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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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Memory

Graph Computing

Machine Learning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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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MLP 

LSTM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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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ryption

Decryption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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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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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Fe Runtime Tool chain

D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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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DDR SSD
Optane
PMem

图 3. 快手 LaoFe NDP 架构图

 ● 计算加速：

领域专用处理器（DSA）是一类针对特定领域量身定制的

处理器。它针对特定领域可编程，同时在特定领域问题处

理上能带来显著的性能和效率的提升。典型的领域专用处

理器包括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和 DSP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各类面向深度神经网络加

速设计的硬件基本也属于领域专用处理器，比如 Google 的 

TPU 等。

通过 DSA 的方式将计算操作卸载到 FPGA 上，实现了一个

领域专用处理器。领域专用处理器是一类针对特定领域量

身定制的处理器。它针对特定领域可编程，同时在特定领

域问题处理上能带来显著的性能和效率的提升。相比通用

处理器，领域专用处理器获得更高性能和效能：更为有效

的并行处理方法；更高效的内存层次结构；定制化的执行

单元。和通用处理器一样，领域专用处理器也是软件可编

程的，在确保性能和效率的同时也兼顾了灵活性，对常用

的计算操作都可以很好支持。

对于用户而言，可以使用领域专用语言（Domain Specfic 

Language，DSL）进行编程，典型 DSL 包括针对 DNN 的 

TensorFlow 等。通过 DSL 去定义某个具体的计算过程

（例如：TOPK，点积计算、余弦距离、卷积等）。

 ● 近存储计算：

通过计算加速使得 Server 端算力大幅提升，Client 端请

求涉及的计算操作均可以在 Server 端完成（例如，TOPK 

计算，受限 Server 负载过重，将该计算放到 Client 端来

做），后续计算过程可放到 Server 中，Client 端直接获

取计算后的结果。由于不用再传输中间数据，极大降低了

网络带宽。

快手 LaoFe NDP 架构如图 3 所示，其打造了支持 SSD/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DRAM 内存、基于 hash 的 Key-Value 存储

引擎，能够有效加速存储性能；在计算端，快手 LaoFe NDP 

可支持面向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场景等领域的专用异

构处理器，实现更有效的并行处理、更高效的内存层次结构与

定制化的执行单元；在网络端，快手 LaoFe NDP 通过自研的 

SD-RDMA 远程直接内存访问来实现可靠的网络传输，以及流

量控制、拥塞控制功能，提供了 100G 高速网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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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 LaoFe NDP 架构通过在 Key-Value 存储引擎支持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能够提供更具性价比的存储选项。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是一种颠覆传统的持久内存，集高速、高性价

比、大容量、持久数据保护和高级加密等优势于一体，并提

供了内存模式（Memory Mode）和应用直接访问模式（App 

Direct Mode）两种模式。在内存模式中，它提供有 128 GB、

256 GB 和 512 GB 容量，与普通的易失性系统存储器完全一

样，但成本更低，能在稳定的系统预算中实现更高容量。

在内存模式下，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作为经济高效的 

DRAM 替代品。CPU 内存控制器会把持久内存视作易失性的

系统内存，表现与 DRAM 类似，同时 CPU 内存控制器会将 

DRAM 内存用作持久内存的高速缓存。该模式能够提供更大的

内存容量，但在这种模式下，数据访问请求会先在 DRAM 内

存上检查是否命中，如果命中缓存，数据直接从内存中获取，

延时与 DRAM 相同；如果没有命中缓存，会再到持久内存上

进行访问，这会带来更多的 I/O 开销并增加延时，总延时是 

DRAM 内存和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总和。

在快手 Key-Value 存储引擎中，快手针对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的特性，对分布式索引和参数服务器中的 KV 存储进行了

重新设计。基于异构存储的索引系统几乎达到纯 DRAM 的索

引系统相同的性能指标，但成本降低 30%。同时异构存储的

索引系统能够提供分钟级别的故障恢复速度，比之前小时级别

的恢复提升了百倍恢复速度。

在计算端，快手 LaoFe NDP 架构能够充分发挥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FPGA、以及 GPU、ASIC 等异构芯片

的处理能力。其中，英特尔® FPGA 提供了富于弹性的可编程

硬件能力，特点在于延时低且可精确控制，单位算力功耗低、

片上内存大，较适合于延时要求高、批处理（Batch）比较小、

并发性和重复性强的应用场景。

图 4. 英特尔® 傲腾™ 技术创新 – 两级内存/存储

工作模式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200 系列具有多种工作模式⁴：

内存模式无需更改应用即可提供大内存容量，并且性能接近 

DRAM，具体视工作负载而定。在内存模式下，CPU 内存控制器

将所有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200 系列视为易失性系统内存

（无数据持久性）。CPU 将 DRAM 用作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的高速缓存。内存模式下，模组中的数据将通过单个加密

密钥进行保护。该密钥在断电时会被丢弃，使数据不可访问。

与 DDR4 DRAM 相比，内存模式下持久内存的大内存容量能够以

更低的成本支持更多虚拟机，并为每个虚拟机分配更多内存⁵。 

I/O 依赖型工作负载也可以从内存模式中受益。因为与 DDR4 

DRAM 相比，此种模式下的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200 系列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大的容量，因而能够支持更大的数据

集。随着内存容量的增加，虚拟机和应用的密度也得到提升，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利用率也随之提高。

App Direct 模式能够实现大内存容量和数据持久性。这样软件

就可以将 DRAM 和持久内存作为两个独立的内存池进行访问。

在 App Direct 模式下，支持行业标准持久内存编程模型的软件 

和应用能够直接与持久内存通信。直接访问降低了堆栈的复杂性

并能充分利用具备缓存一致性和字节可寻址特点的持久内存， 

这可将持久内存的使用扩展到本地节点之外，并能始终提供低

时延，为处理更大的数据集提供支持。

此外，App Direct 模式还能与标准的文件 API 结合使用，以便

访问相同的持久内存地址空间（这称为基于 App Direct 的存储

模式），而无需对现有应用或原本需要块存储设备来支持的文件

系统进行任何修改。在基于 App Direct 的存储模式下，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用作高性能块存储，而不会产生将数据移入和

移出 I/O 总线时造成的时延。

在 App Direct 模式下，数据将使用持久内存模组上存储于安全

元数据区域的密钥进行加密。该密钥只能由英特尔® 傲腾™ 持久

内存 200 系列的控制器访问。在断电时，持久内存模组将被 

锁定，需要使用密码来解锁和访问数据。如果需要重新利用或

清空持久内存模组，可以利用安全加密擦除和 DIMM 覆写来避免

此前的数据被意外访问。

产品简介 | 借助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从数据中获取更深层次的洞察 

性能层 容量层

内存

DRAM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

存储

内存总线

PCIe 总线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

热数据层

英特尔® 傲腾™持久内存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磁带
冷数据层

机械硬盘

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

图 4. 英特尔® 傲腾™ 技术创建多层内存和存储分层架构，从而实现工作负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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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FPGA based KVS 方案架构

实践：LaoFe NDP 架构在大规模推荐场景的

应用实例

如上文所述，快手推荐系统采用的是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架构模

式，推荐系统中的存储型服务主要是用来存储和实时更新上亿

规模的用户画像、数十亿规模的短视频特征、以及千亿规模

的排序模型参数，带来了极高的性能压力。通过研究，快手

发现，查表等过程所带来的网络包处理、KV 请求通常会导致 

CPU 负载过高，成为关键的性能瓶颈，而此类的场景属于典型

的并发性、重复性强的应用场景。将此类负载卸载到 FPGA 上

处理，将有助于提升性能。

因此，快手在推荐场景的参数服务器中使用了 LaoFe NDP 架

构来加速英特尔® Stratix 10 FPGA，构建了 FPGA based KVS 

（Key-ValueStore）方案，支撑推荐参数服务数以亿计次的 

KV 请求。KVS 解决方案是基于 Hash 的内存 KV 引擎，通过软

硬件结合的设计和实现，相比传统 CPU 方案有数倍的 KV 吞吐

性能提升，同时请求延时大幅改善。

“后摩尔定律时代日趋复杂的大数据和 AI 应用

环境下，LaoFe NDP 以数据为中心架构能够

根据负载的不同特性提供异构计算加速，实

现更佳的并发、吞吐、延时与经济性表现。

通过采用英特尔 CPU、FPGA、PMEM 等领

先的器件，我们能够充分发挥 LaoFe NDP 架

构的优势，进一步提升推荐、搜索、广告、

风控等各种场景的应用性能，为快手数亿用

户提供更加卓越的服务。”

— 钟辉
快手异构计算中心 AI & HPC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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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推荐团队致力于推荐系统架构演进，力求在日益增长的用户量冲击下，使推荐系统高可用的

前提下，实时、高效、精准地向用户推荐优质内容；快手推荐系统采用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架构模

式，架构优势对各种异构硬件支持灵活拓展，结合异构计算和异构存储的极致优化，显著提升性

能，实现降本增效。”

— 王靖
快手推荐团队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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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吞吐性能对比（越高越好）3 表 2. 延迟对比（越低越好）4

此外，快手还进行了针对性优化：在网络层面，快手采用自研的 SD-RDMA 协议，进行了 UDP 传输封装，加入特定的字段提升传

输的可靠性，并通过拥塞控制等技术，使得延迟比 CPU 方案降低 70%-80%1；查表设计则是基于哈希的 KV 引擎，并通过 PCI-E 

直接访问内存中的数据，进一步提升吞吐量。

实际测试证明，这一解决方案实现了如下优势：

• 系统吞吐显著提升、延时显著降低：通过将负载从 CPU 卸载到 FPGA 中，并采用 Hash 表查找优化、随机访存、读写分离等方

式，快手将单节点参数服务器的吞吐性能提升了 5-6 倍，整体请求延时则降低了 70%-80%2，这也有助于提升上层应用的实时

性，提供更佳的用户交互体验。

• 更好地控制 TCO 的增长：由于 FPGA based KVS 方案能够

在单节点服务器中提供远超传统方案的吞吐性能，因此快手

仅需要部署少量的服务器就能够满足特定的性能指标要求

（替代比可达 1:5），从而降低参数服务器的 TCO。

• 降低性能抖动：基于 CPU 的软件方案常常需要进行高频率

更新，在进行查表时往往会有性能抖动。而通过 FPGA 来

处理该负载，能够有效地降低性能抖动。



1,2,3,4 性能数据援引自快手内部测试结果。测试配置：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5218R 处理器 @ 2.10GHz，512G 总内存（8*64G DDR4 

2933MHz），1* 480GB 2.5" SATA 固态硬盘，1* 2TB 3.5" SATA 机械硬盘，1*25Gb 双端口，英特尔® FPGA PAC D5005。

实际性能受使用情况、配置和其他因素的差异影响。更多信息请见 www.Intel.com/PerformanceIndex

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英特尔技术可能需要启用硬件、软件或激活服务。

具体成本和结果可能不同。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审查该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关于快手

快手诞生于 2011 年 3 月，最初是一款用来制作、分享 GIF 图片的手机应用。2012 年 11 月，快手从纯粹的工具应用转

型为短视频社区，用于用户记录和分享生产、生活。如今，快手已成为大家记录和分享生活的平台，截至 2022 年一季

度，快手应用的平均日活跃用户达 3.4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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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计算加速数字化创新

LaoFe NDP 架构的应用实践证明，通过异构计算来加速不同

的负载，能够显著提升在推荐等场景下的系统吞吐与延时表

现。未来，快手将不断强化在异构计算方面的创新，通过工

程、算法结合，以及数据驱动的手段，让快手 IT 系统更高效、

更精准、更稳定地为快手数亿用户服务，记录每一个人的生活

点滴，帮助更多用户能够在快手这个短视频社区中 “拥抱每一

种生活” 。

英特尔推出了面向未来数据中心的异构参考架构，包含用于分

布式智能的跨产品组合硬件和软件架构，可以全面提升未来数

据中心的规模和效率。该产品组合具备跨 CPU、IPU、XPU 的

一致软件堆栈，以及智能网络结构，以实现从云端到边缘端、

跨越整个数据管道的解决方案。英特尔与快手将在异构计算方

面构建广泛合作，携手推动基础设施优化、算法创新，共同验

证前沿硬件及软件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落地与优化，以高效地

挖掘海量数据中蕴藏的价值，让用户与用户、用户与内容、用

户与商品可及时按需建立高效、有温度的连接互动。

快手携手英特尔通过 LaoFe NDP 架构加速异构计算提供多元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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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