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白皮书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助力东软 
CareVault 智能医疗研究云
平台加速 AI 病理分析速度

挑战
得益于算法的不断进化，算力的持续提升，人工智能（AI）辅助诊断应用在医疗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

AI 辅助诊断应用由于对 IT 基础设施有着较高要求，在实际落地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硬件成本

基 于 GPU 的 方 案 往 往 专 项 专

用，医疗机构需要额外购买专用

的 GPU 服务器，导致成本攀升。

软件优化

用户希望能够在不显著影响推

理准确度的前提下，通过软件优

化实现提速降耗。

方案整合

不同的 AI 任务所需资源各异，增

加了选型难度。同时深度学习系

统架构部署相对复杂，框架模型

适配困难。

解决方案概述

要提升 AI 辅助诊断系统的推理速度，不仅需要做好硬件选型，

在确保高性能的前提下提升投资回报率，还需要强化软件优

化。例如，大多数的深度学习模型均使用 32 位单精度浮点数

（FP32）进行训练，通过将其转换成为 INT8 等低精度的定点

计算，将可以在不显著影响推理准确度的前提下，提升计算速

度，降低功耗。

东软 CareVault 智能医疗研究云平台同时采用自然语言处理、

图像处理、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技术，以支持相关机构对数

据进行机器学习训练，高效率、高质量地产生学术研究成果，

推动人工智能（AI）创新产品的开发。基于该平台研发的东软

智慧病理信息系统（PIS）应用了定制的 DNN 拓扑来识别医学

影像，支持多种病理切片数据的接入，以及病理图像的数字化

诊断与分享，使病理诊断业务拥有远程会诊、集中诊断等更多

延展空间。

东软集团与英特尔合作，使用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代号 “Ice Lake”）提高医疗诊断的人工智能（AI）运算

速度。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专为云、AI，5G 和 

Edge 设计，和上一代相比，它带来了接近 50% 的性能提升，

支持 2.6 倍的内存容量并且有一系列特性来支持不同工作负载

的需求。它同时集成 AI 加速功能，支持 AVX-512 指令集和

英特尔® Deep Learning 技术，在计算、存储、内存、网络和

安全性方面树立了平台聚合及功能的新标杆。

OpenVINO™ 工具套件加速

东软 CareVault 智能医疗研究云平台还使用 OpenVINO™ 工

具套件进行了加速。该工具套件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而

设计，支持从边缘到云的深度学习推理，可以在所有英特尔平

台上部署并加速神经网络模型，显著提高图像推理速度。通过

使用 OpenVINO™ 工具套件进行优化，并将深度学习模型从 

FP32 转换成为使用英特尔® 矢量神经网络指令集（VNNI）进

行优化的 INT8，东软集团成功地加快了 PIS 应用深度学习的推

理速度。

基于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东软 CareVault 
智能医疗研究云平台概述与优势



“CareVault 智能医疗研究云平台的实际验证表明，通过将平台升级到第三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能够非常显著地提升平台运行深度学习负载的整

体性能。对于我们的医疗会员和产业会员来说，这意味着在不显著增加成本的前

提下，就能实现性能的大幅上升，这对于医疗 AI 应用的研发及成果转化有着极

大的意义。”

使用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并将深度学习模型

从 FP32 转换成 INT8 时，CareVault 智能医疗研究云平台可

帮助用户在显著节约 IT 基础设施投入的前提下，充分挖掘硬

件潜力，实现 AI 辅助诊断应用速度的全面提升。通过英特尔

与东软集团提供的工作负载优化配置，该平台能够确保可靠

的性能、成本效益和扩展能力。 

配置清单
Config1 (Baseline, 
CLX-FP32,
CLX-INT8)

Config2 (New, 
ICX-FP32, 
ICX-INT8)

处理器 Intel® Xeon® Gold 
6258R processor 
(28c), HT Off,  
Turbo On

Intel® Xeon® Platinum 
8360Y processor 
(36c), HT Off,  
Turbo On

内存 12 slots/16 GB/2666 16 slots/16 GB/3200

存储 —  
启动盘

1x Intel 960 GB SSD 
OS Drive

1x Intel 960 GB SSD 
OS Drive

网卡 1x Intel XC722 1x Intel sX550T

操作系统 Ubuntu 20.04.1 LTS Ubuntu 20.04.1 LTS

工具套件 OpenVINO 
2021.2.185

OpenVINO 
2021.2.185

彭成宝 
东软智能医疗研究院副院长

显著的性能提升

基于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开展的测试显示（如图 

1），在将 FP32 转换成 INT8 之后，PIS 的推理速度（吞吐量， 

FPS）提升了 3.4 倍。

在合作测试中，双方还将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与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进行了对比测试（如图 2）。

数据显示，在同时将 FP32 转换成 INT8 的场景下，第三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能够将推理速度（吞吐量，FPS）

提升 49%。

用户优势

• 大幅提升 AI 辅助诊断效率：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以及其支持的高效 INT8 转换可显著加快深度学习推理

速度，帮助医疗机构提升 AI 辅助诊断效率、在单位时间内处

理更多业务。

• 有效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通过该平台提供的软硬件

组合，用户能够在确保强大性能的前提下，降低在 GPU 服务

器上消耗的昂贵成本。同时，这也有助于用户充分利用现有

的硬件资源，提升投资回报。

• 快速转换与应用：当将东软集团 PIS 应用从 FP32 转换成

INT8 时，用户只需很少的代码更改，就可以在几天之内无缝

完成转换，能够有效避免平台迁移可能带来的业务停顿、成

本提升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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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INT8 量化转换性能测试数据

1

1.49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INT8 INT8

N
or

m
al

iz
ed

 P
er

fo
rm

an
ce

, F
PS

(h
ig

he
r 

is
 b

et
te

r)

Intel® Xeon® Platinum 6258R Intel® Xeon® Platinum 8360Y

图 2：第二代/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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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信息中显示的日期进行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
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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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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