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英特尔助力金山云搭建 “魔镜” 平台 
实现视频画质在线高效评测

“金山云魔镜平台是我们在视频

云业务创新方面的重要一步，其

有助于我们打造从视频生产，到

视频评测、视频优化，再到视

频分发等节点的业务全流程。

未来，金山云将进一步与英特尔

开展合作，以硬件为基础、软件

为引擎、优化为目标，致力于为

用户打造高品质的视频云产品和

解决方案，推动视频产业的快速

发展。”

— 宗劼

金山云 CDN 及视频云产品中心总经理

得益于数字化终端设备性能的提升、显示技术的演进以及高速网络的普及，我们已经进

入到 “高清视频时代”，互联网信息的即时传播正在更多地依赖直播、视频会议等方式进

行，提升视频质量的重要性也因此不断凸显。为了帮助视频服务提供商对于视频画质进

行专业、高效的评测，全球高品质云服务专家金山云推出了魔镜平台，该平台不仅提供

完整的视频画质评测流程，还支持针对各种场景进行定制化调整，能够帮助使用者在提

升画质评测效率的同时，保障评测质量，一站式解决用户在视频画质评测工作中面临的

痛点。

为了应对视频画质评测对于性能的要求，金山云的魔镜平台在后端采用了基于第二

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云主机，并通过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DNN），以及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 512（英特尔® AVX-512）进行优化，实现

了 4.74 倍的延迟表现改善，能够支撑大量评测视频的尺寸切换、局部细节放大、视频

同时播放及暂停等评测操作所带来的负载压力，确保较高的评测效率，同时有效控制基

础设施的总体拥有成本（TCO）。

挑战：如何实现高效、精准的主观视频画质评测

5G 等数字化技术带动了超高清视频的井喷式发展，云游戏、VR 直播、家庭影院等应

用不断兴起，这给视频服务提供商带来了拓展业务内容、创新业务形态的巨大契机，但

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 “百花齐放” 的互联网视频市场，只有能够提供丰富、

稀缺的高质量内容，并保证视频画面质量与流畅度的互联网视频服务提供商，才能够在

竞争中获得充分的优势。

从理论上来说，要提升视频画质，可以通过选择高质量的内容源、设置较高的码率与分

辨率等方式来实现。但在实际上，在线视频的画质提升之路却难言轻松：首先，受限于

服务器成本与网络带宽，互联网视频服务提供商需要对视频流进行转码、压缩，这必然

会对画质带来一定的影响，如何在视频编解码的过程中确保画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其

次，在直播等视频应用中，正在添加越来越多的美颜、磨皮、去噪等特效以及滤镜，这

在丰富了用户体验的同时，也让视频画质的影响维度变得更加复杂。

要在现有服务器、网络等资源的限制下提升视频画质，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视频体

验，就需要对视频画质进行专业、精准的评测。虽然视频服务提供商可以通过量化工

具反映出视频的客观评价指标，但客观评价指标实际上很难量化主观观看的效果。这

不仅体现在编码失真的衡量上，更体现在 AI 增强以及修复等举措的效果上。此外，视

频画质主观指标的衡量往往需要建立专门的团队，由此可能带来巨大的人力成本与时

间成本。

在此背景下，基于云服务的视频画质在线评测应用开始展现出自己独到的价值：视频画

质在线评测能够将传统线下的视频评测流程转移到线上，通过专业的评测团队以及相应

的主观指标计算自动的对视频画质进行量化评价，可以方便视频服务商对比采用了不同

技术的视频质量，从而节约评测时间，降低评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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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软件与硬件基础设施来看，基于云服务的视频画质在线评测应用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

 ◎ 在软件层面，衡量包括超分、修复、增强等这些视频

画质效果是量化主观质量的难点。要对不同的视频进

行对比，用户需要确定一个明确可量化的主要目标。

但是，视频的筛选、评测维度的制定、评测质量的分

析、数据映射都存在相应的复杂度，对于建立视频主

观画质可量化指标都提出了相应的挑战。

 ◎ 在硬件基础设施层面，面向大量视频的数据筛选、视

频评测、数据映射较为复杂，对于基础设施平台带

来了较高的负载压力，提高基础平台的性能并控制 

TCO，成为影响视频画质在线评测应用运营的重要

因素。

 ◎ 面向 “魔镜” 平台，金山云为客户提供了高效且易于

使用的图像/视频评估平台，以提高图像/视频评估效

率。但是，在 CPU 上运行图像/视频评估应用会带来

很高的工作负载，对平台的性能带来重大影响。为了

提高 CPU 利用率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性能，就需要

对于 QoE 系统进行进一步优化。

解决方案：金山云魔镜平台提供高效的视频画质评测服务

图 1. 金山云魔镜平台

金山云魔镜平台能够以在线平台的方式提供图像和视频评测服

务，主要用户为评测人员和评测任务管理员。其提供的功能主

要包括：项目及评测任务管理、支持图片、视频在线评测、自

定义主观评测标准、支持同时多人主观评测、集成客观质量评

价算法以及自动生成专业评测报告等。

在平台功能方面，金山云魔镜平台支持全参考模式、无参考模

式和 OAA 模式三种评测模式，支持自定义评测维度，并为客

户提供客观评价指标的自动化计算。此外，该平台的背后还有

评测专家的支持，能够帮助客户进行合理的视频筛选以及评测

维度的制定，而且提供专业的评测报告和数据分析。

具体而言，金山云魔镜平台能够通过以下流程进行图像与视频

评测：

• 数据筛选：该平台首先将海量的数据集经过数据过滤，再通

过特征均衡、质量均衡、内容均衡等均衡算法进行筛选，综

合这些均衡算法可以得出一个综合考量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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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测维度：金山云魔镜平台主要有整体维度和局部维度这两

种评测维度。其中，整体维度侧重于整体综合的主观感受，

局部维度则包括人脸、模糊、色彩、亮度、细节处理等的维

度，平台会给各个维度进行整体打分，分析维度之间的相关

性以及各维度对整体打分的影响。

• 测评质量保障：金山云魔镜平台拥有整套的评测流程，会对

评测者信息进行统计，对于评测者进行教学，并分析评测者

的行为，从而从平台上保证整个评测质量的正确性。

• 评测者分析：在评测完成之后，金山云魔镜平台会自动生成

评测报告与合格性报告，帮助用户全面了解视频画质。

为了提升图片与视频评测的效率，金山云魔镜平台采用了搭载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金山云主机。第二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专为数据中心现代化革新而设计，

能够提高各种基础设施、企业应用及技术计算应用的运行效

率，进而改善总体拥有成本（TCO），提升用户生产力。它拥

有更高的单核性能，能够在计算、存储和网络应用中，为计算

密集型工作负载提供高性能和可扩展性。

得益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卓越性能表现，

金山云能够在控制云主机节点数量与成本的前提下，提升金山

云魔镜平台的负载支撑能力，满足更多图片与视频评测的需

求，并提高响应速度。此外，英特尔还与金山云魔镜团队在画

质以及视频编解码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视

频评测的效率。

为了进一步提升金山云魔镜平台的性能表现，英特尔与金山

云使用性能分析工具对后端的金山云 QoE 系统进行了分析，

并发现最耗时的功能是 convolve-2D。在面向 QoE 系统的 

convolve-2D 应用中，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有两个 2x2，两

个 4x4 和两个 8x8 内核滤波器用于亮度通道，还有一个 2x2 

内核滤波器用于两个色差通道进行平均。

基于该分析结果，英特尔建议使用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英特尔 

MKL-DNN 以及英特尔® AVX-512 来优化卷积的重载。英特尔 

MKL-DNN 专为在英特尔架构上加快深度学习框架的速度而设

计，包含了高度矢量化和线程化的构建模块，支持利用 C 和 

C++ 接口实施卷积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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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实例中，金山云直接使用英特尔 

AVX-512 内联指令对固有的卷积进行处理。与普通卷积相比，

这种方式具备无需扩充源图像边框、无需扩充滤波器、无需传

输整个滤波器缓冲区、无需旋转源图像/滤波器/输出图像等优

势，能够加速性能表现。

效果：性能大幅提升 4.74 倍

在使用第二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并通过英特尔 MKL-

DNN 以及英特尔 AVX-512 进行优化之后，金山云 QoE 系统

的延迟比优化之前降低了 4.74 倍（如图 2）。

在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高性能基础平台的支撑下，金山云魔镜

平台可以通过数据筛选、评测维度确定等流程，帮助建立符合

用户 “感知愉悦度” 的评价体系，并深度解析算法对主观画质

的影响，从而帮助用户打造高质量视频内容。具体而言，该平

台能够帮助用户实现以下效果：

• 改进视频算法：金山云魔镜平台通过快速、专业的视频画质

评测，能够帮助用户实现算法原型短期快速验证，并为算法

长期更新迭代提供可度量的画质指标。该平台还能帮助提升 

AI 处理的泛化性，满足商业落地要求。

• 提升视频的质量与用户满意度：金山云魔镜平台建立了一套

符合国内受众审美的视频评价体系，并适用于手机、电脑等

不同终端，能够根据量化指标来衡量视频的质量，在推动高

清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为视频服务提供商改善视频质量提供

了依据。

• 构建从视频评测到视频画质改善的闭环：除了视频评测之

后，金山云还能根据视频评测结果，为用户提供视频画质提

升建议。例如通过 AI 技术进行去噪、去模糊以及色彩增强，

推动视频主观评分的上升。

在某手机厂商的实践应用中，金山云魔镜平台确定了 600 张

图片作为测试样本，并通过基于平台的优化，为其图像增强

的支持提供了基于 AI 的超分技术，帮助其将整体画质评分从 

3.78 分提升到了 4.21 分，有效改善了用户体验。

QoE Latency Comparison Tested on CLX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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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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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山云

金山云，创立于 2012 年，中国知名的独立云服务商。业务范围遍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 8 年来，金山云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供安全、可靠、稳定、高品质的云计算服务。当前，金山云已经构建了完备的云计算基础架

构和运营体系，并通过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边缘计算、AR/VR 等优势技术的有机结合，提供适用于

政务、金融、AIoT、医疗、工业、传媒、视频、游戏、教育、互联网等行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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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与金山云合作推动视频云业务创新

在视频业务的发展过程中，英特尔与金山云建立了非常密切的

合作关系。在媒体处理优化方面，金山云视频云基于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进行开发，针对色彩增强算法

使用 IntelICC 编译器进行优化，通过英特尔® MKL 和英特尔® 

IPP 等算法库实现多个算法加速；在网络优化方面，金山云视

频云通过部署使用英特尔® QAT 加速卡，实现了 HTTPS 请求

处理能力的大幅提升。

除了视频领域之外，英特尔与金山云在计算、存储、网络、

人工智能等领域引领云计算技术产品的新变革，双方不仅推

出更具性能和成本优势的联合解决方案，还致力于推动前沿

的计算、存储、网络技术与云计算平台结合，促进人工智能

等应用在云计算平台的大规模应用，实现 “智” 造高性能云时

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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