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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低时延一站式云应用 PaaS 方案
英特尔® 服务器 GPU 助力提升腾讯云渲染能力，打造创新云应用方案

一站式方案助力行业低成本获得云应用能力

依托英特尔® 服务器 GPU 获得高性能、 
高性价比的 GPU 虚拟化能力

丰富附加功能积累，应用上云更灵活
英特尔® 服务器 GPU

一站式云应用 PaaS 方案

云应用

图形渲染

高品质 
低时延

边缘计算
节点

腾讯云渲染

英特尔® 服务器 GPU 采

用创新 Xe 架构，具备优

秀的虚拟化能力、良好

的扩展性以及对更多编

解码方式的加速，能够

助力腾讯云渲染更加从

容地面对高密度云渲染

任务，打造更优异的一

站式云应用 PaaS 方案。

一站式 
接入

PaaS 层

IaaS 层

云手游 云应用

游戏加速 互动云游 底层镜像定制

英特尔®️ 服务器 GPU 边缘计算节点

预热免加载

低延迟
音视频

登录/支付
穿透

资源智能调度

分辨率
自适应

多端
SDK

码率
智能调整

App 智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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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持久性特性，获得
更强系统可用性和数据安全性

基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获得更高系统存储密度， 
更低单位存储成本

以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趋近于 DRAM 
内存的 I/O 性能，满足用户低时延需求

云数据库

存储优化

腾讯云

在用户体验愈发重要的

今天，提供低延迟、低

成本的数据库服务，是

腾讯云助力企业提升竞

争力的重要使命，基于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设计研发的新一代分布

式 KV 数据库 Tendis，

正以低延迟、大容量、

低成本的优势获得用户 

认可。

打造性能成本兼优云数据库
傲腾™ 持久内存助力打造低成本、高性能新一代 Tendis 云数据库

1 ms
1

新一代 Tendis  比肩
Redis 吞吐和延迟，

命令级持久化

低成本
新一代 Tendis 冷热 
数据分级存储，平衡 

性能与成本

二合一
新一代 Tendis 融合缓存
与存储架构，简化应用

开发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重新定义内存存储层次结构



英特尔® 软件防护扩展 (英特尔® SGX)

面向单路和双路的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提供更大加密内存区域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产品组合，助力构建 
更高效、更安全的云基础设施

借助英特尔® SGX，在基于硬件的 
安全“飞地”建立可信执行环境 腾讯云数链通实现数据可信协同共享

英特尔® SGX 安全方案示意图

区块链

可信计算/机密计算

硬件级 
安全防护

可信 
可溯源

腾讯云区块
链产品中心

英特尔® SGX 有效助力 

腾讯云数链通建立可信执

行环境，将区块链网络中

的数据提供方、算法提

供方和数据使用方等多

方连接，在原始数据不出

域的前提下，建立可信且

可溯源的数据交互机制，

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 

融合应用。

数据协同
共享

可信交互，实现数据协同共享
英特尔® SGX 助力打造区块链产品腾讯云数链通，共建数据生态

腾讯云数链通实现数据可信协同共享

原始数据

节点1 节点2 节点3 节点4 节点5 节点6

数据提供方 数据使用方

模型算法 数据目录 数据授权 调用情况 权限分配

公私钥

原始数据

公私钥可信硬件执行环境

1.数据目录上链
2.创建智能合约
6.审批授权请求

3.签订智能合约
4.发起场景请求
5.发送授权需求
10.调用记录上链
11.数据质量评价上链

7.数据模型分发8.数据加密

9.返回可信计算结果

智能合约与可
信环境信息交互

数据可用不可见，保护数据隐私数据确权溯源，确保真实可信 打破数据孤岛，共享数据价值

数据质量评分

签名

验证

加密

解密

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网络

安全“飞地”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

虚拟机

     硬件环境   英特尔® SGX

X X

图一 通过英特尔® SGX 加强防护

与同态加密和差分隐私相比，英特尔® SGX 在操作系统、驱动、 

BIOS、虚拟机管理器或系统管理模型已瘫痪的情况下仍可帮助防

御软件攻击。因此，英特尔® SGX 在攻击者完全控制平台的情况

下仍可增强对隐私数据和密钥的保护。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可使 CPU 受信任内存区域增加到 512GB，使得英特尔® 

SGX 技术能够为隐私保护机器学习解决方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4 年正式成立的蚂蚁集团服务于超 10 亿用户，是全球领先

的金融科技企业之一。蚂蚁集团一直积极探索隐私保护机器学习

领域，并发起了开源项目 Occlum。Occlum 是用于英特尔® SGX 

的内存安全多进程用户态操作系统 (LibOS)。使用 Occlum 后，

机器学习工作负载等只需修改极少量 (甚至无需修改) 源代码即可

在英特尔® SGX 上运行，以高度透明的方式保护了用户数据的机

密性和完整性。用于英特尔® SGX的 Occlum 架构如图二所示。

共创美好未来：英特尔® SGX 和英特尔® DL Boost 赋能隐私保护机器学习

图二 用于英特尔® SGX 的 Occlum 架构 (图片来源：Occlum · GitHub)

“飞地”(如英特尔® S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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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s Zoo 赋能端到端 PPML 解决方案 

Analytics Zoo 

Analytics Zoo 是面向基于 Apache Spark、Flink 和 Ray 的分布 

式 TensorFlow、Keras 和 PyTorch 的统一的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平台。使用 Analytics Zoo 后，分析框架、ML/DL 框架和

Python 库可以在 Occlum LibOS 以受保护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

运行。此外，Analytics Zoo 还提供安全数据访问、安全梯度与参

数管理等安全性功能，赋能联邦学习等隐私保护机器学习用例。

端到端 Analytics Zoo PPML 解决方案如图三所示。

Analytics Zoo

Occlum 用户态操作系统

英特尔® SGX 受信任执行环境

分析框架
(Spark, Flink, Ray)

ML / DL 框架
(TensorFlow, PyTorch, OpenVINO™)

Python 库
(NumPy, Pandas)

金融行业

端到端大数据 + AI 流水线

安全数据访问 安全梯度与参数同步 安全对齐/安全聚合

医疗行业 云 其他应用

框架

安全技术

Analytics Zoo
E2E 平台

图三 端到端 PPML 解决方案为金融服务、医疗卫生、云服务等 

应用领域提供安全分布式计算 

在 Analytics Zoo PPML 平台上，蚂蚁集团与英特尔共同打造了 

一个更加安全的分布式端到端推理服务流水线 (如图四所示)。 

该流水线采用 Analytics Zoo Cluster Serving 打造，后者是 

轻量级分布式实时服务解决方案，支持多种深度学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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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云存储极速类本地化体验
腾讯云引入傲腾™ 持久内存，深度优化云硬盘 CBS 产品并实现更佳性能

持久内存开发工具套件 (PMDK)为 CBS 提供 
编程模型和环境，提升傲腾™ 持久内存效能

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优化数据落盘过程

通过定制化策略和算法 
实现数据分层存储 腾讯云 CBS 产品存储系统架构

优化后的腾讯云极速型 CBS 产品数据落盘过程

• 数据读写时延大幅缩短：一方面，相比 NAND 固态盘数十微秒的

读写时延，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的读写时延可控制在 1 微秒以

内；另一方面，借助 PMDK 提供的函数库与工具， 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对整个写入流程实现更加细致和准确的控制，并有效

提升系统的写入性能。

• 系统使用寿命有效提升：一方面，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可按

字节寻址的特性有效解决了以往 NAND 固态盘的“写入放大”问

题，从而避免因反复擦写造成的设备使用寿命降低；另一方面，

英特尔® 傲腾™ 技术独有的存储结构也令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

存具有更长的使用期限；

• 增强存储空间使用效率：英特尔® 傲腾™ 技术允许单独访问和更

新内存单元，所以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无需再执行垃圾收

集，进而避免了以往 NAND 固态盘面临的回收毛刺问题，提升

了存储空间的使用效率。

为验证新硬件与优化设计对 CBS 产品产生的效果，腾讯云与英特尔

合作开展了多方位的验证测试。测试结果如图五所示，采用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构建的 CBS 产品方案与优化前相比，整体写时延从 

120 微秒下降到 60 微秒，整体读时延从 130 微秒下降到 40 微秒，

同时 IOPS 可高达 200W，性能获得了有效提升1。

120
130

传统方案 传统方案优化方案 优化方案

60
40

越低越好

整体写时延 整体读时延

越低越好

图五 新方案令 CBS 产品读写时延显著下降

展望：以先进产品与技术为用户创造更佳云存储

体验

随着云计算、云存储技术的不断完善，云服务正在企业级业务系统

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用户也势必会对各类云服务的性能提

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这些技术与应用场景的互动有力推动着相关

产品与技术的持续演进与优化。作为云服务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和引

领者，腾讯云与英特尔基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开展的 CBS 产

品优化及所取得的收益，正是这一趋势的显著体现。

面向未来，腾讯云与英特尔也将基于这一成功实践，在云计算、云

存储等领域开展更广泛合作，运用更多先进产品和技术持续优化

CBS 等云服务产品。例如双方计划在基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

存的方案设计中加入 RDMA 协议，从而有效降低处理器和内存开

销。同时，随着全新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到来，

其不仅能以更多的内核、更优化的架构和更大的内存容量为云服

务产品带来更强性能助力，也能与新一代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形成良好的配合，为用户数据打造更佳云存储体验，使 CBS 等云

存储产品成为未来企业级业务数据存储的可靠依托。

英特尔助力腾讯云深度优化云硬盘 CBS 产品，打造极速云存储体验

CBS 接入

云主机 (CVM) 集群

CBS 存储集群

MDS 
控制集群

脚注和法律声明
1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2021-04-27」进行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以下详细的测试配置信息。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测试配置：处理器：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55C 处理器；内存1：384GB(32GB*12@2666 MHz)；内存 2：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128G * 12；存储 1：英特尔® 固态盘 480GB；存储 2：英特尔® 
NVMe 固态盘 3.84TB*12；网络适配器：100GE*2；操作系统内核版本：5.4.110-1.el7.elrepo.x86_64
关于性能和基准测试程序结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bench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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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
处获得，或请见 in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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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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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以先进产品与技术为用户创造更佳云存储

体验

随着云计算、云存储技术的不断完善，云服务正在企业级业务系统

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用户也势必会对各类云服务的性能提

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这些技术与应用场景的互动有力推动着相关

产品与技术的持续演进与优化。作为云服务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和引

领者，腾讯云与英特尔基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开展的 CBS 产

品优化及所取得的收益，正是这一趋势的显著体现。

面向未来，腾讯云与英特尔也将基于这一成功实践，在云计算、云

存储等领域开展更广泛合作，运用更多先进产品和技术持续优化

CBS 等云服务产品。例如双方计划在基于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

存的方案设计中加入 RDMA 协议，从而有效降低处理器和内存开

销。同时，随着全新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到来，

其不仅能以更多的内核、更优化的架构和更大的内存容量为云服

务产品带来更强性能助力，也能与新一代英特尔® 傲腾™ 持久内存

形成良好的配合，为用户数据打造更佳云存储体验，使 CBS 等云

存储产品成为未来企业级业务数据存储的可靠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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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带来的
非量化 (FP32) 推理性能提升8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平台
叠加 INT8 量化后带来的推理性能提升9

作为英特尔独有的 AI 加速能力，英特尔® DL Boost 基于矢量神经

网络指令 (Vector Neural Network Instruction，VNNI)，面向深

度学习提供了一系列特性来帮助用户在英特尔® 架构平台上运行

复杂的 AI 工作负载。例如，英特尔® DL Boost 可将多条指令合并

为一条来用于支持 8 位或 16 位低精度数据格式下的乘法运算优

化，这对于 PRN 网络一类需要执行大量矩阵乘法计算的方案而言

尤为重要。实践表明，借助英特尔® DL Boost 提供的 VNNI 指令

集，开发人员可以获得如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 运算速度增加：在一些计算任务中，新的指令集在 INT8 数据

格式下，相较 FP32 可带来 4 倍计算速度的提升 (理论峰值)3；

• 内存访问负载减低：新的指令集可帮助方案在执行 INT8 推理

时，以更低的模型权重尺寸和更小的内存带宽要求，降低内存

访问压力；

• 推理效率提升：通过与处理器硬件特性相结合，英特尔® DL Boost 

技术可帮助方案实现更高效的 INT8 乘法；同时在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Apache MXNet 等框架中，也加入了

对 INT8 的支持，共同推动推理效率的提升。

腾讯游戏借助 Intel® LPOT 和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来对 3D 数字化人脸重建解决方案实施 INT8 量化。作为一个开源

Python 库，Intel® LPOT 能通过一系列内置的自动化调整策略，一

方面帮助方案在实施量化后仍可保证相似的准确率和精确率，另

一方面也能加快低精度推理解决方案在流行深度学习框架上的部

署。Intel® LPOT 的基本架构如图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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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Intel® LPOT 基本架构

一方面，Intel® LPOT 通过框架适配层来实现对流行深度学习框架

的适配，这帮助腾讯游戏团队减少了针对深度学习框架的适配和优

化工作。而另一方面，其也通过核心的自动调整器 (Auto-tuner)，根

据 3D 人脸重建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对 PRN 网络模型的量化策略

实施自动化调整。这些调整策略，既可以来自工具所内置的可扩展

策略库，也可以通过用户配置确定调整的目标，例如性能、模型大小

以及封装方式等；同时工具还可以通过内置的 API 来对框架实施优

化，例如对 TensorFlow 和 MXNet 的 KL 散度校准4。

验证结果

为验证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以及基于 Intel® LPOT 

实施的 INT8 量化带来的性能提升，腾讯游戏与英特尔一起对 

3D 数字化人脸重建解决方案开展了多方位的测评。首先是与第二

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Cascade Lake) (对比组) 的非量化 

(FP32) 性能进行对比测试。如图五所示，部署在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上的 PRN 网络模型 (测试组) 推理速度提升

了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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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带来的非量化 (FP32) 

推理性能提升 (归一化数据对比)

图六展示了通过 Intel® LPOT 基于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实施 INT8 量化后的推理性能。测试组 2 在实施 INT8 量化后，与

非量化的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平台 (测试组 1) 相比， 

速度提升 2.76 倍，而与非量化的上一代处理器平台 (对比组) 相比，

整体推理性能提升 4.23 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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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平台叠加 INT8 量化后

带来的推理性能提升 (归一化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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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英特尔® DL Boost，将基于 FP32 的推理 
过程量化为 INT8，为 AI 应用提供加速

引入面向单路和双路的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获得更强算力支撑

借助英特尔® LPOT 和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 
的 TensorFlow，对方案实施 INT8 量化 某游戏中融合 3D 人脸重建功能的虚拟人物生成

网络游戏

3D 人脸重建

腾讯游戏

实践表明，低精度数据

格式量化是提升  A I  效

能的有效方法。第三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提供的良好基础算

力和 AI 加速支撑，帮助 

腾讯游戏  3D 数字化人

脸重建方案在保持准确

率和精确率的情况下，

提升推理速度。

“智能捏脸”，让游戏更好玩，体验更个性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Ice Lake) 助力构建 3D 数字化人脸重建解决方案

53%5 
非量化情况下，PRN  
网络模型推理速度 

提升了

3D 人脸重建时间从
过去的数十毫秒降至

4.23 倍6 十余毫秒
7

叠加 INT8 量化后， 
整体推理性能提升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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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器解决方案  打造云服务坚实基础
腾讯云星星海灵动水系 XC221 自研双路服务器

基于处理器集成的增强型英特尔® AVX-512 指令集与
英特尔® DL Boost (VNNI)，增强 AI 和安全计算性能

采用英特尔首款 10nm+ 制程，面向单路和双路的第三代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提供强劲算力支持

应用英特尔® SGX与 RAS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Serviceability) 技术，在保障
数据安全的同时，提升服务器稳定性

腾讯云星星海灵动水系 XC221

云服务

基础设施优化

腾讯云

搭载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Ice Lake)

的新一代星星海双路服

务器性能显著增强，实

例密度、散热能力等大

幅提升的同时，服务器

整体宕机率大幅降低，丰

富了腾讯云产品矩阵，为

行业终端用户带来了全新

的升级使用体验。

英特尔® DL Boost   

英特尔® AVX - 512 

英特尔® SGX

50%+10

实例密度较上一代 
单机支持云实例提升 

高达

应用增强型 RAS 功能，
多维度排除故障， 

宕机率下降

45%11 50%12

通过高性能散热器和 
独立风道设计，散热 

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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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随机白噪声作为输入，通过学习“老师”的概率分布并不断调

整，来减小与“老师”的差距，产生理想输出。区别于 WaveNet 

必 须依 赖于先前已生成的点作为输入 条 件的顺 序生成 模

式，pWaveNet 利用“学生”网络，直接学习“老师”的每一个音频

采样点，不依赖于“学生”自身网络任何先前的输出节点，使并行

计算成为可能，可以一次性生成整个序列的输出采样点，大幅减

少语音合成时间。

老
师
网
络

学
生
网
络学习

调整

输出语音波形

高斯白噪音

图一 Parallel WaveNet 模型架构图

但是，pWaveNet 模型中的“学生”网络依旧是以卷积神经网络

为基础的网络架构，虽然规模较小，但是众所周知，卷积操作相

较于普通的加减乘除运算要耗费更大的计算量。为此，腾讯在 

pWaveNet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定制化开发，将网络中一维卷积

运算转换为几个通用矩阵相乘的操作，以简化网络拓扑并减少

计算量，同时引入 Open-MP 并行机制，充分发挥 pWaveNet 

模型中的并行计算优势，使得该定制化模型在不影响语音质量

的同时，有效提高了语音合成速度。

定制化 WaveRNN 声码器解决方案

除了对语音合成速度的不断追求以外，云小微平台还面对着

越来越多设备的接入压力，随之而来的是对整体吞吐量的严

苛要求。即在面对大量的实例运算时，单核心所服务的实例数

越多越好，而提升单核吞吐量最直接的方法是进一步降低计

算量。

针对这一问题，腾讯选用了先进的 WaveRNN 模型，在其基础上

构建高性能的 WaveRNN 语音合成方案。WaveRNN 模型的基

本结构是一个具有双 softmax 层的单循环网络，将 16 位样本序

列分为高 8 位的粗动 (coarse) 部分和低 8 位的精细 (fine) 部分，

采用 GRU 门控循环单元分别进行样本预测。由于该结构只有单

层循环，每预测一个 16 位样本序列仅需要 5 步操作计算，远远

小于 WaveNet 深度神经网络结构所需的计算操作数。

ct-1

ct

ft-1

R

O1

O2

P(ct)

P(ft)O4

O3

图二 WaveRNN 模型架构图

除了 WaveRNN 模型本身结构方面的优势外，腾讯还在该模

型基础上进行定制化开发，以进一步降低计算量并提升合成速

度。定制化 WaveRNN 模型的主体部分——采样率网络，依旧

是一个具有双 softmax 层的单循环网络，不同的是，方案将该

网络原始输入中的线性部分分离出来，预先进行了 LPC 预估处

理，以大幅降低网络处理难度，并将样本序列划分成多个子带，

在前一个子带生成开始不久后即启动下一个子带的计算，有效

提高整体计算速度，同时方案还引入了稀疏化技术，减少带宽占

用，降低网络整体计算时间，并且在多核环境中，大型稀疏模型

能更好地平衡计算力，比小型密集模型性能更好。

梅尔频谱

LPC 预估处理

去加重

合并子带

μ-律反量化

μ-律量化

计算预测

μ-律量化

采样率网络

条件
网络

先前信号

先前信号

当前样本输出

pt

gt

et

图三 定制化 WaveRNN 声码器模型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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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频谱

LPC 预估处理

去加重

合并子带

μ-律反量化

μ-律量化

计算预测

μ-律量化

采样率网络

条件网络

先前信号

先前信号

当前样本输出

pt

gt

et

实时语音服务，要智能也要更高效
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Cooper Lake) 助力腾讯云小微提升实时语音合成性能

处理器支持 BF16 指令集，减少内存读写时间，
提升内存利用率

采用面向四路和八路的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作为核心算力引擎

英特尔® AVX - 512 指令助力减少内存
访问量，提高执行效率 Parallel WaveNet 模型架构图

定制化 WaveRNN 声码器模型架构图

智能语音服务

文本到语音转化

0.036 13

定制化 pWaveNet ，
MOS=4.4，实时率达

采用 BF16 相比FP 32， 
两个模型性能 
分别提升

305.1 14

定制化 WaveRNN ，
MOS=4.5 ，吞吐量达 

田乔
高级研究员
腾讯云

吞吐量以及实时性的不

断提升，让云小微平台

能够成功为企业级应用

提供高质量智能化语音

服务。得益于英特尔先

进 的 软 、 硬 件 技 术 支

撑，基于第三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定

制化解决方案，使云小微

平台的语音合成性能得

以更充分释放。

1.89 倍15

1.54 倍16

英特尔® DL Boost   

英特尔® AVX - 512

英特尔® oneAPI 深度神经网络库



2. 英特尔®  SVT 介绍

2.1 SVT 技术介绍

视频编码标准发展了三十年，大的框架基本没有变过，编码的

流程也类似，都是针对时域空域的相关性做有损压缩，区别就

是会越来越复杂，用算力来换压缩率。目前视频编码已经成为

大多数视频云应用程序的关键部分。将源视频内容压缩为大

小尽可能少的字节，且需要编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还不会

显著影响视频质量，是目前视频应用的普遍需求。许多视频压

缩技术和标准 (例如 MPEG-2、AVC、HEVC、VP9 和 AV1) 已

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类视频业务中，但当前的问题是，标准兼

容编码器可能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的计算和内存资源，且对于

某些高质量和高分辨率的视频应用，硬件编码器 (基于 ASIC 

或 SoCs) 还可能会力不从心。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就

是应用高性能和高质量的软件 (如基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编码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特尔提供了一个基于软件的高效视频编

码器 SVT，有望在性价比、质量和可扩展视频技术方面实现充

分平衡，这将使基于软件的视频编码器能够有效地应对不同视

频应用程序的各种需求。

2.2 英特尔® SVT 的架构  

大家如果有使用过开源的 SVT-HEVC、SVT-VP9 或者 SVT-AV1 

会发现它们的速度非常快，无论快速档慢速档都可以有效利用

多个 CPU 核。这得益于英特尔® SVT 的高度并行化的框架，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白皮书 | 英特尔® SVT-AV1 助力腾讯视频云提升 AV1 编码性能与视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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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域上的并行

最简单的方法是根据 GOP 在时域上并行编码，不同线程处理

不同的 GOP，但是这种方法比较粗糙，不够有效，同时并行度

也不够高。英特尔® SVT 采用分层编码的方式，同时维护了一套

帧之间依赖关系的逻辑，所有满足依赖关系的帧都可以同时进

行编码。如图一所示分为四层，最开始先编第 0 帧，然后编第 8

帧；而后第 4 帧和第 16 帧就可以同时开始编码，以此类推。在

实际应用中，一些客户是允许有一到两秒钟的延迟的，如果是

60fps 也就意味在编码器端我们最多能缓存 120 帧，这样会有

大量的满足依赖关系的帧可以同时开始编码流程。

 空域上的并行

从 H.265 开始，引入了 tile 的概念，tile 之间可以并行处理，没

有依赖关系。但是引入 tile 会对视频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英特尔® SVT 在内部实现时提出一个 Segment 的概念，简单

来讲，它相当于 H.265 中 WPP 的扩展。每个 Segment 可以是

若干个 LCU，也可以是一个 LCU，也就是 H.265 里的 WPP。每

一个 Segment 分段会有相应的依赖关系 (左方和上方)。在处

理的时候，所有满足依赖关系的 Segment 都会从线程池里取

出线程来处理。每个 segment 内部是以 LCU 为单位，用光栅

扫描顺序处理。这种 Segment 的处理方式是无损的，同时也是

可以跨tile 的，可以和 tile 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有效地满足某些

大分辨率低延迟的编码需求。

 编码流程上的并行

在整个编码过程中，有些分析可以在原始帧上做，没有什么依

赖关系。有些分析处理需要知道参考帧，而有些处理需要在

图一  高度并行的英特尔® SVT 架构

Tile-based ParallelismPicture-based Parallelism

Process-based Parallelism Segment-based Parallelism

SVT 

0/0 0/1 0/2 0/3 0/4 1/0 2/0 2/1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10 4/0 4/1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10

5/11 5/12 5/13 5/14 6/0 6/1 6/2 6/3

6/4 6/5 7/0 7/1 7/2 7/3 7/4 7/5

FFMPEG GStreamer Sample 
Application

Video Input
Raw Video/High 
Bitrate Stream

Bit Stream
Packaged Bit 

stream 
Elementary  
Bit Stream

Scalable Video Technology 
(SVT) Encoder

Input YUV Frames 
Configuration

Elementary 
Bit Stream

图三  英特尔® SVT 与应用程序的接口示意

3. 互联网厂商率先使用英特尔® SVT

3.1 腾讯视频云媒体处理采用 SVT-AV1 编码技术

AV1 (Alliance for Open Media Video 1) 是由 AOM (Alliance  

for Open Media，开放媒体联盟) 制定的一个开源、免版权费

的视频编码格式，目标是解决 H.265 昂贵的专利费用和复杂

的专利授权问题, 并成为新一代领先的免版权费的编码标准。

腾讯已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加入开放媒体联盟 (Alliance for 

Open Media，AOMedia)，推进视频 AV1 标准商业化，并成

为了董事会成员之一。

SVT-AV1 在 V0.8 版本之后，引入了更多的 AVX2 和 AVX-512 

优化，同时还添加了更多的档位，并对单核执行做了优化。在

算法上，通过对分区划分以及模式选择的优化，能够在保证质

量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编码的速度。

目前，国内常见的直播协议有 RTMP、HLS/DASH、HTTP-

FLV 等，其中，FLV (Flash Video) 格式简单轻量，不需要大的

媒体头部信息。整个 FLV 由 FLV Header, FLV Body 以及其

它 Tag 组成。一般而言，CDN 下行是 HTTP 长连接并且加载

速度快；相比 RTMP 协议，HTTP-FLV 因为基于 HTTP/80 传

输，所以它能够很好地穿透防火墙，有效避免被防火墙拦截，

可利用 HTTP 302 跳转支持灵活调度/负载均衡，并且可以使

用 HTTPS 加密传输。而国外主流视频协议是 HLS/DASH，

最大的不同在于这并不是一个请求完整的数据流，其会在服

务器端将流媒体数据切割成连续且时长较短的 ts/fmp4 小

文件，并通过 M3U8/MPD 索引文件按序访问 ts/fmp4 文

件。由于播放器缓存以及 ts/fmp4 分段生成最小 GOP 等限

制，导致直播时延大，平均时延在 10s 以上。最新的 CMAF/

LHLS 通过 chunk 传输、将切片粒度减小到帧级别等技术以

减小延迟，其原理和 FLV 长连接 tag 类似。FLV 规范不支持

HEVC(H.265)/AV1，FFmpeg 社区对 FLV 的新视频编码算法

CodecID 也没有新增定义支持，腾讯视频云 T-FFmpeg (腾

讯视频云的 FFmpeg 维护版本) 正在推动社区支持封装/解

封 H.265/AV1 的 FLV 的补丁。目前，国内各直播 CDN 厂商基

本支持 H.265 的封装和解封，而腾讯视频云则针对 FLV 支持 

AV1 进行了一系列优化。

FLV 新增 CodecID：0xD 为 AV1 定义，新增 FLV AV1 sequence 

head 定义：

FFmpeg FLV 封装和解封主要修改点：

封装 (flv_write_codec_header/flv_write_packet)：

在云点播方面，AV1 在容器格式 MKV/TS/MP4 都有标准定义，

FFmpeg 社区在 4.1.x 以上对 AV1 标准容器格式 MKV/MP4/

TS 支持了封装/解封，腾讯视频云点播已经支持了 AV1 包括

转码、编辑、识别、审核等全路径的媒体处理。

具体来说，AV1 可以让用户在较低的带宽条件下享受较好的

画质体验。对比现在广泛使用的 AVC 标准，在相同画质下可以

大大节省带宽成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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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视频编码技术方案
英特尔® SVT-AV1 助力腾讯视频云提升 AV1 编码性能与视频质量

基于 SVT 针对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优化， 
提升编码负载效率

通过 SVT 提供的基于通用计算的实时编码解决方案 
简化端到端视频应用过程

SVT 编码器拥有多档性能和质量的预设值，
可满足各种质量需求下的视频云应用程序 高度并行的英特尔® SVT 架构

英特尔® SVT 与应用程序的接口示意

互联网直播/点播

视频编码

腾讯视频云

基于充分利用多核处理

器架构的特性，以及通

过参数化在性能和视频

质量之间实现的更佳平

衡，英特尔® SVT 已成为

视频应用程序的优选编

码器，可在实现与其他

编码器类似或更好的视

频质量的同时，成本更

低，效率更佳。

英特尔® SVT    

英特尔® AVX - 512

性能卓越
开发高效

更灵活
扩展性高

成本低
效率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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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DL Boost   

英特尔® oneDNN

使用恰当的模型算法，以及通过超参数优化，来使得机器学习

模型和算法的预测性能最大化。很显然，这些步骤都极具挑战

性，使得一般人难以利用机器学习的技术。

自动机器学习 (AutoML) 是一种把机器学习应用到解决真实世

界问题的自动化手段，它涵盖了从原始数据处理到可部署的机

器学习模型的整个流程。由于机器学习的应用需求不断增长，

AutoML 被认为是应对这一问题的一种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高

度自动化的 AutoML 使得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模型 

和技术，而不必先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通过应用端到端的自

动机器学习技术，用户能够获得类似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更

快地构建这些解决方案，并且这些方案大多在性能上还可超越

人工调试的模型。

腾讯与英特尔合作推进 AutoML 项目

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 (TI Machine Learning) 是基于腾讯云

强大计算能力的一站式机器学习生态服务平台。它能够对各种

数据源、组件、算法、模型和评估模块进行组合，使得算法工程

师和数据科学家能够在其之上方便地进行模型训练、评估和预

测。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 (TI ONE) 支持多种计算框架，

例如 PySpark、PyTorch、TensorFlow 等。

英特尔与腾讯的机器学习团队通过深度技术合作，将 Analytics 

Zoo 集成到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使该平台获得了

更强大的 AutoML 特性，让 AI 初学者也能轻松使用。使用 

Analytics Zoo 的 AutoML，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如时序预测，异常检测等。

时间序列数据，顾名思义，是按照时间顺序收集的一系列数

据。时序数据预测是指用过去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输入，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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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未来时间的数据值。在很多真实的应用场景，例如网络运营

商的网络质量分析、数据中心运维的日志分析、高价值设备的

预防性维护等，都可以利用时序数据预测的技术。时序数据预

测还可以作为异常检测的起点，使其在真实值和预测值偏差较

大时触发警报。

经典的时序数据预测通常使用描述性模型或者统计方法。这

些方法经常需要对数据的分布进行假设，并且要做时序分解 

(把时序数据分解为周期、趋势、噪声等成分)。相比较而言，基

于机器学习的时序数据预测方法 (例如基于神经网络的模型) 

对数据几乎不做假设，比经典的线性预测模型 (ARIMA, ES等) 

对复杂模式的识别表现更好。实际上，神经网络模型在时序预

测领域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为时间序列数据预测构建

机器学习应用是一个需要大量专业知识的费时费力的过程，

Analytics Zoo AutoML 框架实现了自动化的特征生成和选

择，模型选择，和超参调优的功能，可以使得训练时序分析模

型的过程更加容易。

Analytics Zoo 中基于 AutoML 的时间序列数据预测工具构建

于 Ray 和 Ray Tune 之上。Ray 是一个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RISE 实验室开源的分布式计算框架，用于开发新型的人工智能

应用；而 Ray Tune 则是一个在 Ray 之上运行的可扩展超参数

优化库，用户可以在一个大规模集群上高效地进行很多实验。

Analytics Zoo 支持 RayOnSpark，允许用户在已有的大数据

集群上直接运行基于 Ray 的各种新兴人工智能应用，并且可以

无缝整合到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流水线中。

下面我们将描述如何使用 Ray Tune 和 RayOnSpark，来实

现 AutoML 框架和自动的时间序列数据预测。图二所示是

Analytics Zoo 中的 AutoML 框架。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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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Ens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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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Learning

TimeSequencePredictor (i.e. automatic time series prediction)

Tensorflow, Keras, featuretools, BayesOp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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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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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parameter Search)

…

图二  Analytics Zoo 中的 AutoML 框架

AutoML 框架利用 Ray Tune 在 RayOnSpark 上进行超参数

搜索，已实现的超参数搜索涵盖了特征工程和建模。在特征工

程中，搜索引擎从各种特征生成工具 (比如 featuretools) 自动

生成的特征集合中选择最佳的子集；在建模中，搜索引擎搜索

超参数，例如每层的节点数、学习率等。在本项目中，使用流行

的深度学习框架，例如 TensorFlow 和 Keras，来构建和训练

模型，并使用 Apache Spark 和 Ray 来进行分布式的运行。

AutoML 框架目前包括四个基本组件，即 FeatureTransformer、

Model、SearchEngine 和 Pipeline。Feature Transformer 定义

了特征工程流程，其通常包括一系列操作，如特征生成、特征缩

放和特征选择；Model 定义了模型 (如神经网络) 和使用的优化

算法 (如 SGD、Adam 等)。此外，Model 还可能包括模型/算法选

择；SearchEngine 负责搜索 FeatureTransformer 和 Model 的

最佳超参数组合，控制实际的模型训练过程；Pipeline 则是一个

集成了 FeatureTransformer 和 Model 的端到端的数据分析流

水线，Pipeline 可轻松保存到文件中，方便后续加载重新使用。

利用 AutoML 框架训练模型的一般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实例化 FeatureTransformer 和 Model，随后对 Search 

Engine 进行实例化，并由 FeatureTransformer、Model 及一些

搜索预设(指定超参数搜索空间、奖励指标等)进行配置。

 SearchEngine 运行搜索程序。每次运行将生成多个试验，

并使用 Ray Tune 在集群中分布式运行这些试验。每个试验

使用不同的超参数组合完成特征工程和模型训练流程，并返

回目标指标。

 在所有试验完成后，可根据目标指标检索出一组最佳的超参

数，并得到训练好的模型，用于创建最终的 FeatureTransformer 

和 Model，以及构成 Pipeline。Pipeline 可被保存至文件中，以

便通过后续加载用以推理和/或增量训练。

Analytics Zoo 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接口 TimeSequencePredictor，

将上述 AutoML 框架的一般步骤加以封装，集成了大量时序相关

的特征处理和模型，专门用于时序预测模型的训练。用户可以直

接调用这个接口进行自动化的时序预测模型训练，输出 Pipeline

和保存，方便后续进行预测、部署以及增量训练更新。

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 TI ONE 已经整合了 Analytics 

Zoo 组件，如图三所示。有兴趣的用户可以使用智能钛机器学

习平台的 Analytics Zoo 组件，进行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以及

机器学习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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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英特尔® 至强®可扩展处理器支持英特尔®深度学习加速（Intel® Deep Learning Boost）技术，

极大提升了人工智能负载，特别是深度学习负载性能。Analytics Zoo 通过利用英特尔®MKL-DNN 的

优化和加速，高度释放了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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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L 框架利用 Ray Tune 在 RayOnSpark 上进行超参数

搜索，已实现的超参数搜索涵盖了特征工程和建模。在特征工

程中，搜索引擎从各种特征生成工具 (比如 featuretools) 自动

生成的特征集合中选择最佳的子集；在建模中，搜索引擎搜索

超参数，例如每层的节点数、学习率等。在本项目中，使用流行

的深度学习框架，例如 TensorFlow 和 Keras，来构建和训练

模型，并使用 Apache Spark 和 Ray 来进行分布式的运行。

AutoML 框架目前包括四个基本组件，即 FeatureTransformer、

Model、SearchEngine 和 Pipeline。Feature Transformer 定义

了特征工程流程，其通常包括一系列操作，如特征生成、特征缩

放和特征选择；Model 定义了模型 (如神经网络) 和使用的优化

算法 (如 SGD、Adam 等)。此外，Model 还可能包括模型/算法选

择；SearchEngine 负责搜索 FeatureTransformer 和 Model 的

最佳超参数组合，控制实际的模型训练过程；Pipeline 则是一个

集成了 FeatureTransformer 和 Model 的端到端的数据分析流

水线，Pipeline 可轻松保存到文件中，方便后续加载重新使用。

利用 AutoML 框架训练模型的一般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实例化 FeatureTransformer 和 Model，随后对 Search 

Engine 进行实例化，并由 FeatureTransformer、Model 及一些

搜索预设(指定超参数搜索空间、奖励指标等)进行配置。

 SearchEngine 运行搜索程序。每次运行将生成多个试验，

并使用 Ray Tune 在集群中分布式运行这些试验。每个试验

使用不同的超参数组合完成特征工程和模型训练流程，并返

回目标指标。

 在所有试验完成后，可根据目标指标检索出一组最佳的超参

数，并得到训练好的模型，用于创建最终的 FeatureTransformer 

和 Model，以及构成 Pipeline。Pipeline 可被保存至文件中，以

便通过后续加载用以推理和/或增量训练。

Analytics Zoo 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接口 TimeSequencePredictor，

将上述 AutoML 框架的一般步骤加以封装，集成了大量时序相关

的特征处理和模型，专门用于时序预测模型的训练。用户可以直

接调用这个接口进行自动化的时序预测模型训练，输出 Pipeline

和保存，方便后续进行预测、部署以及增量训练更新。

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 TI ONE 已经整合了 Analytics 

Zoo 组件，如图三所示。有兴趣的用户可以使用智能钛机器学

习平台的 Analytics Zoo 组件，进行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以及

机器学习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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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上使用 AutoML检测数据异常 
下面将通过一个案例介绍 Analytics Zoo AutoML 在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上的使用方

法。： 

腾讯云将先进的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应用于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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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提升了人工智能负载，特别是深度学习负载性能。Analytics Zoo 通过利用英特尔®MKL-DNN 的

优化和加速，高度释放了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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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 腾讯-英特尔 Analytics Zoo AutoML 合作项目白皮书

*英特尔®️ MKL-DNN 已改名为英特尔®️ oneDNN

打造高效易用智能 AutoML 平台
Analytics Zoo 助力腾讯云提升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性能

利用英特尔® oneDNN 的优化和加速，高度释放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模型训练和推理的性能

采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及其集成的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极大提升了智能钛机器学习平台的 AI 负载性能

将 Analytics Zoo 集成到腾讯云智能钛机器 
学习平台，强化平台 AutoML 特性 Analytics Zoo 中的 AutoML 框架

基于传统方法与 Analytics Zoo AutoML 的时序预测对比

时序分析

AutoML

腾讯云

端到端
优化

便捷
开发

AutoML
能力

英 特 尔 与 腾 讯 合 作 将 

Analytics Zoo 集成到 

腾讯云智能钛机器学习

平台，使该平台获得了 

AutoML 高级特性，让 AI 

初学者也能轻松使用，

让算法工程师和数据科

学家更加便捷高效地在

其上进行模型训练、评

估和预测。



优图摄像头与 AI 盒子，让零售更智能
英特尔与腾讯优图合作推出人工智能产品，为客户提供洞察

采用英特尔® Movidius™ Myriad™ 2  
驱动摄像头实现对象检测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为腾讯云对数据 
进行深入分析提供强劲算力

由英特尔®  Movidius™ Myriad™ X  
驱动优图盒子，实施智能分析 腾讯 DeepGaze 人工智能摄像头

腾讯优图盒子

销售业绩预测/货架补给

影像智能分析

吴运声
腾讯优图实
验室总经理

优图摄像头和人工智能盒

子搭载英特尔® Movidius™ 

Myriad™ VPU，在云端

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协作进行边缘推

理，为零售和建筑等垂

直行业提供经济高效而

又灵活的解决方案。

边缘推理 客户体验
个性化

视觉 
智能分析

10



1 新一代 Tendis 数据库持久内存版、混合存储版的相关性能指标均来源于腾讯云内部统计，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腾讯云：https://cloud.tencent.com 

2.3.4 有关性能和基准测试结果的更完整信息，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now/csp-abm-tencent/intel-assists-tencent-cloud-optimize-cbs.html

5.6.7.8.9 有关性能和基准测试结果的更完整信息，请访问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artificial-intelligence/posts/tencent-3d-digital-face-reconstruction.html

10.11.12 相关性能指标均来源于腾讯云内部统计，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腾讯云：https://cloud.tencent.com

13.14.15.16 有关性能和基准测试结果的更完整信息，请访问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now/csp-abm-tencent/optimization-of-customized-vocod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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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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技术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产品性

能会基于系统配置有所变化。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或请见 intel.com。

描述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

英特尔技术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得以激活。请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

关注英特尔商用频道微信公众号、微站， 
随时了解最新活动与资讯

扫码查看英特尔官网， 
了解更多英特尔在云中的技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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