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最重要的战略项目之一，平安云* 自诞生以

来，始终致力于结合业务场景，提供高可用、高弹性、安全合规的云计算服务，同时结合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最新技术，提供保险云、信贷云等定制化产品方案，来优化业务流程，

提升客户服务体验。目前平安云平台已涵盖平安集团95%以上的业务公司，支撑80%的

业务系统投产，并延伸至外部直销银行及金融机构，承载4亿互联网用户。

重任在肩的平安云，一直以来都以建设安全、合规的全开放云平台为己任，深耕金融、医

疗健康等领域，力求为用户提供从底层基础设施到上层软件应用的全栈可靠云服务，因

此平安云对云服务的安全性尤为重视，陆续引入了多项安全机制，例如采用HTTPS协议

形成安全传输机制。但这也加重了系统负担，尤其是处理器等硬件的工作负载，造成可

用性下降。为解决这一问题，平安云导入重要合作伙伴英特尔公司提供的、主攻安全加速

应用的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先将其部署在系统核心的负载均衡模块中，继而又将

其创新地应用于平安云的容器服务中。通过这两步方案，平安云最终实现了对云服务安

全性及性能的兼顾，在为用户提供高性能、高安全服务的同时，带给他们更多的灵活度。

面临挑战

安全机制吞噬大量系统资源：金融、健康医疗等行业对云服务的安全合规性提出严苛要

求，采用更安全的HTTPS协议可有效应对这些需求，但其加密/解密机制也对系统性能造

成很大负担，甚至造成业务流程的迟滞。

容器服务对加密/解密性能提出需求：采用容器服务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云服务性能

提升，以及使用上的便捷性，但现有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对容器服务的支

持并无先例，无法为多个容器单独提供加密/解密加速能力。

解决方案

部署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通过在负载均衡，或云负载均衡模块中部署 

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承担HTTPS协议安全传输中的SSL卸载工作，可以

极大降低对处理器资源的占用，提高系统可用性。

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公有云服务

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助力平安云提供安全合规云服务

金融云平台如何兼顾安全与性能加速？

“虽然平安云并非云服务的首创者

和技术领跑者，但平安云正努力

探索，厚积薄发，将安全、可靠、合

规的云服务应用于金融与健康医

疗领域，帮助用户推进互联网创

新，并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的加入，就像

给我们的云平台带来一部加速

器，帮助我们在构建安全、合规

的云服务之路上跑得更快、走得

更好。”

匡光彩

NFV产品经理

平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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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R-IOV技术为容器提供加密/解密加速：在英特尔的协助下，

平安云创新地利用SR-IOV技术将单个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

加速卡的能力通过虚拟功能（VF）的方式提供给各个容器使用，让

每个容器都具备高性能SSL卸载能力。

影响

实现安全、性能与可用性的良好平衡：通过英特尔® QuickAssist技

术、云负载均衡以及容器服务等技术和应用的结合，平安云提供的

金融、健康医疗云服务在安全、性能以及用户使用便捷性上都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获得用户高度认可。

为平安云其他业务创新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平安云既在服务模式

上力图提供更多符合业务需求的服务，也希望结合更多先进技术与

理念实现云服务创新。融入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的云负载均

衡和容器服务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它也将为后续更多的服务

创新提供经验和参考。

自2013年开始，平安云就依托平安集团所构建的大金融生态圈，坚

持在金融科技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和创新，以积累金融合规方面的

宝贵技术经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平安云具有融合开源技术、商用

技术、合规、运维能力和运营体系等因素的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

金融业务拓展需求。这一策略，以及在其指导下打造出的能力，不但

帮助平安云在一众云服务提供商中脱颖而出，也让其顺利赢得了上

百家直销银行及金融机构、数亿互联网金融用户的信任。

目前，平安云支撑的金融业务范围、用户量及资金流转在国内金融

云服务商中排名第一，高达十个九（99.99999999%）的数据可靠

性支撑着平安集团全系列金融业务的稳定可靠交易，可满足全集团

业务全年累计中断时间不超过15分钟的高标准严要求。结合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平安云提供的海量数据计算分析能力帮助平安

普惠等企业实现了每月数百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额。由此可见，引入

更可靠的安全机制，吸纳更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而打造更安全、更

高效的云服务，正是平安云持续创新、推动云服务能力不断进步的

核心目标。

寻找SSL卸载的得力助手

在平安云使用的多种安全机制中，HTTPS协议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使用HTTPS协议取代传统HTTP协议，已成为目前金融、健康

医疗等对网络安全极度敏感的行业的普遍选择。HTTPS协议是在

HTTP协议基础上加入了SSL/TLS协议来保证安全性，与HTTP协

议采用明文方式直接请求、访问网页的方式不同，HTTPS协议方式

首先需要请求网站侧服务器返回网站证书（包含公钥），然后在客户

端侧生成随机对称密钥并用公钥加密后发送给服务器，获得确认返

回后才开始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其交互过程中的数据，也通过对称

密钥进行加密后传输，上述SSL加解密过程也被称为“SSL卸载”。正

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HTTPS协议提供了远比HTTP协议更为安全

的机制，但SSL卸载过程也大大增加了系统的性能开销。

从HTTPS协议的机制可知，在发送端需要对数据包进行加密，在

接收端需要对数据包进行解密，除了增加网络负担以外，验证与数

据的加密、解密也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这类计算工作如果全部交

由处理器来完成的话，就会让处理器无暇旁顾，以采用密钥长度为

2048bit的RSA加密/解密算法进行的SSL连接性能测试为例，在使

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E5-2699 v3的测试中，配置为6核12线程

时仅能连接5,670次/秒1，这一指标，对于部署在平安云上的、业务

量繁忙的金融系统而言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即便升级处理器，提高

处理器内核数量，大交换量的SSL连接也会挤占大量处理器内核，

使处理器资源占用率居高不下，造成系统反应迟钝。

把金融、健康医疗为重点突破领域的平安云，在其实际部署的云服

务中，大量的业务都需要采用HTTPS协议进行传输。“与一般的互

联网应用不同，银行、保险、普惠金融等业务传输的都是用户的私人

信息、账户信息等极度敏感的内容，因此必须要使用HTTPS一类安

全协议进行传输，当业务数量到达一定程度后，就会对系统的硬件

资源、尤其是处理器资源造成极大的压力。”平安云NFV产品经理

匡光彩这样说道。 

利用传统的处理器承载方式去执行SSL卸载，所消耗的时间是明

文传送的数倍之多，这显然会严重影响系统的性能。解决这一问题

的有效方法是在系统中配置专门的加密/解密设备。基于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的PCIe加速卡在系统中的部署，可以有效帮助平

安云解决SSL卸载带来的系统效率问题。

为保证业务连续性，提升集群可用性，在平安云的设计中，负载均

衡 (Elastic Load Balancing，ELB) 承担着集成业务系统入口、承载

业务流量的职责。平安云ELB 提供了F5和LVX 两种服务类型，分别

应对传统金融客户对负载均衡高可靠性的需求，以及互联网金融客

户对负载均衡高性能、高扩展及海量用户请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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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典型的平安云服务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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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使用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前后的性能对比2

在一项旨在对比使用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之前和之后性能

的测试中，测试系统部署了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E5-2699 v3，

并采用密钥长度为2048bit的RSA算法进行加密/解密性能测试。

测试结果如图二所示，在各个不同内核/线程组的对比中，部署 

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的系统SSL卸载性能，远远优于使用传

统OpenSSL工作的系统。

而在平安云的实际部署和应用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在采用处

理器进行SSL卸载时，平安云单台物理机每秒一般只能接入15,000

次RSA加密数据包，而在部署2块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

后，这一数量上升到80,000次每秒。同时，处理器负荷也从80%左

右下降到12%-17%3，有效释放了处理器资源，令宝贵的处理能力

得以用于支持系统的其他进程。

推进云服务中的NFV实践

随着平安云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用户数量、数据量皆呈指数级

增长，平安云也必须不断利用最新的技术方案，例如NFV来应对业

务发展带来的数据大潮。NFV（网络功能虚拟化）是未来云服务的

重要技术发展方向之一，它旨在通过软、硬件解耦合和虚拟化技术

来转变云平台内网络构建的方式，利用通用硬件设备（例如x86硬

件平台）组成硬件资源池，在其上构建虚拟化层来承载各类网络服

务。通过NFV，网络设备功能的实现可以不再依赖于专有架构的硬

件，用户也能更充分、更灵活地共享网络资源，实现新功能、新业务

的快速开发、部署和应用。

平安云对于云服务中的NFV实践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着力将

传统的负载均衡模块转型为“云负载均衡”，从而向用户提供更灵

活、更易于调度的云服务。“传统的负载均衡都是通过专用的硬件

设备完成，但这些设备不仅成本高昂，且缺乏横向扩展能力；同时

SSL卸载性能也不尽如人意，部署时间极为冗长。”匡光彩表示：“

以NFV的方式通过软件方式来实现负载均衡的功能，则可以有效

应对这些问题，例如在需要进行NFV LB横向扩展时，用户只需增

加配置了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的通用x86架构服务

器即可。高效的资源调度，将带来系统性能的提升。” 

同时，平安云还为用户提供了先进、灵活的容器服务，容器技术以

容器支持层代替了传统云平台架构的虚拟化层，使虚拟化层所需

的额外系统资源得以节省，系统资源利用率获得提升。以启动速

度为例，容器服务启动速度往往是传统云主机启动速度的数十乃

至数百倍。同时，与硬件负载均衡设备采用共享模式不同的是，容

器技术利用一系列机制实现了租户隔离，为用户的应用提供了独

立的运行空间，这让每个容器都具有独享的环境空间，容器内参

数的变化不会影响其他容器的运行环境，便于用户基于平安云部

署微服务架构。

但平安云在部署“云负载均衡+容器服务”时却遇到了难题— — 

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对传统的基于KVM等虚拟化技

术的云平台支持良好，但对容器服务所需的租户隔离需求的支持

却并无先例。为帮助平安云解决这一问题，英特尔的工程师展开

技术攻关，利用SR-IOV* 技术使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

卡成功实现了对平安云容器服务的支持。

SR-IOV技术是一种网络I/O虚拟化解决方案,它能让多个虚拟接

口在虚拟化环境中共享单个I/O设备硬件，例如PCIe接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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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业务连续性，提升集群可用性，在平安云的设计中，负载均衡 (Elastic Load Balancing，ELB) 承

担着集成业务系统入口、负载业务流量的职责。平安云 ELB 提供了 F5和 LVX 两种服务类型，分别应对传

统金融客户对负载均衡高可靠性的需求，以及互联网金融客户对负载均衡高性能、高扩展及海量用户请求的

需求。 

 

图一、典型的平安云服务架构图（此图会重新排版） 

 

在英特尔的帮助下，平安云在其 ELB组件上部署了集成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的 PCIe加速卡，这就

可以在云主机执行业务前完成数据的加密/解密工作，不仅可以实现更高的 SSL 卸载性能，也大大降低了云

主机内处理器的工作负载。 

 

2 

图二、使用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前后的性能对比 

                                                
2 图表及数据引用自英特尔白皮书：《Accelerating OpenSSL* Using Intel® QuickAssis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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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OV定义了两种新的功能类型：PF（Physical Function，物理功

能）及VF（Virtual Function，虚拟功能），PF是支持SR-IOV技术的

PCIe设备实体，可用于配置或控制SR-IOV功能，而VF具备了精简

的PCIe功能。在平安云的部署中，英特尔工程师将物理机上的2块 

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配置成2个PF，并分别虚拟出32

个VF，因此单台物理机上就具备了64个VF，可以支持64个容器服

务的SSL卸载功能，极大增强了用户的使用容量和效率。

除了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外，为帮助平安云进一步

提升云服务的性能和可用性，英特尔还将最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引入平安云。与上一代处理器相比，它最重要的技

术特性之一，就是集成了QuickAssist技术，用户无须再额外采

购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这大大提升了安装部署效率及运维

的便利性。此外，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芯片组集成的，

还是最新一代的QuickAssist技术，与现有英特尔® QuickAssist 

PCIe加速卡相比，其加密/解密的性能可提高至2倍以上。

在平安集团战略3.0向4.0的转变过程中，平安云将作为强大的信

息化平台，来承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聚焦大金融和

大医疗生态领域，把更多平安先进的场景化产品以及来自合作伙

经验：

HTTPS协议与使用明文传输的HTTP协议相比，加入了

SSL/TLS协议来保证更高的安全性，但加密/解密步骤也

大大增加了系统硬件，尤其是处理器的负担，使用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来定向处理SSL卸载等安全机制流程，不仅

能为处理器有效减负，也能显著提高系统性能。

云负载均衡和容器技术都可以有效地帮助云平台增加敏捷

性，通过资源的灵活调度来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云

服务。通过SR-IOV技术，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也被顺利

引入容器服务中，可为用户带来高效的SSL卸载能力。

伴的产品以云的方式呈现和交付出来。因此在未来，平安云还将

持续与英特尔这样的领先ICT企业合作，一方面继续利用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扩展其云负载均衡服务、容器服务的规模和支

持能力，另一方面，也将在VPN等新的业务场景中引入英特尔® 

QuickAssist技术，来提升其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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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引用自英特尔白皮书：《Accelerating OpenSSL* Using Intel® QuickAssist Technology》
2 图表引用自英特尔白皮书：《Accelerating OpenSSL* Using Intel® QuickAssist Technology》
3 数据源自平安云的实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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