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于1999年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是中国，乃至全球范围

内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产业的领跑者，在语音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等多项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凭借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语音技术，它已占据

中文语音技术市场70%以上的份额。

面向未来，科大讯飞正积极投身于拓展整个AI领域。以讯飞开放平台为基础，以讯飞人工

智能技术为核心技术力量，引入各个行业的数据和专家知识，来构建更完善的AI产业生

态，探索AI在认知领域的新篇章。

科大讯飞深刻理解深度学习对于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重要意义，还看到深度学习的发展

不仅需要顶层应用的精进，也离不开底层平台在计算、数据处理和算法优化上的支持。这

就意味着它一方面需要从长远共赢的角度，寻找一家在上述层面拥有更强综合实力的合

作伙伴；另一方面则需要从眼前的需求出发，为自身的深度学习应用寻找更多样化且优化

效果更为出色的硬件平台。

基于这两点考虑，科大讯飞开始与横跨通用、专用和可定制硬件平台，兼顾硬件支撑与软

件优化，并覆盖终端和云端的人工智能全栈解决方案提供商英特尔合作，引入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作为深度学习平台的“芯”选择。同时，它还通过与英特尔签署战略谅

解备忘录，加速推进自身相关代码和模型从GPU平台向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平台

的迁移和优化。

截止目前，双方上述协作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测试，科大讯飞的深度学习应用代码

在用于人工智能的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代号为Knights Mill）上的运行性

能，已能媲美现有的深度学习平台，这标志着双方在携手探索AI未来发展道路和前进方

向上，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面临挑战

科大讯飞的深度学习方案正寻求更为多样化的计算平台的支撑：除了传统的深度学习计算

平台外，科大讯飞也希望构建更多的、基于不同技术方案的深度学习计算平台，增加选择

上的多样性。

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

科大讯飞基于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优化深度学习平台

为深度学习寻找“芯”选择

“最初，我们引入英特尔® 至强 

融核™ 处理器，是出于加强运算能

力，给深度学习应用多一个底层平

台可选方案的考虑。但随着双方合

作的深入，我们发现英特尔在AI、

深度学习上的技术优势和能力可

以给予我们更多帮助。英特尔不

仅是一个硬件产品提供商，还是

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全栈解决方

案提供商，更是我们AI战略上可

信、可依赖的全天候、全方位合作

伙伴，能帮助我们更高效地探索

AI的未来创新之路。”

王智国

AI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科大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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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的AI创新之路，需要能力更为全面的合作伙伴来支持：已

经在语音识别、智能语音等领域获得卓越成就的科大讯飞，正以庞

大的数据为基础，构建强大的AI平台，探索未来AI之路。因此科大

讯飞希望找到一个在AI领域有着全面布局、有长远规划并有着软硬

件综合优势的合作伙伴相互协作、共同前行。

解决方案

与英特尔达成战略合作：基于协力推进AI的共同愿景，英特尔与科

大讯飞于2016年签署了战略谅解备忘录（MOU）。双方一方面计划

于三年内持续推进在代码级优化上的合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AI前

沿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双方也计划在市场拓展方面开展合作，切

实推动技术成果的落地进程。

将深度训练应用迁移到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平台上，并实现性能优化：

英特尔从科大讯飞的实际情况入手，提供了基于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的深度学习平台，并在代码级优化合作的基础上，帮助其深

度学习框架和应用代码实现从传统平台到英特尔® 架构平台的迁

移，及其运行性能上的优化。

发起“访问学生”计划：为了令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从算法、代

码的层面更有效地支撑科大讯飞深度学习框架，双方携手共同发

起“访问学生”计划，以实习生为契机，通过派驻现场工作和不间断

的技术研讨，将双方的优化工作有效结合在一起，从系统代码层级

为深度学习框架提供更高的算法和数据处理效能。

成果

为双方在深度学习领域的持续合作奠定基础：科大讯飞与英特尔

在战略合作框架下推进的代码优化协作，以及对现有深度学习应

用的迁移和优化，为双方合作的持续和深化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双方的协作将驱动以智能认知为目的的深度学习不断得到发展和

完善。

为更多科大讯飞的机器学习应用、算法和框架转向英特尔® 架构平

台铺平了道路：目前双方在深度学习应用代码迁移和优化上的工作

只是初见成效，但讯飞多数相关或类似应用都是基于其专有的框架

和技术，因此初期成果极具参考和借鉴价值，可以为后续更多应用

的迁移及优化铺平道路。

为英特尔® 架构的AI软硬件产品的优化和改进提供了重要助力：在

上述合作过程中，英特尔对科大讯飞应用需求更为深入的了解，还

有对其宝贵技术经验和见解的充分汲取，也对英特尔相关软硬件产

品，包括用于人工智能的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的优化，

及各类AI软件工具和库的改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认知，是我们感知世界的能力。人类通过语言交流去获取信息、进

行正确的判断、积累知识。但认知此前一直都是计算机能力的短板，

因此也是AI领域的焦点之一。已在语音识别、语音软件等技术上耕

耘十八年的科大讯飞，正计划以语音和语言相关的创新成果为入

口，发起一场计算机的认知革命。利用深度学习的方法，让机器通

过智能认知的方式去感知世界，这无疑是AI研究的重要突破点。

影响深度学习的因素有三个：算法研究、计算能力和数据获取。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所能获取和利用的数据呈爆炸式增长。预

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量将超过4万亿GB，这将满足深度学习的

数据获取需求。在算法研究上，目前最常用的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s , DNN）算法和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算法已经能较好地模拟人脑神经元多层深度传递

的过程，解决智能语音中的复杂问题。在计算能力方面，人类大脑

约有1000亿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有大约5000个神经突触，要使机

器接近人类的思考能力，则意味着要模拟出如此多的神经元和神经

突触，这在计算能力上是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提升深度学习的效能，科大讯飞的“讯飞超脑计划”打算模拟人

脑神经元，以期让该公司的智能语音设备拥有初步的人类思考能

力，这意味着科大讯飞会面对处理数千倍训练数据和模型参数的

巨大挑战。要实现这一深度模拟，需要更大规模的超算集群、更优

的深度学习算法、以及深度定制的人工神经网络专属芯片系统。

科大讯飞将目光聚焦在同为人工智能业界巨擘的英特尔身上。科大

讯飞AI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智国这样理解双方的合作：“与英特尔

携手是为了共同探索AI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而不仅仅是

寻找一家传统意义上的硬件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从“寻求另一种解决方案”开始

让计算机能够“听懂”人类的语音，是智能识别的关键任务。自动语

音识别一直是AI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最新

的基于DNN、RNN、RNN-CTC算法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拥有了良

好的语音识别能力。作为该行业的技术领头羊，科大讯飞不懈努力，

研发出了FSMN、DFCNN等一系列卓越的语音识别框架，引领着自

动语音识别技术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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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想要获得更好的识别效果，就需要对这些框架进行大量的

数据训练，这将带来海量的计算工作量。在一项数据训练中，每一万

小时的语音数据约产生6000PFlop（千万亿次）的计算量，这个计

算量即便是用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来执行，也需要近1.5小时的

工作时长。

科大讯飞希望寻找到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运算能力问题的合作伙伴，

其深度学习基础架构，是将计算资源和并行文件系统通过高速网络

连接，并在之上开发语音识别核心的计算引擎，再将之用于各种模

型训练和计算。可以看出，处理器的并行计算能力以及高速网络传

输能力会直接影响这一架构的工作效率。

此前，科大讯飞主要使用传统的GPU方案，但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在这类应用上的出色潜能，也让科大讯飞的工程师们跃跃欲

试，希望尝试另一种计算能力在其深度学习系统上的表现。于是， 

“寻求另一种解决方案”的想法，就成为了科大讯飞和英特尔达成战

略合作的启始点。

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的表现并没有让科大讯飞的专家失

望：在性能方面，代号为Knights Landing的至强融核™ 处理器集

成多达72个高效内核，其源自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指令集512 

(英特尔® AVX-512)技术的超宽矢量宽度，非常适用于高负荷并

行计算的场景；在扩展性方面，这款处理器提供了在高性能工作

负载下的高可扩展性和可靠性，适用于深度学习中的复杂神经网

络快速训练。通过与英特尔® Omni-Path架构（英特尔® OPA）高

速互联架构配合，该处理器还可大幅降低复杂的神经网络的训练

时间。

双方在新平台合作上取得的初步成功，让彼此都信心倍增。科大讯

飞相信，自身在语音识别上积累的大量数据与算法，加上英特尔在

计算平台和软件调优方面的技术力量，完美地构成了AI研究的三元

素：数据、计算和算法。随着双方信任和合作的升级，2016年底，

英特尔与科大讯飞在珠海共同签订了AI技术的战略谅解备忘录，计

划在未来三年内共同推进代码级别的合作优化、AI最前沿技术的研

究，以及共同进行市场拓展。

而今，科大讯飞和英特尔的合作基础，正在转向用于人工智能的新

一代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代号为Knights Mill）。与前一

代产品不同，Knights Mill是一款完全根据AI应用需求设计和打

造的处理器，除了制程工艺升级到10纳米以外，它还具备“可变精

度”（variable precision）这种为机器学习充分优化的技术特性。

由于深度学习的工作一般都运行在低精度模式下，较低的精度模

式可以大幅增加处理器的吞吐量，因此Knights Mill将比上一代

产品更适于深度学习应用。同时，它还可以作为深度学习应用平台

的主处理器，而无需其他处理器配合它的工作。在内存管理上，它

也更为灵活，支持的内存容量更高，这也意味着它将更为彻底地

打破在传统方案上扩展机器学习模型和训练数据时无法突破的显

存容量限制。

应用迁移：依靠专才培养计划加速

英特尔与科大讯飞都意识到，想要达成更深层次的合作，实现更好

的应用迁移和优化效果，唯有将合作深入到代码这个层面，才能从

根本上进行更高程度的优化。在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第一步就

是提出要推进代码级别的协作优化。

为了加速这项工作，在双方交流和沟通日渐深入之际，一个新奇的 

“访问学生”计划应运而生。

这一计划的落实，从科大讯飞开始。首先，它要经过层层筛选，招聘

优秀的AI方向研究生作为实习生。实习生在科大讯飞经过一段实习，

在充分熟悉科大讯飞主要的语音识别计算引擎和计算框架后，再到

英特尔数据中心事业部实验室，以实习生身份进行独立工作。实习

生执行的所有关于英特尔和科大讯飞合作的程序代码和数据，都在

独立的服务器上进行。

由此，双方展开了一种独特而又高效的工作模式：双方的技术专家

通过定期的技术会议，针对深度学习应用所需的场景、需求以及技

术焦点进行讨论，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确定优化的方向以及下一步

的工作，然后技术讨论的成果由实习生在实验室予以验证。整个计

划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实习生将科大讯飞计算引擎的部分程序代码和数据

拿到英特尔实验室，针对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Knights 

Landing）的特性，例如高效内核和超宽的矢量宽度，进行优化，

使基于这一处理器平台的深度学习系统样本训练工作效率达到科

大讯飞的预期；

第二阶段：将英特尔实验室中获得的优化成果，包括代码和性能参

数，由实习生带回科大讯飞数据中心机房并建立相应的测试环境，

这一包含了16颗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Knights Landing）的

测试环境，可以帮助科大讯飞将英特尔的成果和经验在科大讯飞的

模块和应用中进行移植、优化和验证；

第三阶段：继续由实习生将科大讯飞新的数据拿到英特尔实验室

进行优化，针对用于人工智能的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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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s Mill）的特性，例如作为深度学习应用的主处理器的工

作模式等，进行进一步优化工作。

通过三个阶段的工作，英特尔与科大讯飞都收获了满意的成果。

在第二阶段，在基于Knights Landing的测试环境下，样本训练

效率已经达到同级别传统训练平台的90%，在行业内引起广泛关

注。而在第三阶段，在针对Knights Mill进行调优后，样本训练效

率更是超出了同级别传统训练平台的水准。而英特尔在这一过程

中，也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到了像科大讯飞这样的，处于业界领

先的AI企业在相关应用优化方面的核心需求、宝贵经验和见解，

并将之反馈到Knights Mill的性能优化和改良中。同时，英特尔旗

下许多与深度学习的软件工具和库，例如Paraelle Studio, MKL-

DNN，也借此机会得到了大幅改进，让双方的合作实现了双赢的

效果。

未来：一起站在AI的风口

上述一系列的深层次合作，使英特尔与科大讯飞都为更清晰地了解

到对方在AI上的能力与愿景，并意识到调整思维，将传统的硬件合

作变为商业和战略两个层面上的深度合作，是双方面向未来、引领

AI大潮的重要契机。以此为基础，科大讯飞已经开始对英特尔提供

的丰富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更为广泛地测试和采用。在它为各行各业

用户和开发者们提供的“讯飞开放平台”中，就已经或即将导入全新

经验：

深 度 学习应 用中 对 并 行 计算 有 着 大 量 的 需 求，代号为

Knights Landing的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以及代号

为Knights Mill、用于人工智能的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凭借多内核，高可扩展性及超宽的矢量宽度，在并行

计算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帮助深度学习应用获得更

高效的样本训练效能。

英特尔与科大讯飞之间在代码层级的深度合作，不仅可以推

动科大讯飞训练平台的优化，提升其工作效率，其反馈的需求

和经验，也促进了用于人工智能的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Knights Mill），以及其他英特尔深度学习软件工具

和库的优化，双方在合作中均获益良多。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固态盘以及相比处理

器和GPU更易于定制、对应用的支持更为灵活的英特尔FPGA。

着眼未来，英特尔与科大讯飞还将继续以双方的战略谅解备忘录为

指导框架，在继续加深技术层面合作的同时，在市场研究、市场策

略制定等方面携手共进。

案例研究 | 为深度学习另寻“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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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或服务才能激活。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Intel.com，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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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至强、至强融核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英特尔商标或商标及品牌名称资料库的全部名单请见intel.com 上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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