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视觉云 
软件性能
媒体和娱乐服务提供商指南



2

目录 简介

• 未来十年（2019 - 2028 年），媒体和娱乐服务提

供商将有机会争夺总计近 3 万亿美元的无线业务收

入。仅 5G 网络提供的体验就将占到这一收入机会的

近一半（接近 1.3 万亿美元）1

• 如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能够应对大量视频流量、

处理日益复杂的编解码器并能经济高效地满足不断增

长的客户期望，就有望抓住这一高速增长的机会

•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等新推出的英特尔® 技术，可帮

助提供商构建响应迅速的基础设施，以便经济高效地

存储、跟踪、转码或按需提供视觉云资产

机遇 .................................................................................... 3

挑战 .................................................................................... 3

视频需求不断增加 ................................................................. 3

编解码器更加复杂 ................................................................. 3

客户期望越来越高 .................................................................4

运营不够高效..........................................................................4

解决方案 ............................................................................ 5

高级计算 .................................................................................. 5

高级存储 ..................................................................................6

高级网络 ..................................................................................6

软件框架和库..........................................................................6

携手共进：英特尔和媒体服务生态系统 ........................7

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 ............................................................ 8

结论和未来举措 ................................................................ 8



3

机遇 挑战

未来十年（2019 - 2028 年），媒体和娱乐服务提

供商将有机会争夺总计近 3 万亿美元的无线业务收

入。新兴 5G 网络提供的体验将占到这一收入机会的

近一半（接近 1.3 万亿美元）22。世界杯和奥运会等

体育赛事直播以及演唱会实时流媒体传输等显然是适

宜进入的细分市场，不过企业和行业应用也在迅速进

入教育、航空航天、国防和政治活动等领域。

如果您能够在自身的可扩展云服务组合中，别出心裁

且高效地提供媒体和转码服务，就有机会大幅增加收

入和提高客户黏性。但是，想要在这个领域中取得

成功并非易事。

如果您运营的是互联网媒体和娱乐公司，那么您所面临

的就会是在日益复杂的编解码器和新兴 5G 网络驱动下

如海啸般涌来的内容需求。除此之外，您往往还必须在

已过时的基础设施上，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期望，而这

样的基础设施常常无法经济高效地满足现代媒体和娱乐

工作负载的计算、存储和网络需求。

 

视频需求不断增加
全球发送的内容量每天都在增加。每分钟上传到 

YouTube* 的视频时长达 300 小时，用户每月在 

YouTube 上观看视频时数超过 32.5 亿小时 3。到 

2020 年，消费者实时视频点播 (VoD) 流量将增加

近一倍 4，届时视频预计将占到全部移动数据流量的 

75%5。但变化还不止于此。新兴的 5G 网络将使更加

复杂的沉浸式在线体验成为现实，从而进一步提高用户

对于视频的需求。仅虚拟现实 (VR) 硬件和软件的市场

规模预计就将从 2017 年的 22 亿美元增加到 2020 年

的 190 多亿美元 6。

 

编解码器更加复杂
视频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复杂。H.265/HEVC 编解

码器的计算复杂度是前一代 H.264/MPEG 的四倍

以上 7。此外，还有一些编解码器也越来越受欢迎，由

此给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造成额外的压力。这些编解

码器包括：

•  VP8 及其后继版本 VP9，它们是 Google* 开源的免

许可费视频编解码器。VP8 主要用于连接网页实时

通信 (WebRTC)，并可以以短循环动画格式，作为图

形交换格式 (GIF) 的替代者。VP9 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H.265/HEVC。起初，VP9 主要用于 Google 的视频

平台 YouTube，但目前已在移动和非移动网络浏览

器中得到了广泛支持。

•  AOMedia (AOM) Video 1 (AV1) 编解码器基于 VP8/VP9 

编解码器。由于使用了新一代压缩技术，其效率比其

他高效编解码器提高了约 30%8。AV1 免许可费、可

通过互联网高速传输高质量视频，并且即使在带宽受

限的情况下，也可以为最终用户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

想在视频领域与时俱进，必须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

创新。英特尔现已在 GitHub* 上开源了高效视频编码 

(SVT-HEVC)、SVT-AV1 和 SVT-VP9 等可扩展视频技术。

所有这些编解码器都经过了英特尔的严格测试，能够在

实际应用中显著提升性能。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 GitHub 

链接，请访问英特尔开源网页：https://01.org/svt。

https://01.org/s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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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期望越来越高
令情况更复杂的是，客户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消费者不想等待内

容慢慢加载。事实上，据一项研究表明，等待内容加载会让用户

生气。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在线视频用户都有过“缓冲暴怒”的

经历 9。研究还发现，超过 40% 的消费者等待不足 10 秒就会将

正在缓冲的视频关闭，而且他们中有近 40% 的人永远都不会再尝

试观看该视频。当用户放弃观看视频时，就可以理解为企业收入

的损失。底线：消费者期望实现快速启动、大幅缩短缓冲时间。

观看者、游戏玩家和社交媒体用户不仅厌恶等待，他们还期待获

得高质量的观看体验。他们不想看低分辨率或抖动的画面。精明

的内容提供商会对视频进行编码，这样就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在每

台设备上提供尽可能高的画质。这些设备包括蜂窝移动设备、

Wi-Fi 移动设备、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互联网电视、机顶盒甚

至车机屏幕。

运营不够高效
视频交付市场中的激烈竞争正在压低您向客户收取的费用。随着

收费的降低，您必须在提供更多内容的同时，提高运营效率，这

无疑会带来更大压力。随着内容交付市场供需曲线的变化，客户

支付的费用将会出现 20%-40% 的下降 10。从经济角度看，单纯

地添加服务器是不可行的。必须找到一种能够经济高效地为客户

提供所需内容的方式，才能确保自身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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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只有在整个媒体交付链中投资新的软硬件，完成转型，

才能在当下的媒体和娱乐经济大潮中蓬勃发展。

英特尔提供的创新技术可以让您的基础设施变成强大

的动力源。这些投资通过提高视觉云软件的性能和内

容交付的效率，让您能以更低的运营成本创造新的

收入，实现喜人的业务价值。

 

高级计算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专为计算密集型

工作负载而设计，拥有比上一代产品更高的频率，

每路可支持多达 56 个内核、12 个内存通道，同时

还配备能够利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技术的新 CPU 内存控制器。此外，新款处理器还具

有更多的内置架构增强功能，可以为转码、内容交

付、图像渲染及其他媒体与娱乐提供商需要处理的工

作负载提速。英特尔® 视觉计算加速器 2（英特尔® 

VCA 2）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平台上配备了

英特尔® 锐炬® Pro 显卡和英特尔® 快速视频同步技术

媒体转码功能。

配备锐炬® Pro 显卡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 家族

可用于实时流媒体传输用例，在这些用例中，实时交

付的重要性要高于高画质，因而转码是在边缘而不是

在大型数据中心内进行。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 

家族还支持高密度（例如刀片服务器），这样每台

服务器就能提供更多流媒体传输服务。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配备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可通过基于硬

件的数据压缩和解压缩功能来加速转码。硬件供应商

已将英特尔® QAT 集成到服务器主板的芯片组中，或

是集成到高速外围设备互连 * (PCIe*) 加速器卡中，

例如可以作为 PCIe 卡安装到标准服务器中的英特尔® 

QAT 适配器产品。开发人员可以通过英特尔® QAT 

软件所提供的 API 和 Shim 获取该技术。英特尔® 

QAT 所提供的集成式、硬件加速、实时数据压缩功能

是任何其他处理器品牌都无法给予的。

英特尔® QAT 将应用与目前正在使用的数据压缩加速

器相隔离。这种透明度是由英特尔提供的 QAT 编解码

器实现的。编解码器提供面向 Hadoop* 的压缩和解

压缩库，并为“QATzip” 这一用户空间 API 提供接口。

当 Hadoop 请求压缩或解压缩操作时，QAT 编解码

器不会在软件中执行操作，而是将请求转发给英特尔® 

QAT 压缩加速器。

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 512 技术（英特尔® AVX-512）

也能帮助加速转码。凭借 512 位矢量运算功能，

英特尔® AVX-512 可以处理包括视频直播在内的

高要求计算任务。与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 2.0 技术

（英特尔® AVX2）相比，在使用英特尔® AVX-512 后，

应用可以将 8 个 64 位或 16 个 32 位整数放入寄存

器中，辅以最多两个 512 位融合乘加 (FMA) 单元，

使数据寄存器的宽度翻倍、寄存器的数量翻倍、FMA 

单元的宽度翻倍。

如果您的视觉云服务包括视觉分析和深度学习，采用

矢量神经网络指令 (VNNI) 的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

（英特尔® DL Boost）技术最多可将深度学习推理

吞吐量提升到上一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 

30 倍 11。

得益于英特尔推出的英特尔® Speed Select 技术

（英特尔® SST），您可将 CPU 配置为在三个不同的

工作点运行（较高内核数 +较低的基本频率，或者较

低内核数 +较高的基本频率）。这意味着您可以根据

工作负载或虚拟机需求，定义多种 CPU 配置，由此

提高服务器利用率。您可以通过可靠的单位内核性能

服务级别协议 (SLA) 来保证高优先级客户的体验。

英特尔®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英特尔® FPGA）是可

以使用与您的工作负载相匹配的数据路径动态重新编

程的芯片器件。通过配置英特尔® FPGA，您可以为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ervers/accelerator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ervers/accelerator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quick-sync-video/quick-sync-video-general.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processors/xeon/e3-processor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quick-assist-technology-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quick-assist-technology-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avx-512-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ai/intel-deep-learning-boost/#gs.908uw4
https://www.intel.ai/intel-deep-learning-boost/#gs.908uw4
https://www.intel.ai/intel-deep-learning-boost/#gs.908uw4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speed-select-technology-articl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speed-select-technology-articl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grammab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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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码和其他与消费类媒体相关的工作负载提供灵活的

架构。通过将某些任务从处理器分流，您可将更多的

计算周期用于实时流媒体传输、媒体数据分析或其他

计算密集型消费类服务。

通过将常用数据放在更接近 CPU 的位置，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能够提高对于快速转码、

图形渲染和图形分析而言至关重要的计算速度。

英特尔® 傲腾™ 技术的速度与 DRAM 相近，但是成本

更低，并能提供高吞吐量、低延迟、高服务质量和

高耐用性。使用这项技术可以加速交付应用，以实现

快速缓存和存储、降低视频直播等延迟敏感型工作负

载的处理成本，并提升每个服务器的规模。通过使

用经济高效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您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处理更多数据。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还提供出色的加密功能，而这是

保护知识产权的关键。

 

高级存储
基于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

心级固态盘 (SSD) 结合了 DRAM 的速度与 3D NAND 

的容量和成本效率，可用于将数据从大容量存储器传

输到本地存储器再传输到集群内存。将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用作高速缓冲区可以突破困扰内容

分发网络 (CDN) 的 I/O 瓶颈。仅使用相对较少数量的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就可以显著缩短数

据传输时间。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非常适合热门内容

用例，而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更适合视频点播

和云数字视频录制 (DVR) 等数量大、容量高的用例。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DIMM 非常适合

实时流媒体传输，与 DRAM 相比可以节省大量成本。

 

高级网络
使用高速英特尔® 以太网网络适配器和控制器，随时

应对服务器内部和服务器之间内容激增的情况。

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目前有 10 GbE、25 GbE 

和 40 GbE 三种规格，并配备有双端口 25G VirtIO 

vSwitch 加速。新英特尔® 以太网 800 系列具备应用

设备队列功能，支持高达 100 GbE 的速度，能够加

速关键工作负载。为了实现从交换机至交换机的长距

离高性能连接，应充分利用英特尔® 硅光子技术。

 

软件框架和库
经过优化的框架和库能够为内容生成和分发提供

支持。例如，英特尔® 分发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

使用通用 API，在 CPU、GPU、英特尔® Movidius™ 

神经计算棒、FPGA 等不同计算机视觉加速器上，为

推理工作负载的异构执行提供支持。该工具套件包含

功能库和预优化的内核，可加快产品的上市速度。

英特尔® Media SDK 可在 Microsoft Windows* 和嵌

入式 Linux* 应用中加速视频编码、解码和处理。借

助这个 SDK，您可以创建数字监控、零售、工业、

智能家居、视频会议等应用只需一个 API，就可以在

利用英特尔® 快速视频同步技术各种功能的同时，为

快速视频转码、图像处理和媒体工作流程提供硬件

加速。优势包括：

•  加速富媒体的性能。加快视频播放、编码、处理和

媒体格式转换。

•  缩短产品上市时间。使用全面、便捷的 API 对您的

媒体管道进行原型设计、优化和产品化。

•  快速过渡到新的编解码器。使用具有硬件加速

功能的高效编解码器，提高处理 AVC、HEVC 和 

MPEG-2 媒体时的速度、压缩性能和质量。

•  快速调试和定制您的产品。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oftware/intel-memory-drive-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memory-storage/solid-state-drives/data-center-ssds/optane-dc-ssd-serie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memory-storage/solid-state-drives/data-center-ssds/optane-dc-ssd-serie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3d-nand-technology.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ducts/network-io/ethernet.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silicon-photonics/silicon-photonics-overview.html
https://software.intel.com/en-us/media-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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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进：英特尔和媒体服务
生态系统
英特尔参与了几个开源项目，这些项目有助于推进下一代编解

码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用于 HEVC、AV1 和 VP9 的可扩展视

频技术 (SVT)。此外，英特尔不断为 SVT-HEVC、SVT-A1 和 

SVT-VP9 编码器内核贡献力量，根据高度宽松的开放源代码

促进会 (Open Source Initiative, OSI) 批准的伯克利软件分发版 *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BSD) 开源协议和专利许可条款，

为高性能、高质量和可扩展的视频编码提供支持。这些编码器库

内核在密度与质量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并且针对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至强® D 处理器进行了高度优化。更多

信息，请见 https://01.org/svt。

英特尔还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共同测试和推广视觉云创新。示例

如下：

• Netflix* 和英特尔当前正在就 SVT-AV1 开展合作，他们于 

2019 年全美广播事业者联盟 (NAB) 展上宣布了合作计划。虽

然 SVT-AV1 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但双方的合作已将其工作速

度提升到 AOM-V1 编码器的 50 倍 12，这使得 AV1 首次具备了

商业可行性。

• TiledMedia* 致力于向消费类电子设备提供分辨率非常高的 

360 度虚拟现实视频内容和 180 度全景视频内容，在灵活性

和低延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目前正在使用 SVT-HEVC 

提供 8K 分辨率的虚拟现实内容，并希望在近期通过使用 

SVT-AV1，为基于浏览器的应用提供同样高品质的虚拟现实

体验。

• Nablet* 专注于开发自动化内容识别技术，最近发布了基于 

SVT-HEVC 的 SDK。

• Harmonic Inc* 是出色的视频分发和有线接入解决方案提供商

之一，计划使用 SVT-AV1 来提高实时视频流媒体传输服务的性

能和质量。

通过将全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与优化版软件（编解码器）

相结合，您可以构建一个高性能、经济高效的软件定义基础设施 

(SDI)，并能随着视觉云的需求变化而扩展。凭借这种基于软件的

方法（见侧栏“Open Visual Cloud：加速创新”），您可以在需要

时无缝集成面向编码、解码、推理或渲染工作负载的硬件加速功能，

而且无需更改软件。

其他英特尔® 技术可以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 (AI) 工作负载。例如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和固态盘、英特尔® 3D NAND 

固态盘、英特尔® 以太网、英特尔® 硅光子技术，另外，英特尔提

供的各种不同软件库也可推动快速进行高级数据分析。

Open Visual Cloud： 
加速创新
Open Visual Cloud 是英特尔赞助的开源项目，旨在为各类视觉

云用例提供一系列预定义的工作流程管道。这些管道由针对四个

核心构建模块（编码、解码、推理和渲染）优化的开源组件构成，

可用于提供媒体处理和交付、媒体分析、沉浸式媒体、云游戏和

云图形等视觉云服务。

可扩展视频技术 (SVT) 是 Open Visual Cloud 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所有 Open Visual Cloud 服务工作流程管道中起着重要 

作用。其他具有互操作性的构建模块还包括 OpenVINO™ 工具 

套件和英特尔® 渲染框架。所有管道都支持 FFMPEG*、

gstreamer*、TensorFlow* 等行业标准框架及其他深度学习

框架，并可作为 Docker* 文件提供。

通过使用 Open Visual Cloud 提供的参考管道，服务提供商就

能从更高的起点出发，快速测试和部署服务，从而加速创新。

用于内容分发网络 (CDN) 实时流媒体传输和实时智能广告插播

的两条参考管道现已推出。如交互式光线跟踪和 360 度虚拟

现实 (VR) 等其他管道也正在开发中。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01.org/svt
https://01.org/OpenVisualCloud
https://01.org/OpenVisual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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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
通过推出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

方案，英特尔正在加快下一波的数据中心创新。英特尔® 精选解决

方案是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配置，推出它们的目的是加快数据中

心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选择和部署。这些解决方案的开发源于

英特尔与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深入合作，以及与全球领先数据

中心和服务提供商的广泛协作。以下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可以帮

助您自信地为内容分发网络和其他视觉云工作负载制定正确的购

买决策：

• 面向视觉云分发网络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面向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面向混合云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面向网络转型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结论和未来举措

从视觉云工作负载的增长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是一个您可以

增加收入和扩大客户群的领域。如果您希望继续拓展媒体和娱乐

提供商业务，则应该考虑采取以下后续步骤：

• 评估您当前的计算、存储和网络基础设施，看看可以在哪些

方面进行投资，以便更快地为更多用户提供更多内容。

• 将重点放在您的核心能力和客户群上。选择一两个最符合客户

需求的媒体服务类型，而不是试图提供所有类型的媒体服务。

• 充分利用行业合作，而不必一切都从头开始。现在就有多个

支持本地视频编码、高性能云处理和视频传输技术的端到端解

决方案。

• 将英特尔® 技术落到实处，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并提高

性能。选择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其他合适的

英特尔® 产品，实现快速编解码、流畅的图形呈现及低网络延迟。

了解更多面向云服务提供商 (CSP) 的资源，请见 intel.cn/csp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select-solutions-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intel-select-solutions-overview.html
https://builders.intel.com/intelselectsolutions/intel-select-solutions-for-visual-cloud-delivery-network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analytics.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cloud.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solutions/select-solutions/network.html
http://intel.cn/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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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

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
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

配置：截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由英特尔测试。平台：Dragon rock 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82（每路 56 个内核），启用超线程技术，启用睿频，总内存 768 GB（24 插槽/32 GB/2933 MHz），
BIOS：SE5C620.86B.0D.01.0241.112020180249，Centos* 7 内核 3.10.0-957.5.1.el7.x86_64，深度学习框架：英特尔® Optimization for Caffe* 版本：https://github.com/intel/caffe d554cbf1，
ICC 2019.2.187，MKL DNN 版本：v0.17（commit hash：830a10059a018cd-2634d94195140cf2d8790a75a），模型：https://github.com/intel/caffe/blob/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
models/int8/resnet50_int8_full_conv.prototxt，BS=64，无数据层 DummyData：3x224x224，56 个实例/双路，数据类型：INT8 与截至 2017 年 7 月 11 日英特尔所做测试的对比：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CPU @ 2.50GHz（28 个内核），禁用超线程技术，禁用睿频，通过 intel_pstate 驱动程序将扩展调节器设置为“performance”，384GB DDR4-2666 ECC RAM。CentOS* Linux 
版本 7.3.1611（内核），Linux 内核 3.10.0-514.10.2.el7.x86_64。固态盘：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700 系列（800GB，2.5 英寸 SATA 6Gb/秒，25 纳米，MLC）。性能评测标准基于：环境变量：
KMP_AFFINITY='granularity=fine，compact‘，OMP_NUM_THREADS=56，CPU 频率设置为 cpupower frequency-set -d 2.5G -u 3.8G -g performance。Caffe：(https://github.com/intel/caffe/)，修订
版 f96b759f71b2281835f690af267158b82b150b5c。推理能力的测量基于“caffe time --forward_only”命令，训练能力的测量基于“caffe time”命令。对于“ConvNet”拓扑，使用虚拟数据集。对于其他拓 
扑，数据在本地存储，并且在训练之前在内存中缓存。拓扑技术说明来源于 https://github.com/intel/caffe/tree/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models (ResNet-50)，英特尔® C++ 编译器版本 17.0.2 
20170213，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小型函数库版本 2018.0.20170425。使用“numactl -l”运行 Caffe。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截止到配置中所示日期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12 性能测试中使用的软件和工作负荷可能仅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进行了性能优化。

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
运行性能）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详见 www.intel.cn/benchmarks

配置：截至 2019 年 3 月 1 日英特尔所做测试。硬件配置：1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60 处理器，2.1GHz，24 个内核，启用超线程技术和睿频，192 GB 总内存；12 插槽/16 GB/2,666 MT/s/DDR4 
LRDIMM，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6 Standard，安全缓解措施已应用，ucode：0x200004d。编码配置：配置：编码器：SVT-AV1: version 0.5.0 candidate/lib aom master build  I06193a/
hm 16.20 tag CQP mode for both.QP set av1 - [20,32,43,55]，hevc [27,32,37,42] 已测试预设。Sample cli [svt-av1]: SvtAv1EncApp.exe -enc-mode -w 1920 -h 1080 -i input.yuv -q -b output.bin 
-n 60 -intra-period 119 -bitdepth 8 -fps-num 60000 -fps-denom 1001 Sample cli [hm]: TAppEncoder.exe -wdt 1920 -hgt 1080 -i input.yuv -q 27 -fr 60 -b output.bin -f 60 -ip 120 –c encoder_
randomaccess_main.cfg Sample cli [lib aom]：aomenc.exe --codec=av1 --psnr --verbose --passes=1 --threads=48 --i420 --profile=0 --frame-parallel=0 --tile-columns=0 --test-decode=fatal 
--kf-min-dist=120 --kf-max-dist=120--end-usage=q --lag-in-frames=25 --auto-alt-ref=2 --cq-level=20 --aq-mode=0 --bitdepth=8 --input-bit-depth=8 --fps=30000/1000 --width=1920 
--height=1080 -o output.bin input.yuv --cpuused=<preset> 内容来源：https://media.xiph.org/video/derf/objective-1.1.tar.gz 在 1080p 视频剪辑上运行的速度。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截止到配置中所示日期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可用的安全更新。详情请参阅配置信息披露。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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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至强、傲腾、OpenVINO 和 Movidius 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  0519/JS/CAT/PDF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loud-computing/visual-cloud.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ervice-providers/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artner/cloud-insider/overview.html
https://01.org/OpenVisualCloud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grammable/fpga/new-to-fpgas/resource-center/overview.html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media-sdk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media-sdk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network-io/ethernet.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loud-computing/visual-cloud.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ervice-providers/overview.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artner/cloud-insider/overview.html
https://01.org/OpenVisualCloud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cessors/xeon/scalabl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optane-dc-persistent-memory.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programmable/fpga/new-to-fpgas/resource-center/overview.html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media-sdk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media-sdk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network-io/ethernet.html
https://www.marketwatch.com/press-release/intel-study-finds-5g-will-drive-13-trillion-in-new-revenues-in-media-and-entertainment-industry-by-2028-2018-10-11
https://www.marketwatch.com/press-release/intel-study-finds-5g-will-drive-13-trillion-in-new-revenues-in-media-and-entertainment-industry-by-2028-2018-10-11
https://merchdope.com/youtube-stats/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service-provider/visual-networking-index-vni/white-paper-c11-741490.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service-provider/visual-networking-index-vni/white-paper-c11-741490.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ervice-provider/visual-networking-index-vni/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ervice-provider/visual-networking-index-vni/index.html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2532/virtual-reality-vr/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articles/real-time-cpu-based-h265hevc-encoding-solution-with-intel-platform-technology
https://blog.mozilla.org/blog/2018/07/11/royalty-free-web-video-codecs/
https://www.broadcastingcable.com/news/study-consumers-have-no-patience-buffering-154730
https://www.broadcastingcable.com/news/study-consumers-have-no-patience-buffering-154730
https://techcrunch.com/2017/06/01/discontent-and-disruption-in-the-world-of-content-delivery-networks/
https://techcrunch.com/2017/06/01/discontent-and-disruption-in-the-world-of-content-delivery-networks/
http://www.intel.cn/benchmarks
https://github.com/intel/caffe
https://github.com/intel/caffe/blob/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models/int8/resnet50_int8_full_conv.prototxt
https://github.com/intel/caffe/blob/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models/int8/resnet50_int8_full_conv.prototxt
https://github.com/intel/caffe/
https://github.com/intel/caffe/tree/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models
http://www.intel.cn/benchmarks
https://media.xiph.org/video/derf/objective-1.1.tar.gz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omepag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