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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随着同事对更丰富、更深入的洞察的呼声日益高涨，提供人工智

能 (AI) 能力的重担就落到了 IT 领导的肩上，而这些需求的复杂

度与日俱增。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下，

可以将数据、图像和文本等信息转化为深入洞察，从而自动做出

明智的业务决策并予以强化，最终提升业务价值。

人工智能的实施不可一蹴而就。这个过程短则需要数月，长则数

年（见图 1）。首先要奠定坚实的基础，包括识别各种机会并区

分轻重缓急，考量投资回报率 (ROI) 之外的影响（如道德和法律

法规），然后合理配备人员，从而向成功迈进。  

常常被低估的一个步骤是创建与整体数据策略相匹配的数据管

道：确定获取、存储、预处理和最终管理数据的方式。备好数据

后，即可通过设置技术以及开发、测试并记录结果，来开发解决

方案。

最后，为部署准备就绪后，即可构建和实施解决方案，并在未

来对该解决方案进行按需扩展，以及通过持续改进流程对其进

行迭代。 

本指南探索了人工智能之旅的每个阶段，也探讨了身为 IT 领导的

您可以问自己、问您的团队和同事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对您的人

工智能之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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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定义：
数据分析：利用数据工具（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统计、优化、模拟等）从多样化的数据中获取业务价值。 

人工智能 (AI)：人工智能是数据分析的一个子集，是指机器在

无需明确编程的情况下从数据中学习的能力，旨在实现能够执

行通常与人类思维相关的功能。 

机器学习 (ML)：一种实现人工智能的方法，涉及算法的开发和

应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数据和输入的增加来构建和不断改

进模型。机器学习通常用于解决具有预定义特征的问题，用于

推荐引擎、质量控制/产量等应用领域。机器学习分为三种：监

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

深度学习 (DL)：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集，它使用分层

神经网络从海量数据中学习，以解决各种问题。深度学习的优

点是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应用中具备算法提取特征的能

力（与之相对的则是需要预定义特征，而对机器学习领域的工

程师而言，预定义特征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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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内部要解决的业务 
需求/问题，并评估各项 
业务需求/问题的业务价值

利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的软件工具来获取
数据，而这样的软件工具有
很多

设置计算环境，如果训练时
需要使用深度学习加速，则
予以添加

利用英特尔® AI Builders 资
源构建人工智能 (AI)

根据业务价值和成本因素确定
项目的优先顺序

将数据存储在对象或块存储、
数据库和/或数据湖中

使用针对英特尔® 处理器优化 
的深度学习框架训练深度神
经网络，进行模型开发

在生产中实施人工智能

在启动项目前考量道德、社
会、法律、安全和其他风险
以及制定相应的风险缓解计划

采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的常用软件工具执
行清理和集成，对数据加以
处理

使用控制数据集测试深度学
习模型，以确定准确度是否
符合要求

随着需求的增长扩展到更多
的站点和用户

在企业内部进行人员配备，
让员工接纳并支持新的开发
理念，同时培养开发人才

通过 CPU 基础设施上的分布
式计算框架管理数据

记录代码、流程和关键知识，
以备日后参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用新数据
对模型进行迭代

图 1：人工智能 (AI)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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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基础
明确业务案例并确定其 
优先级
构建人工智能基础的第一步是找出业务问题或有待解

决的问题，并确定人工智能应用是否为正确的解决之

道。与任何新项目一样，您需要清楚地了解如何让您

的计划与业务目标和战略相匹配，并对合理预期的价

值了然于心，做到这一点很重要。对于为引人瞩目的

问题找到解决之道或发现新洞察，虽然应将人工智能

作为解决方案，但对于每个尚未明确的业务问题，它

并非灵丹妙药。 

通常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助于实现以下三大目

标之一：增加收入；提高效率和/或节省成本；实现

产品创新或多样化。业务目标的设定要尽量具体，提

出的问题要切中要害，这样才有助于明确：提升企业

价值的最佳契机在哪？您设定的目标是否足够具体？

如何定义成功，在怎样的时间框架内取得成功？需要

减少哪些道德、社会、法律、安全和其他风险？预先

解决这些问题，即可根据业务价值和成本因素更有效

地确定项目的轻重缓急。在这份批判性思维指南中，

您可以查看这些讨论，并根据分步指南了解如何评估

人工智能举措的业务目标。

企业利益相关者 
这些讨论应由相关业务部门 (LoB) 牵头，但 IT 部门必

须及早参与，以帮助企业了解可能发生的情况和确保

所设立的期望切实可行。您希望从数据中提取的洞察

类型取决于贵企业的业务需求和相对分析成熟度。

在早期阶段和项目全程，获得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承诺

和建议至关重要。从一开始就正确集结相关人员有助

于驱动项目成功（见图 2）。这些人员可能包括（但

不限于）数据科学家、工程师、开发人员、LoB 用户

和管理人员、领域专家、洞察用户、高层领导和传统 

IT 人员。

作为 IT 领导，您可以帮助确保业务目标、优

先级和期望与数据、基础设施功能、路线图相

匹配。指导业务部门 (Line-of-Business, LoS) 

同事获得所需的结果。

图 2：IT 部门可集结人工智能 (AI) 项目的利益相关者

IT 决策者

数据科学家、数据
工程师、统计员、

数据建模师

业务领域专家

开发人员

计算机科学家、 
解决方案架构师

高管层

LoS 用户和经理

洞察用户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ow/your-data-on-intel/evaluate-organization-ai-work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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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所需采取的人工智能方法
阐明您的业务案例后，即可开始确定有助于获取所需洞察的数

据。确定这些数据后，开始与数据科学家合作，他们将确定理想

的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方法（见图 3）。数据科学家可根据所用

的数据类型选择合适的方法和工具（有关这些方面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后续章节）。例如，如果您的数据大多为结构化数据，具

备预定义的功能，则机器学习方法即是提取洞察和提供透明度的

理想之选。如果是非结构化数据（例如视频、图像、音频或文

本），则更适合使用深度学习来提取必要特征（视频和图像中的

对象，或音频和文本中的字词）。鉴于结构化数据众多，并且也

为了确保量化洞察的相对透明度，大多数企业倾向于先从机器学

习或统计学习方法入手。随着企业采纳的模型洞察越来越多，它

可以引入更多的模型分层，或增强它们彼此馈入信息的方式来开

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例如，在制造过程中，如果使用的模型表

明产量较低，则会与统计模型通信以更新供应模型，进而更新要

制造的零件数量。缺陷深度学习模型有助于缺陷识别和分类。该

模型可与产量模型配对，用以识别哪些机器未工作，从而在影响

整体产量指标前安排技术人员校准或修复机器，纠正问题。

预先获得每个人的支持对于取得长远成功至关重要。确定每个人

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职责，并且要团结一心，携手并进。为促进顺

利写作，每个人都要理解并尊重其他人的专业知识和贡献。如果

利益相关者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的开发，他们就会相信所获得的

结果并采取相应行动。否则您就得面对利益相关者将这些结果弃

之不用的风险，从而让整个项目沦为毫无商业价值的单纯学术活

动。帮助业务用户确保他们明确知道自己将如何使用其想要获得

的洞察。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快速、轻松地使用任何数据分析或

人工智能的输出（例如通过可视化仪表板）。他们还必须清楚了

解数据来源和数据使用方式，从而有效地向最终用户解释这些由

数据驱动的洞察。

预先获得这种支持有助于培育数据驱动型文化，重视在战略决策

中使用数据，并区分其轻重缓急。与任何文化变革一样，这可能

很棘手，因此在建立的队伍中纳入有影响力的人士，由他们来在

企业中传播所需的思维和行为，这一点非常重要。通过制定计划流

程和方法，在项目初期就为长远成功奠定基础，利用这些流程和

方法定期收集反馈——收集反馈的对象既包括洞察的使用者（了解

为企业提供的价值），也包括数据科学家/工程师、解决方案架构

师和 IT 团队（了解算法性能、数据管理效率或对于调整底层基础

设施的需求等等）。这种方式有利于驱动持续改进。 

图 3：针对您的业务挑战选择适当的人工智能 (AI)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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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为人工智能奠定
坚实基础：
•  阅读此文了解更多信息：如何打造一支优秀的人工智

能团队，福布斯

•  引导您的团队完成业务案例评估：分析主题评估指南

•  了解有关分析和人工智能成熟度的更多信息：高级分析

入门

•  帮您打造数据驱动型文化：公司打造数据驱动型文化的 

5 大技巧，CIO Magazine

请记住，人工智能功能在不断地快速演进，因此请及时了解其他

项目或新兴方法，此举可帮助您让洞察水平更上一层楼。例如，

某医院可能收治多起支气管炎病例，应用机器学习可以帮助识别

其客户群中的其他潜在病例。然后，可与所在集团中的其他医院

共享这些学习成果（不共享相关的敏感数据），让其他医院也能

在以前从未见过的情况下及早识别支气管炎病例。

https://www.forbes.com/sites/insights-intelai/2019/05/22/how-to-build-a-great-ai-team/#2fc23c7f426a
https://www.forbes.com/sites/insights-intelai/2019/05/22/how-to-build-a-great-ai-team/#2fc23c7f426a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ow/your-data-on-intel/evaluate-organization-ai-workbook.html
https://connect.intel.com/cn_zh_Data_Analytics
https://connect.intel.com/cn_zh_Data_Analytics
https://www.cio.com/article/3274561/5-tips-to-create-a-data-driven-culture-at-your-company.html
https://www.cio.com/article/3274561/5-tips-to-create-a-data-driven-culture-at-your-company.html


7

对数据策略的一个较好的定义为：一种用于阐明数据如何助力实

现和激发业务策略的一种集中式和集成式的概念¹。数据策略应概

述以下方面： 

• 企业的数据愿景

• 企业如何执行所需的数据活动

• 企业如何推动数据采纳和使用

• 企业执行所提议活动的步骤顺序和时间安排

• 企业如何善用数据来获利

• 有效且合法的数据存储、共享和使用方式

当然，这远超人工智能的范畴，人工智能计划只是总体数据策略

的一部分而已。虽然在更广泛的数据环境中执行人工智能计划非

常重要，但在制定和推进数据策略的过程中，也要牢记和考虑当

前和未来的人工智能需求。在此过程中，要注重数据管道的四个

关键阶段——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确

保您拥有适当的资源来优化各个阶段。数据集成是最关键的步骤

之一（见图 4）。若存在数据孤岛，应制定合并相似团队和数据的

计划。若存在数据缺口，应找到有助于填补缺口的外部资源。

7

第 2 章：数据

与您的解决方案架构师一起了解诸如来源、种类、位置、频度、

价值和管理成本等数据特征。综合考虑这些需求，有助于您为实

现人工智能目标打造更合适的基础设施，下文将会详述。

数据获取
第一阶段是根据数据的规模、来源、结构和延迟，采取适当的方法

获取原始数据。例如，流式数据由一连串较小的异步消息组成，

传送的这些消息无需回复。这类数据可用于日渐普遍的实时分析

用例（例如网络安全监控）。在这些场景中，由于需要立即获取洞

察并采取行动，故而需要分布式计算和内存（位于虚拟机 (VM) 中

和/或位于边缘），以实现实时操作。特别是，需要低功耗的高计算

性能。英特尔® CPU（如主流的轻型英特尔® 锐炬® 显卡）针对低功

耗、高性能边缘工作负载进行了优化，可满足这些要求。

有些类型的场景则依赖于批式数据，批式数据往往包含要批量进行

传输和存储的大量文件，或是在关系数据库或 NoSQL* 数据库中

传输和存储的文件。如果某制造商希望分析其供应链趋势和模式随

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可以为人工智能工作负载选用批式数据。在这

种情况下，数据可以位于本地平台或其他云平台，在获取数据时，

需要数据源和目标之间具备高度聚合的带宽。与在边缘获取数据

一样，高性能 CPU 对于获取批式数据至关重要，随着数据量的增

长，对出色的可扩展性的要求更高。英特尔的全新数据中心级技术

（包括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

持久内存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专为应对此类挑战

而设计，支持更大的新内存层和具备较高的性能，适用于快速增长

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工作负载。

了解您在数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数据特征和需求。与解

决方案架构师、软硬件专家一起，创建针对人工智能 (AI) 

需求而优化的数据管道。

图 4：数据生命周期或数据管道的各个阶段

数据集成数据传输数据创建 数据暂存数据获取
数据清理， 

归一化
建模和实验 调优和蒸馏 可视化和部署 归档

数据获取 数据准备 数据分析 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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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准备
获取数据后，必须准备并存储数据。此处做出的决策同样取决所

用数据的特征。对象存储用于存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如日

志、数据库备份、文件、图像和视频。对于此类存储需求，可以

考虑使用 QLC NAND 设备实现经济高效的大容量存储，使用固态盘 

(SSD) 进行缓存。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队列深度低，吞吐量高，消除了

性能瓶颈，非常适合在大数据工作负载中缓存临时数据。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改进了读取延迟性能，能更快、更一致地

获得数据分析洞察。相较于全 DRAM 系统，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与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结合使用时，可以经济高效

地扩展内存池容量，完成时间加快高达 3 倍²。与英特尔® 内存驱

动技术配合使用时，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还可实现

高效的数据集扩展，作为系统内存无缝使用，在带来存储成本和

容量优势的同时，提供近乎 DRAM 的性能。 

对于数据库，SQL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RDBMS)（例如 SAP HANA*、 

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 DB*、MySQL*）通常适合用于

所包含的结构化数据要求 ACID* 合规的联机事务处理 (OLTP) 工

作负载，例如金融交易、客户订单跟踪或检查用户凭据。另一方

面，NoSQL 数据库（例如 Redis*、Cassandra*、HBase*）倾向

于支持 TB 级到 PB 级的 OLTP 工作负载，这些工作负载支持实时

和/或大规模分析工作负载，例如实时应用数据、物联网 (IoT) 传感器 

数据或高级分析和机器学习任务。这些加速的工作负载需要使用 

CPU 来加快处理速度，使用 3D NAND 或持久内存来进行实时操作。 

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同时推出的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掀起了内存和存储技术的革命，将经济实惠

的大容量和数据持久性融为一体。如此一来，即可将更多热数据保

存在更靠近处理器的位置，从而实现更高的成本/性能优势并降低

总体拥有成本 (TCO)。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专为数据

密集型工作负载而设计，突破了内存数据库的重启时间，减少了从

系统存储中获取大型数据集的等待时间。

最后，基于 Cloudera* 等平台的数据仓库或数据湖非常普遍，大多

数企业倾向于结合使用上述数据湖和数据岛。数据湖可以构建在

物理服务器上，也可以构建在云中或虚拟机和容器上，但只能在

支持具体业务需求之处创建。我们看到计算和存储分散化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在有明确的存储策略为依托的情况下，该模型非常

适合基于边缘的实时分析工作负载。根据其紧急程度和实用性设

置数据分层标准，确保为各层合理选择高成本效益的内存或存储

技术（见图 5）。

冷数据层 – HDD/磁带 
归档和备份

温数据层 –  
NAND SSD、SSD

热数据层 -  
DRAM

内存

实时/  
流式分析

10s GB <100ns

100s GB <1μsec

1s TB <10μsec

10s TB <100μsec

10s TB <10msec

 
批处理/ 
历史分析

持久内存

存储

图 5：存储/内存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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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覆盖数据管道全部四个阶段的端到端分析平台（如 SAP*、Oracle 

或 Microsoft*）可实现简单便捷的业务数据集成。英特尔与这些以

及其他专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和主要生态系统参与者密切合作，以优

化客户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环境。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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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使用，可加

快获得对内存和其他分析工作负载的洞察，查询性能提升至 8 倍³。 

而与 1Gb 以太网产品相比，25Gb 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的连

接能力与新一代处理器技术相结合，可将业务洞察速度加快高达 

2.5 倍⁴。 

利用英特尔® FPGA 等其他技术可以进一步加速，这些技术能够为一

系列计算密集型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定制化加速；英特尔® QuickAssist 

技术（英特尔® QAT）为增强安全性、身份验证和压缩提供软件支

持基础，可显著提高软件定义基础设施中标准平台解决方案的性

能和效率。

软件优化和框架还有助于快速启动和运行人工智能工作负载。 

TensorFlow*、Caffe*、PaddlePaddle* 和 MXNet* 等常见框架以

及 Analytics Zoo* 等平台，其设计宗旨是帮助您快速部署机器学习

或深度学习，以便数据科学和开发团队探索最适合其需求的解决

方案。英特尔与软件生态系统密切合作，共同开发库、工具包和

进行软件优化，帮助您的开发人员提高应用性能，缩短开发时间， 

而且成本极低或甚至无需花费任何成本。例如：

•  英特尔® 数据平面开发套件（英特尔® DPDK）是一套免费的、可

加速数据包处理的库和驱动程序，适用于任何 x86 平台。 

•  OpenVINO™ 工具包英特尔® 分发版支持开发人员采取 “一次编

写，多处部署” 的方法，快速构建模拟人眼视觉的应用和解决

方案。

•  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能够针对未来的英特尔®  

处理器事半功倍地优化代码。

•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英特尔® DAAL）可帮助软件开发人员

缩短开发高性能应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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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诸行动
数据管道的最后阶段是提供洞察。数据科学家和业务

分析师将在这一阶段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将这些洞察

转化为商业价值。所使用的技术因项目而异。他们将

在多个数据集之间执行一系列聚合和分析任务，这些

数据集的类型和结构可能迥然不同。可能使用的技术

包括统计和机器学习方法，如线性/非线性建模、集

群技术、降维技术、基于图的方法和神经网络。 

在洞察阶段，数据可视化、仪表板和报告有助于业务

用户理解结果。所使用的软件应当足够灵活，从而能

够根据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和新的数据分析以及人工

智能用例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和发展。为了更便利

地执行该过程，常见的云服务提供商集成了许多报告

和仪表板工具。

先从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工具着手，然后随着您的功能和资源的扩展而不 

断演进。例如，在线零售商在初始阶段可从在关系数

据库中使用结构化数据来跟踪客户交易着手。接下

来，可以运用非结构化数据补充完善客户信息，这有

利于企业更全面地了解每个客户的体验。举个例子，

某个想要线上下单的客户收到一条错误消息，然后致

电客户支持，花了 15 分钟来等待答复，未果后放弃。

之后他们可能会在 Twitter 上发表评论。在这种情况

下，最初的线上问题由 Web 服务器错误所致，而

支持呼叫则进入客户关系管理 (CRM) 系统。通过将

这些与社交媒体帖子结合在一起，企业可以对客户

及其痛点获得更加面面俱到、细致入微的理解。这类

用户行为分析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可以随着时间的

推移从您的数据中提取更多的洞察，并为顺利推进更

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如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奠定

基础。

延伸阅读：准备数据
管道：
• 了解有关数据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从数

据中获取洞察

• 探索数据就绪的意义：满足真正的人工智

能需求 

客户成功案例：中通快递
中通快递* 是中国乃至全球规模较大的快递服务公司

之一。其主营业务是提供快递及其他增值物流服务。

中通包裹从 22,000 个服务网点运送到 68 个分拣中

心之一，然后再到目的地分拣中心，最后送达最终

目的地。整个路线仅需短短 15 秒即可绘制出来，并

通过实时分析进行监测。这个过程会生成大量必须

加以处理和存储的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离不开高

度敏捷且响应迅速的技术基础设施。

中通使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来提高性能，减少瓶颈，

控制成本。这意味着可加速路线处理、提高准确性

并简化交付。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ow/your-data-on-intel/data-to-insights-business-driven-analytics-guide.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ow/your-data-on-intel/data-to-insights-business-driven-analytics-guide.html
https://www.intel.ai/the-real-ai-need/#gs.mzyx02
https://www.intel.ai/the-real-ai-need/#gs.mzyx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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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开发
设置
数据管道就绪后，便可开始开发人工智能算法。首先，为运行模型

训练设置计算环境。这个过程可以使用现有的 CPU 资源来完成， 

如时间有限，则可以使用 FPGA 和/或加速器来提升性能。

英特尔® AI Builders 计划提供了一系列工具、最佳实践和用例。

该生态系统由最终用户、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和系统集成商 (SI) 组成，助力您加速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

建模
对于寻求在现有基础设施上开发全栈分析或深度学习解决方案的

绝大多数数据科学家，英特尔提供了形形色色经过优化的框架、工

具和服务，用于简化开发流程，更快满足其性能和准确度要求。 

英特尔的解决方案涉及分层优化，能以更高性能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现有平台上运行开源软件（如 TensorFlow*）。这 

种自下而上的优化型解决方案还有另一种优势，那就是系统具备 

真正的可扩展性。为方便您在英特尔® 架构上开发深度学习模型，

英特尔提供了以下全栈式优化：

OpenVINO™ 工具包英特尔® 分发版可为英特尔® 架构上运行的各种深

度学习框架和应用提供高性能，例如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CPU)、 

英特尔® 锐炬® 显卡 (iGPU)、英特尔® Movidius™ 技术（位于边缘的  

VPU）和英特尔® Stratix® FPGA。该分发版旨在助力人工智能应用

开发人员以不同方式部署和扩展其应用，而无需针对特定框架和/ 

或架构对应用进行额外变更。有关 OpenVINO™ 工具包英特尔®  

分发版的文档和指南，请点击此处。 

TensorFlow* 是谷歌最受欢迎的开源深度学习框架之一。考虑到其 

重要性，英特尔进行了一些优化，以确保 TensorFlow 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上的训练和推理性能尽可能高。如果您在现有系统上

运行 TensorFlow，务必安装预建的英特尔® optimized wheel。有

关如何执行该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节末尾 “延伸阅读” 中的

白皮书。

英特尔® 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DNN）是一种高性能开源库，可提升英特尔® 架构上的深度

学习应用和框架的计算性能。英特尔® MKL-DNN 已在多种应用中

获得了实际运用，包括但不限于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Caffe*、 

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Microsoft CNTK* 和  

OpenVINO™ 工具包英特尔® 分发版。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 

MKL-DNN 的开发人员文档。

在现有英特尔® 架构上开发和训练您的人工智能算法探索

有助于加速和简化开发过程的开源工具和优化。

https://builders.intel.com/ai
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openvino-toolkit
https://github.com/intel/mkl-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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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英特尔® DL Boost）的主要优势在于向量神

经网络指令 (VNNI)——这种指令集架构旨在提升卷积神经网络和其

他人工智能模型的推理性能。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可基于第二代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优化各种推理工作负载，例如图像分类、 

语音识别、语言翻译以及对象检测。点击此处探索英特尔® 深度学

习加速如何赋能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英特尔将与您的团队密切合作，帮助评估您的需求，继而在您现

有的英特尔® 硬件上开发优化的分析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堆栈。

测试和记录
在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您可以选择使用模拟数据，例如通过生成

式对抗网络 (GAN)。请务必保留一些数据，以便在完成训练后，您

还有可用于模型测试的新数据。使用混合云策略是模型训练的一种

常见方法。在混合云策略中，通过 “HPC 即服务” 提供商来使用云

中的突发容量，用户可以在云中开发模型，然后将其迁移到本地部

署的解决方案或在本地开发。

完成模型开发后，即可使用模型以前未曾见过的控制数据集对其

进行测试，以确定准确度是否符合要求。如果结果令人满意，则

可记录代码、流程和关键知识，以备日后参考。

延伸阅读：开发和训练您的
人工智能算法：
•  有关开发深度学习模型的深度指导：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 HPC 基础设施上使用 TensorFlow* 

扩展深度学习训练和推理的最佳实践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now/your-data-on-intel/deep-learning-boost-video.html
https://www.intel.ai/solutions/best-known-methods-for-scaling-deep-learning-with-tensorflow-on-intel-xeon-processor-based-clusters/#gs.qq6xf4
https://www.intel.ai/solutions/best-known-methods-for-scaling-deep-learning-with-tensorflow-on-intel-xeon-processor-based-clusters/#gs.qq6xf4
https://www.intel.ai/solutions/best-known-methods-for-scaling-deep-learning-with-tensorflow-on-intel-xeon-processor-based-clusters/#gs.qq6x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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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部署 

无论您选择何种方法，为证明部署的可持续性、业务价值以及获

得持怀疑态度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在全面部署前执行概念验证 

(PoC) 非常重要。您可以利用现有资源和样本数据集执行概念验证。 

这样可以有助于您在日后的生产环境中更轻松地实施人工智能用

例。它还有助于确定您的数据策略和 IT 基础设施是否合理，以及

明确要投资打造各种能力的优先领域。 

架构构建和实施
每个人工智能用例都有自身独特的基础设施需求。例如，如果您

计划在边缘运行人工智能来分析视频素材，那么优先考虑的因素

是低延迟、高性能计算以及专为在边缘提供支持而打造的大容量

持久内存。如果您计划在云中训练算法，而后在本地运行迭代，

则需要兼容的环境才能让必要的程序在平台之间无缝转换。考虑

与您的解决方案架构师一起，将网络、硬件和软件功能

映射到您的数据管道和人工智能要求。 

制定相应策略，以优化本地、私有云和公有云环境中的

人工智能工作负载布局，使用虚拟机和容器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

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确定如何针对您现在和将来的人工智能需

求进行基础设施优化。请记住，虽然处理能力很重要，但这只不

过是部分考量因素而已。例如，内存或网络带宽方面的瓶颈可能

会妨碍您的计算资源及其支持的软件充分发挥潜力。 

网络
数据很少驻留在一个位置。鉴于本地、私有云和公有云中的数据

库和应用五花八门，因此您的网络应当能够非常快速地支持大量

数据更安全且无缝的传输，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高速

连接，人工智能应用将无法充分发挥潜力。

您不妨考虑南北方向（即进出数据中心）以及东西方向（在数据中

心内部）移动数据方面的连接需求。协调处理器性能和内存速度往

往意味着瓶颈转移到网络，因此网络性能需要与基础设施的其余

部分并驾齐驱。将数据中心连接到边缘设备时，应制定 5G 探索计

划，因为 5G 已成为一种选择方案。

25Gb 英特尔® 以太网 700 系列产品和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铂金

处理器搭配使用时效果更佳，能提升数据中心的性能，与 1Gb 以太

网产品相比，获取业务洞察的速度可提升高达 2.5 倍⁵。

客户成功案例：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 
科大讯飞是中国乃至全球的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 (AI) 行业领头

羊，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方

面树立了领先的国际地位，占据中国语音技术市场的巨大份额。

该公司目前计划在其 iFLYTEK Cloud 的基础上探索认知领域的

新型人工智能应用。 

科大讯飞已成功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上运行其 AI 云。

此外，它还将基于 GPU 的大量现有人工智能应用迁移到基于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平台，由此获得了出色的性能优

化结果。 

“英特尔不仅是一家出类拔萃的硬件产品供应商，而且也是人工

智能领域领先的全栈解决方案提供商。于我们而言，他们是值

得信赖、高度可靠、面面俱到的人工智能战略合作伙伴，帮助

我们高效探索未来人工智能创新道路，” 科大讯飞云计算研究院

副总裁 Zhijiang Zhang 先生表示。 

他还说到道：“集成了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 (VNNI) 技术的第二

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将极大推动我们的人工智能计算。

我们还可以淘汰以前的 GPU 卡，从而降低人工智能云的总体拥 

有成本。在使用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人工智能

云中进行工作负载实测时，发现与 GPU 解决方案相比，在启用 

VNNI 的情况下可获得类似或更高的性能。我们在人工智能云中

使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构建了一个热数据缓存，以便在计算

期间为模型提供快速访问，从而显著提高人工智能云的平均响

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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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您选择的用例不同，数据科学家和业务用户所需的应用和工具也

不同。确保您需要的应  用套件能很好地协同工作，并且关键利益

相关者了解其用法。

虽然 SAS*、SAP、Microsoft 和 Cloudera* 等大多数领先的解决

方案提供商都提供跨环境兼容性，但您最好预先确认所选的独立

软件供应商 (ISV) 能否跨越所有内部部署和云端的应用及数据库提

供端到端无缝集成。如果您希望将特定人工智能工作负载从公有云

迁移到本地数据库（或反之），而且想要使用的软件未针对其中

某个环境进行优化，那么缺乏集成会导致问题接踵而至。同样，

如果您想使用的硬件组件未针对特定应用进行认证，则可能无法

进行使用。选择面向混合云或多云解决方案的 “HPC 即服务” 提供 

商，可能是实现无缝迁移至/迁移出云的一大优势。它还有助于您

选用的任何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减少为提供支持而需进行的测试。

长期以来，英特尔一直推崇技术民主化，力求让每类开发人员都

能使用相关技术，以便在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环境中跨越多种类

型的硬件展开工作。因此，我们致力于开源工作，并与软件生态

系统和开源社区合作多年，确保常用的库和框架得到优化，加速

其普及和采用。 

我们与领先的框架开发人员合作，在数据中心使用面向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软件优化来增强深度学习性能。目前可用的针对 

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框架包括 TensorFlow、PaddlePaddle、Caffe 和 

MXNet。此外，英特尔还与 Apache Spark*、BigDL*、TensorFlow 

和 Keras* 合作开发了统一的人工智能和分析平台——Analytics Zoo。

通过使用这些优化版本，您便可以遵循 CPU 训练和推理策略，降低

总体拥有成本，并获得更多优势。

硬件
对于支持复杂的人工智能工作负载和应用而言，强大的计算性能

当然至关重要。人工智能硬件应与环境相匹配。比如，对于边缘

设备，硬件应具备高吞吐量、低延迟的推理性能；而对于数据中

心则应具备功能强大、内存丰富的训练和推理性能。确保可以大

规模维持该种性能——例如，确保可以在处理器中/附近放置足够

多的数据。在许多情况下，加速器无法容纳所需的大型数据集， 

这意味着在处理器中来回传输数据耗时较多。使用基于 CPU 的环

境有助于避免这样的问题。

所幸的是，您可以从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基础设施入手。

英特尔致力于帮助客户为数据时代构建 IT 环境，并从现有资源开

始针对人工智能进行优化。英特尔® CPU 的性能一代更比一代强， 

全新的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是少有的内置人工智能

加速的处理器。借助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技术，可将人工智能推

理速度提高至 30 倍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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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当然只是要考量的一部分因素。尽管对训练和推理应用的要

求不同，但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同样需要快速、高容量的存储和

内存。例如，训练倾向于使用量尽可能大、类型尽可能多样的数

据。这就需要高容量的持久内存，基于 DRAM 的昂贵系统或容量

受限的 GPU 都很难胜任。确保提供所需的资源——否则，在向处

理器传输数据时可能会产生瓶颈，从而导致处理器数据极度匮乏，

人工智能应用无法以最佳方式运行。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搭配使用，能够以低于 DRAM 的成本提供人工智能工作负

载所需的高容量内存。还可助您提高虚拟机、容器和应用密度，

改善运营效率，降低总体拥有成本。持久内存可有效缩短内存数

据库重启时间，提高服务可靠性，减少代价高昂的停机时间，并

且能通过增加系统修补/管理机会来增强数据安全性。此外，借助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还可突破 NAND 固态盘瓶颈， 

提高系统密度，加快应用速度。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采用英特尔® 内存驱动技术）可作为系统内存无缝工作，扩展训

练集的规模，不再局限于 DRAM 的容量。扩展到越来越大的数据

集的能力有助于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多样化，提高准确性。 

如需更高的性能，那么还可以部署 FPGA 等技术，以加速您的人工

智能应用，并且可以从现有 CPU 资源入手。使用 FPGA 也可随着

时间的推移灵活调整您的用例和应用。英特尔® FPGA 易于变更，

适用于各种数据类型和应用，能为高吞吐量、低延迟推理应用提

供宝贵价值。

上文曾提及，计算能力从数据中心分散到数据驻留位置（通常位

于边缘）的情况越来越司空见惯。这使得在数据捕捉点进行的分

析要么自动进行即时调整（例如制造过程安全监控），要么将不

相干或优先级较低的数据发送到云或数据中心，以确保网络不会

过载（例如在监控过程中，只提醒人类审查员留意可疑活动镜

头，而不是要求他们时刻留意一切镜头）。如果您的策略涉及边

缘人工智能，不妨选择计算性能、内存容量和网络带宽都很出色

的传感器和设备，因为这可助您实现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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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加速和扩展
对于想要在生产环境中快速实施人工智能的企业， 

英特尔开发了一系列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这些解决

方案整合了针对特定人工智能用例进行了优化的硬件、

软件和连接技术，可帮助您快速启动项目和加速前行。

•  面向 BigDL for Apache Spark 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

方案：利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英特尔® 固态盘

和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在基于 Apache Spark 且

经过优化和验证的基础设施上，加速和简化深度学

习的开发和部署。

•  面向人工智能推理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结合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固态盘和 

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帮助优化性价比，同时显著

缩短基础设施评估时间。 

在生产环境中实施人工智能时，应当考虑随着需求的

增长如何扩展到更多的站点和用户，以及将来有新数

据可用时如何迭代模型。在这些情况下，云变得格外

重要。如今，IT 领导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需要

像云服务提供商一样思考，构建统一的 “One Cloud” 

环境，以便业务用户灵活地按需访问所需的数据、应

用和资源。这意味着在本地、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高

效转移工作负载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这一能力可让

工作负载如同处于同一个环境中一样。例如，您可以

选择使用公有云来训练新的人工智能算法，随后迁移

回本地或私有云来进行迭代，具体取决于数据的位置

以及成本、安全性或监管限制。

您还应当确定人工智能应用的最佳工作负载布局策

略，围绕运行方式、运行位置以及明智的移动时机制

定决策标准或指导方针。该标准可能包括数据引力、

数据亲和力、成本、安全性、存储或内存容量、延迟

容限等。您应当考虑虚拟机和容器的使用方式及使用

位置，尽量优化现有资源的利用率。

英特尔与领先的云服务提供商 (CSP) 以及其他生态系

统参与者密切合作，确保客户能够构建无缝的多云环

境，在基于英特尔® 技术的云实例中更加经济高效地

快速运行人工智能等大多数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 

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启动和运行，您将能够持续进行

一轮又一轮的的迭代。根据您在初涉人工智能时与关

键利益相关者确定的目标和关键绩效指标 (KPI)，监控

和衡量算法绩效、效率等。在需要之时务必根据适当

的方法调整和演进算法，以改善结果和/或构建新的

数据源或应对更细致入微的业务挑战。

延伸阅读：部署人工
智能，迈向长远成功
•  了解有关人工智能架设的更多技巧：英特尔

人工智能分步指南

•  了解更多有关制定工作负载安置策略的信息：

在公有云、混合云和私有云间合理放置工作

负载

•  探索虚拟机和容器迁移方案：依托至强® 平台，

推进混合云环境中的虚拟机和容器迁移

•  探索从概念验证到全面部署的转变：从概念

验证到生产

•  有关整理数据中心资源，支持人工智能的指

南：为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选择合适的基

础设施策略

•  了解一个真实人工智能项目的更多信息：为

人工智能寻找智能内核

•  了解构建多云策略的详细信息：部署多云

https://www.intel.ai/papers/5-steps-to-an-ai-proof-of-concept-2/#gs.mzmibl
https://www.intel.ai/papers/5-steps-to-an-ai-proof-of-concept-2/#gs.mzmib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loud-computing/enterprise-cloud-computing/optimal-workload-placement-for-public-hybrid-and-private-clouds-whit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cloud-computing/enterprise-cloud-computing/optimal-workload-placement-for-public-hybrid-and-private-clouds-white-paper.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now/your-data-on-intel/architecting-deploying-virtualization-guide.html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now/your-data-on-intel/architecting-deploying-virtualization-guide.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white-papers/analytics-proof-of-concept-to-production-whitepaper.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white-papers/analytics-proof-of-concept-to-production-whitepaper.pdf
https://www.intel.ai/wp-content/uploads/sites/53/2018/05/Select-the-Best-Infrastructure-Strategy-to-Support-Your-AI-Solution.pdf
https://www.intel.ai/wp-content/uploads/sites/53/2018/05/Select-the-Best-Infrastructure-Strategy-to-Support-Your-AI-Solution.pdf
https://www.intel.ai/wp-content/uploads/sites/69/iflytek_v3.pdf
https://www.intel.ai/wp-content/uploads/sites/69/iflytek_v3.pdf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ow/your-data-on-intel/making-multi-cloud-work-eguide.html


在贵企业准备和启动人工智能之旅时，身为 IT 领导的您需要与 

您的同事和高管层展开持续对话。从一开始就整合业务、数据 

和技术考量因素，能够帮助您更顺利地推进人工智能之旅和收 

获积极回报。

阅读此文了解更多信息：
• 解决方案简介：面向人工智能推理的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

• 白皮书：实施人工智能概念验证的 5 大步骤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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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详见 
www.intel.cn/performance。

¹ https://cisr.mit.edu/reports/create-a-data-strategy/intro.php

² 英特尔，管理节点系统配置：S2600WFT 英特尔® 白盒，双路，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40 处理器，CPU 频率为 2.30GHz，每路 18 个内
核/每内核 2 个线程（总共 72 个虚拟内核），192GB DDR4，CentOS 7.4* 分发版，4.15.12 内核，BIOS v13，HortonWorks* 数据平台 
2.6.4，Spark 2.2.0*。数据节点配置：与上述相同，外加每个系统 2 个 NVMe* PCIe* 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 DC P4800X 375GB，每个系
统 2 个 NVMe* PCIe*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00 3.7 TB。性能测试结果基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的测试，且可能并未反映所有公开发布的
安全更新。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³ 根据英特尔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进行的测试，查询结果改进 8 倍。基线配置：平台：S2600WF (Wolf Pass)；节点数 1；路数：2；CPU：
英特尔® 至强® 8280L 铂金处理器，CPU 频率为 2.70 GHz；每路内核数：每路 28 个内核，每路 2 个线程：ucode（微码：0x400000a）； 
超线程：启用；睿频：关闭；BIOS 版本：SE5C620.86B.0D.01.0134.100420181737；BKC 版本：WW06’19；固件版本：不适用； 
系统 DDR 内存配置：插槽/容量/运行速度：DDR 内存：24/32GB/2666MT/s；系统 -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配置： 
插槽/容量/运行速度：不适用；每节点总内存（DDR，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768GB DDR；存储 - 引导：SATA 固态盘  
500GB；存储 - 应用程序驱动：HDD (ST1000NX0313) * 8；NIC：10 Gb SFI/SFP+ 网络连接；软件：Spark Hadoop；操作系
统：Fedora 发行版 29（二十九）；内核：Linux-4.18.8-100.fc27.x86_64-x86_64-with-fedora-27-Twenty_Seven BIOS： 
SE5C620.86B.0D.01.0299.122420180146；附加迁移日志：1,2,3,3a,4, L1TF；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模式：不适用；运
行方法：在多次迭代中同时运行 9 个 I/O 密集型查询；迭代和结果选择：3 次迭代，并选择第二次或第三次迭代的执行时间；数据集大
小：2TB/3TB；工作负载及版本：决策支持 I/O 密集型查询；编译器：gcc (GCC) 8.3.1 20190223 (Red Hat 8.3.1-2)，JDK 1.8.0_201； 
库：Memkind；其他软件：Spark + Hadoop。新配置：平台：S2600WF (Wolf Pass)；节点数 1；路数：2；CPU：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80L 处理器，CPU 频率为 2.70 GHz；每路内核数：每路 28 个内核，每路 2 个线程：ucode（微码：0x400000a）；超线程：启用； 
睿频：关闭；BIOS 版本：SE5C620.86B.0D.01.0134.100420181737；BKC 版本：WW06’19；固件版本：不适用；系统 DDR 内存
配置：插槽/容量/运行速度：DDR 内存：12/16GB/2666MT/s；系统 -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配置：插槽/容量/运行速度： 
8/128GB/2666MT/s；每节点的总内存（DDR，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192GB DDR + 1TB DCPMM；存储 - 引导：SATA 
固态盘 500GB；存储 - 应用程序驱动：HDD (ST1000NX0313) * 8；NIC：10 Gb SFI/SFP+ 网络连接；软件：Spark Hadoop；操作
系统：Fedora 发行版 29（二十九）；内核：Linux-4.18.8-100.fc27.x86_64-x86_64-with-fedora-27-Twenty_Seven BIOS： 
SE5C620.86B.0D.01.0299.122420180146；附加迁移日志：1,2,3,3a,4, L1TF；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模式：App Direct；运
行方法：在多次迭代中同时运行 9 个 I/O 密集型查询；迭代和结果选择：3 次迭代，并选择第二次或第三次迭代的执行时间；数据集大小： 
2TB/3TB；工作负载及版本：决策支持 I/O 密集型查询；编译器：gcc (GCC) 8.3.1 20190223 (Red Hat 8.3.1-2)，JDK 1.8.0_201；
库：Memkind；其他软件：Spark + Hadoop。

⁴ 基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60 处理器进行测试，并从 1GbE 升级到 25Gb 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 XXV710，从串行 ATA (SATA) 
驱动器升级到基于 NVM Express* (NVMe*) 的 PCIe*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00。HeadGea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提供的性能结
果基于截至 2019 年 2 月 12 日的测试。本文中的对比分析系 HeadGea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受英特尔的委托完成。详细配置细
节：虚拟机主机服务器：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60 处理器，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60F 处理器（CPUID 50654，微码版本 0x200004D）
和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60 处理器（CPUID 50656，微码版本 04000014）；英特尔® 服务器主板 S2600WFT（主板型号为 H48104-
850，BIOS ID SE5C620.86B.0D.01.0299.122420180146，基板管理控制器 [BMC] 版本 1.88.7a4eac9e；英特尔® 管理引擎 [英特尔®  
ME] 版本 04.01.03.239；SDR 包版本 1.88）；576 GB DDR4 2，133 MHz 注册内存，1 个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 XXV710-DA2， 
1 个 英特尔® 以太网聚合网络适配器 X710-DA2；操作系统驱动器配置：2 英寸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500，采用英特尔®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企业版 [英特尔® RSTe] RAID1 配置。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版本 10.0.14393（内部版本号 14393）， 
Hyper-V* 版本 10.0.14393.0，Hyper-V 计划程序类型 0x3，已安装 KB4457131、KB4091664、KB1322316、KB3211320、 
KB3192137 更新。电子邮件虚拟机配置：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版本 6.2.9200（内部版本号 9200）；4 个 vCPU；12 GB 
系统内存，BIOS 版本/日期：Hyper-V 发行版 v1.0，2012, 11/26），SMBIOS 版本 2.4；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13*，通过
运行 Microsoft Exchange Load Generator 2013* 的虚拟机客户端生成工作负载，应用程序版本 15.00.0805.000）。数据库虚拟机配
置：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版本 10.0.14393（内部版本号 14393），2 个 vCPU；7.5 GB 系统内存，BIOS 版本/日期：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docs/select-solutions/accelerate-ai-inferencing-brief.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white-papers/ai-poc-whitepaper.pdf
http://www.intel.cn/performance
https://cisr.mit.edu/reports/create-a-data-strategy/intro.php


Hyper-V 发行版 v1.0，2012, 11/26），SMBIOS 版本 2.4，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 通过 DVD Store 应用程序生成工作负载* (dell.com/downloads/global/power/ps3q05-20050217-Jaffe-OE.pdf)。存储服务器：英特尔® 服务器系统 R2224WFTZS；英特尔® 服务器
主板 S2600WFT（主板型号为 H48104-850，BIOS ID SE5C620.86B.00.01.0014.070920180847，BMC 版本 1.60.56383bef；英特尔® ME 版本 04.00.04.340；SDR 包版本 1.60）；96 GB DDR4 2，666 MHz 注册内存，1 个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 XXV710-DA2，1 个 
英特尔® 以太网聚合网络适配器 X710-DA2；操作系统驱动器配置：2 个采用英特尔® RSTe RAID1 配置的英特尔® 固态盘 DC S3500。存储配置：8 个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00 (2.0 TB)，配置为使用英特尔® Virtual RAID on CPU 的 RAID 5 卷，8 个 RAID5 配置的英特尔® 
固态盘 DC S4500 (480 GB)，采用英特尔® RAID 模块 RMSP3AD160F，8 个 RAID 5 配置的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510，采用英特尔® VROC for VM 操作系统存储，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版本 10.0.14393（内部版本号 14393），Hyper-V 版本 10.0.14393.0， 
Hyper-V 计划程序类型 0x3，已安装 KB4457131、KB4091664、KB1322316、KB3211320、KB3192137 更新。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和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使用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60 处理器和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60F 处理器配
置：CVE-2017-5715 的推测控制设置（分支目标注入） - 存在分支目标注入缓解的硬件支持：true；Windows* 操作系统存在对分支目标注入缓解的支持：true；启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分支目标注入缓解的支持：true；系统策略禁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分支目标注入
缓解的支持：false；缺少硬件支持会禁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分支目标注入缓解的支持：false。CVE-2017-5754 的推测控制设置（恶意数据缓存加载）- 硬件要求内核 VA 阴影：true；存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内核 VA 阴影的支持：true；启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内
核 VA 阴影的支持：true。CVE-2018-3639 的推测控制设置（推测性存储旁路）- 硬件易受推测性存储旁路的影响：true；存在对推测性存储旁路禁用的硬件支持：true；Windows 操作系统存在对推测性存储旁路禁用的支持：true；系统级启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推测性
存储旁路禁用的支持：true。CVE-2018-3620 的推测控制设置（L1 终端故障）- 硬件易受 L1 终端故障的影响：true；存在对 L1 终端故障缓解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支持：true，启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 L1 终端故障缓解的支持：true。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和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使用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60 处理器和英特尔® 至强® 8160F 处理器配置：CVE-2017-5715 的推测控制设置（分支目标注入）- 存在对分支目标注入缓解的硬件支持：true；Windows 操作系统存在对分支目标注入缓解的支持：true；
启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分支目标注入缓解的支持：true。CVE-2017-5754 的推测控制设置（恶意数据缓存加载）- 硬件要求内核 VA 阴影：false。CVE-2018-3639 的推测控制设置（推测性存储旁路）- 硬件易受推测性存储旁路的影响：true；存在对推测性存储旁路
禁用的硬件支持：true；Windows 操作系统存在对推测性存储旁路禁用的支持：true；系统级启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推测性存储旁路禁用的支持：true。CVE-2018-3620 的推测控制设置（L1 终端故障）- 硬件易受 L1 终端故障的影响：false。网络交换机：1/10GbE 
SuperMicro SSE-X3348S*，硬件版本 P4-01，固件版本 1.0.7.15；10/25GbE Arista DCS-7160-48YC6*，EOS 4.18.2-REV2-FX。

⁵ 基于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260 处理器进行测试，并从 1GbE 升级到 25Gb 英特尔® 以太网适配器 XXV710，从串行 ATA (SATA) 驱动器升级到基于 NVM Express* (NVMe*) 的 PCIe* 英特尔® 固态盘 DC P4600。

⁶ 采用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技术的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82 处理器的推理吞吐量提高 30 倍：截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英特尔进行的测试。平台：Dragon rock 2 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82 处理器（每内核 56 个内核），启用超线程，启用睿频，总内存 768 GB（24 个
插槽/32GB/2933MHz），BIOS：SE5C620.86B.0D.01.0241.112020180249，Centos 7 内核 3.10.0957.5.1.el7.x86_64，深度学习框架：英特尔® Optimization for Caffe 版本：https://githu b.com/intel/caffe d554cbf1，ICC 2019.2.187，MKL DNN 版本：v0.17 
(commit hash: 830a10059a018cd2634d9 4195140cf2d8790a75a)，型号：https://github.com /intel/caffe/blob/master /models /intel_optimized_models /int8 /resnet50_int8_full_conv., BS=64, No prototxt datalayer syntheticData: 3x224x224，56 个实例/2 
路；数据类型：INT8 相较于英特尔截至 2017 年 7 月 11 日执行的测试：双路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CPU @ 2.50GHz（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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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5 nm，MLC）。性能测量基于：环境变量：KMP_AFFINITY=’granulari ty=fine, compact‘, OMP_NUM_THREADS=5 6, 
CPU Freq set with cpupower frequency-set d 2.5G -u 3.8G -g performance。Caffe(http:/), /github.com/intel/caffe/ revision f96b759f71b2281835f690 af267158b82b150b5c。推理使用 “caffe time–forward_only” 命令测量，训练使用 “caffe time” 命令测量。对于 
“ConvNet” 拓扑，使用合成数据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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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规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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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L 小
型库版本 2018.0.20170425。使用 “numactl -l” 运行 Caffe。 

性能结果基于配置中所示截至日期的测试，并且可能未反映所有公开的安全更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披露的配置。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英特尔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您应该审核此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引用的数据是否准确。

此处提供的所有信息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发生变更。关于英特尔最新的产品规格和路线图，请联系您的英特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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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请咨询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 intel.cn 了解更多信息。 

英特尔、至强、傲腾、锐炬和英特尔标识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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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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