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十年中，企业、学术和政府数据存储的规模呈指数级增长，

而急速增长的数据量催生了对可从数据中挖掘出可行洞察的资源

需求。借助 Apache Spark* 等数据分析引擎的力量，智能洞察

的基础已在各行业中普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解决方案将不

断发展，继续为各类组织带来更多价值。

人工智能（包括机器和深度学习）的其中一个应用方面就是强

化数据分析表现。例如，训练神经网络，从而能够基于过去的

数据输入预测未来事件。Narrative Science 的一项研究报告称，

61% 的受访者目前已经开始实施人工智能，而其中预测性分析

在高性能计算集群上运行
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的案例

通过创建融合平台，在单个集群基础设施中运行仿真和建模、人工智能 (AI) 和数据分

析工作负载，从而实现突破性创新，同时提高资源的价值和利用率。基于英特尔® 架

构的服务器正是实现这种融合的理想基础。本解决方案简介介绍了在现有高性能计算 

(HPC) 集群上运行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工作负载的挑战和机遇。

高性能计算融合平台

图 1. 工作负载分散在单独、孤立的集群中。

是使用最广泛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类型。1 在各类组织中，人工

智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MarketWatch* 估计 2024 年前全球人

工智能市场将保持 36% 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2

许多组织都倾向于将数据分析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两个独立

的实体，而非努力将他们都集成到现有架构中来提升业务流程效

率。在许多情况下，组织可能需要创建专用的新集群来部署这些

功能，如图 1 所示。这种方法会产生数据孤岛且需要移动和暂存

数据操作，而这类操作成本昂贵。多个集群的存在还会让组织不

能充分利用基础设施，特别是主要用于训练深度学习网络的人工

智能集群，因为这些集群往往是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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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挑战，实现高性能计算的价值

许多已经拥有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的组织在引入人工智能与数据

分析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或多个下述挑战，使他们无法在单

个系统中运行所有三种工作负载：

•  共存框架和软件堆栈：用于仿真和建模、数据分析以及人工智

能的共存框架和软件堆栈必须能够协同工作。遗憾的是，高性

能计算、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之间的软件堆栈和框架差异很

大，每个工作负载都必须在集群上加载自己的软件堆栈。此外，

负责为这些工作负载分配资源的资源管理器通常天差地别。为

此，英特尔提供了一套不断丰富的解决方案架构，具体内容请

参阅本文的配套文章 Supporting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Analytics, and AI on a Common Platform（同一通用平台，

同时支持仿真和建模、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

•  非面向高性能计算的硬件：许多组织选择配备加速器和 GPU 的

服务器，作为提高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性能的潜在手段。但实际上，

他们在典型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中已经拥有的系统特性（例如，

与高性能网络结构和高性能共享存储相连的强大计算内核）已

能够满足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工作负载的需求。为增强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人工智能性能，英特尔投入巨资并将针

对英特尔® 至强® CPU 的新人工智能指令集成到处理器中，使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成为处理人工智能工作负载的理想

选择。

•  文化和运营差异：高性能计算团队更关注裸机和本地集群，而

很多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团队则更倾向于云化；而各团队所

采用的具体方法（如开发运维）也会存在差异。此外，人工

智能与数据分析团队通常使用更高级别的语言，如 Python*、

Scala* 和 Java*；而高性能计算团队则更倾向使用较低级别的

语言，如 C/C++ 和 Fortran。

只有克服这些挑战及相关的假设，组织才能为所有三种类型的工

作负载提供高效的基础设施。将仿真和建模、数据分析与人工

智能工作负载融合到单一集群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是双

重的。从资本支出 (CAPEX) 角度看，融合能够在将现有和未来

集群投资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减少对新支出的需求。从运营支出 

(OPEX) 角度看，在一个集群而不是多个集群上运行的基础设施

能够降低运行和维护环境的成本。

上述益处可通过服务器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即 IT 组织现有

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的供应商，提供的解决方案堆栈来实现。如

图 2 所示，融合高性能计算堆栈能够推动创新并跨工作流程提供

价值，包括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基于高性能计算的人工智能和基

于高性能计算的数据分析。预计到 2021 年，传统高性能计算的

实施将继续占安装基数的主要部分，但是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

实施将表现出更高的增长率。3

针对仿真和建模、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的 

新兴需求

随着 IT 组织开始着手制定未来几年的架构战略，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与其他工作负载和业务流程存在着交

集。与此同时，在当前数据密集型科学以及认知计算等新兴领域

的推动下，仿真和建模作业必须处理的数据集正以惊人的速度增

长。这些趋势强调了底层系统之间丰富互操作性的必要性，如果

在不同的集群上分别运行仿真和建模、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工作

负载，互操作性将会受到阻碍。例如，如果分别在不同的集群上

进行仿真和建模、数据清理和基于人工智能的推理，整个流程的

效率会受到巨大影响。

148 亿美元
服务器投资

示例用例，2021

常规高性能计算：148 亿美元

• 计算机辅助工程
• 天气预报
• 地震分析

CAGR：5.8%

基于高性能计算的人工智能：13 亿美元

• 欺诈/异常检测
• 预测性维护
• 个性化医疗

CAGR：29.5%

基于高性能计算的分析：40 亿美元

• 基因组学
• 财务分析
• 商业智能

CAGR：17.3%

图 2. 到 2021 年，各示例高性能计算工作负载的投资水平和增长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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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同一集群上运行所有三个工作负载，可以获得许多优势。

首先，如上所述，可显著减少或消除复制和暂存数据的需求。此外，

还可以避免与集群之间传输大量数据相关的延迟，这对于灵活地

支持实时工作流程尤为重要。组织需要新的功能来满足不断涌现

的新需求，因此这种融合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例如，在许多情况下，跨行业的物联网端点扩建将产生比以前大

几个数量级的数据流。对这些数据流进行排序，进而识别关注数

据点 (data points of interest)、模式和其他洞察是一项非常繁重

的任务。因此，此类任务适合由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来处理。

根据这些输出，运用仿真和建模软件在所有排列中进行审查，就

可以找到优化业务流程或基于代理的系统的机会。人工智能可用

于改进实际仿真和建模作业的设计和校准。

要让整个工作流程中涉及的系统相互协作，那么系统间的互操作

性必不可少。另外，这些系统的无缝集成程度越高，流程就越高效。

如果能够成功克服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挑战，就能为跨行业和研

究领域的一系列用例奠定基础，这些用例涵盖数据洞察、欺诈检

测、机器人、个性化医疗、气象学和气候学。

因此，许多公司和机构发现，为了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他们需要

实现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组织必

须努力满足并汇集不同部门的需求，如图 3 所示。多用途集群凭

借出色的灵活性、效率和性能，成为了满足这一系列需求的理想

选择。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服务器正是这种基础设施的理想基础。

采用开放系统实现大规模融合基础设施

使用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大容量通用服务器构建的现有高性能计

算集群可以跨工作负载提供灵活且经济高效的性能。除了无需为

各类工作负载分别购买、配置、管理和支持单独的资源，该方法

还能降低系统的复杂性。与为特定功能设计的系统相反，开放系

统可以根据需要在整个环境中的任何位置调度作业，由此可大幅

提升资源利用率以及避免与某些资源相关的瓶颈。

如图 4 所示，英特尔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展开合作，不仅积

极参与开源项目，还与软硬件提供商开展联合研发项目，旨在日

益优化融合高性能计算集群。这些努力和贡献为终端用户简化了

采用融合基础设施的过程，帮助他们降低了复杂性和风险。这一

系统方法能够确保资源管理器和其他用于仿真和建模、人工智能

与数据分析的软件无缝协作，并确保能够基于英特尔® 架构对框

架的性能、可扩展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进行优化。英特尔还与服

务器提供商合作，一起设计并验证可提供出色性能的系统。

业务部门/研究部门
需要通过建立汇集

各种数据源的创新实践
来生成新的洞察并获得价值

IT 组织/
高性能计算中心主管

需要将多样化的工作负载
和工作流程作为一个具有
互操作性的整体来进行

高效部署和管理

管理层/董事会
需要使用全面的可用数据和技术，
实现组织差异化和提升竞争优势

用户/研究者
需要使用结合仿真和建模、
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功能的
新工作流程和工作负载

图 3. 在整个组织中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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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和建模：MPI
人工智能：

TensorFlow*、Caffe* 等
数据分析：

Apache Spark*、Hadoop* 等

计算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英特尔® FPGA、未来平台

网络
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
英特尔® 以太网、
InfiniBand* 等

多域资源管理器：
Apache Mesos*、Kubernetes*、Univa*、Slurm* 等

存储抽象化：Alluxio*

Ceph*、AWS S3*、Swift*、Lustre*、POSIX*、HDFS 等

裸机配置：
xCAT*、Warewulf* 等

SDI 虚拟化配置：
OpenStack*、Amazon Web services* (AWS)，

Microsoft Azure*、容器

该架构的基础是基于英特尔® 构建模块及其他行业标准组件的通

用软硬件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了各种互连和对象存储，

以及各种存储抽象方法。这些方法可将从三种类型的工作负载中

获取的数据汇集到一起，创建可随时随地使用的单一数据池。如

此一来，不但可以消除孤岛中的数据隔离，还避免了在不同集群

之间不断移动和暂存大数据集。

该模型的统一存储架构是基于分布式对象存储的，能够提供诸多

存储抽象，从而实现各种数据访问方式之间的互操作性。统一网

络架构可协调各类互连网络的行为。

这种架构包括裸机配置和软件定义基础设施 (SDI) 的虚拟化配置

方法。裸机方法是大多数高性能计算组织使用的标准方法，而 

SDI 则侧重于允许虚拟资源按需启动。这种动态方法有助于提高

敏捷性，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与数据分析工作负载相关

的业务或研究的需求来处理作业。

从多个方面来看，资源管理层是融合平台的关键，能够提供高效

且可靠的资源抽象，以便在同一集群上执行仿真和建模、人工智

能与数据分析的工作负载。这一特性可在不兼容的工作负载之间，

集成资源分配、作业调度和解决争用问题等功能。在该层面，针

对特定领域的插件让集群操作员能够按需定制环境操作。

这种通用堆栈使组织能够更快、更轻松地探索实施仿真和建模、

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的新方案，尤其有助于探索将这三大领域融

合来推动新业务和研究价值的方式。

充分利用广泛的英特尔® 技术基础

英特尔面向仿真和建模、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的架构方法并不是

规定严格的解决方案，而是将开放性和灵活性作为主要设计要求。

除了支持来自广泛主流制造商的硬件构建模块之外，堆栈还利用

了庞大的软件生态系统。除了英特尔直接提供的工具，许多开源

和商业第三方软件包都针对英特尔® 架构进行了优化，以提高性

能、可扩展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如图 5 所示，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是根据组织具体需求定制并

预先验证的软硬件构建模块组合。这种基础设施使用众多主流服

务器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能够在提高性能的同时，降低终端客户

实施数据中心现代化的难度，并规避相关风险。

英特尔® 架构构建模块

集群架构可在硬件堆栈中利用各类英特尔® 架构构建模块，其中

包括以下硬件：

•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是强大计算集群的核

心，可为各类工作负载提供出色的结果。例如，在最近的测试

中，与使用了三年的系统相比，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在高性能计算 CPU 基准测试中实现了高达 3.7 倍的平均

性能提升。4 此外，与竞争对手的处理器相比，这些处理器在 

LINPACK* CPU 基准测试中提供了高达 5.8 倍的性能提升 5 和

高达 1.7 倍的每内核浮点性能。6 这些处理器也可满足严苛的人

工智能推理工作负载需求。与英特尔® 至强® 铂金 8180 处理器

相比，集成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的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实现了高达 25 倍的推理吞吐量提升。7

图 4. 跨工作负载的统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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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提供集高容量、高性价比

和数据持久性于一身的出色性能 。通过将更大量的数据移动并

保存在更靠近处理器的位置，就可以快速并大规模地处理数据

密集型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工作负载。

•  英特尔® 固态盘：提供一系列存储选项，使客户能够在成本和

性能之间取得各自的平衡。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固态盘

可提供低得多且更一致的延迟、高耐用性和高/平衡性能，突破 

NAND 固态盘的瓶颈，提升系统性能。

•  英特尔® 网络产品：包括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英特尔® 

OPA）——可优化高性能计算集群性能并简化其部署的一种高

带宽、低延迟网络；业界闻名的英特尔® 以太网——提供多种

速度、线缆介质和端口数量选择。这两个技术都可以在使用其

他网络（如 InfiniBand*）的集群中顺利运行。

面向跨工作负载的英特尔® 架构的工具与优化

仿真和建模——关键工具和优化

针对仿真和建模应用与工作负载的关键工具和优化包括：

•  英特尔® MPI 库：是开源 MPICH 规范的一种实现，旨在创建、

运行、测试和维护针对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集群优化的应用，

运行时支持多种网络选择。它提供运行时环境和软件开发工

具包。

•  GCC 和英特尔® 编译器：为英特尔® 架构提供灵活的优化功能；

两种编译器的相似行为让开发人员可在两者之间轻松地来回切

换。编译器还能与主流工具链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互操作性。

•  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是一组预优化的数

学例程，广泛适用于技术和科学计算。英特尔负责为每一代平

台的英特尔® MKL 维护数学函数，终端用户只需通过重新链接

和重新编译代码，即可充分利用硬件优势。

•  Torch*：是一种开源科学计算框架，为许多机器学习算法提供

集成式支持。它包括一个简单而强大的脚本语言 (LuaJIT) 以及

底层 C/CUDA 实施方案。英特尔为维护该项目的一个分支提供

支持，即针对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对该框架进行优化。

以数据分析为重心的工具和优化

以下是英特尔提供的优化数据分析工作负载结果的解决方案示例：

•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英特尔® DAAL）：是一系列优化例

程，有助于提升大数据分析速度。它旨在增强在主流数据平台

（如 Hadoop*、Apache Spark、R* 和 Matlab*）上构建的应

用的性能。

•  Apache Spark 是英特尔在数据分析框架中的一个优化重点。

Apache Spark 最初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是一个大数

据处理引擎，内置用于流媒体、SQL、机器学习和图形处理的

模块。

图 5. 英特尔® 架构硬件和软件堆栈。

作为英特尔® 精选解决方案提供

跨工作负载的工具和优化

英特尔® 架构构建模块

仿真和建模 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针对
Apache* Spark

英特尔® 数据分析
加速库

针对
Theano* 优化

针对
MXNet* 优化

针对
Caffe* 优化

针对
TensorFlow*

BigDL*

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
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针对
Torch* 优化

GCC 和英特尔®
编译器

英特尔® 数学
核心函数库

英特尔®
MPI 库

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

英特尔® 以太网英特尔® 固态盘
英特尔® 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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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重心的工具和优化

由人工智能框架和其他组件组成的生态系统正在快速增长。

英特尔积极参与，确保人工智能实施方案在英特尔® 架构上出色

运行，具体包括：

•  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英特尔® MKL（英特尔® MKL-DNN）：是

面向深度学习应用的性能库，提供高度矢量化和线程化的构建

模块，助力在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系统上实施深度神经网络。

了解更多信息：https://01.org/mkl-dnn。

•  深度学习框架：经过优化的 BigDL *、Caffe*、MXNet*、

TensorFlow* 和 Theano* 等可加速人工智能工作流程，而在

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服务器和集群上对深度神经网络进行快

速训练，能够简化应用开发。了解更多信息：http://intel.ai/

framework-optimizations。

结论

对于那些预计在未来几年要在单个平台上运行仿真和建模、人工

智能与数据分析三种工作负载的企业和机构而言，融合这三类工

作负载的平台是大势所趋。通过在单一环境中支持所有三种类型

的工作，可赋予组织集成支持新兴业务和研究需求所需的全面计

算能力，从而帮助组织降低 CAPEX 和 OPEX。

加速高性能计算创新： 
www.intel.cn/h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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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通过 www.openfoam.com）以及 OPENFOAM® 和 OpenCFD® 商标所有者的批准与支持。配置：

  与 3 年机龄的旧服务器相比，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42 处理器使性能平均提高 3.7 倍：STREAM、HPCG、HPL、WRF、OpenFOAM、LS-Dyna、VASP、NAMD、LAMMPS、Black Schole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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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100Gbps 英特尔® OPA 1 端口 PCIe x16，交换机：英特尔® OPA 边缘交换机 100 系列 48 端口。STREAM OMP 5.10，Triad，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 
128.36.  HPCG，包括二进制的 MKL 2019u1，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23.78.  HPL 2.1，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2 线程，内核：1204.64.  WRF 3.9.1.1， 
conus-2.5km，启用超线程技术，启用 SMT，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4.54.  OpenFOAM 6.0，42M_cell_motorbike，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3500.   
LS-Dyna 9.3-Explicit AVX2 二进制，3car，启用超线程技术，启用 SMT，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2814.  VASP 5.4.4，CuC，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384.99.  
NAMD 2.13，apoa1，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2 线程，内核：4.4.  LAMMPS 2018 年 12 月 12 日版本，Water，启用超线程技术，启用睿频，每个内核 2 线程，内核：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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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u1，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81.91.  HPL 2.1，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2 线程，内核：5314.  WRF 3.9.1.1，conus-2.5km，启用超线程技术，
启用 SMT，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1.44.  OpenFOAM 6.0，42M_cell_motorbike，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1106.  LS-Dyna 9.3-Explicit AVX2 二进制，3car，启
用超线程技术，启用 SMT，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768.  VASP 5.4.4，CuC，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每个内核 1 线程，内核：133.96.  NAMD 2.13，apoa1，启用超线程技术，关闭睿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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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程，内核：9044.32.Monte Carlo，启用超线程技术，启用睿频，每个内核 2 线程，内核：227.62.  OpenFOAM 免责声明：本产品未得到 OpenCFD Limited、OpenFOAM 软件生产商和分销
商（通过 www.openfoam.com）以及 OPENFOAM® 和 OpenCFD® 商标所有者的批准与支持。测试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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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LINPACK：AMD EPYC 7601：Supermicro AS-2023US-TR4 与 2 个 AMD EPYC 7601（2.2GHz，32 内核）处理器，关闭 SMT，启用睿频，BIOS 版本 1.1a，4/26/2018，微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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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2 个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82 CPU，总内存为 768 GB (24x 32GB 2933)，ucode 0x400000A on RHEL7.6，3.10.0-957.el7.x86_65，IC19u1，AVX512，关闭超线程技术，启用睿频，
score=6411，截至 2019 年 2 月 16 日由英特尔测试。

 6 在 1-copy SPECrate2017_fp_base* 中，将双路 AMD EPYC 7601 与双路英特尔® 8280 进行对比。英特尔® 至强®-SP 8280，基于英特尔® 至强® 的参考平台，配备 2 个英特尔® 至强® 8280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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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个内核上执行。估计得分 = 9.6，截至 2019 年 2 月 6 日英特尔所做测试，对比变体 1、2、3、3a 和 L1TF。

  AMD EPYC 7601，Supermicro AS-2023US-TR4，配备 2 路 AMD EPYC 7601，配备 2 个 AMD EPYC 7601（2.2GHz，32 个内核）处理器，BIOS v1.1c，10/4/2018，关闭 SMT，启用睿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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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集成了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速的英特尔® 至强® 铂金 9242 处理器的推理吞吐量提升 5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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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2（每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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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Caffe* 版本：https://github.com/intel/caffe d554cbf1，ICC 2019.2.187，MKL DNN 版本：v0.17 (commit hash: 830a10059a018cd2634d94195140cf2d879
0a75a），模型：https://github.com/intel/caffe/blob/master/models/intel_optimized_models/int8/resnet50_int8_full_conv.prototxt，BS = 64，无数据层合成数据：3x224x2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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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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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规范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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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L 小型函数库版本 2018.0.20170425。使用 “numactl -l” 运行 Ca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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