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学习： 
在云端获取真正的洞察
如何利用深度学习拓展云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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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的一大优势是它无需明确的编程：软件经过

训练后，可以找到您感兴趣的模式，无需用户详细

定义问题，或为解决方案进行编程。例如，您不需

要告诉它人脸是什么样的（比如这里是眼睛，这是

鼻子……），您只需要提供一组面部照片，让软件自

己辨识人脸是什么。

到 2024 年，深度学习市场规模预期将达到 180 亿

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42%1。对于提供“基础设施

即服务” (IaaS) 或“平台即服务” (PaaS) 的云服务提供

商 (CSP) 而言，这无疑是一大机会，他们可以借此提

供支持这些新型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许多公司希望

借助云采用的高端 CPU，获取能够按需处理数据和返

回结果的认知应用编程接口 (API)、深度学习模型管

理服务、预配置数据科学虚拟机 (VM)。

深度学习还有助于简化和改进云服务提供商的内部流

程。云服务提供商可以借此机会利用深度学习来优化

客户体验管理、服务管理和网络管理2。

图 1：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部分，而后者本身又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类。自然语言处理是深度
学习应用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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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至 180 亿美元
到 2024 年，深度学习市场规模预期将达到 180 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42%1

深度学习市场



云上深度学习的真实例子

基于云的深度学习可用于一系列应用，包括：

•   人力资源 (HR)。深度学习能够构建员工离职预测模型，而聊天

机器人能够执行基本的人力资源功能和拓展招聘做法。

•   销售。客户代表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来处理数以千计的网站、社交

媒体帖子和新闻文章，更好地管理关键客户信息。

•   营销。推荐引擎和其他量身定制的实时内容有助于指引客户获取

更多他们希望看到的信息。

•   保险。深度学习可用于欺诈检测和优化核保。它还有助于保险

公司发现客户需求，从而改进客户服务，创造追加销售的机会。

•   医疗保健。深度学习可用于分析患者的诊断影像，加快癌症的检

测和治疗。它也可以用于更好地针对每位患者定制用药方案。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制造领域，深度学习可帮助客户优化

维修和提高吞吐量；在金融服务领域，它有助于预测市场动态；

在地球科学领域，它可帮助预测地震。事实上，深度学习的应用

几乎无处不在，只要存在复杂的数据，而且人们想要理解这些

数据，深度学习就有用武之地。

根据 Deloitte Global 的统计，在 2019 年使用人工智能的公司中，

有 65% 的公司将利用基于云的开发服务来创建人工智能应用3。

通过提供这些服务，云服务提供商有机会吸引新的客户，同时增

加从现有客户处获得的收入。

金山公司* 启动云上深度学习
金山公司*（中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一）与英特尔合作，开

发出名为金山深度学习平台* (KDL) 的深度学习服务。该服务

让客户能够从他们的数据集中获得更深刻的洞察。用户可以将 

KDL 用于图像分析、图像识别、视频识别和语音识别等应用场

景。KDL 以容器为构建基础，支持 TensorFlow*、Caffe* 和 

MXNet* 深度学习框架。客户无需搭建深度学习环境，就能专

注于构建深度学习模型和运行训练及推理工作负载。英特尔和

金山公司的工程师合作优化了 Caffe 和 TensorFlow 容器，便

于在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132 处理器上使用英特尔® 高级矢量

扩展 512 技术（英特尔® AVX-512），同时配合使用英特尔® 

固态盘 S4500 960GB 和英特尔® 10GbE X520 NICs4。

在 2019 年使用人工智能的公司中，有 65% 的公司 

将利用基于云的开发服务来创建人工智能应用3

云端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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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可选的服务方案

深度学习应用需要一个多层的软件技术堆栈，以及足

以满足存储、计算和网络方面苛刻要求的强大硬件平

台（参见图 2）。

云服务提供商可以按照自己的业务模式，选择为客户

提供堆栈的规模。举例来说，软件即服务 (SaaS) 提

供商可以提供整个堆栈，让客户访问最终的人工智能

应用。PaaS 和 IaaS 提供商则可为客户提供更多协作

式服务方案，让客户能够在云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

开发或托管他们自己的应用。

可选的服务方案包括：

•   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您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为

客户提供裸机，也就是 IaaS 服务，让客户使用他

们自己的深度学习软件和/或其他软件。通过在裸机

上运行，那些对性能要求很高的深度学习应用可从

中受益；另外，通过采用更强大的处理器，提供商

或许还有机会以此为由收取更多费用。

•   容器即服务 (CaaS)：容器通过将应用与所有依赖项

打包在一起，加快了软件开发进程，因此更有可能

按照原本的设计来运行。通过提供容器即服务，您

可以让那些自行开发深度学习应用的公司更轻松地

将应用迁移至云，并成功地运行这些应用。详情请

见我们的“容器即服务”电子指南。

•   平台即服务 (PaaS)：云服务提供商能够提供预配

置了深度学习软件、库、工具和/或框架的硬件。

例如，PaaS 服务可能会包括在面向深度神经网络

的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DNN）

上运行的 TensorFlow*。这样，客户就能开发和部

署深度学习工作负载，而无需安装或配置深度学习

框架。

•   人工智能即服务 (AIaaS)：在这种模式下，云服务

提供商负责托管人工智能 (AI) 和深度学习应用及功

能本身。例如，云服务提供商可在云上提供面部识

别、语音识别或其他服务。用户在应用中运行自己

的数据，使用 API 发出请求，并将响应结果整合在

他们自己的应用中。

云服务提供商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堆栈

图 2：在云上提供深度学习应用的硬件/软件堆栈。

面向最终用户的人工智能功能/应用/解决方案
（例如语音识别服务）

云基础设施编排
（例如 OpenStack*、Kubernetes*、Horovod*）

框架、核心应用组件
（例如针对英特尔优化的 TensorFlow*）

运行时、库
（例如英特尔® MKL-DNN）

云服务软件
（例如虚拟机/容器）

固件、VMM、操作系统
（例如 Linux* Ubuntu*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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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在英特尔® 处理器上运行的深度学习服务的表现，英特尔

提供了多个优化框架。这些框架经过调优，可充分利用有助提升

性能的处理器特性。

 

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TensorFlow* 是一种机器学习的开源软件库，是 Google* 的创意之

作。Google 将其用于自身的服务，包括搜索*、Gmail*、翻译*、 

地图*、安卓* 和语音*5。TensorFlow 具有快速灵活的优点，能够

随时投入生产应用。TensorFlow 的其他优势包括出色的教程和

培训、易用的模块化前端和一组丰富的线性代数工具（因此不仅

可以执行深度学习，还可以执行回归分析）。TensorFlow 还具备

一些其他功能，包括：

•   TensorFlow Serving*，它将经过训练的 TensorFlow 模型作为

输入并将其转换为可以对传入请求进行评分的 Web 服务。这些

模型可以在不关闭服务的情况下进行热交换。

•   TensorFlow Lite*，它允许客户在移动设备上使用经过训练的

模型。

英特尔和 Google 工程师一直在联手针对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优化 TensorFlow。所做的优化包括：

•   使用英特尔® AVX-512 指令，从而能够在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上同时处理更多数据；

•   通过高效利用所有可用内核来提升性能；

•   在特定的层或操作内部实现并行化，在层之间实现并行化，使得

处理器能够同时执行更多工作；

•   使用预取数据、缓存锁定技术和数据格式，让有用的数据保留在

缓存中，缩短从内存提取数据的时间。

TensorFlow 是众多云服务提供商的常见选择，包括腾讯* 和才云

科技*6。

下载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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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优化框架

https://www.intel.ai/improving-tensorflow-inference-performance-on-intel-xeon-processors/
https://www.intel.ai/improving-tensorflow-inference-performance-on-intel-xeon-processors/
https://software.intel.com/en-us/ai/frameworks/tensorflow


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Caffe*
Caffe* 是由伯克利视觉与学习中心* (Berkeley Vision and 

Learning Center, BVLC) 和社区贡献者开发的深度学习框

架。Caffe 用 C++ 编写，是卷积神经网络 (CNN) 和计算机视

觉最老且最受广泛支持的库之一。Caffe 为学术研究项目、

初创企业原型机和大规模行业应用提供强大的视觉、语音

和多媒体支持。它还支持使用 OpenCV*（一种广泛使用的

库）为设备增加计算机视觉功能。Caffe 的一些优势包括有

许多预训练的模型、支持众多语言（Python*、MATLAB*、 

C 和 C++）和速度——Caffe 是可用的最快卷积神经网络 

(CNN) 实现之一。

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Caffe* 是 Caffe 的定制版本，针对

英特尔® 架构进行了优化。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Caffe 通

过降低算法复杂度和减少计算次数来高效利用 CPU 资源，并

通过代码矢量化改进了性能。OpenMP* 用于实现多线程，

让工作负载能够在多个处理器内核之间更有效地共享。其他 

CPU 专用、系统专用和通用的代码优化技术也得以应用。

下载面向英特尔® 架构优化的 Caffe

BigDL*
如果您的客户使用的是 Apache Hadoop* 和 Apache 

Spark*，您可以通过提供适用于 Spark 的分布式深度学习

库 BigDL*，让他们能够从数据中挖掘更多价值。开发人员

可以使用 BigDL 编写 Scala* 或 Python* 程序这类深度学习

应用。（通过 Spark 可使用 R* 和 Java*）。

BigDL 支持多个预配置的神经网络模型，拥有 100 多种标

准神经网络“构建模块”和多种现成的端到端实现示例，包括

手写字符识别 (LeNet*)、对象识别 (ImageNet*)、文本分类

（使用 TextClassification 拓扑）。借助 BigDL，您可以加

载预训练的 Caffe 或 Torch* 模型，根据存储在 Hadoop* 

中的数据运行这些模型。BigDL 能够高效地横向扩展，在 

“大数据规模”上执行数据分析。

为了实现高性能，BigDL 在各个 Spark 任务中使用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和多线程编程。BigDL 和

英特尔® MKL 是针对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设计和优化的，

有助于优化可用硬件的性能。

此处下载 BigDL

在京东* 使用 BigDL
京东* 是中国第二大在线零售商，也提供公有云服务。京东

的零售网站拥有一个庞大的在售产品目录，产品图片多达数

亿张。这些均存储在 Hadoop 框架的分布式大数据存储系统 

Apache HBase* 中。京东希望能够匹配不同产品图片中的特

征。例如，这项能力可用于实现视觉搜索功能，客户可以拍摄

他们所喜爱的商品的照片，京东会根据照片为客户找到他们可

购买的类似商品。

通过 BigDL，京东能够加载之前已使用 GPU 资源训练好的 

Caffe 模型，然后在存储图片的现有 CPU 架构上重新部署这

个模型。与使用 GPU 集群相比，通过使用配备 1,200 个逻辑

内核的高度并行架构，从数据库中读取图片数据的流程大大加

快，让整体性能提高了 3.83 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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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tel.ai/caffe/
https://bigdl-project.github.io/0.8.0/
https://software.intel.com/en-us/articles/building-large-scale-image-feature-extraction-with-bigdl-at-jdcom


Apache MXNet*
MXNet* 是精益、灵活而且具有超强可扩展性的深度学习

框架，它支持多种深度学习模型，其中包括卷积神经网络 

(CNN)、长短期记忆网络 (LSTM)。LSTM 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循环神经网络 (RNN)，它能够更长时间地记住相关信息，

例如，它会按照书写顺序，通过将一个词放在它前面词语的

上下文中研究这个词，来更好地理解该词语。MXNet 得到

了 Amazon* 的大力支持，在设计上便专精于计算机视觉、

语音、语言处理和理解及生成模型。

MXNet 提供了一个灵活的环境，可支持许多常见语言（C++、 

JavaScript*、Python、R、MATLAB、Julia*、Scala 和 

Go*）。

MXNet v1.2 与英特尔® MKL-DNN 集成在一起，能够提升神

经网络算子速度。这些通过采用英特尔® MKL-DNN 实现的

优化有助于降低延迟，从而获得更好的实时结果（尤其针对

批次大小为 1 的情况），提升大批次的吞吐量。

提升硬件性能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引入了英特尔® AVX-512，与

上一代处理器相比，它能够在单个处理器指令中处理更多数

据。该处理器还引入了 INT8 数据格式，让用户能够利用更

低精度的数据来提高深度学习分析的速度。

第二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引入了英特尔® 矢量神经网

络指令（英特尔® VNNI）来执行融合乘加计算。此种计算常

常用于深度学习分析的矩阵运算。通过将三个处理器指令合

为一个指令，这种新的 VNNI 加快了图像分类、语音识别、

语言翻译和对象检测等功能的执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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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可在深度学习框架的底层使用英特尔® 

库，从而增强应用在英特尔® 架构上的性能。上文讨

论的人工智能优化框架与多个英特尔® 库相匹配，这

些英特尔® 库能够显著提升性能。

•   英特尔® MKL 包含经过高度优化、线程化和矢量

化的数学函数，可以显著提高各个处理器家族的性

能。它为处理器自动分派经过优化的代码，以便您

能够充分发挥处理器的性能，而无需专门为服务

器编写代码。它可以帮助您针对未来几代英特尔® 

处理器来优化代码，因为您无需更改核心应用就能

够升级英特尔® MKL。

•   英特尔® MKL-DNN  是一种开源库，能够加快

英特尔® 架构上的深度学习框架的运行速度。英特尔® 

MKL-DNN 包括高度矢量化和线程化的构建模块，

支持利用 C 和 C++ 接口实施卷积神经网络。

采用英特尔® 库 
提升人工智能性能

•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英特尔® DAAL）通

过提供用于预处理、转换、分析、建模、验证和

决策的优化构建模块，加快大数据分析速度。它

可用于离线、流媒体和分布式数据分析，而且与 

Hadoop、Spark、R 和 MATLAB 等多种常用数据

平台皆可配合使用。

英特尔通过将服务和经过优化的硬件和软件组合在一

起，帮助云服务提供商满足人工智能的性能和扩展要

求。英特尔还支持云服务提供商启用适当的配置去交

付出色的结果。例如，英特尔团队可以帮助云服务提

供商分析客户要求，并帮助构建便于云服务提供商客

户使用的自动化人工智能产品。此外，英特尔还提供

优先支持服务，这让云服务提供商可私下联系英特尔

工程师就技术问题进行沟通。

人工智能带来 
更优用户体验
美团* 是一个大型在线和按需交付平台，它与英特尔 

展开合作，在平台上添加深度学习功能，提升用户

体验。美团使用深度学习支持的自然语言处理，可

以执行文本分析、语义匹配和搜索引擎排名，以便

在用户执行搜索时能够返回相关度非常高的供应商

和服务搜索结果。

美团与英特尔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它之所以选择在

英特尔® 架构上部署深度学习，是因为 1) 英特尔的

全栈式端到端人工智能 (AI) 产品可用于大规模构建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2) 易于部署，3) 英特尔重视双

方的合作并致力于帮助美团打造差异化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itpeernetwork.intel.com/meituan-builds-ai-on-ia/#gs.jh4ozr


结论

随着各家公司对深度学习的兴趣日益浓厚，云服务提供商有机

会通过提供量身定制的深度学习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并增加

收入。这些服务有很多，包括提供随时可用的功能（例如图像

识别）、托管平台（包括多个常用框架），或者提供核心基础

设施（让客户基于它构建自己的深度学习解决方案）。英特尔

优化了深度学习框架，以便充分发挥英特尔® 处理器的性能，

并与云服务提供商合作，帮助他们为客户打造功能强大的差异

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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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向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英特尔资源  

•  面向云服务提供商的英特尔资源  

•  英特尔® AI Academy  

•  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   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  

•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   英特尔® 框架优化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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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rketWatch，2018 年 8 月。https://www.marketwatch.com/press-release/deep-learning-market-size-is-projected-to-be-
around-us-18-billion-by-2024-2018-08-22

2 https://inform.tmforum.org/data-analytics-and-ai/2017/08/will-ai-machine-learning-impact-csps/

3  Deloitte Global，https://www2.deloitte.com/insights/us/en/industry/technology/technology-media-and-telecom-predictions/
cloud-based-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l

4 https://en.ksyun.com/News/18.html

5 https://opensource.google.com/projects/tensorflow

6 https://www.tensorflow.org/#companies-using-tensorflow

7  此性能测试将 20 个 NVIDIA Tesla* K40 与 24 台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50 v4（2.20GHz，1200 个逻辑内核）的服务器进行了 
比较。每台服务器有 24 个物理内核，启用了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英特尔® HT 技术），并且已配置为支持 50 个使用 Apache Hadoop Yet 
Another Resource Negotiator* (YARN*) 的逻辑内核。更多信息：https://software.intel.com/zh-cn/articles/building-large-scale-
image-feature-extraction-with-bigdl-at-jdcom

   性能测试结果基于配置中所示日期进行的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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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声明：英特尔编译器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和其他优化。对于非英特尔微处理器上的任何优化是否存在、其功能或效力，英特尔不做任何保证。本产品中取决于微处理
器的优化是针对英特尔微处理器。不具体针对英特尔微架构的特定优化为英特尔微处理器保留。请参考适用的产品用户与参考指南，获取
有关本声明中具体指令集的更多信息。

   声明版本：#20110804

   英特尔并不控制或审计第三方数据。请您审查该内容，咨询其他来源，并确认提及数据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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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9/JS/CA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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