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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正在逐步融合

执行概要
人们常常会谈到人工智能（AI）革命，其中计
算机被用来创建比人类预测精度更高的数据推
导模型。1,

2

这项技术也因此得到了快速普及，

并且推动科学、算法、软件和硬件实现了飞跃
式发展。
英特尔研究员兼并行计算实验室主任 Pradeep
Dubey 指出：“在高性能计算（HPC）基础设
施领域，人工智能界的兴起对于实现人工智
能的愿景而言至关重要：机器不仅能够分析数
字，还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出色、更明智的复杂
决策。”
要使用人工智能来做出更出色、更明智的决
策，提高决策的自动化，就意味着要将更大、

“在高性能计算（HPC）基础设施领
域，人工智能界的兴起对于实现人
工智能的愿景而言至关重要：机器
不仅能够分析数字，还能帮助我们
做出更出色、更明智的复杂决策。”
– 英 特尔研究员兼并行计算实验室主任
Pradeep Dubey

可扩展性是“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的关键，只
有满足这一要求，科学家才能解决所面临的大
计算和大数据的挑战，并从现有丰富的测量、
建模或模拟数据中获益。
更具体地说：

更复杂的数据集用于训练。无人驾驶汽车就是

• 在 高性能计算领域，科学家倾向于将重点

人工智能自动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但人工智

放在建模和模拟（如 Monte-Carlo 和其

能还可用于做出决策以突出科研相关数据（

他技术）上，用以准确表示实际发生的情

如生物医学图像中的癌细胞）、发现高能物理

况。在高能和天体物理学领域，重点则是

（HEP）数据中的关键事件以及寻找罕见的生

使用深度学习来检查图像。在其他领域，

物医学事件等等。

重点关注的是检查时间序列，执行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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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tps://www.fastcompany.com/3065778/baidu-says-new-face-recognition-can-replace-checking-ids-or-tickets
h
 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aug/01/google-says-ai-better-than-humans-at-scrubbingextremist-youtub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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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正在逐步融合

处理、分岔分析、谐波分析、非线性系统

是为数据科学家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使用熟

建模和预测等等。

悉的软件工具，而这些软件工具能在当前和未

• 同 样，根据远程传感器、摄像头、电子显

来的硬件解决方案上随时随地运行。大部分正

微镜、测序仪等工具收集的非结构化数

在开发的新硬件都旨在满足当前人工智能爆炸

据，经验型人工智能试图准确呈现出实际

式发展带来的用户需求扩大的问题。

发生的情况。非结构化数据这种不受控制

对高性能、可扩展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需求促

的特性意味着数据科学家需要花费大量时

使科学、算法开发和高性价比技术相互融合，

间来提取和净化有用的信息，并将这些信

共同打造无需高深编程技术，即可为数据科学

息用于人工智能系统训练。好消息是，目

家提供支持的软件生态系统。

前的人工神经网络（ANN）系统能够在面
对噪声数据和互相矛盾的数据时，保持相
对稳健（意味着表现出合理的行为）。3神
经形态芯片等未来技术有望实现自我学习
和组织的 ANN 系统，由此直接从观测数据
中学习。
因此，高性能计算和数据驱动型人工智能领域
正在相互融合，因为它们可以在高性能计算硬
件上运行相同类型的数据和计算密集型工作负

本白皮书是一篇具有高度教育意义的文章，探
讨了这一融合趋势、现有的实惠技术生态系统
以及当前人人可用的软件生态系统。文中还将
提供相关应用案例，说明如何应用这些人工智
能技术来解决高性能计算问题。

本白皮书的结构如下：
1. 高性能计算领域中的人工智能概况

载，无论是在尖端超级计算机、小型机构群集

2. 客户应用案例结果

还是在云端。

3. 软件生态系统

重点应放在数据上，这意味着软件和硬件需要

4. 用
 于支持人工智能软件生态系统的
硬件

“先放在一边”。人工智能软件的主要研发重点
3

一个例子是常用的最小均方误差目标函数，在查找拟合训练集中最低的误差时，它倾向于算出噪声的平均数并忽略冲突数据。

第 1 部分：高性能计算领域中的人工智能概况
了解相关的术语和价值主张
理解人工智能的含义非常重要，因为“人工智
能”这个词已经被赋予了太多含义。人工智能真

的增强和架构的进步，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创
新和可用数据的增加，共同催生了人工智能的
爆发。

正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机器

几十年来，“人工智能”一直与机器学习和深度

第一次能够在诸如面部识别 等复杂的“人类”

学习技术联系在一起。机器学习是指机器根据

活动中，在准确度上超越人类。进一步来说，

数据进行自我编程的过程（例如，学习）。而

这种超越人类的能力仅仅是通过向机器提供名

当下流行的“深度学习”一词则属于更为广泛的

为训练集的示例数据来加以实现的。计算能力

“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集。

4

4

请参阅前两个尾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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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正在逐步融合

最初，“深度学习”描述的是科学家用于模仿大
脑中许多神经元层的许多隐藏层。从那时起，
它就成了一个技术术语，用来描述在输入神经
元之间拥有许多隐藏 层或计算层的特定人工神
经网络（ANN）类型。这些层中的数据将用于
训练或推理，并且输出神经元层可以读取数值
结果。引导数值结果接近“基本事实”的“权重”
（也称为 ANN 的参数）数值包含丰富的信
息，可供公司用于面部识别、语音识别、朗读
文本以及提供大量令人兴奋的新功能。
在采用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中，需要通过训练
过程，使 ANN 模型以低误差来拟合训练集。这
图 1：Google 语音搜索查询5

一过程是通过调整 ANN 的值或参数完成的。推
理是指使用经过训练的模型来做出预测、分类

的需求，才能找到快速、准确、低误差地呈现

数据、产生利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参数会

训练数据的模型。

基于接受过全面训练的模型保持固定。

现在，您应该明白，目前人工智能取得的所有

推理可以快速甚至实时完成，以解决有价值

奇迹都是这种模型拟合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

的问题。例如，下图展示了在数据中心内，

真的只是在进行数学运算。最好先放弃人类能

（使用了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用量的快速提

够在计算机上运行“星球大战”中 C3PO 软件

升（来源：Google Trends）。人们越来越多

版本的观点（“C3PO”是“星球大战”系列电影

地使用手机的语音功能。

中的一个机器人角色）。这种形式的人工智能

推理仅消耗很少的电量，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前

仍然仅存在于未来。此外，本文将仅限于探讨

瞻性思维的公司正在将推理功能集成到边缘设
备、智能传感器和 IoT（物联网）设备中。 6
许多数据中心都利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等
CPU 的通用特性，在数据中心或云端执行海量
推理。其他一些数据中心正在添加 FPGA，用
于实现延迟极低的海量推理。
另一方面，在计算层面，训练非常昂贵，并且
可能需要在很长时间（例如数月或更长时间）
内全天候不间断地运行。将训练视为调整 ANN
模型权重的过程是合理的，因为只有通过在优
化过程的每个步骤中，以高度并行的方式对固

目前业界感兴趣的人工神经网络，但请注意，
还有其他不太流行的人工智能形式，例如遗
传算法、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等等。

可扩展性是必要条件，因为训练是
一个“大数据”问题
正如 How Neural Networks Work（神经网

络的工作模式）一文所阐述的，可扩展性是必
要的条件，因为训练可以看作是一个大数据问
题，ANN 必须适应复杂的多维表面7。

定训练集进行大量推理操作，并据此重新调整

人们希望使用人工智能来解决复杂的问题，这

权重，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基本事实错误。因

意味着训练过程需要适应非常粗糙、复杂和崎

此，只有满足并行性、可扩展性以及浮点性能

岖不平的表面。请把它想象成一片砾原，存在

http://www.kpcb.com/blog/2016-internet-trends-report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internet-of-things/overview.html
7
https://papers.nips.cc/paper/59-how-neural-nets-work.pdf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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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各异的许多拐点，它们共同界定了所有岩
石和洞穴的位置以及形状。现在，当我们尝试

TACC Stampede PCA 扩展

2500

拟合数百或数千倍尺寸的“砾原”时，拐点的数
量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2000

的拐点（例如凸块和裂缝），因为拐点的数量
非常巨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训练通常被认为
是一个大数据

平均持续 TF/s

因此，这需要使用海量的数据来表示所有重要
1500

1000

问题。简而言
之，光滑、

500

简单的表面只
需要极少的数
据，而大多数
复杂的现实数
图 2：图片由 Wikimedia Commons
提供

据集都需要海
量的数据。

在训练过程中，准确性和完成模型所需的
时间都极其重要
在训练过程中，完成模型所需的时间以及模型
的准确性都是重要的性能指标，了解这一点非
常重要，因为训练的目标就是快速开发一个能
够高度准确地呈现训练数据的模型。

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用中受到限制。因此，人们重点关注浮点、高
速缓存和内存子系统性能等硬件指标，用以区
分哪些硬件平台的性能更好并能够快速地完成
模型。
训练期间所用的数值算法得出（或收敛于）解
决方案的速度极大地影响完成模型所需的时
间。今天，大多数人使用相同的软件包（例如
Caffe*、TensorFlow*、Theano 或 Torch 中
间件），因此得出解决方案的收敛速度和解决

解到，训练以接近线性的方式扩展，这意味着人

方案的准确性都被忽略了。我们假设在不同平

们已经可以使用成千上万的计算节点来实现每秒

台中，相同软件和算法的收敛行为应该不会有

8

千万亿次的训练性能。 此外，运算方法（例如

太大差异， 9 因此模型的准确性应该相同或非

共轭梯度（Conjugate Gradient）和 L-BGFS）

常接近。但随着分布式训练方法的出现，这一

也已颇具规模，有助于在训练期间找到能够以低

假设已被打破。

器学习软件包可以轻松地调用这些方法。

深度学习扩展的突破
由于各种原因，分布式扩展在深度学习训练应

8
9

3500

图 3：在原始 TACC Stampede 英特尔® 至强融核TM 协处理器计算机上，
将示例扩展至 2.2 PF/s（由 TechEnablement 提供）

对于一般的机器学习模型，数十年来人们已经了

误差呈现数据的最佳模型参数集。广受欢迎的机

3000

英特尔® 至强融核™ 协处理器/Sandy Bridge 节点的数量

最近，得益于与英特尔® 并行计算中心（英特尔®
PCC）的合作，深度学习在训练方面取得了突
破，现在可以为每个人带来快速准确的分布式
深度学习训练，无论是在超级计算机，还是在
工作站中。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2596732_Chapter_7_Deep-Learning_Numerical_Optimization
注意：数值差异会在训练过程中累积，这将导致不同机器的运行时间出现分歧。我们假设相同的算法和代码将提供大致相
同的收敛速度和准确性。但是，可能会有例外。

© 2017, insideHPC,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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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的时间里，将深度学习
训练从几个节点扩展到现在几乎
10,000 个节点，总计速度超过每秒
万万亿次，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 英 特尔研究员兼并行计算实验室主任
Pradeep Dubey
简而言之，通过斯坦福大学、NERSC 和英特尔
之间的多年合作 10，建立了可扩展到 9600 个
计算节点并提供每秒 1.5 万万亿次深度学习训
练性能的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训练模型。在

家可以使用经过优化的软件，在高速工作站和
小型集群上进行本地工作。如有需要，高性能
计算科学家还可以在类似于 Cori 的大型超级
计算机上进行大规模运算，使用人工智能解决
前沿的科学问题。因此，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中，拥有经过优化且可扩展的工具至关重要。

推理
推理是使数据派生模型产生价值的操作，因为
与人类相比，推理功能在预测未来12 和完成识
别任务方面更加出色。

此之前，相关的文献中最多只是将深度学习训

推理的可行性在于，完成模型训练后（意味着

练扩展至少量节点 。Dubey 认为：“对于深度

已经拟合了崎岖不平的表面），人工神经网络

学习而言，从使用少量节点扩展到速度超过每

就可以通过在表面上的已知点之间进行插值

秒万万亿次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由此深度学习

来正确预测它以前从未见过的数据点——这意

训练已经跻身千万亿次级俱乐部。

味着不存在于原始训练数据中。用不太技术性

11

融合到一起，构建世界上“最聪明的机器”

的话来说，人工神经网络会在非线性（崎岖不
平）表面上执行插值，这意味着相较传统线性

综上所述，用于推动当前人工智能革命的数学

方法的直线插值，人工神经网络能够表现得更

之美在于，一旦指定了人工神经网络的数据和

好。此外，人工神经网络还能够根据已拟合表

模型，性能将仅取决于训练软件和底层计算机

面上的已知点进行外推，从而预测在人工神经

硬件。因此，最好的“学生”就是能够快速找到

网络训练期间未获知的其他数据点。这一点的

高精度解决方案的计算机或计算机集群。这意

原因在于拟合的表面是连续的。因此，人们常

味着那些有幸使用尖端超级计算机的人可以用

说完成训练的模型将获得普遍性 数据，由此做

人工智能来解决世界上最大且最具挑战性的

出正确的预测。

难题。

不要限制您对人工智能未来的畅想

英特尔高性能计算平台和生态系统支持总监
Joe Curley 解释了这些成就的重要性：“现
在，人工智能的大规模部署已经变得越来越
可行了。”

在一些人类擅长的任务中，如面部识别、互联
网图像搜索、无人驾驶汽车等，由于人工智能
表现出色，并且“优于人类”，因此人工智能已
经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不过，很多人不

简而言之，即使对于大数据集，也不需要尖端

知道的是，在一些人类不擅长的任务中，机器

级超级计算机和专用硬件就能在快速完成模型

学习仍能表现得非常出色。

的同时实现高精度。这意味着高性能计算科学

以 15PF 进行的深度学习：Supervised and Semi-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for Scientific Data（对于科学数据的监管和
半监管分类），发布于 https://arxiv.org/abs/1708.05256
11
按文章作者所述
12
“Nonlinear Signal Processing Using Neural Networks, Prediction and System Modeling”（使用神经网络、预测和系
统建模，处理非线性信号），A.S.Lapedes, R.M.Farber，LANL 技术报告，LA-UR-87-2662，（198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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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与其他方法相比，机器学习在信号处理

规模并行运行的计算密集型训练，还可以高效

以及非线性系统建模和预测方面的性能可能要

地支持通用工作负载和机器学习数据预处理的

高出几个数量级 。因此，数十年来，机器学习

工作负载。因此，数据科学家和数据中心都在

已被用于模拟电化学系统 、模型分叉分析 、

寻找同样的硬件解决方案，它们不仅能加速

执行独立分量分析等等。

机器学习的某方面，还能满足他们的所有需

13

14

15

同样，可以通过使用自动编码器以模拟编码的
方式对数据进行高效编码（相比传统的数字压
缩方法更加紧凑）、执行 PCA（主成分分析）、
NLPCA（非线性主成分分析），以及执行维数缩
减。在这些方法中，很多已经成为了数据科学家
的实用工具。

求。这一点可以从最近数据中心的采购趋势中
得到佐证。无论是巴塞罗那超级计算中心的
MareNostrum 4，还是 TACC Stampede2 的
升级，都是为了向用户提供一般工作负载支持
而建立的。

数据库的所有用户都特别关心维数缩减。

“经验总结”：选择一个能够支持所有工作
负载的平台

基本上，自动编码器解决了维数灾难问题，即

尤其不要忽视数据预处理，因为从非结构化数

随着数据维度的增加，每个点都会高效地成为

据源提取和清理训练数据可能会成为与训练过

数据库中所有其他点的最近邻点。人们很快就

程本身一样的“大计算”问题。大多数深度学习

发现，如果将高维数据放入数据库中，就会导

文章和教程都忽略了这个极其繁琐的数据处

致查询不返回数据或是返回所有数据。经过训

理问题，但数据预处理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

练的自动编码器能够以较低的误差和维度表示

为过！

高维数据，这意味着能够保留数据点之间的所

数据科学家希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数据。

有关系。这样一来，数据库就能在较低维空间

大多数数据科学家并未掌握尖端的编程能力，

中，通过搜索找到类似的项目。换句话说，自

因此只有提供他们熟悉的生产力语言，才能提

动编码器可以帮助人们对高维数据进行有意义

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此外，硬件必须支持大容

的搜索，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胜

量内存和高性能固态存储子系统，从而缩短完

利。对于那些希望将高维数据可视化的人来

成模型所需的时间。

说，自动编码器也非常有用。

对于平台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对于深度学习硬件要求的普遍看法正在发生变
化，但 CPU 仍然是数据中心钟爱的硬件训练
平台 16 。原因在于，CPU 提供了训练所需的

因此，当下人工智能的流行反映了可扩展算
法、分布式训练框架、硬件、软件、数据预处
理和生产力语言的融合。无论拥有多少数据，
或是什么样的计算平台，人们都可以使用深度
学习来得出他们的计算模型。

并行性以及内存和缓存性能，不但能够支持大

https://www.osti.gov/scitech/biblio/5470451
“Nonlinear Signal Processing and System 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Time Series From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s”（非线性信号处理和系统识别：对于电化学反应中时间序列的应用），R.A.Adomaitis，R.M.Farber，J.L.H
udson，I.G.Kevrekidis，M. Kube，A.S.Lapedes，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化学工程科学），ISCRE-11，
（1990 年）。
15
“Global Bifurcations in Rayleigh Benard Convection: Experiments, Empirical Maps and Numerical Bifurcation
Analysis”（“瑞本对流中的全局分岔：实验、实证映射和数值分岔分析“），I. G. Kevrekidis、R. Rico Martinez、R. E.
Ecke、R. M. Farber 和 A. S. Lapedes，LA UR 92 4200，Physica D，1993 年。
16
Superior Performance Commits Kyoto University to CPUs Over GPUs（CPU 的出色性能促使京都大学选择 CPU 而不
是 GPU）；http://insidehpc.com/2016/07/superior-performance-commits-kyoto-university-to-cpus-over-gpus/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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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工智能集成到基础设施和应用中
英特尔一直在积极开展研究，缩小实现急需的
“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融合的差距。在 NERSC
Cori 超级计算机上，使用 9600 个英特尔® 至
强融核™ 处理器节点实现每秒 1.5 万万亿次性能
的 IPCC 协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融合的过程中，还有
一个同样重要的挑战就是编程模型之间的差
距。高性能计算程序员是“并行编程大师”，但
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主要是使用类似 MATLAB
的框架进行编程的。人工智能社区正在不断发
展，旨在帮助数据科学家在无需接受低级别并
行编程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可扩
展、类似于高性能计算的性能。
此外，英特尔等供应商正在积极解决库、语

实现了显著（超过 10 倍）的性能提升 17 ，并
使 MPI 库可以从 Apache Spark* 高效调用18。
今年早些时候，在超大数据库会议（Very
Large Data Bases Conference，VLDB）中
发布的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HPC and

Big Data Frameworks（弥合高性能计算和大
数据框架之间的鸿沟）一文中描述了这一方
法。此外，英特尔通过与 Julia Computing
和 MIT 展开合作，在节点和集群层面显著
加快了 Julia* 程序的速度。 19 在源代码的背
后，ParallelAccelerator 和高性能分析工具包
（HPAT）可将使用生产力语言（如 Julia 和
Python*）编写的程序转换为高性能代码。所
有这些都已作为开源项目发布，这能够帮助学
术界和业内人士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运行时先
进功能的发展。

言和运行时层面的软件问题。更具体地说，
英特尔通过与两所大学的合作，在库的调用上
h
 ttps://blog.cloudera.com/blog/2017/02/accelerating-apache-spark-mllib-with-intel-math-kernel-library-intel-mkl/
http://www.vldb.org/pvldb/vol10/p901-anderson.pdf
19
https://juliacomputing.com/case-studies/celeste.html
17
18

第 2 部分：客户应用案例
波士顿儿童医院
波士顿儿童医院计算放射实验室主任兼哈佛医
学院放射学教授 Simon Warfield 正致力于使
用人工智能来更好地诊断人脑中各种形式的损
伤，包括脑震荡、自闭症谱系障碍和小儿多发

扫描过程中使用脉冲磁场梯度技术，测量水分
子的原子级运动（称为布朗运动）。这些运动
在幅度和方向上的差异提供了识别大脑中微结
构所需的原始数据，并可用于诊断神经束和其
他软组织组件的完整性和健康状况。

性硬化症。最终目标是制作一种工具，能够帮

然而，在 DCI 成为有用的临床工具之前，还需

助临床医师直接观察大脑，而不是尝试通过对

要解决几个挑战。例如，当用于极高空间解析

认知行为的主观评估来诊断问题和治疗效果。

度时，执行单次 DCI 扫描可能需要大约一个小

收集和处理数据

时；而对于大多数临床应用，仅需 10 分钟。
在优化之前，处理几十 GB 的水弥散数据曾用

Warfield 教授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一种弥散间

了超过 40 个小时的时间。如此长的处理时间

隔成像（DCI）技术，能够提取关于大脑软组

使 DCI 在许多紧急情况下完全无法使用，并且

织的临床相关信息。DCI 是对于弥散加权成像

使其更加难以适应当今放射科的工作流程。在

（DWI）技术的一种改进，该技术通过在 MRI

进行优化后，数据处理现仅需约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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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Warfield 教授和波士顿儿童医院一直

新合作，现在可以使用突破性的人工智能，更

是英特尔并行计算中心（IPPC）的成员 。这

加高效、准确地检测和分类癌细胞。该合作属

就给了 Warfield 教授团队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优

于阿兰图灵研究所与英特尔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化他们的代码。

的一部分。

优化工作的结果极其惊人，在英特尔® 至强® 处

华威大学组织图像分析（Tissue Image

理器上运行时，性能提高了 75 倍；在英特尔®

Analytics，TIA）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由计算机科

至强融核™ 处理器上运行时，性能提高了 161

学系的 Nasir Rajpoot 教授领导，正在创建一个

倍 21 。现在，在一个工作站上，可在 16 分钟

大型的数字信息库，其中包含从数千个人体组

中内完成完整的 DCI 研究，这就意味着 DCI 现

织样本中发现的各种肿瘤和免疫细胞，并且正

可用于紧急情况、临床环境，以及评估治疗

在开发相关算法来自动识别这些细胞。

20

效果。另一个好消息是，得益于优化的代码规
模，现在可以生成更高分辨率的图像。

通过海量推理发现大脑损伤
在临床环境中，数据处理并不是使用 DCI 的唯
一挑战，因为扫描通常会生成几十到几百幅图
像。许多放射科医生发现很难应对日益增加的
工作量。
Warfield 教授认为人工智能能够解决这个问

图 4：以红色突出显示的癌症肿瘤细胞
（来源：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

题。他的愿景是训练一种能够自动快速分类数
百张图像的模型，用于精确地找出与健康大脑

Rajpoot 教授评论道：“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将

的可比较图像不同的图像。目标是为放射科医

受益于英特尔世界级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知识，

师在复杂研究中提供不可或缺的要点，不仅要

优化我们的数字病理图像分析软件流水线，部

识别最相关的图像，还要确定这些图像中的关

署我们实验室开发的一些最新尖端技术，用于

键区域。

计算机辅助癌症诊断和分级。”

可在下一个案例研究中看到这种精确推断。

数字病理学成像解决方案旨在帮助病理学家在
分析癌组织标本时，提高准确性和可靠性，超

更高效地检测癌细胞

越现有方法的极限。

得益于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

细胞病理学临床负责人兼 UHCW 卓越中心主任

英特尔公司、阿兰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David Snead 教授表示：“很久之前我们就了解

Institute）和考文垂及沃里克大学医院 NHS

到，与人类相比，通过计算机可以更快地完成

信托（University Hospitals Coventry &

细胞病理学重要领域的研究工作”。

Warwickshire NHS Trust，UHCW）之间的最

20
21

 ttps://software.intel.com/zh-cn/articles/intel-parallel-computing-center-at-the-computational-radiology-laboratory
h
资料来源：Powerful New Tools for Exploring and Healing the Human Brain（用于探索和治疗人类大脑的强大新工
具），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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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在有限的信息环境中
学习
对于一些高性能计算科学家来说，通过模拟或
基因测序仪等自动化经验观察收集大量数据只
是奢望。人工智能可以在信息有限的博弈中，
与人类竞争并击败人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许
多活动都是在信息有限的背景下发生的（如
金融交易、谈判，甚至是类似于购买房屋的
任务）。
一些科学家正在利用博弈和博弈论，解决在信
息有限环境中进行学习的挑战。特别是纳什均衡
（Nash equilibrium），有助于基于理性玩家行
为来增加关于行为的信息，而不是通过传统的
人工智能方法来收集大量的数据。此外，这种方
法可以解决不完美回忆（imperfect recall）问
题。因为人类遗忘的天性，可能会使包含许多
过去采样的行为数据的训练集失效，这样就给

限的环境中学习。它由三个模块组成：
1. 一个使用博弈论推理的模块，在实际游戏之
前，仅以游戏规则作为输入，计算游戏的蓝
图战略。根据 Sandholm 的说法，“它使用
纳什均衡近似法，但拥有‘蒙特卡洛反事实
遗憾最小化’（Monte Carlo counterfactual
regret minimization，MCCRM）算法的新
版本。该算法能够提高 MCCRM 的速度，并
在同时减少涉及不完美回忆抽象的问题。”22
2. 一个子游戏解算器，能够即时重新计算策略，
以便软件可以在每一步后完善其蓝图战略。
3. 一款比赛后分析器，通过对手的举动，分析
Libratus 策略中的漏洞。“然后，Libratus
为台上的这些部分重新计算一个更加精确的
策略，最终找到并修复其战略中的漏洞——
即通过一个使用博弈论推理的模块，在实际
游戏之前，仅以游戏规则作为输入，计算游
戏的蓝图战略。”Sandholm 谈到。

数据驱动型机器学习带来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这绝对是一个高性能计算问题。在竞标赛期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Tuomas Sandholm 教授

间，Libratus 使用了匹茨堡超级计算中心

表示：“在博弈论领域，一对一无限注德州扑克
（No-Limit Heads-Up Texas Hold）是不完美
信息游戏的典范。”在德州扑克中，玩家只能获
得关于对手卡牌的有限信息，因为有些牌是在

的 600 个 Bridges 超级计算机节点。它使用
400 个节点作为残局解算器，使用 200 个节
点作为自学模块（例如第三个模块）。在晚
上，Libratus 使用所有 600 个节点进行赛后

摊开在桌上的，而有些牌是私下藏在每个玩家

分析。

手中的。这些藏在手中的卡片代表每个玩家用

Sandholm 还提到了 Libratus 超越扑克玩家

于制定其战略的隐藏信息。因此，可以假设每

的普遍趋势：“在 Libratus 中使用算法根本不

个玩家的策略都是合理的，是为了赢得最大数

是扑克游戏特有的，对于不完美信息游戏，寻

量的筹码。

找、设计和开发独立于应用的算法研究可直接

在今年 1 月份，一些世界顶级的扑克牌冠军

应用于其他由两个玩家进行的零和博弈，如

在匹兹堡的 Ri vers 赌 场 与 人 工 智 能 展 开 了
20 天的一对一无限注德州扑克竞标赛。由
Sandholm 教授和他的研究生设计的人工智能
（AI）引擎 Libratus 击败了所有四个对手，夺
走了超过 170 万美元的筹码。
Libratus 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用于在信息有

22

网络安全、敌对局面中的双边协商，或是我们
与敌人之间的军事计划。”例如，2012 年以
来，Sandholm 和他的团队一直在通过努力引
导进化和生物适应，进而控制疾病。其中一个
例子就是使用一系列治疗方法，以便 T 细胞更
有机会对抗疾病。

如果决策者在某个时间点持有稍后被遗忘的信息，则决策问题表现出不完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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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nse.ai 和强化学习

习的时间。

来自于 deepsense.ai 的团队利用在 CPU 上

在一台计算机上进行 Breakout 训练大约需要

运行的异步强化学习和 TensorFlow，让人工

15 个小时，这使得分布式实现方法非常接近

智能学会玩经典的雅达利（Atari）游戏。根

理论上的扩展比例（假设计算能力最大化，使

据 deepsense.ai blog 中的描述，他们的想法

用 64 倍的 CPU 数量应该可以产生 64 倍的加

是使用多个并发环境加速训练过程，并在同时

速）。下图显示了不同机器数量的扩展比例。

与这些实时游戏互动。“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

此外，该算法在许多雅达利环境中都展现出强

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功能，并且对使用深度学习

大的实力，这意味着它不仅速度快，还可以适

和图像识别技术在其他实时视觉环境中进行学

应各种学习任务。

习具有启发。”deepsense.ai 的 CSO Robert
Bogucki 解释道。
关键的发现是，通过分发 BA3C 强化学习算
法，团队只需通过查看游戏模拟器的原始像素
输出，就能让代理程序迅速学会玩各种各样的
雅达利游戏。实验分布在 64 台机器上进行，
每台机器拥有 12 个英特尔® CPU 内核。在
Breakout 游戏中，代理程序在短短 20 分钟内
实现了“超人”成绩，这大大降低了单机实施学
图 5：在 Breakout 中，DBA3C 算法获得 300 分需要的平均时间
（需要在连续 50 次尝试中，获得平均分数为 300）。绿线显示理论
扩展比例，作为单机实现方案的参考。

第 3 部分：软件生态系统
人工智能软件生态系统正在快速扩张，研

如果高性能计算和数据科学家不能使用新技

究领域中的突破性发现正以可扩展且与硬

术，那么即使是最好的研究也是徒劳的。因

件无关的方式，快速集成到流行软件包

此，可扩展性和性能突破正被迅速集成到性

（TensorFlow，Caffe 等）和生产力语言

能库（例如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 深度

（Python、Julia、R、Java* 等）中。简而言

神经网络（英特尔® MKL-DNN）和英特尔®

之，人工智能软件必须易于部署、可在各类环

Nervana™ Graph™）中。

境中运行，并且应利用人类的专业知识，而不
是创建“一次性”的应用。

Python、Julia、Java、R 等生产力语言的性
能正在突飞猛进地提升。随着性能的增强，无

本白皮书简要介绍了英特尔如何开展研究，帮

论是数据科学家，还是人工智能的各个层面

助缩小实现急需的“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融合”

（包括数据预处理、训练、结果推理和解读

的差距。其他 IPCC 研究洞察和科学出版物可

等），都能从中受益。

在 IPCC 网络资源网站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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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近 Julia 在 NERSC Cori 超级计算机

Knight 指出：“我们将英特尔® Nervana™

的 9,300 个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节点上

Graph 项目视为对一些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

使用了 130 万个线程，达到了每秒 1.54 千

建立生态系统的开端，其中包含优化传递、

万亿次浮点运算的峰值性能。

硬件后端和前端连接器”，如图 7 所示，使用

23

Celeste 项目

使用完全由 Julia 编写的代码，处理大约 178
TB 的天体图像数据，并在 14.6 分钟内生成了
1.88 亿颗恒星和星系的估计值。24
基准

TensorFlow 作为示例。
英特尔® Nervana™ Graph 还支持带有命令行仿
真和 Python 转换器的 Caffe 模型。目前英特尔
正在添加对于分布式训练以及多个主机的支持。

英特尔® MKL

标准堆栈

LinReg

64 秒

139 秒

尖端超级计算机上处理复杂的大型训练集。

非默认

1.63 秒

2.91 秒

数据流

Char-LSTM

这样一来，数据和高性能计算科学家甚至可以在

0.32 个样本/秒 20 个样本/秒

MRL-DNN

解释了 Celeste 人工智能的进展：“预测能力和
不确定性都基于贝叶斯（Bayesian）模型，通
过一种称为变分贝叶斯（Variational Bayes）
的技术进行推断。迄今为止，Celeste 已经估

图 7：XLA 支持 TensorFlow *

算了超过 80 亿个参数，其数据比以前报道的
任何变分贝叶斯应用的数据量多 100 倍。” 25
贝叶斯模型是数据科学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使
用的一种机器学习形式。

Nervana Graph
转换器

Nervana Graph API

分布式

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博士后研究员 Jeff Regier

Nvidia GPU

XLA 后端 API

英特尔神经网
络处理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电气工

...

图 6：在使用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
（英特尔® MKL）时，将 Julia 用于深度学习的
速度快于标准软件堆栈

因为在针对硬件后端生成可运行代码时，可在
硬件不可知的前端数据流图上执行优化，所以
在各类硬件设备上都能实现高性能。

英特尔® NervanaTM Graph：可扩展
的中间语言

图 8 显示了如何将内存使用量减少五至六倍。

英特尔正在开发 Nervana™ Graph，作为流行

因此能够将内存使用量减少 5 至 6 倍是非常可

的机器学习软件包的通用中间语言，可扩展并

观的。Nervana 补充到，这些都是初步结果，

且可在 CPU、GPU、FPGA、神经网络处理器

“未来还会有更多改进”。

等多种硬件上运行26。Jason Knight（英特尔

英特尔® Nervana™ Graph 还可以通过直接调

Nervana 首席技术官办公室）希望人们将英特
尔® Nervana™ Graph™ 视为 LLVM（低级虚拟
机）的一种形式。许多人在编译软件时会使用
LLVM，但却不清楚它的存在。因为它支持各
种语言前端和硬件后端。
 ttps://juliacomputing.com/press/2017/09/12/
h
julia-joins-petaflop-club.html
24
https://juliacomputing.com/case-studies/celeste.html
23

© 2017, insideHPC, LLC

内存性能可以说是人工智能性能的最大限制，

用和模式匹配操作，利用高度优化的英特尔
MKL-DNN 库，检测并生成对于英特尔® 数学
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和英特尔® MKLDNN 的融合性调用，即使是在非常复杂的数据

25
26

h
 ttps://juliacomputing.com/case-studies/celeste.html
h
 ttps://newsroom.intel.com/news-releases/intel-aiday-news-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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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也是如此。为了
进一步提高性能，英
特尔推出了一种名
为 neon™ 的高级语
言。这种语言本身
非常强大，可以用作
TensorFlow 和其他
人工智能框架开发人
员的参考实现方案。
图 9 显示了在新英

Multiply_7
Less_1
Multiply_9
Add_6
DotLowDimension_4
Divide_4
Add_9
WriteOp_1
Multiply_18
Multiply_19
Add_10
Multiply_20
Multiply_21
Add_11
WriteOp_2
Add_12

图 8：英特尔® Nervana™ Graph 中的内存优化

特尔® 至强® 可扩展

数据科学家主要使用流行的框架和生产力语

处理器上使用 neon 所能实现的性能提升。

言。Dubey 注意到：“软件必须帮助数据科学家
在无需接受低级别并行编程培训的前提下，为
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可扩展、类似于高性能计算
的性能。”
与熟悉用于并行和分布式编程（例如
OpenMP* 或 MPI）的低级 API 的传统高性能
计算程序员相比，在超级计算机上训练神经网
络的典型数据科学家可能只熟悉基于 Caffe 或
TensorFlow 等框架的高级脚本语言。

图 9：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性能提升27

但是，用于这些设备的硬件和软件正在迅速

生产力语言

发展，因此在还未产生技术或供应商锁定的

在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融合的过程中，另

情况下，明智地采购这些设备非常重要。这

一个重要的挑战是缩小数据科学家和人工智

就是为什么英特尔的人工智能团队将精力集

能编程模型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必须

中在使流行的机器学习库和软件包能够调用

要将可扩展、高效的人工智能集成到生产

英特尔® Nervana™ Graph 上。那些支持英特

力语言中的原因。大多数数据科学家使用

尔® Nervana™ Graph 的生产力语言和软件包

Python、Julia、R、Java* 和其他语言来执行

将有能力支持英特尔的未来硬件产品，涵盖

他们的工作。

CPU、FPGA、定制 ASIC 产品等等。

高性能计算程序员常常是“并行编程大师”，但

27

https://www.intelnervana.com/neon-2-1/

第 4 部分：用于支持人工智能软件生态系统的硬件
平衡比是理解正在开发或即将推出的大量硬件

平衡比背后的基本观点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保

解决方案的关键。需要确保所采购的产品能在

持有效的做法并改进硬件特性。目前的硬件解

未来满足各类环境中运行的解决方案——而不

决方案往往受到内存带宽的限制。因此，每秒

是特定于某种硬件的解决方案，了解到这一点

浮点运算峰值性能与内存带宽的平衡比比对于

非常关键！

训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拥有足够的算法

© 2017, insideHPC,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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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来支持内存（和缓存带宽），硬件就可以

工作负载中的平均性能提高了 1.65 倍29。这主

提供最佳的平均持续性能。同样，每秒浮点运

要得益于大量的微架构改进，其中包括：支持

算峰值性能与网络性能的平衡比对于扩展数据

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512（英特尔® AVX-512）

预处理和训练运行也非常重要。在处理非结构

宽向量指令、每个插槽支持最多 28 个内核

化数据时，存储 IOP/s（每秒的 IO 操作次数）

或 56 个线程、支持最多八个插槽系统、支持

对于在存储器中执行不规则访问起着决定性

额外两个内存通道、支持 DDR4 2666 Mhz 内

作用。

存等等。

计算

英特尔® 至强融核™ 产品家族超越 CPU 的功率

人工智能的未来包括 CPU、加速器/专用硬
件、FPGA 和未来的神经形态芯片。例如，
英特尔 CEO Brian Krzanich 表示，公司致力于
使其芯片成为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的“首选平台”。
英特尔为此付出的努力有：
• C PU：包括用于应对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

效率极限，并提供多核并行功能：每个核心拥
有两个可以充分利用高带宽 HMB2 堆栈内存的
英特尔 AVX-512 矢量单元。在 NERSC Cori
超级计算机上，利用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
器节点，实现了 15 PF/s 的分布式深度学习
性能。

工作负载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以

英特尔® 神经网络处理器

及英特尔® 至强融核™ 处理器。

英特尔于 2016 年 8 月收购了 Nervana

• 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芯片，如英特尔®
神经网络处理器系列。
• 英 特尔® FPGA，可用作推理的可编程加
速器。

Systems。如前所述，英特尔® Nervana™
Graph 将作为一种硬件无关的软件中间语言，
提供硬件特定的优化性能。
2017 年 10 月 17 日，英特尔宣布将在今年

• 神经形态芯片，如 Loihi 神经形态芯片。

年底之前推出业界首款神经网络处理芯片——

• 英 特尔® 17 量子位超导芯片，这是英特尔

英特尔® Nervana™ 神经网络处理器（NNP）。30

量子计算的下一步计划。
虽然机器学习还是一项新兴技术，但值得注意
的是，它可能会被映射到量子计算机上。28 如
果实现了这一目标，这种混合系统可能会彻底
改变该领域的现状。

英特尔 CEO Brian Krzanich 在 WSJDlive 全球
技术大会上表示：“我们正在研发多代英特尔®
Nervana™ NNP 产品。这些产品将提供更高的性
能，并为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更加出色的可扩展
性。这使我们有望超越我们去年制定的到 2020
年将人工智能的性能提高 100 倍的目标。”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
至强融核™ 等 CPU

英特尔的研发投资涵盖硬件、数据算法和分

与以前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相比，新款英特

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领域投入了 10 亿美元。32

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在一系列高性能计算

英特尔® 神经网络处理器是一款具有 32 GB

析、收购以及技术进步。31 目前，英特尔已经

https://spectrum.ieee.org/tech-talk/robotics/artificial-intelligence/kickstarting-the-quantum-startup-a-hybrid-ofquantum-computing-and-machine-learning-is-spawning-new-ventures
29 
在英特尔内部评估中，使用气象研究预测的几何图形、Conus 12Km、HOMME、LSTCLS-DYNA Explicit、INTES PERMAS
V16、MILC、GROMACS water 1.5M_pme、VASP¬Si256、NAMDstmv、LAMMPS、Amber GB Nucleosome、二项式
期权定价、毕苏期权定价模式和蒙特卡欧洲选项时，平均结果获得 1.65 倍的提升。
30 
https://newsroom.intel.com/editorials/intel-pioneers-new-technologies-advance-artificial-intelligence/
31 
同上
32 
https://newsroom.intel.com/editorials/intel-invests-1-billion-ai-ecosystem-fuel-adoption-product-innovatio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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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PGA 部署，请参阅 Microsoft
Azure。

神经形态芯片
作为英特尔实验室研究成果的一部
分，英特尔开发了一款自我学习神经
形态芯片，代号为 Loihi。这款芯片
是从生物大脑中的神经元根据环境
的各种反馈模式学习应对方法的过
程中获取灵感的。自我学习芯片使用
图 10：英特尔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广泛投资

异步触发取代当前机器学习和深度
学习神经网络中使用的激活函数。

HBM2 内存和每秒 8 TB 内存访问速度的 ASIC
芯片。通过采用新架构，将运算的并行性提高

英特尔实验室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 Michael

了一个数量级。由此，运算能力将能平衡堆栈

Mayberry 博士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到，

内存的性能。

Loihi 的数字电路模拟了大脑基本机制，能

英特尔® 神经网络处理器同样支持扩展，因

够在仅需较低的计算能

为它具有 12 个双向高带宽链路和无缝数据

力同时，提高机器学习

传输。这些专有的芯片间链路将提供比 PCI

的效率。这些芯片可以

Express* 链路快 20 倍的带宽。

帮助“计算机自行组织并
根据模式和关联进行决

FPGA

策，”Mayberry 解释说。

FPGA 是高速、低延迟推理操作的理想拍档。

12：英特尔制造的
因此，神经形态芯片具有 图Loihi
神经形态芯片

与 CPU 或 GPU 不同，FPGA 可以通过编程，

跨越当前技术的潜力。

实现执行推理操作所需的逻辑，并具有最小的
必需运算精度。这被称为持久性神经网络。

网络：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
（英特尔® OPA）

英特尔提供了从英特尔® Caffe 等机器学习软件

英特尔® Omni-Path 架构（英特尔® OPA）是英

包到英特尔® MKL-DNN 的直接路径，用于简

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英特尔® SSF）的组成

化推理神经网络的规格。有关大规模、低延迟

部分，旨在满足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系统
所需的性能、可扩展性和成本模型。英特尔®
OPA 可提供高带宽、高消息速率、低延迟和
高可靠性，能够高效地跨多个节点进行快速
通信，从而缩短训练时间。
为了降低集群相关的成本，英特尔推出了
一系列英特尔® 至强® 铂金和英特尔® 至强®
金牌处理器 SKU，并在处理器封装上集
成了英特尔® OPA，以访问快速、低延迟

图 11：从英特尔® Caffe到 FPGA （来源：英特尔）
33

的 100Gbps 高带宽网络。此外，封装内的高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support/us/en/documents/server-products/server-accessories/Intel_DLIA_
UserGuide_1.0.pdf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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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网络接口位于专用

管理大数据成为可行的。如“‘Run Anywhere’

的内部 PCI Express 总

Enterprise Analytics and HPC Converge at

线上，可提供更多 IO 灵

TACC”（TACC 中可在各类环境中运行的企业

活性。由于在归约运算

分析和高性能计算融合）中所述，研究人员

的过程中需要传送许多

在 TACC Wrangler 数据密集型超级计算机上

小消息，因此人工智能

逐字处理了 EB 级的非结构化数据。Wrangler

应用更容易受到网络延
迟的限制。

图 13：英特尔®
可扩展系统框架

存储

为分析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存储层，并可提供
1Tb/s 的带宽和 250M IOP/s。
一个例子是英特尔® 傲腾™ 系列设备：

34 

和主内存一样，存储性能取决于吞吐量和延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ducts/

迟。固态存储（结合 Lustre 等分布式文件系

memory-storage/solid-state-drives/data-center-

统）是非结构化数据分析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

ssds/optane-dc-p4800x-series/p4800x-375gb2-5-inch-20nm.html（https://blog.cloudera.com/

SSD 设备每秒可以执行超过 50 万次随机 IO

blog/2017/02/accelerating-apache-spark-mllib-

操作，而不是每秒执行几百 IOP 34 ，这使得

with-intel-math-kernel-library-intel-mkl/）

结论
简而言之，在人工智能领域，“数据为王”。这意

（如 Julia 和 Python）对于充分利用硬件和

味着许多数据科学家（尤其是医疗和企业领域

数据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来说至关重要。同时，

的数据科学家）需要在本地运行数据以确保数

与 CPU 或 GPU 相比，FPGA 解决方案和“持

据安全。在需要时，软件应该支持在各类环境

久性神经网络”可以更低的延迟执行推理，并

中运行，使用户可在需要额外资源时进入云端。

且支持基于云的大规模推理工作负载，正如

训练是一种涉及“大数据”的计算密集型运算。
因此，应该重点关注可在各类环境中运行的软
件包和库的开发，以及人工智能工作负载的中
间表示，以创建高度优化的特定于硬件的可执
行文件。通过将以上软件与英特尔神经网络处
理器等全新人工智能特定硬件相结合，就可以
提高性能，超越 CPU 和 GPU 的极限。即使路

Microsoft 所展示的那样。35

有关英特尔® HPC 和人工智能技术与解决方案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ntel.cn/HPC。
有关英特尔®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intel.cn/AI。
https://www.forbes.com/sites/moorinsights/

35 

线图已经大幅加速，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需

2016/10/05/microsofts-love-for-fpga-accelerators-

求和功能仍然强劲，以至于数据科学家现在仍

may-be-contagious/#1466e22b6499

然需要采购高性能硬件，而不是等待最终的硬
件解决方案。这是推出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背后的动机之一。
经验总结：不要忘记在采购决策中涵盖数据预
处理，因为这部分人工智能工作负载会消耗大
量人力时间、计算机内存以及存储性能和存储

Rob Farber 是一位行走于全球的技术顾问和作
家，在高性能计算方面拥有丰富的背景，并且正
在国家实验室和商业机构中开发他设计的机器
学习技术。可通过 info@techenablement.com
与 Rob 取得联系。

容量。能够创建数百 TB 训练集的生产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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