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即服务：
云服务提供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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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主 流 的云 服 务 提 供商正在使 用现 场可编 程门阵
列 (FPGA)，以较低的功耗水平加速客户的工作负载。
FPGA 是一种半导体器件，可在出厂后进行重新配置，针
对加密或数据分析等特定过程提供定制硬件电路。由于
数据处理是在硬件中进行，因此执行速度比通用处理器
上的软件要快得多。FPGA 可用于比 GPU 更广泛的工作
负载，包括网络、存储和加密，并且比 CPU 更节能。通过
提高服务器的吞吐量，FPGA 可以帮助云服务提供商在
数据中心的限制范围内，满足苛刻的数据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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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帮助未来的云服务提供商通过“FPGA 即服务”为
客户提供按需加速服务。

将 FPGA 添加到数据中心
为了帮助简化数据中心内 FPGA 的部署，英特尔研发了英特尔® 可
编程加速卡（英特尔® PAC）。该系列中的第一款电路板基于英特尔®
Arria® 10 GX FPGA（搭载英特尔® Arria® 10 FPGA 的英特尔®
PAC）。第二代电路板将基于英特尔® Stratix® 10 SX FPGA，并且

英特尔® PAC 通过 PCIe 总线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无缝配对。
基于英特尔® Arria 10 GX FPGA 的英特尔® PAC 目前正在通过服
务器 OEM 的验证。戴尔* 和惠普* (HPE*) 已在其搭载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服务器中提供该产品。

已经开始出样。预计将于 2019 年正式投入生产。英特尔® PAC 系列
中的设备将能够共享相同的加速器代码。

图 1：凭借搭载英特尔® Arria® 10GX FPGA 的英特尔® 可编程加速卡，可以更轻松地将 FPGA 添加到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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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FPGA 加速堆栈简介
有了英特尔® FPGA 加速堆栈的帮助，未来的云服务提供商可以
更轻松地将 FPGA 集成到自己的数据中心。该技术可提供：

动态分配英特尔® FPGA
以实现工作负载优化

机架级解决方案

• 加速环境，可以更轻松地将工作负载部署到 FPGA，并在用户
应用内与 FPGA 交互；

简化应用开发

用户应用

利用通用框架

行业标准的软件框架

快速跟踪性能表现

加速库

• 一套开发人员工具，用于支持开发人员创建加速器配置；
• 针对常用应用预构的加速器库；
• 行业标准的软件框架。
通过使用加速堆栈，不但可以从虚拟机或容器内直接访问 FPGA，
还可以通过利用 FPGA 的标准库来间接访问 FPGA。例如，通过
使用针对 FPGA 扩展的加密库，就可以在硬件中加速加密过程，
英特尔® 开发人员工具

无需主机应用直接使用 FPGA。
更轻松地优化工作负载

（英特尔® Parallel Studio XE、面向 OpenCL™ 软件技术的英特尔® FPGA SDK、英特尔®
Quartus® Prime 软件）

加速堆栈可实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更方便加速器功能在不同的
FPGA 模型和代系中重复使用。
针对英特尔® FPGA 数据中心级
产品的通用开发人员接口

加速环境
（基于 OPAE 技术的英特尔® 加速引擎、FPGA 接口管理器 (FIM)）

英特尔® 硬件

图 2：英特尔® FPGA 加速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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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即买即用的加速器功能
配置 FPGA 时，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支持 FPGA 的预编程加速器
或框架。下面就是一系列配合英特尔® 加速堆栈使用的加速解决
方案。

提高图像处理应用的速度
将图像处理功能作为服务提供，或是有客户需要执行图像识别和操
作的云服务提供商可以从使用以下具备预构加速器功能的软件工具

CTAccel
CTAccel 图像处理 (CIP) 是一个基于 FPGA 的图像处理加速器，适
用于各类基于图像的应用，包括缩略图生成和转码，以及图像锐化
或颜色过滤。它与广受欢迎的开源图像处理应用 ImageMagick* 及
OpenCV 库兼容，因此云客户可以在享受硬件加速带来的好处的同
时，使用熟悉的软件。FPGA 可用于加速 JPEG 解码、图像大小调整
和裁剪，以及 webp 编码操作。

中受益。
了解有关 CTAccel 图像处理的更多信息
英特尔® 分发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
OpenVINO™ 是 Open Visual Inference and Neural Network
Optimization（开放式视觉推理和神经网络优化）的缩写，推出此项
技术的目的是提高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实时视觉应用的速度。这类
应用可能包括面部识别或图像识别。
英特尔® 分发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提供了一个可在 CPU 及
FPGA、GPU、英特尔® Movidius™ 神经计算棒 (NCS) 等不同计算机
视觉加速器上运行的 API。它还能够加速 OpenCV*、OpenCL™ 和
OpenVX* 计算机视觉库。
OpenVINO 工具套件中还包含深度学习部署工具包，使您能够使用
高阶 API 在 FPGA 上部署经过训练的 Caffe* 和 TensorFlow* 等
神经网络。
了解有关英特尔® 分发版 OpenVINO™ 工具套件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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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据库即服务的速度

APACHE SPARK*

一些云服务提供商专注于帮助客户处理当今业务生成的大量数据。

Bigs tream 超 级 加速 层* (HaL*) 旨在为数 据库 和数 据分析解

对于使用 Apache Cassandra* 的用户，rENIAC 的数据引擎可以

决 方案 加速，而 Apache Spark 是第一个支持该技术的平台。

通过 FPGA 来加速服务器的性能。

Apache Spark 平台中对于计算的表征将被转换为独立于平台的数

APACHE CASSANDRA*

据流，然后 Bigstream 解决方案就可以将其转换为针对 FPGA 优

Apache Cassandra 是一个开源数据库，可以跨数据中心内的集群

化的代码。

完成数据分布，或是跨数据中心扩展。

了解有关 Bigstream 超级加速层的更多信息

rENIAC 的数据引擎使 FPGA 能够用于标准服务器，进而加速以

SQL 数据库

数据为中心的工作负载。基于此数据引擎构建的 Cassandra 数据

关 系 数 据 库 和 S Q L 是 当 今 许 多大 数 据 和 分析 应 用 的 基 础 。

代理可以加快 Cassandra 的读取性能，并且无需对应用代码进行

Swarm64* 推出的 S64DA* 扩展了包括 PostgreSQL*、MariaDB* 和

任何更改。

MySQL* 在内的常见数据库，支持使用英特尔® FPGA 来加速分析性

该解决方案需要托管在另外一台配备 FPGA 的服务器上。此服务器

能。该解决方案通过优化数据库和数据流的数据结构来加速性能，

位于数据库客户端和数据库服务器之间。

由此每个查询仅需要访问更少的数据，而需要处理的数据也能更快

了解有关 rENIAC Cassandra 数据代理的更多信息

地通过系统。
S64DA 的应用案例包括高速插入数据（每秒数百万行）、在大型

提高分析即服务的速度
云服务提供商在为客户提供分析服务时，可以通过现成方案来提
高 Apache Spark* 和常见 SQL 数据库的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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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中搜索或聚合范围，以及满足接近实时的应用要求（在数据库
接收查询信息和给出结果之间的延迟低于亚秒级）。
了解有关 S64DA 的更多信息

使用 OpenCL™ 编写加速器功能
过去，FPGA 一直被认为编程难度极高。在早期，需要使用 Verilog*

云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 OpenCL 的益处，编写自己的加速器功能并

媒体转码和加密等众多常见功能可从加速中受益颇多，并适用于大

等硬件描述语言 (HDL)。开发人员需要描述硬件配置，而不是预期

通过 API 来提供。例如，客户可以使用 API 来发送和接收需要加密

量的应用。云服务提供商也许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公司现有加速器功

的程序行为，这需要极高的专业技术知识。

或媒体转码的文件，并通过 FPGA 加速提高性能。另外，云服务提供

能的许可，避免重新编写其他人已经完成的软件及不必要的成本。

如今，OpenCL™ 为创建可跨 CPU、GPU、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和
FPGA 部署的程序提供了一种标准语言。OpenCL 使得 FPGA 编程
更加触手可及，类 C 编程语言为那些在 GPU 编程方面经验丰富的

商还可以考虑允许客户在其云基础设施中部署自己的 OpenCL 加速
器，不过这可能需要添加咨询和测试服务，以降低与使用未经测试

了解面向 OpenCL™ 的英特尔® FPGA SDK 的更多信息
了解英特尔® Quartus® Prime 软件套件

的硬件配置相关的风险。

用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迁移路径。
面向 OpenCL™ 的英特尔® FPGA SDK 跳出了传统的以硬件为中心的
FPGA 开发流程，将 OpenCL 加速器代码转换为 Verilog 语言，然后

主机代码

OpenCL™ 加速器代码

由英特尔® Quartus® Prime 软件套件在 FPGA 上实现（参见图 3）。
借助 SDK，用户能够快速模拟其 OpenCL 内核完成相关功能验证，
并获得有关瓶颈的反馈。分析器可用于检查系统性能并直接了解设
计中存在的架构瓶颈。此外，SDK 还能在未来发挥作用，因为代码
可在无需修改的情况下在不同的 FPGA 系列/代系中重复使用。

加速器
主机
图 3：面向 OpenCL™ 的英特尔® FPGA SDK 的使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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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FPGA 与编排
软件配合使用

结论

英特尔® FPGA 加速堆栈使编排器能够像任何其他计算资源一样发

通过提供 FPGA 即服务，云服务提供商就能打造差异化优势，帮助

现和管理 FPGA，并将加速器内核以热拔插的方式快速插入其中。

客户在处理某些计算密集型任务时，获得更高的性能。

支持的编排器包括 OpenStack*、Kubernetes*、VMware vSphere*
和 Linux* 中的 KVM。FPGA 与标准编排器的集成，简化了云端
的 FPGA 部署和使用。通过使用 VMware vSphere 6.7 Update 1，
就可以应用 VMware DirectPath I/O 技术，使虚拟机能够直接
访问 FPGA，从而实现近乎裸机的性能。
虽然 FPGA 一次只能由一台虚拟机使用，但可以根据客户和业务需
求将 FPGA 的使用权分配给不同的虚拟机。多块 FPGA 可以安装在
同一个服务器机箱中。

英特尔® PAC 可与经过验证的服务器配合使用，更轻松地将 FPGA
添加到数据中心，而英特尔® 加速堆栈可以在数据中心这种规模下
简化 FPGA 的发现、预配和管理。通过使用现有的软件框架、库和
加速层，就可以提高应用程序的速度，而 OpenCL 可用于简化新加
速器功能的开发工作。另外，云服务提供商还可以通过购买许可，获
得与英特尔® 加速堆栈兼容的现成加速器功能。
包括 OpenStack、Kubernetes、VMware vSphere 和 KVM 在内
的当前广受欢迎的编排软件都可用于管理数据中心内的 FPGA 计算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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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英特尔® FPGA 加速枢纽
• 面向云服务提供商的英特尔资源

¹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7-02-07-gartner-says-8-billionconnected-things-will-be-in-use-in-2017-up-31-percent-fro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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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n/CSP，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
获得更多信息。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至强、Arria、OpenVINO、Quar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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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CL 和 OpenCL 标识是 Apple Inc. 经 Khronos 许可使用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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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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