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 AI）产业的领跑

者，成立于 1999 年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等多项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已占据中文语音技术市场 70% 以上的份额1。面

向未来，科大讯飞正计划以讯飞开放平台为基础，以讯飞 AI 技术为核心力量，吸纳来自各行

业的数据和专家知识，构建更完善的 AI 产业生态，探索 AI 在认知领域的新篇章。

科大讯飞深刻理解云计算平台对于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重要意义，也看到深度学习等 AI

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顶层应用的精进，更离不开底层平台在计算、数据处理和算法优化上

的支持。这就意味它一方面需要从长远共赢的角度出发，寻找一家在上述技术领域拥有更

强综合实力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则更需要关注眼前，为自身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以下

简称“AI 开放平台”）及其应用寻找更多样化且优化效果更为出色的硬件平台。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科大讯飞与英特尔公司开展了深度合作。作为横跨通用、专用及可定制

硬件平台，兼顾硬件支撑与软件优化，并覆盖终端和云端的 AI 全栈解决方案提供商，英特

尔不仅为科大讯飞提供了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等先进硬件产品，作为其 AI 开放平

台的“芯”选择，同时还通过与科大讯飞签署战略谅解备忘录（MOU），致力于加速推进其相

关代码和模型从通用图形处理器（以下简称 GPGPU）平台向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

平台的迁移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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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优化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为人工智能寻找“芯”选择

“英特尔不仅是卓越的硬件产品

提供商，还是人工智能领域领先

的全栈解决方案提供商，更是我

们人工智能战略上可信、可依赖

的全天候、全方位合作伙伴，能

帮助我们更高效地探索人工智能

的未来创新之路。”

张致江

云计算研究院副院长

科大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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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双方的协作已收获累累硕果。一方面，科大讯飞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 AI 开放平台已成功上线；同时，大量原有的、

基于 GPGPU 的 AI 应用也已成功移植到了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

展处理器的平台上，并获得了良好的性能优化效果。这标志着双方

在携手探索AI未来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上，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众所周知，影响 AI 的关键因素有三个：数据获取、算法研究和计算

能力。目前，前两点的需求已经能得到较好的满足，但计算能力却

一直面临巨大挑战。

为了提升深度学习的效能，科大讯飞的“讯飞超脑计划”打算模拟人

脑神经元，以期让该公司的智能语音设备拥有初步的人类思考能

力，这意味着科大讯飞会面对处理数千倍训练数据和模型参数的

巨大挑战。要实现这一深度模拟，需要更大规模的超算集群、更优

的深度学习算法以及深度定制的人工神经网络专属芯片系统。

科大讯飞将目光聚焦在同为 AI 产业创新引领者的英特尔身上。科

大讯飞云计算研究院副院长张致江这样理解双方的合作：“与英特

尔携手是为了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而

不仅仅是寻找一家传统意义上的硬件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从“寻求另一种解决方案”开始

让计算机能够“听懂”人类的语音，是智能识别需要完成的关键任

务。多年的不懈努力让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领域载誉无数，不仅在

基于 DNN、RNN、RNN-CTC 算法的语音识别系统上实现了良好的

语音识别能力，还自研了 FSMN、DFCNN 等众多创新的智能化语音

识别框架，引领着语音识别技术的前进方向。

语音识别想要获得更好的识别效果，就需要对这些框架进行大量

的数据训练，这将带来海量的计算工作量。语音识别所用到的深度

学习基础架构，是将计算资源和并行文件系统通过高速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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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其上开发语音识别核心的计算引擎，再将之用于各种模型训

练和计算。可以看出，并行计算能力以及高速网络传输能力会直接

影响这一架构的工作效率。

此前，科大讯飞主要使用传统的 GPGPU 方案，但英特尔® 至强® 可

扩展处理器在这类应用上的出色潜能，也让科大讯飞的工程师们

跃跃欲试，希望验证它在深度学习系统上的表现。

全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表现并没有让科大讯飞的

专家失望：在性能方面，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最多可集成

28 个高效内核，其源自英特尔® 高级矢量扩展 512 (英特尔® AVX-

512)技术的更大矢量宽度，非常适用于高负荷并行计算的场景。同

时，这款处理器还提供了在高性能工作负载下的高可扩展性和可

靠性，适用于深度学习中的复杂神经网络快速推理。

此外，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还更好地满足了科大讯飞 AI 开

放平台对多样化应用进行加速的需求。因为 AI 开放平台通常会运

行多种应用软件，而且这些软件对于硬件的需求各不相同，例如深

度神经网络计算对并行浮点计算能力要求较高，但还有其它大量

的应用却并非如此，反而可能会频繁用到更适于通用计算的处理

单元。因此，从与应用适配的角度出发，AI 开放平台就需要配置不

同的硬件。不过，硬件平台种类的增加很可能会造成采购、部署、

运维等复杂度的增加，从而带来成本的大幅提升，所以针对这种复

杂的应用需求，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选择能够同时兼顾通用

任务和 AI 应用加速的统一硬件平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就具备这种优势，它可适应各种不同的应用负载，帮助 AI 开放平

台提升配置的灵活性，实现更好的可扩展性，还能降低其复杂度，

节省成本。况且，将原本运行在 GPGPU 上的应用迁移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上并进行优化，也可以在保证计算性能的同

时，进一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 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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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迁移：双方工程师团队的深入合作

在双方合作过程中，英特尔与科大讯飞都意识到：要让合作往更深

层次发展，实现更好的应用迁移和优化效果，就需要将合作深入

到代码这个层面，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进行更高程度的优化。

在双方交流和沟通日渐深入之际，双方技术专家在代码的迁移与优

化、硬件优化等多个方面建立起了高效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机制。

首先，在代码迁移优化方面，双方开展了如下工作：

• 明确双方分工。从尊重和保护科大讯飞知识产权出发，首先由科

大讯飞抽象总结出其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矩阵规模等，将程序

代码和数据提供给英特尔；英特尔针对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的特性，例如高效内核、内存的使用以及超宽矢量宽度等，

对代码移植，并进行深入优化，确保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的应用性能达到科大讯飞的预期；之后，再将优化后的成

果，包括代码和性能参数，交回给科大讯飞，然后由科大讯飞将

优化方案在其实际环境中进行实现，进行调试和测试，确认优化

结果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最终助力实际生产环境中应用性能的

提升。同时，科大讯飞也可将优化的方法和经验用于其它 AI 应

用的移植和优化中。

• 定期工作交流。双方技术专家建立了每两周一次的定期电话会

议，在会议上双方互相通报工作进展，针对技术问题进行讨论、

交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确定优化的方向，并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计划安排。同时，双方还不定期地进行互访以及高层领导的见

面，安排技术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对科大讯飞的测试环

境进行升级维护。

其次，在硬件优化方面，为进一步提高 AI 开放平台的存储效能，科

大讯飞还引入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其采用的英特尔® 傲腾™ 技

术实现了对高吞吐量、低延迟、高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 

QoS)和高耐用性的融合。英特尔® 固态盘技术团队也帮助科大讯

飞在其 AI 开放平台中充分优化了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的性能，

从而突破了原有的存储瓶颈，全面释放出了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

处理器的计算潜能。

与此同时，英特尔也对科大讯飞云计算平台架构设计提供了大量的

参考性建议，包括安排英特尔云计算团队及大数据技术团队与科大

讯飞的技术团队进行深入交流，针对其 AI 开放平台，从底层架构设

计、开放平台软件和大数据软件调优到开放平台运维管理等方面，

都提供了全方位的咨询服务，给出了各项建议，帮助科大讯飞 AI 开

放平台顺利落地。

通过全面深入的合作，英特尔与科大讯飞都收获了满意的成果。科

大讯飞深切体会到了英特尔在 AI 和云计算中的全栈解决方案能

力，尤其是把 GPGPU 上的 AI 应用移植到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

理器上，并对其优化后带来的计算能力更为充分地利用，以及对AI 

开放平台部署和运维复杂度的简化及 TCO 的节省。英特尔在这一

过程中，也更为深刻地了解了科大讯飞这种处于领先地位的AI企业

在相关应用优化方面的经验、见解和核心需求。英特尔旗下许多与

AI相关的软件工具和库，例如英特尔® Parallel Studio, 面向深度神

经网络的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Intel® Math Kernel Library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英特尔® MKL-DNN），也借此机会

得到了大幅改进，让双方的合作实现了双赢的效果。

未来：一起站在人工智能的风口

上述一系列深层次合作，使英特尔与科大讯飞都为更清晰地了解了

对方在 AI 上的能力与愿景，并意识到调整思维，将传统的硬件合

作变为商业和战略两个层面上的深度合作，将是双方面向未来、引

领AI大潮的重要契机。以此为基础，科大讯飞已开始对英特尔提供

3

案例研究 | 为人工智能寻找“芯”选择



的丰富产品和技术进行更为广泛地测试和采用。在其为各行各业用

户、开发者们提供的“讯飞开放平台”中，就已经逐步导入了全新的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 傲腾™ 固态盘，以及相比处

理器和 GPGPU 更易于定制、对应用的支持也更为灵活的英特尔 

FPGA 产品。

着眼未来，英特尔与科大讯飞还将继续以双方的战略谅解备忘录

为指导框架，在继续加深技术层面合作的同时，在市场研究、市场

策略制定等方面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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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 http://www.mittrchina.com/news/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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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或服务才能激活。没有计算机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见 Intel.com，或从原始设备制造商或零售商处获得更多信息。描述

的成本降低情景均旨在在特定情况和配置中举例说明特定英特尔产品如何影响未来成本并提供成本节约。情况均不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或成本降低。英特尔、Intel，至强和傲腾是英特尔公司在

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英特尔商标或商标及品牌名称资料库的全部名单请见 intel.com 上的商标。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0818/SHA/OGI/XX/PDF                                                                                                   336701-001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