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企加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加云）是由阿里巴巴集团战略投资，并由

阿里巴巴官方认证的新零售解决方案提供商、落地实施商，致力于为泛零售企业构建 “系

统 + 数据 + 运营落地” 的完整解决方案。针对零售行业的转型需求，企加云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以及英特尔 Python 环境、英特尔® 数学加速库（英特尔® MKL）、

英特尔® 数据分析加速库（英特尔® DAAL），研发了企加云销量预测系统，可帮助用户

快速的构建自定义时间颗粒度、预测分析未来时间段的销量及报表，降低业务人员对数

据提取，处理，分析和预测的难度，提升业务分析和决策能力。

背景
随着新零售概念的逐步清晰化，以及零售产业链运转效率的加速，销量预测成为供应链

中关键的一环，准确且及时响应的销量预测有利于降低库存压力、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

需求，并提升消费者体验。因此，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利用大量的历史订单数据，用户历

史行为数据，外部环境数据以及内部其他数据，构建一个完整、高效的销量预测系统，

为整体供应链起牵头作用，动态地实时地掌握销量趋势变化，成为推动新零售转型的重

要因素。

销量预测并非大型企业的专利，对于寻求向新零售转型的企业来说，其内部的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等信息化工具往往已经使用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商品价格、销售流量、转化率、商品属

性等多种类型的数据，而且由于内部机制更为灵活，可以更灵活的推行新的零售转型策

略，这些都为开展精准销量预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挑战
如何实现多数据源的融合

对于零售企业来说，其最重要的数据是历史的交易数据，但是交易数据中的波动却是受

很多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的，如：天气情况、节假日、突发事件、商品的热搜趋势等，忽

略这些数据可能会导致销量预测与真实情况偏离。只有将这些多源数据进行融合，才能

生成精准的数据洞察。

加速销售预测应用 为新零售赋能
企加云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平台和英特尔机器学习库的解决方案

案例研究

“零售业的未来将更多的与 AI 算法、

模型联系在一起，这有利于零售企

业通过海量数据获得对业务精准的

洞察力，作出更好的业务决策。通

过与英特尔进行合作，我们得以利

用英特尔机器学习库来大幅改善数

据处理与模型训练效率，帮助用户

缩短端到端的处理时间，降低系统

压力。未来，我们还希望与英特尔

在人工智能计算等方面开展更深入

的合作，为更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赋能。”

喻思成

CEO

企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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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于大数据与 AI 技术实现更加精准的预测

销量预测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更依

赖的都是人员经验以及小样本集的分析，如历史的同比、环比

销量，线上/线下门店的商品最近的几个月的销售数据进行预测，

效果与真实情况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在大数据、AI 技术出

现之后，零售企业可以构建更加智能的分析算法和模型库，从

而提高预测能力和准确率。但同时，这也要求其对数据、预测

算法、预测应用场景有着深刻理解，并建立相应的预测模型，

技术门槛很高。

如何加速销售预测

销售预测模型的建立、优化、运行需要基于海量数据进行训练，

这种计算密集型应用往往会对性能提出非常高的需求。如果要想

快速生成准确的预测结果，用户需要从基础设施、算法、软件等

多个角度，提升运行效率，在快速生成销量预测结果的同时，节

约系统开销。

解决方案
基于在新零售领域的技术和业务方面的积淀，企加云打造了多数

据源融合的销量预测系统。系统在硬件上基于英特尔® 至强® 可

扩展处理器平台，在软件上，方案底层采取了英特尔的 Python

环境，以及英特尔® MKL 与英特尔® DAAL，开发了多数据源融

合处理模块、多方法的特征分析模块、多模型的集成预测与测试

模块。业务人员无需关注底层系统与技术细节，就可以高效的构

建销量预测模型，形成报表，为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

其中，配备了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服务器有助于在提

供卓越性能、灵活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保持成本低廉。

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以英特尔® QAT 技术、英特尔® 超

线程技术、英特尔® Turbo Boost 技术、英特尔® AES-NI，英特尔

先进的 AVX-512 向量指令集等为基础，提供了高度并行的性能

图 1. 预测与推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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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解决方案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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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地内存带宽的高效利用。针对最新一代英特尔® 至强® 处理

器优化过的机器学习工作负载可以比非优化代码执行得快得多，

并且可以显著加快诸如训练吞吐量和训练时间等指标。

英特尔® MKL 可为最新一代英特尔® 处理器轻松优化代码，其高

度优化、线程和矢量化的数学函数，可显著提升应用程序性能并

缩短开发时间，且能够与主流的编译器、语言、操作系统及模型

兼容。英特尔® DAAL 则是一种高性能库，它提供了丰富的算法

集，从面向数据集的最基本的描述统计，到更高级的数据挖掘和

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轻松地开发高度优化的大数据

算法。

效果
系统的计算执行效率显著提升

在销量预测模型的搭建过程中，对于目标硬件进行深度学习框

架和模型的直接优化，提升执行效率至关重要。为了验证 3 个主

要模块在使用英特尔解决方案后的数据处理效率，企加云进行了

对比测试，对照组为利用原生 Python 环境 + Pandas 数据处理

库 + scikit-learn 机器学习库，测试配置如下表所示：

名称 组件库 1 组件库 2

运行环境 Python 原生 Intel® Distribution for Python

数据预处理 Pandas + Numpy Intel® MKL

模型构建 Scikit-Learn 

(GBDT)

Intel® Data Analytics 

Acceleration Library (GBDT)

特征分析 XGBoost Intel® Data Analytics 

Acceleration Library (GBDT)

硬件配置 Intel® Xeon® 

Scalable Processor

Intel® Xeon®  

Scalable Processor

表 1. 测试平台系统配置对比

测试结果如图 4 所示，结果证明，英特尔提供的 Python 环境，

多数学库及算法模型库帮助企加云销量预测系统实现了性能上的

大幅提升，执行时间最多缩短了超过 70%，被证明可以提升整

个机器学习项目过程中多个过程步骤的计算执行效率。

计算执行效率的大幅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英特尔的 Python 环

境、英特尔® MKL、英特尔® DAAL 针对英特尔® 处理器核心的

图 3. 销售预测系统软件框架及算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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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测试环境下的测试结果

注：随着更多测试的开展，性能指标评测结果可能会进行修改。结果取决于测试中

使用的特定平台配置和工作负载，可能不适用于任何特定用户的组件、计算机系统

或工作负载。结果不一定代表其他性能指标评测，其他性能指标评测结果可能或多

或少地受到抑制的影响。

性能结果基于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测试，可能未代表所有公布的安全更

新。请查看配置声明了解详情。没有任何产品能保证绝对安全。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只有在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方能得到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硬件、软件、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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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优化处理，其为设计高效的机器学习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为更大数据量提供了分布式计算框架的支持，满足不

同客户不同库存量单位（Stock Keeping Unit，SKU）的销量预

测需求。

在某大型企业的智能销量预测实践中，基于英特尔机器学习库

的企加云销量预测整体解决方案，被证明可以更便捷、高效地

对大批量数据进行处理和模型训练，将训练时间（一组超参数

情况下）从从一个多小时缩短到十多分钟，总处理时间从 90 多

分钟减少到不到 40 分钟，使得人员能够较快地进行模型参数的

调整和迭代优化，支撑更加准确的决策。

帮助零售企业提升销售预测的精准度

较于传统的人工报表统计和有限的分析维度，企加云销量预测

方案可以帮助用户构建端到端的销量预测应用。其将历史交易

数据、外部环境影响因子等多源数据整合起来，并通过数据清

洗、合并等方式来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之后基于机器学习方

法，从多维度构建端到端的分析与预测网页应用，从而方便了

计划人员把握商品的销售趋势，对商品的数量变化精准预测，

从而平衡产销存。

在客户的部署实践中，企加云销量预测系统成功把原来的各运

营商的平均预测误差从 23% 降低 12%，并将每个月的增量预

测平均误差从 18% 降低至 10%，从而实现了更加精准化、细

致化的销量预测，为业务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能力。

图 5. 某企业数据处理和模型训练时间对比

注：随着更多测试的开展，性能指标评测结果可能会进行修改。结果取决于测试中

使用的特定平台配置和工作负载，可能不适用于任何特定用户的组件、计算机系统

或工作负载。结果不一定代表其他性能指标评测，其他性能指标评测结果可能或多

或少地受到抑制的影响。

性能结果基于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测试，可能未代表所有公布的安全更

新。请查看配置声明了解详情。没有任何产品能保证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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