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视觉云计算

适合基于云的媒体处理 
需求的全新解决方案
英特尔和 nablet 携手将处理图形密集型工作负载的性能提升到全新水平

nablet 是广播和娱乐市场中领先的媒体

处理技术提供商。该公司创立于 2011 

年，致力于开发自动内容识别技术。

nablet 产品可无缝集成其他合作伙伴和

厂商的产品，打造可靠的整体广播解决

方案。

设备和数据的激增

全球的媒体消费日益采用数字格式。数字

媒体设备（从电视到笔记本电脑再到智能

手机）数量的激增以及互联网带宽的急剧

增加，让消费者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可在

任何时候按需访问媒体内容。

从视频流到远程工作站，每天有越来越多

的内容通过云计算进行传输，这需要全新

的硬件部署架构和方法。

在视频和其他视觉媒体广泛普及的今天，

媒体内容需进行经济、快速和高质量转

码，才能满足用户需求。

为向最终用户成功交付优质内容，服务提

供商和广播公司必须快速、高效地将视频

从一种压缩格式转码至另一种，同时需考

虑不同比特率、质量和屏幕尺寸的查看设

备日益增长所带来的需求。

全新的图形工作负载解决方案

通过支持视频传输、云图形处理和视觉理

解工作负载等方面的解决方案，英特尔可

帮助满足对基于云的视觉计算（也称为

“视觉云”）日益增长的需求。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00 v4 产品

家族现在集成了英特尔最强大的数据中心

显卡英特尔® 锐炬™ Pro 显卡 P6300，可

帮助云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所有者满足基于

云的图形处理需求，如高清视频流传输，

从而提供更出色的用户体验。

最新一代的英特尔至强处理器基于 14 纳

米制程技术而构建，可为图形密集型工作

负载提供全新级别的性能，如视频转码、

图形/媒体传输和远程工作站应用。1

此外，英特尔® 快速视频同步技术使用

英特尔® 显卡技术的专用媒体处理功能

来加速和简化媒体处理及视频创建和转

换。英特尔快速视频同步是一种基于硬

件的媒体加速技术，配备在英特尔处理

器中，支持英特尔® 高清显卡、锐炬™  

显卡和锐炬™ Pro 显卡。它可提高媒体

处理部署的速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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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技术助力超快、高效转码

nablet mediaEngine* 是一种转码器，用

于实时和基于文件的工作流，支持将视频

和音频媒体转码为各种采集、编辑、广播

和 Web 格式。mediaEngine 可独立运

行，也可在第三方应用控制的多节点渲染

设备群中运行。它可充分利用英特尔至强

处理器 E3-1200v4 产品家族中采用的图

形处理单元（GPU），支持 Windows* 

或 Linux* 操作系统。

nablet mediaEngine 采用一种集成式超

快速线程模型，可最大限度利用给定资

源。内部使用的 nablet 视频编解码器针

对内部工作流进行了优化，有助于最大

限度提升转码速度。相比标准的多用途

编解码器，针对 XDCAM 等特定格式专

门优化的编码器和解码器具有更多优势。

mediaEngine 旨在尽可能提高建立集群

和基于云的媒体处理及高密度转码解决方

案时的可扩展性。

媒体公司当前面临的时效性摄取作业使

用 mediaEngine MXF while-function 进

行了优化。它可在读取或写入的同时处理 

MXF 文件，从而大幅减少延迟。

nablet mediaEngine 支持使用简单的配

置文件进行基于文件的拼接和转码，甚至

支持实时摄取 MXF。

此外，mediaEngine 可充分利用 GPU 加

速处理管线，包括基于英特尔快速视频同

步的编码和解码，以及扩展、反影讯等其

他功能。

结论

英特尔® 架构为视觉云解决方案带来了灵

活性和出色的质量，同时降低总体拥有成

本。无论是远程托管台式机和工作站，还

是在云中传输视频，配备英特尔® 锐炬™ 

Pro 显卡 P6300 的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00 v4 都可凭借出色的图像处理性

能提供最终用户期望的震撼视觉体验。

有关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00 产品家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servers/data-center-graphics.html

有关 nablet 视频转码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nablet.com/products/codecs-and-streaming/nablet-media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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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规格

• 面向对象的 C++ 接口，支持“超快速”异步线程模式

• 插件接口，用于集成第三方模块（DirectShow、Media Foundation、
QuickTime、GStreamer、AviSynth 等）

• 8 位 4:2:0 GPU 加速转码

• 10 位 4:20/4:2:2 HEVC GPU 加速编码

• 基于软件的 10 位 4:2:2 优质转码（nablet 编解码器）

• 支持配备高清显卡的所有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 多平台操作系统支持：Windows*、Linux* 和 Macintosh*

• 面向 XDCAM 或 XDCAM 高清格式系列等 MPEG-2 视频的智能渲染

• 面向 AVC-I 和 X-AVC 视频的智能渲染

视频编解码器：

• H.264/AVC，8 位 GPU 加速转码/仅限 10 位 4:2:2 软件

• AVC-Intra

• Sony XAVC，包括 Long GOP

• DV25/DVCPRO、DVCPRO 50、DVCPRO 100/HD

• IMX，XDCAM 高清系列

• MPEG-2，MPEG-1

• MPEG-4 Part 2/H.263（仅解码）

• DNxHD（可选）

• HEVC 软件和英特尔 GPU 加速转码

• MJPEG 和 JPEG

音频编解码器：

• PCM

• MPEG 音频层 I/II/III

• AAC LC/HE

媒体容器：

• QuickTime（MOV）

• HDV

• MXF

• MPEG-1 SS

• MPEG-2 PS/TS

• MP4

• AVI/WAV

流传输协议：

• UDP/RTP

• HLS

• RTMP

• DASH

• 日益增强的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 文件支持

采集设备：

• DirectShow Capture

• Media Foundation Capture

高级操作：

• 子像素渲染扩展

• 分段/场景检测

• 高质量降噪和反交错

• 视频叠加

• 各种输入文件的视频拼接

• 视频指纹图谱

• 带预置功能的全功能命令行示例应用

1.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85L v4 相比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3 v3（使用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 2015 R3 Essentials 版本）可实现高达 1.4 倍的转码性能。可同时转码的实时线程的数量：E301286L v3 为 10，E3-1285L v4 为 14，使用 1080p30 20 Mbps 视频流。基准配置：英特尔 Rainbow Pass SR1200V3RP 平台，采用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86L v3

（65W，4C，3.4 GHz，英特尔® 锐炬™ Pro 显卡 P6300）或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86L v3（65W，4C，3.2 GHz，英特尔® 高清显卡 p4700），32 GB (4x8 GB DDR3-1600 MHz UDIMM)，160 GB 7200 SATA 硬盘，启用睿频加速，启用超线程，Windows Server 2012 R2，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 2015 R3 Essentials 版本，多转码示例版本 6.0.0.36，英特尔

显卡驱动程序 pGFX 10.18.14.4172，BIOS S1200RP.86B.03.01.002。资料来源：截至 2015 年 5 月的英特尔内部测量结果。

2. 相比单颗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85L v4（使用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 2015 R6，带 HEVC），单颗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3-1285L v4（使用英特尔® Media Server Studio 2015 R6，带 FFmpeg 2.8.1）可处理多达 12 倍的并发 1920x1080p30 FFmpeg 转码任务。资料来源：截至 2015 年 10 月的英特尔内部测量结果。如需了解安装和验证详情，请访问：

https://www-ssl.intel.com/content/www/us/en/cloud-computing/quicksync-video-ffmpeg-install-valid.html

本文档中提供的信息与英特尔® 产品有关。本文档未明示、暗示、以禁止反言或以其他方式授予任何知识产权许可。除英特尔在其产品的销售条款和条件中声明的责任之外，英特尔概不承担任何其他责任。并且对于英特尔产品的销售和/或使用，英特尔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包括对适用于特

定用途、适销性或侵犯任何专利、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相关的责任或担保。除非英特尔以书面形式另行约定，否则英特尔产品不设计或旨在用于可能会因产品故障而造成人员伤亡的用途。

英特尔可随时更改规格和产品描述，恕不另行通知。对于标记为 “保留” 或 “未定义” 的任何功能或说明的缺失或特性，设计者绝不能过于依赖。英特尔保留今后对其定义的权利，对于因今后对其进行修改所产生的冲突或不兼容性概不负责。此处的信息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请不要根据这些信息确定最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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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性能测试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操作和功能进行测量。对这些因素的任何更改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您应该查询其他信息和性能测试以帮助您对正在考虑的购买作出全面的评估，包括该产品在与其他产品结合

使用时的性能。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benchmarks/intel-product-performance.html

本文档中描述的产品可能包含某些设计缺陷或错误，一经发现将收入勘误表，并因此可能导致产品与已出版的规格有所差异。英特尔提供最新的勘误表备索。订购产品前，请联系您当地的英特尔销售办公室或分销商了解最新产品规格。如欲获得本文档中提及的含订单号的文档副本或其他英特尔®文献，可致电 1-800-548-4725，或访

问英特尔网站：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homep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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