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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性能和基準測試程序結果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intel.com/benchmarks。

• 在特定系統的特殊測試中測試元件性能。 硬體、軟體或配置的差異將影響實際性能。 當您考慮採購時，請查閱其他資訊來源評估性能。 關於

性能和基準測試程序結果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intel.com/benchmarks。

• 英特爾技術特性和優勢取決於系統配置，並可能需要支援的硬體、軟體或服務得以啟動。 產品性能會基於系統配置有所變化。 沒有任何產品或

元件是絕對安全的。 更多資訊請從原始設備製造商或零售商處獲得，或請見 intel.com。

• 預測或模擬結果使用英特爾內部分析或架構類比或建模，該等結果僅供您參考。 系統硬體、軟體或配置中的任何差異將可能影響您的實際性能。

• 英特爾並不控制或審計第三方數據。 請您審查該內容，諮詢其他來源，並確認提及數據是否準確。

• 優化聲明：英特爾編譯器針對英特爾微處理器的優化程度可能與針對非英特爾微處理器的優化程度不同。 這些優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和其他優化。 對於非英特爾微處理器上的任何優化是否存在、其功能或效力，英特爾不做任何保證。

• 本產品中取決於微處理器的優化是針對英特爾微處理器。 不具體針對英特爾微架構的特定優化為英特爾微處理器保留。 請參考適用的產品使用

者與參考指南，獲取有關本聲明中具體指令集的更多資訊。

• 本文中提供的所有資訊可在不通知的情況下隨時發生變更。 關於英特爾最新的產品規格和路線圖，請聯絡您的英特爾代表。

• 本文並未（明示或默示、或通過禁止反言或以其他方式）授予任何知識產權許可。

• 描述的產品可能包含可能導致產品與公佈的技術規格有所偏差的、被稱為非重要錯誤的設計瑕疵或錯誤。 一經要求，我們將提供當前描述的非

重要錯誤。

• 英特爾、英特爾識別以及其他英特爾商標是英特爾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的商標。 其他的名稱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資產。

© 英特爾公司版權所有

法律聲明



01 

02

03

04

05

目錄

隱私保護機器學習介紹

SGX的介紹

英特爾軟硬體對於SGX的支援

SGX的應用和實踐

總結



01 隱私保護機器學習介紹



隱私保護機器學習
TEE

主要目的

保護隱私

- 包括程式和數據安全

打破數據壁壘

- 充分發揮數據潛力

釋放AI的潛能

- 提高AI計算在安全保護下的效率

隱私保護機器學習是2021十大技術趨勢之一



聯邦學習 分散式機器學習 安全

• 目標：數據使用權所有權分離

• 手段：數據不動模型動

• 問題：平衡高效性和準確性

隱私保護機器學習重要應用-聯邦學習

聯邦學習步驟

• 發送公鑰
• 交換中間結果
• 計算梯度及損失
• 更新模型



TEE

FPGA GPUCPU ASIC

TEE

異構計算平臺

隱私技術

隱私保護機
器學習應用

聯邦學習 AI 模型數據運行保護

應用行業 金 融 醫療 互聯網 零 售 …

MPC
安全多方計算

HE
同態加密TEE

可信計算空間

高效

隱私保護機器學習總覽



02 SGX的介紹



➢提供對機密性和完整性的增強保護
➢飛地（Enclave）的遠端認證和配置
➢易於學習開發
➢顯著減小受攻擊面
➢對性能的影響最小化

SGX 優點

Host OS / VMM

Guest OS

Apps

Enclave

Enclave

Enclave模式下可以訪問EPC
• 複雜的應用可以完全跑在SGX的飛地上得到保護

Enclave

RAM

EPC

Intel® Software Guard Extensions技術



不可信部分 可信部分/飛地

Create Enclave

Call Trusted Func.

Execute

Return

(etc.)

應用程式在記憶體中的分佈

Privileged System Code
OS, VMM, BIOS, SMM, …

訪問控制

m8U3bcV#zP49Q
SSN: 999-84-2611

1.應用程序分為可信和不可信

2.創建並運行可信部分於可信記憶體
中的飛地

3.可信函數在飛地裡運行的代碼的資
料訪問是明文

4.飛地里的資料還是在可信記憶體區
域裡，從不可信區域看到的飛地數
據是密文

SGX 典型工作流程

Intel® Software Guard Extensions技術



03 英特爾軟硬體對於SGX的支援



2018 2019 2020

Intel® Xeon®

Single Socket 
E3: 128MB EPC

Intel® SGX Card
uses 3 Xeon E3
3 x 128MB EPC

3rd Gen Intel Xeon Scalable Processors

512GB EPC per socket
(2 socket = up to 1TB EPC)

Larger memory enclaves to support Data Center workloads

Intel® Xeon® E
Mehlow-Refresh

256MB EPC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www.intel.com/trustsgx Note: Enclave Page Cache (EPC) 

Advantages

2021

保護工作從飛地
卸載到硬體加速

器

易部署的生態系
統的各種服務

可擴充性
更大的飛地，最

高可達1TB 

性能
顯著改善

在資料中心 Intel®  SGX EPC 的增長

http://www.intel.com/trustsgx


▪ 添加Guest OS/Lib OS層簡化軟體在SGX的移植和開發

▪ 無需修改相應的模組代碼，即可在SGX環境中執行

▪ 在不受信任的主機介面上執行加密和語義檢查，只需提供清單檔來配置應用

程序環境和隔離策略，其餘都可由Guest OS來自動完成

▪ 作為英特爾® SGX 重要的開源相容性工具，Graphene 可以透過對動態載

入庫，動態連結、多行程抽象以及檔認證等的支援，使用戶可在 Graphene 

SGX 環境中直接運行原始應用

▪ 在深度學習方法中常用的Tensorflow, Pytorch, OpenVINO™ 工具套件、

Analytic Zoo平臺等，都可在這一環境中便捷地運行

從TEE/SGX到應用的軟體



04 SGX的應用和實踐



新一代英特爾®  至強®  可擴展處理器

百度 PaddlePaddle 借助 MesaTEE 實現了在嵌入式 TEE 環境中的運行，
並保留了完整的深度學習功能

百度 MesaTEE 記憶體安全可信計算平臺，基於英特爾® SGX 技術，全部
使用記憶體安全的 Rust 語言開發

基於硬體的英特爾® SGX 技術通過記憶體中的「飛地」(enclave）保護數據

深度學習全功能
結合基於硬體的
機密計算能力，

廣泛應用於

醫療、金融
等眾多領域

隨著數據量和數據
格式的豐富，深度
學習正在展現出

超越傳統機器學習
的優勢。 同時，

為打破數據提供方、
建模方與使用方

之間的割裂，機密
計算勢在必行。

PaddlePaddle 將二
者有機結合，

回應了業界趨勢，
能在醫療、金融等

眾多領域大展拳腳。PaddlePaddle 與 MesaTEE 的聯動

英特爾®  SGX 軟體防護擴展技術

百度 PaddlePaddle 借助英特爾 SGX 等技術
進化為機密深度計算平臺

為深度學習插上機密計算的翅膀

PaddlePaddle
將提供可直接安裝

使用的 musl 預編譯
版本

升級后英特 SGX 的
EPC 記憶體將從單路

128MB 躍升至

512 GB



新一代英特爾®至強® 可擴展處理器

基於硬體的英特爾 SGX 技術通過記憶體中的「飛地」（enclave） 保護數據

金融行業
為了滿足日益嚴格的
監管和不斷發展的業
務，急需解決大數據
和AI應用中的隱私保
護以及數據孤島問題

隨著大數據和AI技術
發展，金融行業對數
據隱私和安全愈加重
視，監管力度也在不
斷加強。 如何在數據
分析和AI應用中保護
用戶隱私，已成為金
融行業關注的熱點。
Narwhal基於Intel 

SGX實現了隱私保護
的機器學習和聯邦學
習，能有效填補隱私
保護和數據應用中的
鴻溝，説明金融行業
客戶打破數據孤島，

實現數據賦能。
Analytics-Zoo Narwhal 英特爾® SGX 軟體防護擴展技術

Analytics-Zoo Narwhal藉助英特爾 SGX 等技術
實現端到端的隱私保護機器學習和聯邦學習

打破金融行業數據孤島，實現數據賦能

填補數據應用與隱私保護之間的鴻溝

Narwhal
能夠讓現有大數據和AI

應用直接運行在
enclave中，實現安全
可信的數據分析和機器

學習

Narwhal提供的聯邦
學習功能，能夠幫金融
行業客戶在保護用戶隱
私的前提下，打破數據
孤島，實現聯合建模

基於SGX LibOS讓現有業務應用無需更改即可執行在 「飛地」（enclave）中

Analytics-Zoo Narwhal借助SGX和LibOS實現端到端的隱私保護機器學習和
聯邦學習

大規模數據

Analytics-Zoo Narwhal

AI應用 聯邦學習大數據分析

隱私保護

Intel® SGX

飞地飞地

應用

LibOS

飛地

應用

LibOS

飛地



螞蟻集團開源的 Occlum提供了基於Intel®  SGX的記憶體安全，支援
多進程的Library OS， 支援運行深度學習工作負載

英特爾®  oneAPI Deep Neural Network Library （oneDNN） 通
過Intel®  DL Boost技術加速深度學習工作負載的性能

英特爾®開源的Analytics Zoo提供了統一的大數據和AI計算平台，實現了端
到端的Privacy Preserving Machine Learning解決方案

Privacy Preserving 
Machine Learning能
夠充分保護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中的用戶數
據和模型，在金融，
醫療，推薦等諸多應
用有廣泛需求。

基于英特爾SGX 
2.0，螞蟻集團的
Occlum和英特爾開
源的Analytics Zoo實
現的大數據AI安全計
算平臺可以構建端到
端，分散式的高性能
PPML應用。

英特爾® SGX

螞蟻集團和英特爾打造端到端Privacy Preserving Machine Learning解決方案

為深度學習插上機密計算的翅膀

英特爾SGX 2.0和
Occlum LibOS提供

了可信硬體執行環境，
兼得數據安全和高性能

計算

英特爾DL Boost技術
為基於SGX的端到端分
散式安全深度學習負載
提供了200%的性能加

速

英特爾® DL 
Boost

端到端大數據AI的PPML架構

軟體（從上到下依次）包括：
• 應用負載
• 端到端大數據AI平臺
• 計算框架
• 安全特性

基於Analytics Zoo的
端到端PPML解決方

案，為螞蟻集團提供了
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的大

數據AI平臺



英特爾® 至強® 可擴展處理器助力富數科技Avatar系統

富數科技Avatar系統正在開發新一代英特爾® 至強® 可擴展處理器 ，集成富數科技
自研演算法，硬體加速，可助力精準行銷、智慧風控、聯合資產定價等場景。

新一代英特爾®至強® 可擴展處理器

英特爾®  SGX 軟體防護擴展技術

助力Avatar MPC组件抗合謀攻擊安全助力Avatar 提升聯邦學習訓練性能

Data share X Data share Y

Mask Share

hostguest

Local Data1

X3 Share

Enclave3

Local Data2

X1 Share

Enclave1

Local Data3

X2 Share

Enclav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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