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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媒体对大规模开放
网络课程 (MOOC) 的
赞誉依然热情不减，
一些学者似乎开始
对 MOOC 是否将会

摧毁我们所熟知的高等教育感到忧
心不已 （请参阅 “Will MOOCs 
Destroy Academia? （MOOC 是否
将会摧毁学院教育？）”， 作者
Moshe Vardi， 《通讯》 2012 年
11 月刊）。 正如 Vardi 在其编辑
絮语中所述， 我们 “打开潘多拉
的魔盒” 是不是一件坏事情？我
认为， 对 MOOC 的实际使用情况
进行深入、 系统和持续的探究应
该能够让关切的观察者相信， 批
判性地利用 MOOC 技术可以增强
学术教育。

请注意， 我不是说 “MOOC
将会增强学术教育。” 它们当然
能够做到， 但是否会做到， 取决
于学者如何接收和使用它们。 全
面披露 ： 我本人除了担任 MOOC
讲师之外， 最近还被聘任为伯克
利分校 MOOCLab 的课程主任，
MOOCLab 旨在利用 MOOC 研究
与实践来拓展伯克利分校现有的
在线教育课程。 但我并不是因为
担任了这一职位， 而为 MOOC
摇旗呐喊；相反， 我同意接受该
职位是因为我对 MOOC 和其他网
络教育的无限可能充满兴趣。 特
别是， 如果将 MOOC 用作课堂
教学的补充， 而不是用于替代课
堂教学， 它们可以增强老师的教

学手段、 学生的吞吐量、 学生
的掌握程度以及学生的参与度。
我将其称为 SPOC ： 小规模私人
在线课程。

为了设定本次讨论的背景，
让我用 SPOC 的理念针对最近媒体
报道中的一些 “MOOC 误解” 提
供反例。 尽管大多数误解是以事
实的本质为依据， 并且至少对于
一些 MOOC 而言是正确的， 但它
们也有着同样的可能性是错误的，
而将它们作为既定结论传达给感兴
趣的读者是极为不当的。  

误解 ： 大学将使用 MOOC，
并通过减少教员和助教数量来降低
成本， 因此会牺牲教学质量。 如
果大学正在寻求用 MOOC 替换部
分或全部现有的课程， 那么这可
能是正确的。 但是， 许多大学正
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地利用 MOOC
技术。 例如， 加利福利亚圣荷西
州立大学最近的试点方案中， 模
拟电路课程的学生使用了麻省理工
学院制作的 MOOC 讲座和 Anant 
Agarwal 编制的课后作业。 1 学生
们的课堂时间用于与当地教员和助

观点 
从 MOOC 到 SPOC
利用小规模私人在线课程 (SPOC) 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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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课程比他们就读的真实校园的
任何课程都更好。） 以 SPOC 形
式使用 MOOC 材料是 MOOC 确实
可以成功帮助回答这一更广泛问题
的一种方法。

例如， 与其问自动评分程序
（顺便说一下， 这在至少 1960 年
前就有了 4） 是否能够取代个人
讲师的注意力， 我们可以问： 它
们什么时候能够缓解教学人员的枯
燥， 让稀缺的讲师时间可以专注
于更高价值的互动， 如辅导和设
计评审？与其担心基于 MOOC 的
社交网络是否会取代面对面的对等
互动， 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并尝试
回答： 网上社区在什么条件下、
采用什么类型的材料能够促进学
习， 以及社交网络技术如何能够
帮助促进网上和真实的社区建设？
至于无法 “MOOC 化” 的学习活
动， 如基于讨论的学习、 开放式
设计项目等， 可直接从 MOOC 中
省略， 但涵盖在课堂环境中； 就
像我们在软件工程课程中所做的，
其 MOOC 版本缺少校内课程的开放
式设计项目。 事实上， 学季制大
学通常是安排贯穿连续两个学季的
课程， 其中第一个学季侧重于界限

教一起在实验室实践和解决设计问
题。 与以前一批使用传统教材的
学生相比， 参加此 SPOC 的学生
第一次考试的成绩高出了 5 个百分
点， 第二次考试的成绩高出了 10
个百分点。 更令人惊奇的是， 获
得课程学分的学生比例 （“C”
或更高评分） 从 59% 提高到了
91%。 因此， 教学质量可以说是
提高了， 并且通过帮助学生更快
地毕业， 而不是通过解雇员工，
降低了成本。 教学效率得到了提
高， 因为校内讲师将他们的时间
从其所认为的低价值活动——针对
没有多大变化的内容制作和讲授课
程， 转而投入到了直接与学生一
起学习材料这一高价值的活动上。
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体系和社
区学院体系的几位同事也表示出了
类似的热情。 该模式充分利用了
重要的 MOOC 特点， 包括获得高
质量的教学材料以及通过自动评分
迅速给学生反馈， 来最大限度地
利用讲师时间这一稀缺资源。

更近一些来说， 我的同事 Da-
vid Patterson 与我根据我们在伯克
利分校的高年级软件工程课程创建
了一个 MOOC， 并随后在我们的
校内课程上将此 MOOC 材料用作
SPOC。 这门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针对不同类型软件工程课后作业
的四种不同的自动评分程序。 这些
自动评分程序是投入了数百个工程
小时对专业程序员所使用的工具进
行再利用创建而成的。 学生不仅可
以获得比人类助教更细致的反馈，
因为助教他们每份作业最多只能花
几分钟的时间， 现在学生们还有机
会重新提交作业， 以改善他们以前
的成绩并提高掌握程度。 该自动评
分程序会同时测试代码的完整性和
正确性， 并很快提供关于代码风格
的反馈。 正如附图中所示， SPOC
模式使我们能够将该课程的注册学
生人数提高到近四倍， 同时带来了
更高的讲师和课程评分 （事实上，
在该课程 20 年历史以来最高），
即使课程覆盖的核心材料只有很少
的变更。 （本课程的 MOOC 版

本也在 edx.org 上提供， 名称为
“BerkeleyX CS169.1x”。）

误 解 ： MOOC 终 将 败 北，
因为传统课程的许多方面， 如小
组讨论、与讲师面对面的时间等，
在 MOOC 形式下均无法实现。 这
种说法是正确的， 但它错误地暗
含了一个假设， 即复制课堂体验
是在线课程的真正目标。 如果其
目标真是如此， 那么 MOOC 确实
不能达到该目标。 然而， 作为教
育工作者， 我们要提出一个更好
的问题： 通过这个媒介可以有效
地传达什么， 使其既能够帮助我
们的在校学生， 又能为成千上万
未能有幸本人来大学就读的人带来
宝贵的附带作用？ （事实上， 我
们的许多 MOOC 学生都表示， 我

网上社区在什么条件
下、 采用什么类型的
材料能够促进学习？

CS 169 软件工程课程在采用与不采用 SPOC 作为补充时的课程登记情况与讲师及课程评分 （登记
课程的学生匿名提供， 伯克利工程学院 Eta Kappa Nu 工程学荣誉协会每学期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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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重复使用 PowerPoint 幻灯片
时代的终结。

此外， 我们软件工程 MOOC
的四个项目， 每一项登记总人数
都超过 100,000 人， 其中约 8% 或
者总计近 32,000 人标示其身份是
讲师， 表明在 “对教师进行教
育” 方面 MOOC 可能比传统的
教材更有效并将创新的教学方法传
递了给更广的受众。 事实上， 我
们的一些教员同事正在课堂上试验
我们的全新非常规教材 Engineer-
ing Long-Lasting Software:An Ag-
ile Approach Using SaaS & Cloud 
Computing “设计生命力更久的
软件： 使用 SaaS 和云计算的敏
捷方法”， 他们都正在结合我们
的 MOOC (EdX CS 169.1x) 进行教
学， 这样便可以利用自动评分程
序、 屏幕录像和其他材料所带来
的优势。

误解 ： MOOC 将会降低讲师
和教学方法的多元化， 因为经济
会偏利于 “赢者通吃” 的情境，
这样一个特定的 MOOC 将会主导
每门课程。 在 Davis 被广为引用
的 Tools For Teaching “ 教 学 工
具” 2 一书中， 她建议讲课风格
和教学策略应根据材料的性质和目
标学生群体而有所变化。 即使一
个或少数几个 MOOC 主导了某个
特定的课程， 从而用 MOOC 讲
师的单一方法取代了众多讲师的
不同教学方法， 我们仍然可以像
Doug Fisher 等人 3 一样， 有选择
性地改编内容以便在我们自己的校
园课程内作为 SPOC 使用， 与我

清晰的作业任务， 第二学季侧重于
设计项目， 因为一个学季不能同时
覆盖两者。 第一个课程尽管缺少设
计项目， 但明显是有价值的， 可
以作为 MOOC 或 SPOC 提供。 同
理， 不提供与完全校内课程 “相
同”体验的 MOOC 当然也有价值，
而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就是
判断其价值所在， 以及如何将其与
我们为学生提供的其他教学方式结
合起来。

误 解 ： MOOC 会 分 散 教 员
的精力， 而他们应专注于改善其
校园教学。 即使在课堂上使用
SPOC， 教员仍然可以利用 （开
放式） MOOC 的规模来改善其课
堂教学。 事实上， MOOC 的大
量学生注册数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全新机遇来利用推论统计技
术改善我们的校园课程， 这对于
较小的规模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
以前这仅适用于大规模登记人数
的 “高风险” 考试， 如 GRE 或
SAT。 a 例如， 探索性因素分析 5

可让我们找出用于测试类似概念的
问题， 为讲师提供了变化考试内
容的途径。 项目反应理论 6 使我
们能够发现哪些问题比较困难（在
统计学意义上， 成绩更好的学生
更有可能将它们答对）。 A/B 测
试为我们提供了可控的方式来评估
哪些方法对于学习成果有更好的效
果， 正如有大量用户的电子商务
网站评价哪种用户体验可以带来
更多的购买。 所有这些技术均不
适用于课堂规模的学生群体 （如
200 或更少的学生）， 但我们正
在目前的 MOOC 上应用所有这些
技术。 确实， 并非所有的讲师
都渴望收到大量的 MOOC 数据，
告诉我们哪些在我们的课程中没
有效果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进行改
善， 但我们在伯克利的感觉是，
MOOC 可以大幅提高大学校园里
可接受的教学水平门槛， 提高我
们对良好教学的认识， 也许最终

a 研究生入学考试 (GRE) 和学术能力测试 (SAT)
分别是大多数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和本科学习
的标准测试。

们很早就在教材方面所做的实践一
样。 确实， 大家也可以对印刷行
业提出类似的抱怨： 它让书籍实
现了均质化生产并消除了与购书相
关的社会礼仪。 但是， 它也创造
了极为庞大的读者群， 给予了以
前从来没有话语权的作者表达心声
的机会， 并带来了教师可在其讲
课中结合使用的新工具。 同样，
MOOC 不会取代高质量的面对面
指导， 但我们可以覆盖到更多的
学习者， 从而带来净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并且我们可以给予许
多优秀教师自苏格拉底以来更洪亮
的声音。

结论
MOOC 带来了一种新的技术机会，
其潜在的教学影响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我一直认为 MOOC 本身
由于其规模可以产生有价值的信
息， 并且 MOOC 材料可以用在
混合小规模私人在线课程环境中，
作为课堂体验的补充。 MOOC 和
SPOC 是更广阔空间中的两个设计
点， 在这里可以进行无限可能的
实验。 可以肯定的是， 许多不好
的实验将会被尝试， 有些可能已
经在进行之中； 还有许多有价值
的实验将会失败或者没有达到预期
的结果。 但是如果实验失败便阻
碍了我们进行改变世界的研究，
那我们学者当初可能就会选择其他
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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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是 Internet 上使用最广的应用
协议之一。 自 RFC 2616 (HTTP 1.1) 发布以来， 它便
为 Internet 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 数十亿各种形状
和大小的设备 — 从台式机到口袋中的微型 Web 设备 
— 每天都在使用 HTTP 传送新闻、 视频， 以及无数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其他 Web 应用程序。

HTTP 协议最初只是用来获取超文本内容 （即
“GET /document”） 的简单单行协议， 很快便演化
成了通用的超媒体传输协议。 十年后的今天， 它更
是被用于支持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用例。  

但是， 在其自身成功的压力之下， 也因为越来
越多的日常交互不断转向 Web — 社交、 电子邮件、
新闻和视频， 甚至连我们的私人空间与职业工作也日
益转向 Web， 因此 HTTP 开始显现出不堪重负的迹
象。 用户和开发人员等群体现在需要 HTTP 1.1 提供
几近实时的响应和协议性能， 而该协议若不修改，
根本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因此 HTTP 开始显现出不堪重负的
迹象。 用户和开发人员等群体现
在需要 HTTP 1.1 提供几近实时的
响应和协议性能， 而该协议若不
修改， 根本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为了应对这些新的难题，
HTTP 必须继续演变， 于是 HTTP 
2.0 应运而生。 HTTP 2.0 将使应
用程序更快、更简单，也更稳固，
因为它在单路连接上实现了有效的
多路复用和低延迟传送， 并且可
使 Web 开发人员解除目前用来绕
开 HTTP 1.1 限制的许多应用程序
“破解”。

现代 Web 应用程序的性能挑战
自 HTTP 1.1 RFC 发布以来的十年
间， 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浏览
器持续加速发展， 用户连接态势
已随目前处于发展拐点的移动 Web 

HTTP 2.0 让 
Web 变得更快

DOI:10.1145/2534706.2534721

   文章编写主导者：  
         queue.acm.org

HTTP 继续演变发展。

作者： ILYA GRIGO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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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变化， 而且 Web 应用程序
的规模、 用途和复杂性也不断增
加。 其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提升
性能， 而其他则成为障碍。 总的
来说， Web 性能一直是个悬而未
决的大问题。

首先， 好消息是 ： 现代浏
览器花了很多功夫来提升性能。
JavaScript 执行速度持续稳步攀升
（例如， 2008 年发布的 Chrome 
浏览器性能提高了 20 倍， 而单
单在 2012 年， 在移动端上的性
能又提高了 50%10）。 不仅 Ja-
vaScript 性能得到提高 ； 现代浏
览器还利用 GPU 加速来绘图和执
行动画 （例如 CSS3 动画和 We-
bGL）， 允许直接访问本机设备 
API， 并利用各种预测优化技术
4， 来帮助消除和减少造成网络延
迟的各种根源。

同样， 采用的宽带速率 （请
参阅表 1） 在过去十年里也持续
稳 步 增 加。 根 据 Akamai 的 调
查， 虽然全球平均带宽目前只有 
3.1Mbps， 但是很多用户可以获
得高得多的吞吐量， 尤其是随着
住宅光纤解决方案的普及。 1 但
是， 带宽只是方程式的一半。 延
迟是经常被忘却的因素， 而且遗
憾的是， 在涉及 Web 浏览时，
它经常成为限制因素。 3

实际上， 一旦用户的带宽超
过 5Mbps， 那么即使再增加带
宽， 也只能将普通 Web 应用程序
的加载速度提高一点点： 从 Web 
流播送高清视频是受限于带宽的；
然而加载包含高清视频的网页及其
所有资源则受限于延迟。

现代 Web 应用程序与十年前
相比差异巨大。 根据 HTTP Ar-

chive5 的统计， 一个普通 Web 应
用程序现在由 90 多项资源组成，
这些资源取自 15 个以上的不同主
机， 数据总传输量 （压缩后）
超过 1,300KB。 因此， HTTP 数
据流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很小的（不
超过 15KB） 突发数据组成的，
这些数据通过几十条不同的 TCP 
连接传输。 问题就出在这里。
TCP 是为长连接和批量数据传输
而优化的。 网络 RTT （往返时
间） 是新建 TCP 连接数吞吐量的
限制因素 （TCP 拥塞控制导致的
结果）， 因此， 延迟时间也就成
了大多数 Web 应用程序的性能瓶
颈。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首先，
可将服务器和程序放在接近用户的
位置， 并使用延迟更低的链路，
从而降低往返延迟时间。 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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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六路并行资源传输。 由于对
六路连接的限制感到不满， 很多
开发人员决定采用域分片， 在不
同的来源间拆分网站资源， 从而
允许更多的 TCP 连接。 回想一
下， 现在一个普通页面要与 15 个
不同的主机通信， 每个主机可能
使用多达六路 TCP 连接。

 ˲ 文件类型相同的小文件通常串
联在一起， 形成更大的包， 来
最大限度减少 HTTP 请求开销。
实质上， 这是一种多路复用的形
式， 只不过这一形式跑在了应用
层 — 例如， 级联样式表 (CSS) 和  
JavaScript 文件合并成一个大包，
小图像合并成图像拼合等等。

 ˲ 某 些 文 件 还 会 被 直 接 嵌 入 
HTML 文档中， 从而彻底避免 
HTTP 请求。

对很多 Web 开发者而言， 所
有这些都是事实上的优化 — 不仅
熟悉、必要，而且得到普遍接受。
但是， 所有这些变通方法通常也
会给应用程序的复杂性和性能带来
诸多不利影响： 

 ˲ 过度分片经常造成网络拥塞，
并且会适得其反， 导致以下情况
发生：额外且不必要的 DNS （域
名服务） 查找和 TCP 握手；客户
端、 服务器和中间设备上更多的
套接字产生更高的资源负荷； 并
行流之间的网络争用更激烈等等。  

 ˲ 串 联 打 破 了 应 用 程 序 代 码
的模块性， 并对缓存有负面影
响 （例如， 常见的做法是将
所 有 JavaScript 或 CSS 文 件 串
联成大包， 只要有一个字节更
改， 就会强制下载整个包， 并
使原来的整个包无效）。 同样， 
JavaScript 和 CSS 文件只在整个文
件都下载后才进行解析和执行，
这增加了处理延迟； 拼合后的大
图像还会占用客户端上的更多内
存， 而且需要更多资源来解码和
处理。

 ˲ 内嵌内的资源无法单独缓存，
并使父文档变大。 内嵌小图像的
常见做法还会通过 base64 编码将
其大小扩大 30%， 并打破浏览器

是，虽然这些都是必要的优化（现
在有了专门针对此问题的完整内容
交付网络 CDN 行业）， 但这些
优化还不够。 举例来说， 采用所
有这些技术的 google.com， 其全
球平均 RTT 在 2012 年约为 100 毫
秒， 可惜的是， 这个数字在过去
几年里丝毫未变。  

很多现有链路已经在光速极限
的小常量因子 (1.2~1.5) 范围内， 并
且虽然仍有提高空间（尤其是对“最
后一英里延迟” 来说）， 但是相对
增益不大。 更糟的是， 随着移动网
络的兴起， 延迟瓶颈的影响只会愈
加放大。 虽然最新的 4G 移动网络专
门针对低延迟数据传送， 但通告的
和现实中的性能通常仍达到数百毫秒
开销 （请参阅表 2 了解 AT&T 核心射
频网络中的通告延迟 2）。  

如果无法通过改进底层链路来
获得性能提升 — 甚至于， 随着移
动流量的上升， 性能还会出现衰
退 — 那么就必须要将注意力转向
如何构造应用程序， 以及调优负
责数据传送底层传输协议的性能。

HTTP 1.1 的性能限制
提高 HTTP 性能是 HTTP 1.1 工作
组的关键设计目标之一， 因此该
标准引入了很多关键的性能增强。
几个众所周知的增强包括： 

 ˲ 允许连接重用的持久连接。
 ˲ 允许响应流化的块传输编码。
 ˲ 允许并行请求处理的请求流水

线。
 ˲ 允许基于范围资源请求的字节

服务 (Byte serving)。
 ˲ 经过改进且更有效指定的缓存

机制。
可惜的是， 某些 HTTP 1.1 功

能， 如请求流水线， 由于缺少支
持且部署困难， 实际已经失效；
虽然现在的某些浏览器将流水线作
为可选功能来支持， 但是默认都
不启用此功能， 即使有也很少。
因此， HTTP 1.1 在客户端上强制
实施严格的请求队列 （图 1）：
客户端分派请求，然后必须等待，
直到服务器返回响应 （这意味着
一次单独的大型传输）， 否则慢
速动态资源可能会阻塞整条连接。
更糟的是， 浏览器无法可靠地预
测这种行为， 因此通常被迫依靠
试探来猜测， 是应该等待并尝试
重用现有连接， 还是另开连接。

鉴于 HTTP 1.1 的局限， Web 
开发者社区 （总是由一群善于创
造的人组成） 创建并普及了很多
自己发明的应用程序变通方法（称
其为优化有点言过其实）：

 ˲ 现代浏览器允许每个来源有最
多六个并行连接， 这实际上允许

表 1. 全球宽带采用情况。

排名 国家 / 地区 平均 Mbps 年同比变化

— 全球 3.1 17%

1 韩国 14.2 –10%

2 日本 11.7 6.8%

3 香港 10.9 16%

4 瑞士 10.1 24%

5 荷兰 9.9 12%

…

9 美国 8.6 27%

表 2. 通告的延迟时间。

LTE HSPA+ HSPA EDGE GPRS

延迟时间 40–50 毫秒 100–200 毫秒 150–400 毫秒 600–750 毫秒 600–75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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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请求优先级 — 通常， 浏览器
以较低的优先级获取图像， 以便
加速页面构建。

简言之， 很多变通办法会对
性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应
该让 Web 开发人员来担心文件串
联、 图像拼合、 内嵌资源或域分
片产生的问题， 所有这些技术都
是克服 HTTP 1.1 协议局限性的权
宜之计。 于是， HTTP 2.0 终于
登场了。

HTTP 2.0 设计与技术目标
对于一个支持所有 Web 通信的协议
而言， 开发其重大修订版绝非小
事， 需要大量周密的考虑、 实验
和协调。 因此， 定义一个明确的
技术章程就显得非常重要， 事实
上， 更重要的是定义项目的边界。
项目目的不是为了全面修订协议的
每一个细节， 而是为了采取渐进
但有意义的步骤来改进 Web 性能。  

有鉴于此， HTTPbis 工作组
为 HTTP 2.0 制定章程 6 目标范围
如下： ：

 ˲ 明显降低最终用户可感知的
延迟， 大多数情况下要优于使用 
TCP 的 HTTP 1.1。

 ˲ 解决 HTTP 中的 HOL （行头）
阻塞问题。

 ˲ 不需要与服务器的多条连接来
实现并行， 从而改进 TCP 的使
用， 尤其是拥塞控制方面。

 ˲ 保留 HTTP 1.1 的语义， 利用
现有文档， 包括 （但不限于）
HTTP 方法、 状态码、 URI， 以
及在适当场合下使用的头部字段。

 ˲ 明 确 定 义 HTTP 2.0 如 何 与 
HTTP 1.x 交互， 尤其是在中间设
备中。

 ˲ 明确定义所有新的扩展点及其
合理使用策略。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HTTP 2.0 
将新的分层机制引入了 TCP， 这
种分层将解决众所周知的 HTTP 1.x 
性能局限。 HTTP 的应用程序语义
保留不动， HTTP 方法、状态码、
URI 和头部字段等核心概念不作任
何更改 — 这些更改显然超出了范

围。 记住这几点后， 让我们看看 
HTTP 2.0 的 “内在实质”。

请求和响应多路。 所有 HTTP 
2.0 性能增强的核心都是新的二进
制分帧层 （请参阅图 2）， 这一
层规定如何封装 HTTP 消息， 以
及如何在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传输
这些消息。 HTTP 语义（如谓词、
方法和头部） 不受影响， 但它们
在传输时的编码方式将有所不同。

在 HTTP 1.x 中， 如果客户
端希望发出多路并行请求来改善
性能， 那么就需要多条 TCP 连
接。 此行为是由换行符分隔纯文

本 HTTP 1.x 协议直接引起的， 此
协议确保每条连接一次只能传送一
个响应 — 更糟的是， 这还导致了 
HOL 阻塞以及底层 TCP 连接的利
用率不足。

HTTP 2.0 中新的二进制分帧
层消除了这些限制， 实现了完全
的请求和响应多路复用。 以下 
HTTP 2.0 术语将有助于理解这一
过程： 

 ˲ 流 (Stream) — 连接中的双向字
节流， 或称虚通道。 每个流都有
相对优先级值和唯一整数标识符。

 ˲ 消息 (Message) — 映射到逻辑

图 1. 如果 RTT 为 56 毫秒， 提取两个文件耗时约 228 毫秒， 其中 80% 的时间用在了网络延迟上。

ACK
GET /html

56 ms

SYN ACK28 ms

0 msSYN

84 ms

server processing: 40 ms

HTML response124 ms

GET /css 152 ms

server processing: 20 ms

CSS response200 ms

TCP
56 ms

HTTP
172 ms

180 ms

TCP connection #1, Request #1-2: HTTP + CSS 

close connection 228 ms

Client Server

图 2.HTTP 2.0 二进制分帧。

Network (IP)

Transport (TCP)

Session (TLS)
(optional)

Application (HTTP 2.0)
 POST  /upload HTTP/1.1
 Host:  www.example.or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ontent-Length:  15

 {"msg":"hello"}

HEADERS  frame

DATA  frame

HTTP 2.0

HTTP 1.1

Binary 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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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行穿插交织多个请求， 而不
会在任何一个请求上造成阻塞。

 ˲ 并行穿插交织多个响应， 而不
会在任何一个响应上造成阻塞。

 ˲ 使用一条连接并行传送多个请
求和响应。

 ˲ 消除不必要的延迟， 缩短页面
加载时间。

 ˲ 从应用程序代码中去除不必要
的 HTTP 1.x 变通方法。

 ˲ 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
二进制分帧。 HTTP 2.0 使用

一个拥有长度前缀的二进制分帧
层， 这提供了比换行符分隔纯文
本 HTTP 1.x 协议更精简的表示形
式， 而且处理起来也更容易、 更
高效。 所有 HTTP 2.0 帧都有相同
的八字节头部 （请参阅图 4），
其中包含帧的长度、 帧类型、 一
个用作标志的位字段， 以及 31 位
流标识符。

 ˲ 16 位 长 度 前 缀 表 示 一 个
帧 可 运 载 216−1 字 节 的 数 据 
（约 64KB）， 其中不包括 8 字节
的头部大小。

 ˲ 8 位类型字段确定如何解释帧
的剩余部分。

 ˲ 8 位标志字段允许不同帧类型
定义帧特有的消息传递标志。  

 ˲ 一个 1 位的保留字段总是设置
为 0。

 ˲ 31 位流标识符唯一标识 HTTP 
2.0 流。

根据 HTTP 2.0 共享帧头的这
些知识， 您可以编写一个简单的
解析器。 此解析器可检查任何 
HTTP 2.0 字节流、 识别不同的帧
类型， 并检查每个帧的前八个字
节， 来报告帧标志及其长度。 此
外， 因为每个帧都有长度前缀，
因此解析器可快速高效地前跳到下
一帧的开头。 这是优于 HTTP 1.x 
的性能大改进。

一旦知道了帧类型， 解析器
就可以解释帧的其余部分。 HTTP 
2.0 标准定义了表 3 中所列的类
型。

对这种帧分类鉴别法的全面分
析不属于本文的范畴 — 毕竟这是

消息 （如 HTTP 请求或响应） 的
完整帧序列。

 ˲ 帧 (Frame) — HTTP 2.0 中的最
小通信单位， 每个帧包含一个统
一的帧头 （帧头至少标明帧属于
哪个流）， 并运载特定类型的数
据 （例如， HTTP 头部、 有效
负载等等）。

所 有  H T T P  2 . 0  通 信
都 能 在 可 承 载 任 意 数 量 
双向流的单条连接中进行。 每个
流依次通过消息通信， 消息由一
个或多个帧组成， 这些帧可能相
互交错 （请参阅图 3）， 然后通

过每个帧的头部中嵌入的流标识符
重新组合。

将 HTTP 消息拆分成独立帧，
确定帧的优先级并在共享连接中将
其交错排列， 然后在另一端重新
组合帧， 这一系列功能是 HTTP 
2.0 最重要的增强。 这一更改本
身完全不值一提， 因为 HTTP 以
下的很多协议已经实现了相似的机
制。 但是， 这一 “小小” 的更
改却在由所有 Web 技术构成的整
个体系中引入了连锁效应， 产生
多种性能益处， 使得开发人员可
执行以下任务：

图 3. 在一个连接中交错排列来自多个传输中 HTTP 2.0 流的帧。

HTTP 2.0 connection

stream 1
DATA

stream 3
HEADERS

stream 3
DATA

...
stream 1

DATA

stream 5
DATA

Client Server

图 4. 普遍的八字节帧头。

位 +0..7 +8..15 +16..23 +24..31

0 长度 类型 标志

32 R 流标识符

... 帧有效负载

图 6.DATA 帧。

位 +0..7 +8..15 +16..23 +24..31

0 长度 类型 (0) 标志

32 R 流标识符

... HTTP 有效负载

图 5. 含流优先级和头部有效负载的 HEADERS 帧。

位 +0..7 +8..15 +16..23 +24..31

0 长度 类型 (1) 标志

32 R 流标识符

64 R 优先级

... 头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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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7 要规定的内容 （而且规范
定义的很好！）。 话虽如此， 让
我们还是再多做一步， 探讨一下
两个最常见的工作流： 发起新流
和交换应用程序数据。

发起新的 HTTP 2.0 流
在发送任何应用程序数据之前，
必须先创建新的流， 而且必须发
送 HTTP 头部等相应的元数据。
这也是 HEADERS 帧的作用所在
（请参阅图 5）。

请注意， 除了这个常见头部
外， 还增加了可选的 31 位流优先
级。 因此， 每当客户端发起新流
时， 它可将该请求的相对优先级
通知服务器， 甚至可在以后发送
另一个 PRIORITY 帧， 来重新排
定此请求的优先级。

客户端和服务器如何协商唯一
流 ID ？它们不协商。 客户端发起
的流有偶数编号的流 ID， 而服务
器发起的流有奇数编号的流 ID。
这消除了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流 
ID 冲突。

最后， HTTP 头部键值对通
过自定义的头部压缩算法 （后面
将更详细地介绍） 进行编码， 以
减少有效负载的大小， 并将它们
附加到帧的最后。

请注意， HEADERS 帧只用来
传达有关每个帧的元数据。 实际的
应用程序有效负载是在 HEADERS 
帧后面的帧有效负载 （请参阅图 
6） 中单独传送的 （即，“数据”
与 “控制” 消息之间有分隔）。

DATA 帧结构非常简单： 在
普遍的 8 直接头部之后跟着实际的
有效负载。 为了减少 HOL 阻塞，
HTTP 2.0 标准要求每个 DATA 帧
不超过 214−1 (16,383) 字节， 这意
味着更大的消息必须拆分成小块。
序列中的最后一条消息设置 END_
STREAM 标志， 以标记数据传输
的结束。  

虽然还有一些实现方面的细
节， 但是上述信息应该足以构建
一个非常基本的 HTTP 2.0 解析器 
— 注意重点是非常基本。 流优先

级、 服务器推送、 头部压缩和流
控 （尚未提到） 等功能值得稍加
讨论， 因为它们对发挥 HTTP 2.0 
的最佳性能至关重要。

流优先级。 当 HTTP 消息拆分
成多个单独的帧之后， 这些帧在连
接中交错排列并传送的确切顺序可
以优化， 以进一步提高应用程序
的性能。 因此， 就用到了可选的 
31 位优先级值： 0 表示最高优先级
流； 231−1 表示最低优先级流。

在浏览器中呈现页面时， 并
非所有资源的优先级都相同：
HTML 文档无疑最为关键， 因
为它包含结构以及其他资源的
索引； CSS 是创建视觉呈现树
所必需的 （您要在获得样式表
规 则 后， 才 能 绘 制 像 素 ）； 
JavaScript 也是启动页面所必需
的，而且日益重要；其余资源（如
图像） 可按较低的优先级提取。

好消息是， 所有现代浏览器
都已执行这种内部优化， 它们根
据资源类型、 资源在页面中的位
置， 乃至从以前的访问中了解到
的优先级 4 来确定不同资源请求的
优先级 （例如， 如果在以前的访
问中， 呈现操作在某个资源上受
阻， 那么以后同一资源可能获得
更高的优先级）。

随着 HTTP 2.0 引入了显式的
流优先级， 浏览器可将这些推断
出的优先级通报给服务器， 以求
提高性能： 服务器通过控制资源
（CPU、 内存、 带宽） 分配来
排定流处理的优先次序； 一旦有

了响应数据， 服务器就可优先将
高优先级帧传给客户端。 更妙的
是， 客户端现在只要发现请求，
就会立即发出请求 （也就是说，
消除了客户端请求队列的延迟），
而不会因为 HTTP 1.x 提供的并行
性有限， 就依赖于请求优先级启
发式策略。  

服务器推送。 HTTP 2.0 一项
强大的新功能是， 服务器能够对
一个客户端请求发出多个回复 — 
也就是说，除了响应原始请求外，
服务器还可将更多资源推送到客户
端， 而无需让客户端显式请求每
个资源。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机制？典型
的 Web 应用程序由几十项资源构
成， 客户端通过检查服务器提供
的文档来发现所有这些资源。 因
此，大可以消除额外的延迟时间，
而让服务器提前将相关资源推送到
客户端。 服务器已经知道客户端
将需要哪些资源 — 这就是服务器
推送。

事实上， 虽然将服务器推送
作为 HTTP 协议功能来支持还是很
新的做法， 但是很多 Web 应用程
序已经在使用服务器推送， 只是
采用不同的名称： 行内嵌入或者
内嵌 (inlining)。 每当开发人员嵌
入资源 （CSS、 JavaScript 或通
过数据 URI 提供的任何其他资源）
时， 他们实际上是将这些资源推
送到客户端， 而不是等待客户端
请求这些资源。 HTTP 2.0 的唯一
差别是， 这一工作流现在可以从

表 3.HTTP 2.0 帧类型。

DATA 用于传输 HTTP 消息主体

HEADERS 用于传达流的附加头部字段

PRIORITY 用于分配或重新分配所引用资源的优先级

RST_STREAM 用来表示流的异常终止

SETTINGS 用来表示关于两个端点如何通信的配置数据

PUSH_PROMISE 用来表示创建流并提供所引用资源的承诺

PING 用来测量往返时间并执行 “活跃度” 检查

GOAWAY 用来通知对等方停止为当前连接创建流

WINDOW_UPDATE 用于按流或按连接实现流控

CONTINUATION 用于接续一系列头部块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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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2.0 提供了一种流和连接的
简单流控机制：

 ˲ 流控机制是逐跳 (hop-by-hop) 
的， 而不是端到端。

 ˲ 流控机制基于窗口更新帧： 接
收方播发它准备在流中以及整个连
接中接收多少字节的 DATA 帧有效
负载。

 ˲ 流 控 的 窗 口 大 小 通 过 WIN-
DOW_UPDATE 帧更新， 此帧指
定了流 ID 和窗口增量值。

 ˲ 流控是有方向的 — 接收方可选
择为每个流以及整个连接设置它所
要的任何窗口大小。

 ˲ 流控可由接收方禁用。
使用 TCP 的经验告诉我们，

流控既是艺术， 又是科学。 直到
今天， 人们还在研究更好的算法
以及实现方面的改进。 考虑到这
一点， HTTP 2.0 没有强制规定任
何具体方法。 相反， 它只是提供
了必要的工具来实现这种算法 — 
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和优化的重要
领域。

高 效 的 HTTP 2.0 升 级 和 发
现。 虽然还有很多技术和实现方
面的细节， 但是本篇走马观花
式的 HTTP 2.0 简介已经揭示了重
点： 二进制分帧、 多路复用、
优先级、 服务器推送、 头部压缩
以及流控。 这些功能合在一起，
将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上实现显著的
性能改进。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个小
细节要提， 那就是： 如何部
署 HTTP 协议的重大修订版？向 
HTTP 2.0 的迁移不可能一蹴而
就。 数百万台服务器必须经过更
新， 才能使用新的二进制分帧协
议， 数十亿计的客户端同样必须
更新其浏览器和网络库。

好消息是， 大多数现代浏览
器都使用高效的后台更新机制，
这将很快为大部分现有用户启用 
HTTP 2.0 支持， 而且所需的干预
极少。 尽管如此， 某些用户仍将
继续使用旧版浏览器， 服务器和
中间设备也必须经过更新才能支持 
HTTP 2.0， 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

应用程序移出， 并移入 HTTP 协
议本身， 这带来了重要的优势：
推送的资源可由客户端缓存、 由
客户端拒绝、在不同页面间重用，
以及由服务器确定优先级。

实际上， 服务器推送 “废除
了” 在 HTTP 1.x 时代使用内嵌的
大部分原因。  

头部压缩。 每次 HTTP 传输
都携带一组头部， 用于描述传输
的资源。 在 HTTP 1.x 中， 这些
元数据总是作为纯文本发送， 并
且每个请求通常增加 500 到 800 字
节的开销， 如果需要 HTTP cook-
ie， 那么开销通常多得多。 为了

减少这一开销并提高性能， HTTP 
2.0 压缩了头部元数据： 8

 ˲ HTTP 2.0 不是在每个请求和响
应中重复传送相同的数据， 而是
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上使用头部表，
来跟踪并存储以前发送过的头部键
值对。

 ˲ 头部表为整个 HTTP 2.0 连接持
久保留， 并由客户端和服务器增
量更新。

 ˲ 每个新的头部键值对或者追加
到现有表， 或者替换表中以前的
某个值。

因此， HTTP 2.0 连接的两端
都知道哪些头部已经发送， 以及
它们先前的值， 这样， 新一组的
头部就可以作为与上一组头部的简
单差异进行编码 （请参阅图 7）。

在整个连接生存期内几乎不
会更改的常用键值对 （如 user-
agent、 accept 头部等） 只需传送
一次即可。 事实上， 如果请求之
间头部无变化 （例如， 同一资源
的轮询请求）， 则头部编码开销
为零字节 — 所有头部自动从以前
的请求中继承。

流控。 在同一 TCP 连接上多
路复用多个流会引起共享带宽资源
争用。 流优先级可帮助确定相对
传送顺序，但是仅仅依靠优先级，
并不足以控制在多个流之间执行资
源分配的方式。为了解决此问题，

图 7.HTTP 2.0 头部的差异编码。

GET:method

https:scheme

example.com:host

/resource:path

image/jpegaccept

Mozilla/5.0 …user-agent

GET:method

https:scheme

example.com:host

/new_resource:path

image/jpegaccept

Mozilla/5.0 …user-agent

HEADERS frame  (Stream 1 )

    :method:  GET
    :scheme:  https
         :host: example.com
         :path: /resource
       accept: image/jpeg
user-agent: Mozilla/5.0 ...

HEADERS frame  (Stream 3 )

:path: /new_resource

implicit

implicit

implicit

implicit

implicit

Request #1 Request #2

图 8.HTTP 升级机制。

GET /page HTTP/1.1
Host: server.example.com
Connection:Upgrade, HTTP2-Settings
Upgrade:HTTP/2.0
HTTP2-Settings:(SETTINGS payload)

HTTP/1.1 200 OK
Content-length:243
Content-type: text/html

(...HTTP 1.1 response ...)

          (or)

HTTP/1.1 101 Switching Protocols
Connection:Upgrade
Upgrade:HTTP/2.0

(...HTTP 2.0 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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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而且要花费大量人力和
金钱。

HTTP 1.x 至少还有十年的生
命力， 大多数服务器和客户端将
不得不同时支持 1.x 和 2.0 标准。
因此， 支持 HTTP 2.0 的客户端在
发起新的 HTTP 会话时， 必须能
够判断服务器以及任何中间设备是
否支持 HTTP 2.0 协议。 有两种情
况需要考虑：

 ˲ 通过 TLS 发起新的 （安全）
HTTPS 连接。

 ˲ 发起新的 （非加密） HTTP 
连接。

对于安全 HTTPS 连接， TLS 
协议新的 ALPN （应用层协议协商
9） 扩展允许用户在常规 TLS 握手
过程中协商 HTTP 2.0 支持：客户
端发出其支持的协议列表 （例如 
http/2.0）； 服务器从播发的协议
中选择其一， 并在常规 TLS 握手
过程中将协议名发回客户端， 以
确认其选择。

通过常规非加密通道建立 
HTTP 2.0 连接需要多做些工作。
由于 HTTP 1.0 和 HTTP 2.0 都在同
一端口 (80) 上运行， 因此， 如
果没有有关服务器是否支持 HTTP 
2.0 的任何其他信息， 那么客户端
就必须使用 HTTP 升级机制来协商
适合的协议， 如图 8 所示。

使用升级流时， 如果服务器
不支持 HTTP 2.0， 它可立即以 
HTTP 1.1 响应来应答请求。 或
者， 它也可返回 HTTP 1.1 格式
的 “101 切换协议” 响应来确认 
HTTP 2.0 升级， 然后立即切换到 
HTTP 2.0， 并使用新的二进制分
帧协议来返回响应。 无论哪种情
况， 都不会发生额外的往返。

预言未来
对于一个支持所有 Web 通信的协议
而言， 开发其重大修订版绝非小
事， 需要大量周密的考虑、 实验
和协调。 因此， 预测 HTTP 2.0 何
时完成没有意义 — 只能顺其自然。
话虽如此， HTTP 工作组仍进展迅
速。 其过去及预计的里程碑如下：

 ˲ 2009 年 11 月 — Google 发布 
SPDY 协议。

 ˲ 2012 年 3 月 — HTTP 2.0 征集
建议。

 ˲ 2012 年 9 月 — HTTP 2.0 草案
第一版。

 ˲ 2013 年 7 月 — HTTP 2.0 实现
草案第一版。

 ˲ 2014 年 4 月 — HTTP 2.0 工作
组最后征集。

 ˲ 2014 年 11 月 — HTTP 2.0 作为
建议标准提交给 IESG （Internet 
工程指导小组）。

SPDY 是在 Google 开发并于 
2009 年年中发布的实验协议， 后来
成为了 HTTP 2.0 早期草案的基础。
之后经过了多次修订和改进， 到了 
2013 年末， 也就是现在， 又有了
协议的实现草案， 而互操作性工作
也在全力进行 — 近期的互操作性事
件以 Microsoft Open Technologies、
Mozilla、 Google、 Akamai 以及其
他贡献者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实现为
主。 简单来说， 所有迹象表明预
定的计划进展顺利 （总算顺利了一
次）： 2014 应该是 HTTP 2.0 年。

让 Web 变得更快
随着 HTTP 2.0 的广泛部署， 我
们能不能歇口气， 并宣布胜利？
Web 将会变得很快， 不是吗？这
么说吧， 跟所有性能优化一样，
刚消除一个瓶颈， 下一个瓶颈就
会接踵而至。 还存在大量的进一
步优化空间：

 ˲ HTTP 2.0 虽然在应用层消除了 
HOL 阻塞， 但在传输 (TCP) 层，
HOL 阻塞仍然存在。 而且， 既
然所有流都可在一条连接上多路复
用， 那么调整拥塞控制、 缓解缓
冲区膨胀， 以及所有其他 TCP 优
化就变得更为重要。

 ˲ TLS 是一个关键而且很大程度
上尚未优化的前沿地带：我们需要
减少握手往返的次数、 升级过时的
客户端以得到更广泛的采用， 并提
高客户端和服务器的总体性能。

 ˲ HTTP 2.0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
域： 头部压缩策略、 优先级，

以及客户端和服务器流控逻辑的最
佳实现， 此外还有服务器推送的
使用。

 ˲ 所有现有 Web 应用程序将继续在 
HTTP 2.0 的支持下工作 — 服务器必
须升级， 但在其他方面， 传输切
换是透明的。 然而， 这并不是说，
现有和新的应用程序无法利用服务器
推送、 优先级等新功能， 在 HTTP 
2.0 的支持下进行调优以发挥更佳性
能。 Web 开发人员必须开发新的最
佳实践， 并抛弃和忘却他们目前使
用的众多 HTTP 1.1 变通方法。

简言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HTTP 2.0 是帮助 Web 变得更快的
重要里程碑， 但它绝不是旅程的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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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大数据” 一样， “数据科学” 一词正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使用。 但到底什么是数据科学？什么是数据科学
独一无二的特点？ “数据科学家” 需要掌握哪些技能才
能在被数据所淹没的世界中有所做为？对于科学探究有哪
些意义？本文将从预测建模的角度剖析这些问题。

“科学” 一词意味着通过系统性研究获得的知识。
在某种意义上， 科学是以经得住考验的解释和预测为
形式构建和组织知识的系统性工程。 11 因而， 数据
学可能是指以数据为中心的科学， 延伸一下就是以统
计数据为中心的科学， 或者说是对数据的组织、 属
性和分析及数据在推断中的作用 （包括我们对推断的
信心） 的系统性研究。 既然统计学一词已经存在数
个世纪， 那么为何还需要一个像数据学这样的新词条
呢？事实上仅仅有了海量数据这件事还不足以促成一
个新词的诞生。  

真正的答案是数据科学在若干重要方面上都不同于
统计学和其他现有学科。 首先，数据科学中的“数据”
变得越来越异构和非结构化 （包括 ： 文本、 图像和
视频）。 这些数据主要源自网络中不同实体之间的复
杂关系。 图 1 概述了世界各地 2008 年至 2015 年结构
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相对预期量。 2012 年的两者之差
为 50 PB ； 相比之下， 2015 年的差值预计将接近 200 
PB。 分析， 包括融合不同数据类型的分析需要针对数
据进行集成、 解释以及意义构建。 这需要大量使用计
算机学、 语言学、 经济学、 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工具。

标记语言和标签的广泛使用旨在让
计算机自动解释数据， 使数据成
为决策过程中的活性剂。 与主要
显示人类使用信息的早期标记语言
（如 HTML） 不同， 如今由人类
和计算机生成的大多数数据供计算
机应用； 也就是说， 计算机正越
来越多地相互执行后台任务， 并
自动做出决定。 由于大数据用作
创造新知识的原材料， 这使得决
策变得伸展自如； IBM 主持研发
的 Watson 系 统 在 “Jeopardy!”
竞赛中获得了冠军， 这一事件很
好的诠释了数据 + 分析驱动的新兴
机器智能的出现。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 规模十
分重要， 因为它使传统数据库模
型对于知识发现而言略显不足。
传统数据库方法不适合知识发现，
原因是这些方法仅针对用户要问的
问题 （即查询） 优化了数据的访
问和摘要速度， 而未就用户查询
不规范时从浩瀚数据中发掘规律的
能力进行优化。 与经典数据库中
的查询“哪些数据满足查询模式”
不同， 知识发现更关心的是 “哪
些模式能用于描述当前数据？”
具体来说， 我们关注点在于找到
与数据相符、 有意义且持续稳定

数据学及预测 

DOI:10.1145/2500499

大数据意味着能够自动生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创造
和预测模型， 以同时为人和计算机所用。  

作者： VASANT DHAR 

 重要见解
    数据学旨在研究可普及的数据知识

提取。

    评估新知识能否用于决策时，常见
认知要求是其预测能力，而不仅是
其能否解释过去。

    数据学家所需的综合技能集涵盖数
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统计、数
据库和优化，以及对问题设计方法
的深入理解，以便能设计有效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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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基于以往数据可靠地估计出与某
项行动相关联的结果分布， 从而
能够以较高的信心据以行事。  

机器学习和知识发现（KDD）
界尤其看重预测能力。 除非习得
模型 （learned model） 具有预
测能力， 否则该模型会受到普遍

的规律。 其中 “有意义” 通常
是指意料之外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数
据模式， 而 “持续稳定” 是指
预期会于今后发生的规律。  

什么使一个见解具有可操作
性？除与领域特定相关的原因外，
这个因素就是见解的预测能力；

质疑。 这一说法与二十世纪奥英
哲学家 Karl Popper 的观点不谋而
合。 这位哲人将这一观点用作评
估理论和总体科学进步的首要标
准。 24Popper 认为， 仅寻求解释
现象的理论十分弱， 而做出经得
住时间考验的 “大胆预测” 的理
论尽管容易证伪， 但应得到较认
真的对待。 在其著名的有关此议
题的 1963 年论著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猜想与反驳）》
中， Popper 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证
称为 “好” 理论， 因为其做出
了可能会被证伪的大胆预测； 实
际上， 所有试图证明该理论有假
的尝试都惨遭失败。 与之形成对
照的是， Popper 认为精神分析学
先锋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可
“经过弯曲 （改变）” 来适应几
乎截然相反的情景， 而且由于几
乎无法证伪， 因此十分弱。 a 对
预测准确性的强调意味着更青睐
“简单” 理论， 而非较为复杂的
理论， 理由是较为稀疏的模型在
涉及未来数据时表现出更持续稳定
的准确性。 4,20 对未来预测结果准
确性的要求是数据学的一项主要考
虑因素。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中， 我将
从商业和研究的视角来谈论数据学
的影响。 首要要谈的是技能， 也
就是业内人士需要知道的东西以及
为什么要知道这些。 教育工作者
应该如何思考课程设计， 以便能
以最有效、 最有乐趣的方式传授
这些技能？大数据时代需要哪些决
策技能。 与数据不那么丰富的过
去相比， 这些技能有何不同？ 

在我对大数据技能所下的定义
中， 第二个部分以研究为中心。
进行科学探究时， 科学家如何能

a Popper 使用了截然相反的两个例子： 一个男
人把孩子推下水， 以便淹死这个孩子， 以及
一个男人为救这个孩子而献出生命。 在 Adler 
看来， 第一个男人感到自卑 （需要通过敢于
犯罪证明自己）， 同样第二个男人也有自卑
感（需要通过牺牲生命来救孩子证明自己）。

图 1. 非结构化和结构化数据的增长预期。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非结构化 11,430 16,737 25,127 39,237 59,600 92,536 147,885 226,716

数据库 1,952 2,782 4,065 6,179 9,140 13,824 21,532 32,188
电子邮件 1,652 2,552 4,025 6,575 10,411 16,796 27,817 4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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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医疗保健用数据库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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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社会科学专家提
出相反的变量间关
系， 并基于同组事
实做出截然相反预测
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够将丰富的数据和大型计算能力为
我所用？这个新思路如何对传统的
科学探究方法构成补充？以及这个
新思路如何影响数据学家对发现与
创新的看法？ 

影响 
2011 年麦肯锡行业报告 19 称， 全
球数据量正以每年约 50% 的速度
增长， 也就是说自 2001 年以来数
据量增长了约 40 倍。 每天有数千
亿的消息通过社交媒体传输， 有
百万部视频经由互联网上传。 随
着存储成本趋近零， 人们保留了
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 因为企业
普遍认为数据具备有益的远期价
值； 也就是说， 由于数据可能以
尚未预见的某些方式变得有用，
因此为什么不保留数据呢？ （如
今存储成本到底有多低呢？可用一
个价值 500 美元的设备储存世界上
的全部音乐， 这足以说明存储成
本的低廉程度）。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用大量数据来支持决策已成为现
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随着
关系型数据库技术的成熟以及业务
流程越来越自动化， 数据挖掘领
域诞生并迅速发展起来。 早期的
关于数据挖掘的书籍 6,7,17 主要描述
如何将机器学习的各种方法应用于
具体业务问题。 旨在利用交易型
和行为型数据进行解释和预测的工
具随之暴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
教训在于， 机器学习的 “运作”
前提是这些方法无需就数据的线
性、 单调性或分布参数做出强有
力的假设， 即可相对轻松地找出
数据中的细微结构。 这些方法的
不足是， 它们会选取数据中的噪
音 31， 往往无法区分信号和噪音。
我很快会重新谈到这一点。  

尽管存在种种缺点， 但只要
不强迫我们在开始探究之前就对变
量间关系的性质做出假设， 那么

这种方法还是值得说一说。 这并
非毫不重要。 我们大多数人所受
的训练都是让我们相信理论必须由
人脑根据先前理论思考产生， 然
后收集数据来证明其有效性。 机
器学习将这一过程掉了个个。 守
着一个巨大的数据宝库， 计算机
奚落我们说， “只要你们知道要
问我什么问题， 我就能基于数据
给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答案。”
这一功能看似强大， 但事实上人
们通常不知道要问什么。 设想一
下有一个医疗保健数据库， 该数
据库记录有医疗保健系统多年使用
者的信息， 其中一组已确诊为 2
型糖尿病， 而该组中有部分人员
患有并发症。 如能知道引发并发
症的规律以及并发症的概率， 并
可据以采取行动，将会非常有用。
但是很难知道哪些具体的查询可以
揭开此类规律。  

为使情景更加丰满， 设想一
下医疗保健系统中的数据主要包括
病人与系统之间长时间来的交易或
者说接触 （点）。 记录包括医疗
保健提供者于某特定日期提供的服
务或分发的药物； 记录还可以包
括附注及观测到的情况。 图 2 概
述了 10 个人员的原始数据， 其
中数据被分解成 “稳定期” （诊
断前的历史记录）、 红条 （“诊
断”） 以及 “结果期” （费用
及其他结果， 包括并发症）。 稳
定期的每个彩条表示一种药物，
从而表明第一个人曾在诊断前服用
七种不同的药物， 第二个人服用
九种药物， 第三个人服用六种药
物， 依此类推。 第六个人和第十
个人的治疗费用最贵， 并与前三
个人一样患有并发症。 并发症由
向上的绿色箭头表示。  

提取有意义的规律颇为重要，
即便从这样一个微小的时空数据库
中提取也是一样。 并发症是与服
用黄色药物， 还是与服用灰色药
物相关联呢？在缺少蓝色药物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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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全新的强大方
法可供理论发展使
用；但在过去， 由
于缺乏数据， 这种
方法毫无实用性。  

用黄色药物吗？或者是超过三种黄
色药物，还是超过三种蓝色药物？
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 更为重要
的是， 如果我们基于原始数据提
炼出 “实用的” 特征或聚合，
则医生、 保险公司或政策制定者
能够针对个人或团体预测可能的并
发症？ 

在知识发现中， 特征提取是
一个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步骤。 个
人的原始数据通常需要聚合成某种
规范形式， 然后才能发现有用的
规律； 例如， 假设我们可以将
个人服用的处方药的数量 （不考
虑每种处方药的具体细节） 视作
该个人在诊断前的近似 “健康状
态”。 虽然所得出的此类特征忽
略了个人病况的 “严重程度” 或
其他特点， 但是这样的聚合就是
典型的特征设计。  

另外假设， 可基于这些数据
合成出 “并发症数据库”， 并
可以将患者构成信息 （如病人年
龄和病历） 纳入该数据库中。 还
可以基于当前药物数量包括健康状
况； 在图 3 中， 由向右蓝色箭头
指定的学习算法可用于发现右则的
规律。 该规律代表着对数据的提
炼， 也就是说应该向数据库提问
之问题的类型 （前提是我们知道
要问什么）。 其他数据转换和聚
合或许能产生另一些具有医学意义
的规律。  

什么使图 3 右侧的规律变得有
意义？假设该群体的总并发症率为
5%， 也就是说， 从数据库中随
机抽取样本的并发症率平均而言为
5%。 在这一情景下， 由于图 3
右侧片段所示的并发症率大于该平
均值数倍， 因此这一发现可能十
分有意义。 关键问题在于， 这个
规律是否持续稳定， 具有预测能
力，有可能适用未来的其他情景。
确定持续稳定性是数据学家的一个
主要考虑因素， 并已在机器学习
文献中得到广泛论述。 23 

如果图 3 代表一个较大的数据
库， 则右手方框表明需向数据库
提出的有意义的问题：“36 岁以
上服用六种或更多药物的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并发症发病率是多少？”
在实操性方面， 这样的规律意味
着要格外注意具有类似背景、 目
前没有并发症， 但患并发症可能
性高的人群。  

一般来说， 数据庞大且多维
时， 我们几乎无法事先知道某个
查询 （如此处关于糖尿病并发症
规律的查询） 是不是好查询， 或
者哪个查询有可能提供有意义且具
实操性的见解。 设计得当的机器
学习算法将有助于我们找出此类规
律。如要对实践和科学都有助益，
这些规律必须具有预测能力。 对
预测能力的强调往往令数据学家更
偏好奥卡姆剃刀理论，即简洁性，
因为在所有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
下， 较简单的模型比较复杂的模
型更有可能在未来观测值方面经受
住考验； 4 以本文中的糖尿病并发
症规律为例加以考虑： 

年龄 > 36 以及服药种类 >  
6 → 并发症率 = 100% 

较为简单的类似模型可能完全
忽略年龄， 仅表示服用六种或更
多种药物的人往往会出现并发症。
应用于未来数据时， 此类模型的
可靠性则更显而易见； 比如说，
简单是否会因减少误报或漏报而产
生更佳的未来预测精度呢？如果确
是如此， 则会受到青睐。 数据
学家通过实施 “样本外 （out-of-
time）” 测试和 “时限外 （out-
of-time）” 测试， 从预测能力的
角度评估规律的持续稳定性。  

当涉及海量数据的领域以预测
准确性为首要目标时， 计算机往
往在建模和决策中发挥显著作用。
计算机本身可以通过智能的 “生
成与测试” 流程创建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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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最终产生一个做出决策的合成
模型； 也就是说， 其自动运用
Popper 的预测精度条件， 以便以
原先不具可行性的方式成规模地评
测大量模型。  

让我们设想其中一个规律 - 
即 “健康状况不佳” 的人群
（根据药物数量判断） 具有高并
发症率 - 我们能否说健康状况不
佳 “导致” 并发症？如果是这
样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控
制药物的种类干预并影响结果。
答案是： 很难说。 实际情况很
可能是真正原因并不在我们观测
到的变量集合中。 假设已经观
察到会引发并发症的所有相关变
量， 则有算法可用于根据数据产
生的方式从数据提取因果结构 21。 
具体来说， 我们仍需要清楚地了
解数据背后的 “故事”， 以便
了解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应该着眼
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即便只是
在原则上）。 例如， 在 36 岁以
上 2 型糖尿病患者样本中， 情况
是否是服用七种或更多药物的患
者 “天生病情更重”， 并且无论
如何都会形成并发症呢？如果是的
话， 那么做出药物种类过多引起
并发症这一结论是错误的。 另一
方面， 如果观测数据来自 “天然
实验”， 其中以随机方式为相互
对照的个人分配治疗方法， 并且
有足够的数据可用于计算相关的条
件概率， 则或许能够提炼出可用
于介入治疗的因果关系模型。 下
面的章节会谈及从数据中提炼因果
关系模型这一问题 ； 如需有关因
果关系模型的更完整论述， 请参
见 Pearl21、 Sloman29 和 Spirtes 等
著的作品 30。  

技能 
随着各类公司在海量数据中遨游，
并尝试打造与预测准确度联动的自
动决策系统， 机器学习技能正迅
速成为数据学家的必备技能。 25

当今市场需要一门机器学习基础课
程。 此外， 医疗保健系统、 社
交网络和其他论坛的文本与其他非
结构化数据猛增之后， 文本处理
和 “文本挖掘” 知识成为必不可
少的技能。 有关诸如 XML 及其衍
生语言等标记语言的知识也必不可
少， 因为内容经过标记化， 能够
让计算机自动解释。  

数据学家有关机器学习的知识
必须依重更多的基本技能； 这些
基本技能往往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统计，尤其是贝叶斯统计，
这就需要掌握概率、 分布、 假设
验证和多变量分析等实用知识。
可通过两到三门系列课程获取这些
知识。 多变量分析通常与计量经
济学有重合； 后者关心的是将稳
健的统计模式应用于经济数据。
与不就或很少就变量间关系的泛函
形式做假设的机器学习方法不同，
多变量分析和计量经济学大体上侧
重于估计线性模式的参数， 其中
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线性
等式表达。  

第二类技能源自计算机科学，
涉及到计算机内部如何呈现和操纵
数据。 这涉及有关数据结构、 算
法和系统的一系列课程， 包括分
布式计算、 数据库、 并行计算以
及容错计算。 系统技能与脚本语
言 （如 Python 和 Perl） 一起是
处理合理大小数据集所需的基础知

识。 但如要处理非常庞大的数据
集， 以关系数据模型为基础的标
准数据库系统就会存在严重的局限
性。 在以稳健的方式处理巨量数
据方面， 近期向云计算和非关系
型结构的靠拢， 意味着数据学家
需要具备一组新技能。  

第三类技能需要有关相关性和
因果关系的知识， 是几乎所有涉
及数据的建模作业的核心。 虽然
观测数据通常让我们仅仅看到相关
性， 但我们能幸运地发现更多。
有时丰富的数据可以意味着天然的
随机试验以及可以可靠地计算条件
概率， 从而发现因果结构。 22 在
对所建模型的完整性及稳定性有适
当信心， 或者说对因果模型能否
稳定地 “生成” 观测数据有适当
信心的领域中， 需要构建困果模
型。 数据学家至少应该清楚相关
性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别， 并有
能力评估哪些模型在哪些情况中可
行、 适合、 实用。  

最后一组技能最不规范， 有
点难以捉摸，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可称之为手艺， 同时还是成功数
据学家的主要与众不同之处 - 即有
能力设计出能带来实效解决方案
的问题。 二十世纪美国经济学家
Herbert Simon （“人工智能”
一词的创造者） 表示， 许多看似
不同的问题往往是 “同构”， 或
者说具有相同的底层结构。 他证

图 3. 从所用的医疗保健系统医疗结果中提取有意义的规律。  

病人 年龄 药物数量 并发症

1 52 7 是

2 57 9 是

3 43 6 是

4 33 6 否

5 35 8 否

6 49 8 是

7 58 4 否

8 62 3 否

9 48 0 否

10 37 6 是

年龄 >= 37

 且

 药物数量 >= 6

 →

 并发症 = 是 （100%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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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和培养相应的技能外， 还需要
管理者改变思维方式， 转向以数
据驱动的决策， 以替代或增强直
觉和以往的做法。 二十世纪美国
统 计 学 家 W. Edwards Demming
有一句名言— “我们相信上帝，
但其他人请用数据说话” —正说
明了这个新的方向， 即从基于直
觉的决策发展成基于事实的决策。  

从决策的角度来看， 我们正
在进入大数据时代。 在这个时代
中， 计算机在许多问题类型上天
生就比人类是更佳的决策者。 所
谓 “更佳” 是指在成本、 精度
和可扩展性等意义上的更佳。 这
种转变已经在数据密集的金融世界
中发生； 在那里计算机做出绝大
多数投资决定， 而且这样的决定
往往在新信息出现后几分之一秒
内做出。 这同样适用于每天以毫
秒计的数百万次拍卖的在线广告领
域、 空中交通管制、 包裹递送路
线安排以及各种同时需要规模、
速度和精度的规划任务； 这是一
种很可能于今后数年中加速发展的
趋势。  

知识发现 
Wired 杂志的前任编辑 Chris An-
derson1 借用英国统计学家 George 
Box 的名言 “即便所有模型都是错
误的， 但还是会有些用的”， 表
示鉴于如今可获得的海量数据， 我
们不再需要接受错误模型， 甚至

明了许多递归问题都可以用标准河
内塔问题表示， 或者说涉及相同
的初始和目标状态与运算。 其重
点在于如果能运用同构概念创造性
地呈现看似困难的问题， 则能够
很轻松地解开这些问题。 28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问题
设计专长需要数据学家有能力看到
迥异问题之间的共性； 例如， 很
多问题都有“不平衡的目标类”，
这通常意味着因变量仅在部分情
况中有意义 （比如当人们患糖尿
病并发症， 或者对营销优惠或促
销活动做出回应时）。 这些是我
们想预测到的有意义的情况。 用
Popper 的话来说， 此类问题对于
必须大胆预测的模型是一个挑战；
除非模型极其擅长区分各个类别，
否则所做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
有经验的数据学家熟悉这些问题，
并知道如何设计问题， 以让系统
在面对大量堆积其上的先验时有机
会做出正确预测。  

在下一个十年中， 问题设计
技能将是数据学家的核心技能。
由 Papert 创造 21 并由 Wing 完善 32

的 “计算机思维” 一词在精神上
与本文所描述的技能类似。 大学
提供大量活动来培训学生的问题设
计技能， 并围绕核心开设更适合
于特定学科的选修课。  

在如何管理自己的数据学家方
面， 数据学的变革亦向各机构提
出了重大的组织结构挑战。 除认

可能不需要任何模型。 安德森说，
预测对于企业至关重要， 而数据可
在机器学习算法的帮助下生成具有
预测能力的模型， 且基本无需人类
的帮助， 并指出像谷歌这样的公司
象征着机器学习正在战胜自上而下
的理论发展方式。 谷歌的语言翻
译程序并不 “理解” 语言， 其
算法也不知道网页内容。 IBM 的
Watson 既不 “理解” 被问到的
问题， 也没有使用深层的因果知识
并基于所获得的答案来产生问题。
有几十家较不知名的公司同样能够
预测一个人对广告画面做出反应的
概率； 他们没有坚实的理论， 仅
仅基于有关个人行为以及此类行为
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大量数据。  

Anderson 于 2008 年撰写的一
篇文章在学术圈内抛起了热烈的讨
论。 一个人如何能够在不先阐明
原理的情况下， 获得科学和预测
模型？ 

Dhar 和 Chou5 的观察发现，
即 “规律先于其原因被发现” 正
渐渐地在专业人士中引起广泛共
鸣， 尤其是在金融市场、 市场营
销、 医疗保健等等研究人类行为的
领域。 如果真是这样， 则 Box 的
观察发现会变得有意义：如果问题
并非静态问题， 而模型怎么都只是
近似过程， 那么在模型完善之前
为何不先创建一个基于可用数据的
最佳预测模型， 并定期更新该模
型呢？如果详细的因果模型预测效
果不佳， 甚至会因 “概念漂移”
而随着时间变得更糟， 那为何还要
费事开发这样一个模型呢？ 

一些科学家会说没有因果关系
就没有理论。 除各种噪音外， 所
有观测的数据都必须由因果模型生
成。 在涉及 2 型糖尿病患者并发
症的先前医疗保健示例中， 这点
很明显； 必定有一些底层的机制
决定了所观察到的结果。 但我们
没有观察或者一直没能观察到因果
关系。 即使我们观察到正确的变

图 4. 预测模型误差的来源及其缓解方法。  

1. 模型误设

2. 用单一抽样来估测模型

3. 随机性

大数据可容纳更多的泛函形式

凭借大数据， 抽样能较好地估测群体 

预测模型试着减少这两种误差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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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使机器能够提
出并验证人类不会问
的有意义问题。

量， 我们仍需要知道观测数据是
如何产生的， 然后才可以大体上
勾勒出因果关系。 如果这些观测
值构成一次天然实验 （如针对具
有可比性的个人， 将使用新药物
的医生与使用旧药的其他医生相对
照）， 这些数据或许揭示出某种
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 如果主要
为“病情较重”的个人开具新药，
则这意味着数据中存在特定类型的
偏向。  

在大数据时代， Anderson 的
观点对于医疗、 社会和地球科学
有特别的意义。 虽然这些领域通
常缺少坚实的理论， 但是我们如
今看到了大量有益的数据； 这些
数据可被用于理论建设 3,12,13 或者
理解大规模社会行为和态度以及它
们的转变。 14 就各自理论的预测
能力而言， 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位
于两个极端。 在物理学中， 理论
应该在特定变量间的关系能够完
全、 无例外地解释所涉现象这个
意义上 “完整无漏”。 此类模型
应该能够做出完美的预测 － 受测
量误差所限， 但不会发生因为变
量遗漏或意外后果而导致的误差。
在此类领域中， 解释模型和预测
模型是一回事。 例如， 航天飞机
的行为可完全由描述物理作用力的
因果模型解释。 这种模式还可用
于预测输入参数变化时会发生的情
况。 一个模型即便有 95% 的预测
精度也是不够的。工程追随科学。  

与此相反， 社会科学的一般
特点是旨在部分趋近现实的不完整
模型， 往往基于对已知较为简单
的人类行为的假设。 在社会科学
世界中， 正确率达到 95% 的模型
会被认为是相当不错的模型。 然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社会科学
理论发展往往强调提出体现因果关
系， 但未认真考虑其预测能力的
理论。 此类理论声称 “A 会导致
B” 后， 人们采集数据， 以确
认所涉关系是否确实为因果关系。

但是由于理论不完整， 因此其预
测精度可能较差。 事实上， 两位
社会科学专家提出相反的变量间关
系， 并基于同组事实做出截然相
反预测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例如，
经济学家通常既不赞成理论， 也
反对预测， 而且预测误差率往往
很高。  

大数据如何能够使这些领域的
基础更坚实？在模型可被视作完整
（出于实践目的） 的 “硬” 科
学领域， 确有可能从大量数据中
提取因果模型。 在其他领域， 大
量数据可以产生精确的预测模型，
即便因果联系并不显而易见。 只
要预测误差小， 它们仍可以为我
们指出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 比
如说， 一位从事医疗保健研究的
科学家最近谈到， 据观察冠状循
环衰竭之前数个月会发生严重感
染。 他的猜想之一是感染可能引
起动脉发炎和斑块脱落， 继而导
致冠状循环衰竭。 或许存在其他
解释， 但如果观察到的规律具有
预测能力， 则它可能值得发表和
深入探究。 此类案例向科学守护
者提出一个问题： 即在考虑未来
理论的潜在成份时， 是否应该更
重视针对未来数据预测精度的 Pop-
per 测试， 青睐简单且准确的预测
模型， 而不是事先提出一个因果
模型， 然后用数据加以测试。  

什么可使预测模型准确？另一
方面， 误差又源自何处？ 

Hastie 等人 10 说， 预测误差
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模型
误设。 比如说， 一个试图匹配非
线性现象的线性模型会因线性模型
对问题存在不当的偏向而产生误
差。 第二个来源是用于估算参数
的样本； 样本越小， 模型估算的
偏差就越大。 第三个来源是随机
性， 即便模型得到完美设置仍会
有这样的误差。  

大数据让数据学家能够大幅减
少前两类误差 （参见图 4）。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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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和机器学习
对于数据驱动的互联
网企业的业务模式越
来越重要。  

量数据让我们能够考虑所做泛函形
式假设较线性或逻辑递归少的模
型；因为另有大量数据来测试这些
模式并计算可靠的误差边界。 27 大
数据还会消除第二类误差， 因为抽
样估计可恰当地代表整个群体。  

无论数据有多大， 在这些示
例中此类观测数据的理论局限在于
数据通常是 “被动” 的， 代表
已实际发生的情况， 而不是随着
条件变化而可能会发生的大量情
况。 在医疗保健中， 这就像被动
地观察了医疗保健系统的使用情
况， 并且现在有机会回过头来加
以理解， 并从中提取预测模型。
除非我们足够幸运， 以至于数据
自然而然地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实
验， 否则如果还有某些其他治疗
被提供给某个特定病人或同一病
人， 数据并不会告诉我们还可能
发生的情况； 也就是说， 这并不
代表一个无干扰的对照随机试验；
如果是此类实验的话， 研究人员
能够建立对照组， 并成对衡量治
疗效果的差异。  

然而有趣的是， 互联网时代
已成为就社会行为开展大规模低
成本随机试验的沃土； Kohavi 等
人 15 提供了一些示例。 2012 年
由 Aral 和 Walker 进行的对照实验
2， 就电动游戏的选择询问了影响
选择的是 “引领他人心理”， 还
是 “从众心理”， 从而找出影响
施加者和接受者的相关情况。 实
验最终找出如下规律：“较年长
的男性比较年轻的男性更易施加影
响”， “与受其他年龄者施加的
影响相比， 人们更易受同龄人的
影响”。 尽管因游戏而异， 但这
些结果表明影响有细微差异， 肯
定比 Malcolm Gladwell 的 “超级
影响者” 概念 8 这样的现有理论
以及其他众多流行理论还要如此。
大数据为测试它们提供了基础。  

大数据在政治领域最影响深远
的当代应用之一， 就是在奥巴马

总统赢得 2012 年大选之前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在数据和分析方面投入
巨资， 颠覆了人们广泛相信的情
况， 如人们原以为 “中间派”
选民对选举结果最为关键， 但事
实是在某些党派忠诚选民中引起共
鸣的议题会转变这部分人。 14 在
此次活动中，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根据大规模实验的结果制作了用
来操纵选民态度的预测模型。 此
次活动从个人选民层面预测每位具
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将会如何投票，
以及如何 “将某些人转变成民主
党想看到的那类人”。 14 

社会科学理论建设亦有可能因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而大获提升。
随着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人际交往和
经济活动日益增多， 社会学家能
正以史无前例的细化程度和丰富程
度观察人类行为。 虽然归纳法有
其局限性， 但正在不断生成的数
据的绝对数量不仅使 j 归纳可行，
还使归纳成果丰硕。 这并非要像
Anderson 所声称的那样说传统科
学方法已 “死”。 1 相反， 它会
继续发挥良好的作用。 而且， 有
一个全新的强大方法可供理论发展
使用；但在过去，由于缺乏数据，
这种方法毫无实用性。 数据有限
的时代及其相关的假设已基本成为
过去。  

结论 
由假设驱动的理论建设研究和方
法一直以来十分奏效。 但对于我
们身边涌现的大量数据， 这些传
统的结构辨识方法无法很好地扩
展， 或者无法利用并非在受控环
境中出现的观测结果。 比如说，
在医疗保健方面， 对照实验有助
于确定许多疾病病因， 但未必能
反映健康的实际复杂性。 3,18 事实
上， 有人估计称， 临床试验假设
病人在服用多种药物， 排除了高
达 80% 的可能开具一种药物的情
形。 3 在我们能够设计随机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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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中， 大数据使发现数据背后
的因果模型成为可能。  

正如糖尿病相关的医疗保健案
例先前所示， 大数据使机器能够
提出并验证人类不会问的有意义问
题。 这种能力实际上是构建预测
模型的基础， 而预测模型则是可
操作商业决策的关键。 对于许多
数据匮乏的探究领域 （尤其是医
疗保健） 以及社会、 生态和地球
科学， 数据为知识发现和理论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这些
领域从未有过如今这些多种类和这
么大量级的数据。  

这种刚露峥嵘的形势需要本文
所举出的综合技能； 同样， 这些
技能也是新兴数据学家所必备的技
能。 计算机科学、 工程和工商管
理的学术课程教授部分技能， 但
仍未教授如何将这些技能相整合，
以能够作为数据学家工作或者有效
地管理数据学家。 各大学都在争
先恐后地填补这一空白， 并提供
更综合全面的技能集， 以涵盖计
算机科学、 统计学、 因果建模、
问题同构和设计、 计算机思维等
领域的基本技能。  

预测模型和机器学习对于数
据驱动的互联网企业的业务模式
越来越重要。 早期成功者 Paypal
由于能够预测每笔交易的损失分
布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从而能够
掌握和支配消费者给消费者的付
款。 这种由数据驱动的能力与一
致从风险立场处理交易的主流做
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预测建模
也是谷歌搜索引擎和一些其他产
品的核心。 但是第一台可以说
通过图灵测试并在问题解决过程
中形成新观点的机器就是 IBM 的
Watson ； 该计算机在问题解决
过程中大量使用了学习和预测。
在一场像 “Jeopardy!” 这样的
竞赛中， 理解问题本身通常十分
重要， 且所涉领域通常是开放且
非静态的， 想要通过大量枚举可

能情况或从上而下的理论建设取
得成功毫不现实。 该解决方案让
计算机能够根据大量实例自行训
练。 Watson 还证明了像维基百
科这样高质量人工编撰数据可大
大放大机器学习的效果。 这种趋
势， 即将机器学习与人类知识相
结合， 正呈上升趋势。 谷歌近
期对知识图的涉足 16 旨在使计算
机系统能够理解与其正在持续处
理的字符串流对应的实体。 谷歌
希望理解 “事情”， 而不仅仅
是 “字符串”。 26 

各机构和管理者在适应新的数
据世界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一夜
间， 他们可以测试自己的长期直
觉、 低成本且准确地开展实验，
以及基于数据做出决定。 这个机
遇还需要组织文化的根本性转变，
即转向已然用新兴数据世界进行决
策的机构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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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的复制存储系统为读取数据的应用程序提供了
各种不同的一致性保证措施。 云存储供应商总是以冗
余方式将数据存储在多台机器上， 从而确保在发生不
可避免的故障时， 数据仍然可用。 跨数据中心进行
数据复制的情况并不少见， 使得数据在某个数据中心
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有可能幸免于难。 不过， 这些数
据副本并不是总能保持完全同步。 因此， 客户端从
不同的服务器读取同一数据对象时， 有可能接收到不
同的数据版本。

某些系统， 如微软的 Windows Azure， 对于应
用程序只提供强一致性存储服务。 5 这些服务确保
Windows Azure 存储的客户端看到的总是数据对象的
最新值。 尽管在数据中心内部提供强一致性存储服务
是一种符合用户期待的合理选择， 但当系统开始为位
于多个大洲的多个数据中心提供跨越地理范围的数据
复制服务时， 却带来了问题。

许多云存储系统，如亚马逊的“简
单存储服务” (S3)， 在设计时采
用了弱一致性。 其设计者认为强
一致性对于大型系统而言代价过
大。 他们选择松弛一致性， 以获
得更好的性能和可用性。 客户端
在此类系统中执行读操作时， 可
能会得到过期的数据。 读操作所
返回的数据， 是过去某个时间点
上该对象的值， 但不一定是最新
的值。 例如， 当读操作指向了一
个副本， 而该副本尚未像别的副
本一样收到所有写操作时， 就会
发生这种情况。 此类系统被称作
支持最终一致性。 12

近来设计的系统都认识到支持
不同类型应用程序的必要性， 提
供了访问云存储的多种操作方式。
例如， 亚马逊的 DynamoDB 同时
提供了最终一致性读取方式和强一
致性读取方式， 后者需要较长的
读取等待时间， 并使读取吞吐率
下降一半。 1 亚马逊 SimpleDB 系
统为读取数据的客户端提供了同样
的选择。 与此类似， Google App 
Engine Datastore （谷歌应用引擎
数据存储） 系统新增了最终一致性
读取方式， 对其默认的强一致性读
取方式进行补充。 8 雅虎公司许多
Web 服务底层所使用的 PNUTS，
提供了三种类型的读操作：任意读
(read-any)、 临界读 (read- critical)

DOI:10.1145/2500500

为读取共享数据的客户端提供更多类型的数据一致性
保证措施是可行的， 可能也是必须的。  

作者： DOUG TERRY

以棒球赛为例
解释复制数据
的一致性问题

 重要见解
    虽然复制云服务通常提供强一致性或
最终一致性， 但位于两者之间的一致
性保证可能会更好地满足应用程序的
需求。

    一致性保证可以使用一种与实现方案
无关的方式来定义， 而且可以在每次
进行读操作时加以选择。

    对于松弛一致性的处理， 不一定会给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带来额外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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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新读 (read-latest)。 7 基于配额
的新型存储系统允许客户端通过选
择不同的读写配额来选择强一致性
或最终一致性。 4

研究界在过去 30 年中为分布
式复制系统提出了若干数据一致性
模型。 10 这些模型提供介于强一
致性和最终一致性两者之间的一致
性保证。 例如， 某个系统可能会

保证客户端看到的数据不会是 5 分
钟之前的过时数据， 或保证客户
端始终看到自己写入的结果。 实
际上， 一些一致性模型甚至比最
终一致性模型还要弱。 但鉴于这
些模型用处不大， 本文略去对它
们的讨论。  

之所以要探索不同的一致性
模型， 是因为一致性、 性能和

可用性 ( 简称 CAP) 不能同时达到
最优。 9,10,12,13 提供更强的一致性，
通常会造成较低的读写性能和较差
的数据可用性。 CAP 定理已经证
明， 对于必须容忍网络不连通的
系统， 设计人员必须在一致性和
可用性之间进行决择。 5 在实践
中， 访问延迟也是同样重要的一
个考虑因素。 1 在各种复杂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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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写入给定对象的值。 如
果写操作可以修改或扩充部分数据
对象， 例如将数据追加到日志的
末尾， 那么， 读操作会返回将所
有写操作应用到该对象后的结果。
换句话说， 读操作看到的是所有
先前写操作的结果。

最终一致性是最弱的一种一致
性保证。 这意味着它的可能返回
值集合最为庞大。 对于整个对象
的写入， 最终一致性读操作可能
返回曾经写入该数据对象的任何
值。 广而言之， 此读操作可能会
从一个副本返回结果， 该副本可
能收到了对被读取数据对象写操作
的任意子集。 术语 “最终” 一
致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每个副
本最终会收到每一个写操作。 如
果客户端停止了写操作， 那么读
操作最终将返回对象的最新值。

通过请求一致性前缀， 可以
保证数据读取者能够看到从第一次
写入数据存储区开始的一个有序的
写入结果序列。 例如， 读操作可
能从一个副本得到应答， 而该副
本从主副本那里依次接收写操作，
但尚未收到最近的一些写操作。
换句话说， 数据读取者看到的是
数据存储区的某个版本， 而该版
本是在过去某个时间存在于主副本
上的。 这类似于许多数据库管理
系统所提供的 “快照隔离” 一致
性。 对于读取单个数据对象的操
作， 如果系统中写操作完全覆盖
该对象以前的值， 那么即便是最
终一致性的读操作也能看到一致性
前缀。 当读取多个数据对象， 或
写操作增量更新一个对象时， 就
能体现出请求一致性前缀的好处。  

限定过期法确保读取的结果
不会太陈旧。 典型情况下， 用
时间段T 定义过期，比如五分钟。
存储系统确保读操作返回不超过 T
分钟以前写入的值或是更晚写入
的值。 还有一些系统采用另外的
方式来定义数据过期 ： 缺失的写
入次数， 甚至是数据值的不准确

权衡下， 人们提出的每一种一致
性模型都有某种意义。  

不同的一致性有实际用处吗？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能应对最终一致
性吗？现有的云存储服务已经提供
了一致性读方式和最终一致性读方
式， 系统是否应提供更多的一致
性选项呢？ 

通过研究棒球赛这一应用示例
（显然是虚构示例）， 本文试图
回答这些问题， 至少是部分回答
这些问题。 需要了解棒球赛得分
的人包括记分员、 裁判员、 电台
记者、 体育新闻记者和统计员，
下面我将详细探讨不同人员的各种
需求。 假设比赛得分存储在一个
基于云的复制存储服务中， 我要
说明最终一致性对于大多数参与者
来讲是不够的， 而强一致性也是
不必要的。 大多数参与者会受益
于一些中间的一致性。  

下一节将定义针对读操作的六
种可能的一致性保证。 然后， 我
将给出一种模拟棒球赛的算法， 其
中表明写入和读取数据是在何处发
生的。 当采用不同的一致性保证措
施读取比分时， 我会将所有可能返
回的结果一一列举出来。 我还将研
究想知道棒球比分数据的这些人所
担当的不同角色， 以及每种角色所
期望的读一致性， 并从这个简单的
例子中得出我的结论。

读一致性保证
尽管在过去 30 年里， 复制系统
提供了多种数据一致性措施， 计
算机科学研究界也已探索出各种各
样的一致性模型， 但是这些模型

很多都限定在特定的实现方案中。
要理解系统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提供
什么样的一致性， 经常需要了解
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不幸的是，
这把负担加到那些为此类存储系统
开发应用程序的人身上。

笔者此处提倡的六种一致性保
证可以用一种简单的、 与实现无
关的方式进行描述。 这不仅能让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获益， 还能给
底层存储系统的设计、 运行和演
化带来灵活性。  

这些一致性保证是基于客户端
要对数据存储区进行读写操作这样
一个简单模型。 多个客户端可能同
时访问共享的信息， 如社会关系
图、 新闻推送、 照片、 购物车
或财务记录。 数据在一组服务器间
复制， 而复制协议的细节对客户端
是不可见的。 写操作是指对一个
或多个数据对象进行更新的任何操
作。 所有服务器最终都会收到这些
写操作， 并以相同的顺序加以执
行。 该顺序与客户端提交写操作的
的顺序是一致的。 实际上， 可以
通过在主服务器上执行所有这些写
操作来保证这个顺序， 或者通过在
每个服务器上运行一种一致性协议
来就全局顺序达成一致。 读操作返
回先前写入一个或多个数据对象的
值， 但不一定是最新的值。 每个
读操作可以请求某种一致性保证，
所选择的一致性决定了允许返回值
集合。 每种一致性保证由哪些先前
写入的结果对对读操作可见定义。
表 1 总结了六种一致性保证 

强一致性特别容易理解。 这
种一致性确保读操作返回的值就是

表 1. 六种一致性保证措施。

强一致性 看到之前的所有写入。

最终一致性 看到之前写入的子集。

一致性前缀 看到初始写入序列。

限定过期法 看到所有 “旧” 的写入。

单调读 看到写入的增量子集。

读自身写 看到读取者过去的所有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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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我觉得时间限定过期法对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来说是最自然
的概念。

单 调 读 (monotonic read) 是
一种属性， 适用于由某一存储系
统客户端执行的读操作序列。 因
此称之为 “会话期保证”。 11 对
于单调读， 客户端可以读取任意
陈旧数据， 这一点与最终一致性
相同， 但可以保证所观察到的数
据存储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
新。 具体而言， 如果客户端发出
一个读操作， 稍后再发出针对同
一对象的另一个读操作， 那么，
第二次读操作返回的将是相同的值
或更晚写入的值。

读自身写 (read my writes) 是
一种属性， 也适用于由单个客户
端执行的一系列操作。 它保证由
客户端完成的所有写操作的结果，
对该客户端的后续读操作而言都是
可见的。 如果客户端向一个数据
对象写入一个新值， 然后再读取
这个对象， 那么， 读操作将会返
回该客户端最后写入的值 （或者
是由另一个不同的客户端在此之后
写入的其他值）。 对于没有发出
过写操作的客户端来说， 这种保
证与最终一致性保证相同。（注：
以前的文章中称之为 “读取你的
写入”， 11 不过为了更准确地描
述这种一致性保证， 我对其从客
户端的角度进行了重新命名。）

最后这四种读保证都是最终一
致性的一种形式， 但要比云存储
系统通常提供的最终一致性模型更
强。每种一致性保证的“强度”，
不依赖于数据何时以及如何在服务
器间传播， 而是取决于一个读操
作所允许的结果集大小。 较小的
读结果集表明较强的一致性。 当
要求强一致性时， 只能返回一个
结果， 即已被写入的最新值。 对
于已经更新过多次的对象， 最终
一致性读操作可能会返回众多适合
值中的一个。 所有四个中间级别
的一致性保证， 彼此没有强弱之

分。也就是说，对于某个读操作，
每种保证可能会有一组不同的响
应。 在某些情况下， 应用程序可
能需要请求多种保证， 如稍后所
示。 例如， 客户端可以同时请求
单调读和读自身写两种保证， 以
便它看到的数据存储区与其自身进
行的操作保持一致。 11

本文用于记录棒球得分的数
据存储区是一个典型的键 - 值存储
区， 由 “非 SQL(noSQL)” 操作
进行填充。 写入， 也称 put， 修
改与某个给定键相关联的值。 读
取， 也叫 get， 返回某个键所对
应的值。 但这些一致性保证也可
应用于采用其他读写操作类型的其
他类别的复制数据存储系统， 如
文件系统和关系型数据库。 这就
是为什么这些一致性保证由写入
（而不是数据值） 进行定义的原
因。 例如， 某个系统提供了增量
操作或追加操作， 那么， 对对象
进行的所有写入都可能对该对象的
观测值构成影响， 而不仅仅是最
新的写入。 此外， 尽管本文的示
例并不要求原子更新， 这些保证
也适用于那些访问多个对象的原子
事务。

表 2 显示了各种一致性保证
的典型性能和可用性。 其中按照
从劣到优分别对三个属性进行评
级。 一致性评级依据的是先前定
义的一致性保证的强度。 性能是
指完成一个读操作所花的时间，
即读取等待时间。 可用性是指在
服务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 一个
读操作成功返回适当一致性数据
的可能性。  

从一致性的角度来看， 强一
致性是可取的， 但其所提供的性
能和可用性却是最差的， 因为它
通常需要读取指定主站或大部分副
本。 另一方面， 最终一致性允许
客户端从任意副本读取数据， 但
其提供的数据一致性最弱。 性能
与一致性之间呈负相关， 这并不
奇怪， 因为较弱的一致性措施通
常允许读请求被发送到更大范围的
服务器。 在有多个的数据足够新
的服务器可供选择的情况下， 客
户端更有机会选中一台邻近的服务
器。 访问本地服务器与远程服务
器的等待时间可能相差 100 倍。
同理， 较大的服务器选择余地，
意味着客户端更容易找到一个（或
通过定额配备一个） 可达的服务
器， 从而获得更高的可用性。  

每种一致性保证措施都提供
了一致性、 性能和可用性的一个
独特组合。 表 2 中每个单元的标
签不是精确的科学 （我可以就这
个话题写上一整篇文章）。 有人
可能会说， 标为 “可” 的一些
项目实际上应该为 “良”， 反
之亦然。 的确， 这些特征在某
种程度上要取决于实现、 部署和
操作方面的细节。 对于某些客户
端， 最终一致性读经常可能返回
强一致性的结果， 而且可能并不
比强一致性读效率更高。 3, 13 但
各种一致性保证措施之间的一般
性比较， 从定性上来看还是准确
的。 表 2 给出的信息至少说明，
在选择采用特定一致性模型的特
定数据复制方案时， 人们需要进
行仔细权衡。  

表 2. 一致性、 性能和价值权衡。

保证 一致性 性能 可用性

强一致性 优 劣 劣

最终一致性 劣 优 优

一致性前缀 可 良 优

限定过期法 良 可 劣

单调读 可 良 良

读自身写 可 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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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示。 这场假设的比赛现处于
第七局中间 （众所周知的第七局
暂停）， 主队以 2-5 比分领先。

假设存有客队和主队总得分的
键 - 值存储区驻留在云中， 并在
若干服务器间复制。 不同的读保
证措施可能导致客户端在比赛进行
当中读到不同的得分。 表 3 列出
了读取客队和主队分数时， 六种
一致性保证措施中每一种措施可能
返回的完整得分集合。 注意： 客
队分数排在前面， 所有可能出现
的不同返回值用逗号隔开。

强一致性读只能返回一个结
果， 即当前比分， 而最终一致性
读可能返回 18 种可能比分中的一
种。 注意： 由一对最终一致性读
操作返回的很多比分结果， 事实
上从来没有在比赛中出现过。 例
如， 读取客队得分时， 可能会返
回 2， 而读取主队得分时， 可能
会返回 0， 尽管主队在比赛中从
未落后过。 一致性前缀属性将比
分结果限制为某段时间内真实存在
过的比分。 限定过期读操作所能
返回的结果， 明显取决于所期望
的限定值。 表 3 给出了限定为一
局时的可能比分， 也就是说， 比
分结果最多晚一局； 当限定为七

虽然未提供任何证据， 但我
断言所有这些一致性保证均可成为
同一存储系统的选项。 实际上，
我和同事已经在 MSR 硅谷实验室
创建了此类系统的一个原型 （但
这是另一篇文章要讨论的话题）。
在我们的这个系统中， 要求不同
一致性保证措施的客户端在执行读
操作时， 会有不同的性能和可用
性体验， 即使在访问共享数据时
也是如此。 让我们假定假定存在
一个这样的存储系统， 可以让客
户端选择这六种读保证措施。 下
面我继续演示如何在使用这些措
施 ... 以棒球为例。

以棒球赛为应用样例
对于不熟悉棒球， 但喜欢读代码
的读者， 图 1 说明九局棒球赛的
基本知识。 比赛开始比分为 0-0。
客队首先击球， 然后连续击球，
直到他们一方三人出局为止。 随
后主队击球， 直到三人出局。 比
赛共进行九局。 当然， 这里省去
了对于像我一样狂热的棒球爱好者
来说非常重要的很多细节。不过，

对于本文来说， 所有必要的东西
的确都已解释清楚了。  

假设比赛得分记录在两个对象
中的一个键 - 值存储区， 一个是
“客队” 得分的跑垒数， 一个是
“主队” 得分的跑垒数。 当一个
队跑垒得一分时， 读操作读取其
当前得分， 将返回值加 1， 再将
新值写回键 - 值存储区。  

作为一个具体例子， 请参看比
赛示例的写入日志， 如图 2 所示。
在这场比赛中， 主队先得一分，
然后客队将比分扳平， 接着主队连
得两分， 这样依次进行下去。  

该序列写入的值可能来自棒球
赛单行得分结果， 各局比分如图

表 3. 对应每种一致性保证的可能读取的所有比分。

强一致性 2-5

最终一致性 0-0, 0-1, 0-2, 0-3, 0-4, 0-5, 1-0, 1-1, 1-2, 1-3, 1-4, 1-5, 2-0, 2-1, 
2-2, 2-3, 2-4, 2-5

一致性前缀 0-0, 0-1, 1-1, 1-2, 1-3, 2-3, 2-4, 2-5

限定过期法 最多迟一局的比分： 2-3, 2-4, 2-5

单调读 在读取 1-3 之后： 1-3, 1-4, 1-5, 2-3, 2-4, 2-5

读自身写 对 于 数 据 写 入 者 ： 2 - 5  
对于数据写入者以外的任何人： 0-0, 0-1, 0-2, 0-3, 0-4, 0-5, 
1-0, 1-1, 1-2, 1-3, 1-4, 1-5, 2-0, 2-1, 2-2, 2-3, 2-4, 2-5

图 2. 一个比赛示例的写序列。

Write (“home”, 1)  
Write (“visitors”, 1)
Write (“home”, 2)
Write (“home”, 3)
Write (“visitors”, 2)
Write (“home”, 4)
Write (“home”, 5)

图 3. 该比赛示例的单行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跑垒数

客队 0 0 1 0 1 0 0 2

主队 1 0 1 1 0 2 5

图 1. 一场简化的棒球赛。

Write (“visitors”, 0);
Write (“home”, 0);
for inning = 1 ..9  
   outs = 0;
   while outs < 3 
     visiting player bats;
     for each run scored
        score = Read (“visitors”);
        Write (“visitors”, score + 1);
   outs = 0;
   while outs < 3 
      home player bats;
      for each run scored 
         score = Read (“home”);
         Write (“home”, score + 1);
end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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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或更多局时， 在本例中， 其
结果集与最终一致性的结果集相
同。 实际上， 一个系统不太可能
以“局”为单位来表示过期时间。
因此， 本例假设数据读取者请求
15 分钟的时间限定， 而上一局正
好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对于单调
读， 可能的返回值取决于过去读
过哪些数据。 对于读自身写， 则
取决于谁正在向键 - 值存储区写入
数据； 在本例中， 假设所有的写
操作均由单独一个客户端完成。

参与者的读需求
现在， 让我们看看想知道一场棒
球赛比分的各种人对数据一致性的
需求。 当然，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执行强一致性读， 来检索客队和
主队的得分。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
所指出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
只会有一个可能值被返回， 即：
当前比分。 但如表 2 所示， 要求
强一致性的数据读取者， 可能会
经历更长的响应时间， 甚至可能
发现他们所请求的数据， 因服务
器临时故障或网络中断而变得不可
用。 本节的宗旨是评估每个参与
者所需的最低一致性需求。 这些
客户端通过请求比强一致性弱的读
保证措施， 有可能体验到更好的
性能和更高的数据可用性。

官方记分员。 官方记分员负
责通过将比分写入持久性的键 - 值
存储区， 来维护比分。 图 4 说明
记分员在每次客队得分时采取的步
骤； 记分员在主队得分时采取的
行动与此类似。 注意： 此代码为
图 1 所示整个棒球赛代码的一个片
段。  

记分员的读操作需要什么一致
性措施呢？毫无疑问， 记分员需

要读取最近的一次得分， 然后将
得分加 1，生成新的得分。 否则，
记分员就会冒险写入一个不正确得
分， 破坏整场比赛， 还有可能激
起愤怒球迷骚乱。 假设主队此前
已得五分，而且刚刚拿下第六分。
如果采用最终一致性读， 可能会
返回从零到五的任何一个分值，
如表 3 所示。 也许， 记分员非常
幸运， 读到了正确的得分， 但这
可不一定。

有趣的是， 尽管记分员需要
强一致性的数据， 但他并不需要
进行强一致性的读操作。 由于记
分员是唯一更新比赛得分的人，
他可以请求读自身写保证措施，
从而获得与强一致性读同样的效
果。 从本质上讲， 记分员利用特
定应用的知识， 来获得较弱的一
致性读所带来的好处， 而不必真
地放弃一致性。

这种差别似乎非常小， 但实
际上在实践中可能非常重要。 存
储系统在处理强一致性读的过程
中， 必须悲观地假定， 来自世界
任何地方的客户端都可能刚刚更新
过数据。 因此， 系统必须访问大
部分服务器 （或一组固定的服务
器）， 以确保客户端提交的读操
作访问的是最新写入的数据。 另
一方面， 系统在提供读自身写保
证的过程中， 只需记录客户端先
前执行的写操作集合， 并找到已
完成所有这些写操作的服务器。 11

在棒球赛中， 之前得到的分数，
也就是之前由记分员完成的写操
作， 可能在几分钟， 甚至是几小
时之前就已经发生。 在这种情况
下， 几乎任何服务器都已收到之
前的写入操作， 而且能够应答下
一个要求读自身写保证的读请求。

裁判。 裁判是指在本垒板后
主持棒球赛的人。 裁判在大多数
情况下并不真正关心比赛的当前比
分。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在第 9
局上半场之后， 也就是客队已击完
球， 主队正准备击球的那个时刻。
由于这是最后一局 （每个队都不
能得负分）， 主队如果比分领先
的话， 就表明已经赢了； 因此，
在某些比赛中， 主队可以跳过最后
一局的击球。 需要作此决定的裁判
所对应的代码如图 5 所示。

在第 9 局进行中， 裁判要读
取得分时， 的确需要读取当前得
分。 否则， 如果他错以为主队领
先， 就可能会过早地结束比赛，
或者让主队进行不必要的击球。
与记分员不同， 裁判从来不写得
分； 他只是读取由官方记分员写
入的值。 因此， 为了获得最新信
息， 裁判必须采用强一致性读。

电台记者。 在美国的大部分
地区， 电台会定期宣布正在进行
的或已结束的比赛的比分。例如，
旧金山地区的 KCBS 电台每隔 30
分钟就会播报一次体育新闻。 电
台记者完成图 6 所示的步骤。 一
个类似的， 也许更为现代的例子
是， 当观众正在观看 ESPN 时，
电视屏幕底部滚动显示体育比赛成
绩。

如果电台记者播报的不是最新
的比分， 也没有问题。 人们都已
习惯收听旧闻。 因此， 对于他的

图 6. 电台体育记者的角色。

do {
     vScore = Read (“visitors”);
     hScore = Read (“home”);
     report vScore and hScore;
     sleep (30 minutes);    
}

图 4. 记分员的角色。

score = Read (“visitors”);
Write (“visitors”, score + 1);

图 5. 裁判的角色。

if first half of 9th inning complete then
     vScore = Read (“visitors”);
     hScore = Read (“home”);
     if vScore < hScore 
         end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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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报导的比分是比赛的最终正确得
分。 因此， 他想得到强一致性读
的效果。 不过， 他并不需要支付
这笔开销。 如果体育新闻记者知
道他在比赛结束后花了一个小时吃
晚饭， 那么他也一定知道， 距离
记分员最后更新比分至少也有一个
小时了。 因此， 为限定过期读设
置一小时的限定， 足以保证体育
新闻记者能够读到最终比分。 在
实际应用中， 任何服务器都应该
能回应此类读操作。 实际上， 最
终一致性读很可能在一个小时后返
回正确的比分， 但是唯一能够让
体育新闻记者 100％确定自己得到
最终比分的方法， 就是请求采用
限定过期法。

统计员。 球队统计员负责跟
踪球队和每个球员各赛季的统计数
据。 例如， 统计员可能计算本赛
季她的球队的得分总数。 假设这
些统计数据也保存在持久性的键 -
值存储区。 如图 8 所示， 主队
统计员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的某个时
间， 将得分加到上个赛季得分总
数上， 然后将这个新值写入数据
存储区。

当统计员读取当天的球队得分
时， 她需要确信自己得到的是最
终比分。 因此， 她需要执行一个
强一致性读操作。 如果统计员在
比赛结束后等待一段时间，那么，
限定过期读也可能实现同样的效果
（正如前面针对体育新闻记者的讨
论）。

当读取本赛季当前的统计数据
时， 也就是图 8 所示的第二个读
操作， 统计员也希望采用强一致
性读操作。 如果返回的是旧统计
数字， 那么， 写回的更新值会令
球队的总得分减少。 由于统计员
是唯一将统计数据写入数据存储区
的人， 因此， 她可以采用读自身
写保证， 以获得最新值 （如前面
讨论的那样）。

统计监察员。 定期检查球队
赛季统计数据的其他人员通常会满

读操作， 某种形式的最终一致性
也是可以的。 哪种一致性保证是
电台记者所希望的呢？ 

如表 3 所示， 采用最弱保证的
读， 即最终一致性的读， 可能会
返回从来不存在的比分。 对于图 3
给出的单行得分示例， 此种读操作
可能会返回一个客队 1-0 领先的比
分， 尽管客队实际上从未领先过。
电台记者不希望播报这种虚假的比
分。 因此， 记者希望他两次都从
快照中读取数据， 快照中包含由记
分员写入的值的一致性前缀。 这使
得记者能够读到之前某个时间的实
际比分， 但不必是当前比分。

然而， 仅读一致性前缀还不
够。 对于图 3 所示的单行得分，

记者可能读到一个 2-5 的比分，
即当前比分， 等过了 30 分钟，
又读到一个 1-3 的比分。 例如，
如果记者碰巧从主服务器上读取数
据， 而后又从可能位于远程数据
中心的另一台服务器上读取数据，
而该服务器已从主站上断开， 尚
未接收最新的写入数据， 那么就
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由于大家都
知道棒球比分是单调递增的， 如
果在随后的新闻报道中依次播出
2-5 和 1-3 的比分， 会让人们觉得
记者非常愚笨。 如果记者除了要
求一致性前缀之外， 还要求单调
读保证， 那么就可以避免出现这
种情形。 请注意： 两种保证措施
任中一种都不能独立满足要求。

另外， 记者请求限定期限不
超过 30 分钟的限定过期读， 配合
单调读， 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这将确保记者观察到的比分最多过
时 30 分钟。 由于记者每 30 分钟
才读取一次数据， 他接收的比分
一定越来越新。 当然， 记者可以
要求更紧的限定， 比如五分钟，
以便获得具有合理及时性的比分。  

体育新闻记者。 另一个有趣
的人物就是体育新闻记者。 他在
观看比赛后， 要写一篇报导发表
在晨报上或上传到某个网站。 不
同体育新闻记者的表现可能也不相
同， 但通过观察 （我也当过体育
新闻记者）， 我发现他们的行为
通常如图 7 所示。

体育新闻记者可能并不急着写
他的文章。 在这个例子中， 他
悠闲地外出吃晚饭， 然后坐下来
对比赛进行总结。 他肯定要保证

表 4 棒球赛参与者的读保证方式。

官方记分员 读自身写

裁判 强一致性

电台记者 一致性前缀与单调读

体育新闻记者 限定过期法

统计员 强一致性、 读自身写

统计监察员 最终一致性

图 7. 体育新闻记者的角色。

While not end of game {
    drink beer;
    smoke cigar;
} 
go out to dinner;
vScore = Read (“visitors”);
hScore = Read (“home”);
write article;

图 8. 统计员的角色。

Wait for end of game;
score = Read (“home”);
stat = Read (“season-runs”);
Write (“season-runs”, stat + 
score);

图 9. 统计监察员的角色。

do {
    stat = Read (“season-runs”);
    discuss stats with friends;
    sleep (1 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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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于最终一致性。 统计数据每天
仅更新一次， 略显过时的数字还
可以接受。 例如， 一个球迷询问
本赛季他的球队的总得分数， 就
可以通过最终一致性读， 得到一
个合理的答案， 如图 9 所示。  

结论
显然， 存储棒球赛得分并非云存
储系统的杀手级应用。 对于从一
个简单例子得出结论， 我们应当
谨慎。 但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
一些教训。

对于上一节讨论过的各类棒球
赛参与人员所希望采取的一致性保
证， 表 4 进行了总结。 记住：
所列举的一致性措施并非唯一可接
受的措施。 具体而言， 每个参与
者采用强一致性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放松对一致性读的要求，
很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性能和更高的
可用性。 此外， 存储系统可以更
好地做到跨服务器读工作负荷均
衡， 这是因为， 在选择用于应答
弱一致性读请求的服务器方面有了
更大的灵活性。  

这些参与者可以看作是不同的
应用程序， 它们访问共享的数据：
棒球赛比分。 对于某些情形， 如
记分员和体育新闻记者， 基于特
定应用知识， 数据读取者很清楚：
即使他采用读自身写或限定过期保
证方式发出弱一致性读请求， 他也
可以得到强一致性数据。 对于另一
些情形， 如电台记者， 多种保证
方式必须组合起来使用， 才能满足
数据读取者的需求。 对于其他情
形， 如统计员， 希望采用不同的
保证方式读取不同的数据对象。

我从本练习中得出了四个主要
结论：

 ˲ 本文提出的所有六种一致性保
证都非常有用。 请注意： 每种保
证在表 4 中至少出现一次。 除了
一类客户端外， 仅提供最终一致
性的系统将无法满足其他所有类型
客户端的需求； 除了两类客户端

外， 仅提供强一致性的系统可能
会在其他所有情形下表现欠佳。

 ˲ 不同的客户端在访问相同的数
据时， 可能希望采用不同的一致
性措施。 系统经常会将一个具体
的一致性绑定到一个特定的数据集
或数据类。 例如， 人们普遍认
为，银行数据必须是强一致性的，
而购物车数据仅需要最终一致性
即可。 棒球赛的例子表明， 人们
所期望的一致性既决于数据类型，
也取决于谁在读取数据。

 ˲ 即使是简单的数据库， 各种用
户也可能对一致性有不同的需求。
棒球赛比分是可以想象的最简单的
一种数据库，仅由两个数字组成。
但这有效地阐释了不同一致性选项
的价值所在。

 ˲ 客户端应能选择自己想要的一
致性。 系统可能无法预测或确定
指定应用程序或客户端所需的一致
性。 首选的一致性选项往往取决于
数据的使用方式。 此外， 在读最
新的数据时， 了解谁写入的数据，
或者知道数据最后写入的时间， 有
时可能允许客户端执行松弛一致性
读， 从而获得相应的好处。

反对提供最终一致性方式的人
们所持的主要论点经常是， 它增加
了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负担。 虽然
这可能是事实， 但不必有过多的额
外负担。 第一步是定义开发人员可
以理解的一致性保证；请注意， 表
1 中的六种保证分别是用寥寥数语加
以描述的。 让存储系统依照严格顺
序执行写操作， 就可以使应用程序
开发人员避免对并发写入所造成的更
新冲突问题进行处理时所遇到的复杂
性。 这样开发人员的工作就只剩下
选择自己想要的读一致性措施。 要
做出这种选择， 就需要他们对其应
用程序的语义有深入了解， 但不必
改变程序的基本结构。 上一节提供
的几个代码片段， 都不需要增加额
外的代码行来专门处理过时的数据。  

仅提供强一致性的云存储系
统， 让开发人员能够很容易编写出

正确的程序， 但可能会错失松弛一
致性所带来的好处。 一致性、 性
能和可用性之间固有的权衡是实际
存在的， 随着复制服务地理范围的
扩大， 问题有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这表明云存储系统至少应考虑提供
更多的读一致性选择。 有些云服务
提供商已经提供强一致性和最终一
致性两种读操作， 但从文中可以看
出， 他们的最终一致性模型对应用
程序来说可能并不理想。 云存储客
户端通过选择几种一致性保证， 并
从不同的副本读取数据， 不仅可以
让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受益， 而且
可以获得更高的资源利用率， 并节
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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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回收” 这是一个对于自动存
储管理而言显得比较古怪的名字，
如果今天才发明， 很可能会称为内
存回收。 实际上， 此项技术有着
悠久的历史， 算起来几乎与计算机
技术的历史一样长， 可追溯到早期
的 LISP 实现， 而且从 1960 年起
开始出现相关论文。 垃圾回收被亲
切地称为 GC， 亦以 “速度缓慢，
所需内存远多于显性托管内存” 而
闻名。 如果内存不够， 则大多数
的 GC 算法将等待指定内存填满，
接着停止程序、 然后回收和重启程
序， 导致原始计算的诸多暂停。

GC 算法的拥趸有着具有说服力
的软件工程依据：自动存储器回收
可简化编程并减少错误， 提高程序
员的工作效率。 最终而言， 计算
机速度的加快和内存容量的扩大使
GC 成为适用于更广泛系统的合理选
择。 Java 将其带入主流， 并取得
了相当大的成功。 我们甚至已达了
这样一个地步： 即最初贴有 “这
里不要用 GC !” 标志的 C++ 现在
则可以为其提供备选的支持方案。

然而， 自动存储器管理的追求
目标一直以来是为实现适用于实时
系统的GC算法。受多个因素制约，
实时 GC 还是面临挑战重重。 其一
是实时系统不能容忍大的暂停。 其
要求回收器精微递增或与程序并行
运行 （在 GC 说法中， 戏称为突
变体 (mutator)， 原因是它在 GC 正
在工作时， 常常恶意更改指针）。
我仍能记得，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
时， 本刊物正热衷介绍并行 GC 算
法， 并提出了正确性证明。 事实
上， 之所以提供这些证据是因为它
们是研究人员能想像的最难的正确

性证据之一。 更何况， 其表明让
并行 GC 算法正确运行的难度远低
于将其转化为正确实现的难度。

单就并行 GC 本身不足以实现
实时存储管理。 你还需要可证的
回收时间界限以及该方案下程序运
行所需的最大内存。 首先， 回收
器不可能落于突变体之后： 其必
须能够收集废弃不用的内存并回
收， 供突变体使用， 回收速度至
少等同于突变体分配存储单元的速
度。 一个影响是： 除非您人工设
定突变体分配率的界限， 回收器
运行必须既并行， 又快速。  

尽管人们开发了五花八门的
GC 算法， 但我们所关心的还是起
始于程序变量 （根） 并且从对象
到对象跟踪指针的那类算法， 这
样可以找到所有的可达对象。 这
样的追踪回收器循环工作： 从根
开始、 追踪可达对象、 回收剩下
的对象，然后继续进入下一循环。

尽管听起来有点不搭调， 但
GC 开发人员还称之为活动可达对
象， 在执行过程中给定点的总容
量则是活动数量。 除速度足够快
的并行 GC 算法外， 对于实时 GC
而言， 不仅需要设定程序最大活

动数量界限 - 可能为实时突变体行
为所需 - 而且还需要对回收循环中
所累积的垃圾 （不可达对象） 数
量界限进行设定。

下文作者已为可重构硬件 （现
场可编程门阵列） 构造了一个可
证明正确的实时回收器， 实在堪
比完成环法自行车赛这样的壮举。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其证明： 相
比储备处理器所运行的 GC 软件，
FPGA 设置使问题在某些方面更简
单。 GC 算法可使内存及其布局保
持简单一致性； GC 算法可利用单
时钟读 - 修改 - 写入步骤； 此外，
最重要的是 GC 算法可通过双端口
存储器完全实现并行存储访问。 这
些因素均促使 GC 成为最清洁的、
比以往最易理解的并行 GC 的实现
方法之一。 实时回收的其它前提条
件也轻易接踵而至。 当我看到如此
复杂的算法概念变为如此简单的硬
件实现， 我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正确
词汇表达当前的感受， 可能 “太
酷了” 比较恰如其分。

该项工作并不试图给简单的实
时 GC 支持 （用于储存硬件的软
件实现） 提供直接路径。 同时，
通过其在实际操作裨益以外对实时
GC 相关知识的贡献， 影响了该项
工作。 尤其是， 它清楚标明了运
行 “无暂停” 回收器所需总空间
所能达到界限的紧密程度。 我坚
信，它将会激发更多创造性方法，
在系统实现空间的几乎每个角落帮
助将垃圾回收达到可接受程度。  

Eliot Moss （moss@cs.umass.edu） 是马萨诸塞大学
Amherst 校区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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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论文作者已为可重
构硬件构建可证明正确
的实时回收器， 堪比
完成环法自行车赛这样
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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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可重构硬件的无延迟实
时垃圾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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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处理器频率增长时代的终结已经驱使着架构师和开发
人员追求并行性以实现性能的提升， 但是， 通用的
多指令多数据流并行技术较低效， 并且功耗极高，
功率很快成为限制因素。 鉴于此方面的局限性， 业
界为追求性能开始采用非传统芯片架构如 GPU， 以
及其他更激进的硬件架构。 其中最激进的计算平台
是以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为形式出现的可重构
硬件。

目前 FPGA 可带有超过一百万个可编程逻辑单
元， 以及 8MB 的片上 “RAM 内存块”， 依靠这
些优势， 其可提供极高的比特级并行性， 以及可在
单周期内访问片上内存的能力。 而且， 由于内存是
按 36Kb 为单位分布在芯片上， 因此潜在的内部带宽
非常宽。

但是， 适合 FPGA 的编程技术却是滞后于它们的
容量， 这样就降低了这种硬件架构的适用性， 使其
难以用于通用计算应用。 而此领域共同的语言仍然是
硬件描述语言 (VHDL 及 Verilog)， 这些语言仅提供限
于比特、 比特阵列、 寄存器、 数据线等等的抽象。
而整个对这类硬件进行编程的方法是以可重构的芯片
综合为中心的， 不同于通用设备编程方法。

最近的研究专注于将这类硬件编程语言的抽象等
级和可编程性提高到用于软件的高级编程语言 ( 如基
于 Scala 的 Chisel 框架语言 4、 基于 C# 的 Kiwi 项
目 10 以及 Liquid Metal 项目 ( 该项目以 Java 为基础
开发了 Lime 语言 3)) 的水平。 但是， 到目前为止，
无论程序员们是用低级的硬件描述语言还是高级语言
如 Chisel 和 Lime 进行编程， 对动态内存管理技术
使用的探索才只是刚刚开始 8, 14， 并且业界还没有使
用垃圾收集技术。

在本文中， 我们提出了一种直接与硬件综合的
垃圾收集器， 其可以完全并行的方式收集大量的统
一对象。 这些统一对象堆 ( 迷你对象堆 ) 完全由固
定大小的对象组成。 因此， 每个对象的数据字段
大小及指针位置都是固定的。 为了在收集器性能上
获得较大提升， 我们牺牲了内存布局上的一些灵活
性。 而在 FPGA 领域， 这种牺牲是有意义的： 由
于 FPGA 架构中内存采用分布式布局， 因此采用流
水线设计是常用的做法， 在这类设计中， 流水线每
级都保留了其自己的内部数据结构， 这些数据结构
能与其他流水线级并行访问其局部 RAM 模块。 而

且， 由于利用固定的数据布局可开发出每个时钟循
环处理一个作业的设计， 因此这种数据布局就带来
了性能上的数量级提升。

在算法上， 我们的收集器是一种采用了 Yuasa 风
格 snapshot-at-the-beginning （初始快照） 算法的
收集器 16， 带有线性清扫功能。 利用诸如双端口内
存硬件结构、 以及在单个循环内同时读写寄存器和在
整个系统中原子地发布控制信号的能力， 我们能开发
出一种永远不会与应用程序相干扰的收集器。 而且，
应用程序能在单个时钟周期内访问内存。 仲裁电路会
优先考虑应用程序的操作， 而将收集器某些操作延迟
一个时钟周期， 但是即使在应用程序每个时钟周期执
行一个内存操作时 ( 但内存分配只能隔一个周期执行
一次 )， 收集器也能保持与应用程序的同步。

我们的无延迟收集器可直接与采用硬件描述语言
手写的程序一起使用。 另外， 其也可以作为包括动
态内存分配在内的高级语言 3, 10 系统使用的硬件 “运
行时系统” 的一部分。 为了进行评估， 我们实现
了采用停止一切操作 (stop-the-world) 方法的收集器
的变体以及 malloc/free 式系统。 通过使用一个需频
繁进行内存分配的应用程序， 我们对三种收集器在
内存使用率、 时钟频率、 吞吐量 ( 周期数和物理时
间 ) 和应用程序延迟方面的性能进行了比较。 另外，
我们还提出了无延迟实时性能所需最小堆大小的封闭
式最差情况界， 对这些边界值， 我们进行了实际验
证。 进一步的详细信息， 如该收集器的功耗和额外
基准测试， 可于原始论文中获得。 6

2.FPGA 背景
FPGA 为由许多离散资源单元构成的可编程逻辑器
件， 这些离散资源单元是根据用户应用程序而开启
和连接的。 资源包括可用来执行组合逻辑的查找表
(LUT) 及可用来执行顺序逻辑或状态的触发器。 在本
论文使用的 Xilinx FPGA 上， LUT 和触发器被分组为
资源片， 而资源片正是 FPGA 的资源消耗量表示所
采用的标准单位。

本文的原始版本出版在第 33 届 ACM SIGPLAN 编
程语言设计与实现大会 (PLDI’ 12) 的会议记录
中， ACM， 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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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论文尤其重要的是离散内存模块， 称为
Block RAM(BRAM)， 可用于 FPGA 上。 BRAM 是嵌
入在 FPGA 中的双端口专用内存结构， 用于以节约
资源和高效的方式实现随机和顺序访问内存。

我们在本文中使用的 Xilinx Virtex-5 LX330T15 器件
总 BRAM 容量为 1.45MB。 而一个 Virtex-5 FPGA 中
单个 BRAM 最多可存储 36Kb 的内存数据。 BRAM 的
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其可按多种容量组合 ( 如地址范围
与数据宽度的组合 ) 进行分块。 例如， 一个 36Kb 的
BRAM 可被配置为 36K × 1 (36K 1- 比特位置 )、 16K 
× 2、 8K × 4、 4K × 9、 2K × 18 或 1K × 36 内存。

一个 36Kb 的 BRAM 也可用作两个独立的 18Kb 
BRAM。 通过对多个 BRAM 进行叠加， 可组成更大的
逻辑内存结构。 如果设计的任意逻辑内存结构其内存
容量不是 18Kb 的整数倍， 则这种设计就会导致无法
取整 ( 或者用内存系统的术语说，会导致 “碎片” )。

根据设计中的逻辑内存结构， 这种碎片效应
可以是相当大的 ( 第 7 节中对此效应进行了探索 )。
BRAM 可用作一个真正的双端口 (TDP)RAM， 其提
供两个完全独立的读写端口。 而且， 每个端口支持
以下三种读写操作模式： 先读后写 ( 数据读取总线上
可获得之前保存的数据 )、 先写后读 ( 数据读取总线
上可获得新写入的数据 ) 以及无更改模式 ( 数据读取
总线输出保持不变 )。 我们的收集器在相当大程度上
采用了先读后写模式， 以用于如 Yuasa 风格的写屏
障等功能。 16

另外， BRAM 还可经过配置， 用作 FIFO 队列
而非随机访问内存， 我们利用此功能在本文收集器
的跟踪阶段实现标记队列。

一 般 来 说， FPGA 是 封 装 在 带 有 专 用 片 外
DRAM( 动态随机访问内存 ) 和 / 或 SRAM( 静态随机
访问内存 ) 的电路板上， 通过为 FPGA 集成的内存控
制器可访问这些 DRAM 和 / 或 SRAM。 这种内存可
用来实现更大的堆结构。 但是，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能带来具有高度确定性行为的高性能设计， 因此本
文中我们没有考虑采用 DRAM 或 SRAM。

3. 内存架构
内存架构 （也就是是指对象字段在内存中布局以及
空闲列表的维护方式） 在 malloc/free 内存分配器抽
象与我们的垃圾收集器中是一样的。 在本节中， 我
们描述了我们的内存架构及一些替代架构， 并采用
定性讨论了一些以设计上的取舍。 在第 7 节中， 还
以定量地探索了一些取舍。

一般来说， 由于 FPGA 内的各个内存结构体其
一致性都有必要地远高于常规的软件堆， 因此我们
将内存分为一个或多个迷你堆， 在每个迷你堆中，
在指针与数据字段之间的区分，对象大小和 “形状”
都是固定的。

3.1 迷你堆接口
每个迷你堆都具有允许对对象进行分配 ( 和在利用显
式内存管理时进行释放 ) 以及便于进行数据字段读取
或写入操作的接口。 本文中， 我们只考虑带有一个
或两个指针字段和一个或两个数据字段的迷你堆。

此类内存堆对栈、 列表、 队列及树形结构的实现是
足够的。 常用于数据包处理、 压缩等的 FPGA 模块
也采用这些数据结构。

我们的设计允许任意数量的数据字段。 对于
malloc 风格的内存， 要进行内存扩展直接增加指针
字段的数量即可，但是，对于垃圾收集式内存来说，
如果要进行扩展还需进行额外的逻辑实现。 我们认
为这实现起来相对容易 ( 以下提供了相关的细节 )，
但本文的实验结果仅限于单指针和双指针对象。

3.2. 采用 malloc/free 的迷你堆
第 3.1 节中的接口实现的方式有多种， 基本上， 这
些方法都是通过在可执行的并行操作数与消耗的硬件
资源量之间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取舍来实现的。

对于 FPGA， 指定一个具有预定数据宽度和条
目数量的逻辑内存模块， 而综合工具试图要做的就
是利用各种封装策略以尽可能高效的方式分配所需数
量的个体 BRAM。 我们将此种逻辑内存模块的各个
BRAM 称为 BRAM 集。

在我们的设计中， 对对象中的每个字段使用一
个 BRAM 集。 例如， 如果有两个指针字段和一个数
据字段， 则就有三个 BRAM 集。

非指针字段的自然宽度与其数据类型 ( 例如 32
位 ) 有关。 但是， 对于一个大小为 N 的迷你堆，
指针字段的宽度只需要为 élog2 Nù 个比特即可。 由于
FPGA 上的数据宽度是完全可定制的， 因此我们可
刚好使用到所需数量的二进制位。 这样， 不仅仅因
为条目数量而且还由于指针字段本身宽度变得更大，
所以就使得更大的迷你堆在容量上变得更大。 由于
在软件中将指针值 0 保留， 表示 “空”， 一个大
小为 N 的迷你堆实际上只能存储 N - 1 个对象。

图 1 显示了内存管理器的高级方块图。 在该方块
图中， 虽然为了简化的目的省略了许多信号， 但该
图仍然显示了内存模块主要的数据字段和控制字段。
为了更清晰的呈现， 其只显示了存储在单个 BRAM
集中的单个指针类型 ( 指针内存 ) 的对象字段。 而为
了存储一个堆栈的释放对象， 使用了另外一个 BRAM
集 (Free Stack)。 利用 BRAM 的先读后写特性， 我
们能通过使用 BRAM 集 (Free Stack) 的端口 B( 而将端
口 A 保留不用 ) 实现两个功能 ( 分配和释放 )。

设一个具有 f 个字段的对象， 则 BRAM 集的数
量就为 f 个， BRAM 集带有用于读写值的相关接口
( 但无额外的地址端口 )。 无论该对象有多少个字段，
空闲堆栈的数量只为一个。

分配信号为一个一比特的信号， 用来执行内存
分配操作。 寄存器用来暂存栈顶的值。 假设该值不
为零， 该值将被自减， 之后在读模式下传递至空闲
堆栈 BRAM 集的端口 B 上。 之后， 就将产生的指
向空闲字段的指针返回 ( 地址已分配 )， 但也会在写
模式下输入到指针内存的端口 B， 将写入值硬连线为
000( 或 “空” )。

为了释放对象， 就将指针 ( 用来释放对象所需的
地址 ) 提供给内存管理器。 栈顶寄存器的值用作写模
式下端口 B 上空闲堆栈 BRAM 集的地址， 数据值为
用来存放释放对象所需的地址。 之后栈顶寄存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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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被自增， 这样就使得指向被释放对象的指针被推
向空闲堆栈。

为了读取指针内存中的某个字段或写入该字段，
会提供读 / 写地址， 如果是写操作， 则提供写指针。
在这个过程中会用到读或写模式下的 BRAM 集的端口
A， 在读模式下， 会返回指针值端口的值。

值得提出的是， 本设计通过利用 BRAM 的双端
口特性， 能允许读或写操作与内存分配或释放操作
并行进行。

线程化释放列表。 一种常用的软件优化方法就是
将空闲对象表示为通过未使用的对象线程化的链表 (即
通过第一个指针字段链接的链表 )而非一个指针堆栈。
由于已分配的和空闲的对象是互斥的， 因此这种空间
优化的方法本质上是不受缓存局部性效应的限制的。

但是， 在硬件上， 这会导致在含有第一个指针
的 BRAM 集上出现资源竞争 ( 因为该指针执行的是两
个任务 )。 这样就降低了并行性： 即对第一个指针
进行的读或写操作无法在与内存分配或释放相同的时
钟循环内执行， 后者即内存分配或释放操作需要花
费两个时钟循环而非一个。 由于对空间利用适度增
加所造成的时间开销远低于潜在的资源竞争所造成的
开销， 因此我们选择使用堆栈是合理的。

4. 垃圾收集器的设计
接下来我们对在硬件上采用了 “停止一切操
作” (stop-the-world) 算法的垃圾收集器和完全并发
的垃圾收集器的实现进行描述。 在软件上， 这两种
收集器的架构有着相当的不同。 而在硬件上， 差别
要小得多， 因为使用了相同的基础结构和接口。

并发收集器具有一些额外的数据结构 ( 使用
BRAM 实现 )， 并且要求对 BRAM 端口进行更谨慎的
分配来避免竞争， 但是这些特性并不会负面影响其使
用。 因此， 我们将介绍并发收集器设计， 并且在此
处只会提及基于 “停止一切操作” 算法的变体。 该
算法将影子寄存器从根引擎中省略、 将写屏障寄存器
和逻辑从跟踪引擎中省略并将使用过的映射图和逻辑

从清扫引擎中省略。 我们的设计包括三个独立的组
件， 分别用来处理原子式根快照、 跟踪和清扫任务。

4.1. 背景介绍： Yuasa 的快照算法
在深入讲解我们的实现的细节之前， 我们将会对作
为我们实现的基础的 Yuasa 快照算法 16 进行描述。
虽然采用硬件实现的技术性细节相当不同， 但是值
得指出的是通过采用硬件实现， 我们的设计不用加
入最先进的复杂算法技术， 即可达到比现有软件算
法更高的并行性和确定性。

快照算法的基本原理就是启动收集后， 即获得
了堆的逻辑快照。 之后， 收集器载入并运行此逻辑
快照， 并收集快照获取时的所有垃圾。

在 Yuasa 的原始算法中， 快照由寄存器、 堆栈
和全局变量构成。 这些指针被同步收集在一起 ( 自那
时起， 许多研究都投入到避免需要在快照时或阶段
过渡期间进行任何全局同步 2)。

一旦将根全部收集， 就立即允许应用程序继续
运行， 并且收集器也并行运行， 标记出这些根的传
递闭包。

如果应用程序并发地修改了堆， 则其唯一的责
任就是确保收集器仍然能找到快照获取时堆中存在的
所有对象。 这一任务是通过使用写屏障完成的： 覆
写任何指针之前， 将该指针记录在缓冲器中， 并当
做根， 以用于垃圾收集的目的。

而在收集过程中新分配的对象不符合收集的条件
( 按收集器方面的术语说， 这些对象属于 “黑分配”
的对象 )。

快照算法的优势就是其具有简单性和确定性。
由于该算法可瞬间对逻辑快照运行， 因此对其其各
种变体， 就是比较容易描述的。 另外， 由于在收
集开始时， 算法的工作量即已保证有界， 因此其结
束也是较简单和确定的。

4.2. 根快照
并发收集器采用了上述 snapshot-at-the-beginning 算
法。 Yuasa 的原始算法要求在通过记录根来获取快
照的同时进行全局停顿。 而自该时期起， 各种实时
收集器就一直努力试图减少根快照所需的停顿时间。
在硬件上， 我们能利用其并行性和同步性来完全消
除这种快照停顿。

快照必须考虑两种类型的根， 即寄存器中的根
和堆栈上的根。 图 2 显示了根快照模块， 我们对该
模块进行了简化， 以显示单个堆栈和单个寄存器。

该快照由垃圾收集器的输入信号控制， 该信号
在收集开始时的一个时钟周期后会变为高电平。 快
照被定义为垃圾收集器信号变为高电平后下一时钟周
期开始时内存的状态。 这样就能允许一些初始配置
时间并降低对同步的要求。 注意： 如果在收集已经
在进行时垃圾收集器信号产生， 则会被忽略。

寄存器快照是通过使用影子寄存器获得的。 在垃
圾收集器信号变为高电平后的时钟周期内， 将寄存器
的值拷贝到影子寄存器中。 即使在同一个时钟循环内
应用程序对寄存器进行数据写入的情况下， 这种操作
仍能发生， 因为只有在循环结束后新值才会被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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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to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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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malloc/free 接口的内存模块设计图， 其显示了单个指针字段。 黄色
部分为 BRAM， 带有双端口 (A/B)。 椭圆形图案表示指针字段， 蓝色的
椭圆形框为占用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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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而“清理地址”是由清扫模块生成的 ( 在第 4.4
节中有描述 )。

唯一的额外接口就是“Root to Add ( 待添加根 )”
端口， 该端口从名称与图 2 中的根引擎相同的输出
端口获得输入。

随着模块的执行， 就有三个指针源会由引擎进
行跟踪： 即外部添加的来自快照的根， 通过内部跟
踪的来自指针内存的根以及来自指针内存的被覆写的
指针 ( 对于这类指针， 使用 Yuasa 风格的屏障进行
捕捉， 以保留快照属性 )。 不同的指针源流过多路
复用器， 每个时钟周期后， 可为标记映射图提供一
个指针， 该标记映射图针对 N 个内存位置中的每个
位置使用一个比特来表示。

根据 BRAM 的先读后写模式， 原来的标记值为
读， 之后将标记值无条件地置为 1。 如果原来的标
记值为 0， 则还未遍历该指针， 因此就采用原来的
标记值 ( 用气泡表示 ) 取反控制是否将指针添加到标
记队列中 ( 注意， 这也就是说标记队列中的所有值已
经被过滤， 因此最多有 N - 1 个值可流过队列 )。

来自标记队列的指针被表示为指针内存端口 B 的
读地址， 如果取回的值不为空， 则就会将这些值输
入到多路复用器中， 之后进入标记阶段。

写屏障是通过使用处于先读后写模式下的指针内
存 BRAM 的端口 A 实现的。 应用程序写入指针时，
会首先读出原来的值， 将其放入屏障寄存器中， 之
后输入到多路复用器中， 并对其进行标记 ( 以下讨论
时序控制和仲裁 )。

假设标记过程中会涉及到三个 BRAM， 则处理
一个指针就需要 3 个时钟周期。 但是， 标记引擎是
作为一个 3 级流水线被实现的， 因此其能保持每个
周期一个指针的吞吐量。

跟踪引擎组对。 对于具有两个指针的对象， 将
两个跟踪引擎组合在一起， 以将资源利用率提高至
最大 ( 图中对此没有显示 )。 由于每个跟踪引擎只使
用标记映射表的一个端口， 因此两个引擎会并发地
进行标记操作。

堆栈快照是通过使用除栈顶寄存器之外的另一被
称作扫描指针的寄存器获得的。 在垃圾收集器信号
变为高电平的同一个时钟周期内， 将栈顶指针减一
的结果值写入扫描指针 ( 因为栈顶指向实际栈顶值以
上的条目 )。 在下一循环开始时， 将扫描指针用作
含有堆栈的 BRAM 集的端口 B 的源地址， 将指针的
值读出， 经多路复用器处理， 再通过快照模块的
Root to Add 端口输出。 为了为下一循环做好准备，
扫描指针也被自减。

注意应用程序可继续通过 BRAM 集的端口 A 使用
堆栈， 而快照使用端口 B。 由于应用程序不能以比
收集器将值读出的速度更快的速度将这些值从堆栈中
推出去， 因此快照刚好含有垃圾收集器信号之后的
周期内存在的根的属性就被保留下来。

而该示意图被省略的一个细节就是为对来自堆栈
和影子寄存器并通过多路复用器至Root to Add 端口的
值进行排序， 需要使用状态机。 注意由于堆栈快照技
术依靠的是在不进行任何显式同步的情况下保持在应用
程序之前执行操作， 因此必须先处理来自堆栈的值。

如果需要使用多个堆栈， 则由于这些值是在应
用程序可对其进行覆写 ( 之后被排序至 Root to Add
端口上 ) 之前被读出，因此就需要使用一个 “影子”
堆栈。

正如将在第 4.4 节中看到的那样， ( 只有 ) 执行会
导致空闲空间大小下降至阈值以下的内存分配操作，
( 才 ) 会触发垃圾收集。 因此， 要生成根快照逻辑，
只需考虑会发生这种情况的硬件状态。 所以， 不属
于这些状态的任何及寄存器或堆栈可被安全地忽略。

4.3. 跟踪
图 3 显示了跟踪引擎附带一个指针内存 ( 与某个对象
中的单个指针字段相对应 )。 该跟踪引擎提供的应用
程序接口与图 1 中的内存分配 / 释放 (malloc/free) 式
内存管理器提供的应用程序接口相同 : 读 / 写地址、
写指针及指针值  – 唯一的不同就是外部接口 “释放地
址” 被更换为内部接口 “清除地址” ( 采用红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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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表和使用过的映射表。
如果标记了一个对象， 则其使用过的映射表条

目就被设置为 10。 如果没有标记一个对象， 并且
该对象的使用过的映射表条目为 10( 即图中的 “与”
门 )， 则使用过的映射表条目就被重置为 00。 尽
管只使用了 3 个状态， 但通过选择特定的比特组合
模式还是可以避免关键路径上不必要的逻辑。 而产
生的信号还被用来控制是否即将将当前的清扫指针地
址释放的状态。 如果释放， 则会将该地址推入到空
闲堆栈中， 并通过与标记引擎连接的 “清除地址”
端口被输出， 这样正在被释放的数据值就被归零。

注意， 由于只会在清扫过程中发生清除， 因
此在清除与标记过程之间的时间内跟踪引擎中的指针
内存端口上就不存在竞争。 而且分配和释放可能在
同一个循环中发生： 利用先读后写模式访问栈顶地
址， 并将栈顶地址返回为 Addr Alloc’ d( “地址已
分配” )， 之后就会将新释放的对象推回。

当分配一个对象时， 标记映射表中该对象的条
目不会被设置 ( 否则， 必须实施额外的互锁机制 )。
这表明， 跟踪引擎在其标记流水线上 ( 通过堆中新安
装的指针 ) 可能遇到了新分配的对象， 尽管最多一
次，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这些对象随后会被
标记。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 这也会
影响到 WCET 分析。

5. 实时性能
首先， 我们注意到由于我们的实时收集器的设计允
许在同一个循环中无条件地进行赋值和垃圾收集，
因此除非专门为堆分配的资源不足， 否则最低的应
用程序利用率 ( 或 MMU7) 就为 100%。

而且， 由于我们可精确到 ( 机器 ) 时钟周期分析
最差情况下的性能表现， 因此与基于软件的垃圾收
集器不同 5, 11， 我们的垃圾收集器系统是完全确定性
的系统。

假设 R 为根的最大数量， N 为堆的大小， 则在
最差情况下垃圾收集器花费的时间 ( 以时钟循环为单
位 ) 为：

下一个要标记的对象总是从更长的那个队列中获
取。 当只有一个对象需要进入队列中时， 就将其置
于较短的那个个队列中。 利用此中设计， 我们将这
两个队列中的每个其大小规定为 3 N/8 + R( 其中 R 为
根的最大数量 )， 这样就保证了这两个队列永远不会
溢出。

每个时钟循环后， 会从队列中删除一个指针，
并且检查被取回的对象中的两个指针， 并对其进行
潜在标记， 将其排入到队列中。

为了将因写屏障导致的干扰降低至最小， 我们
的设计采用了两个写屏障寄存器。 而只有在形成了
引擎对后才会处理写屏障值， 再加上存在两个标记
队列的实际情况， 因此， 即使应用程序每个时钟循
环执行一个写操作， 这两个标记引擎也可以每隔一
个循环向前推进。

跟踪的结束及 WCET 效应、 标记结束的规则很
简单： 一旦将最后一个对象从标记队列中挤出 ( 两个
标记队列都变为空队列 )， 跟踪引擎将需要耗费 2 或
3 个周期完成当前的流水线任务。 如果堆返回的两个
指针为空， 则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需要读取标记位，
因此在第二个周期内就会结束标记过程。 否则， 会
读出非空指针的标记位， 确保两个指针都被标记，
在这种情况下， 在第三个周期中结束标记阶段。

由于按快照性质， 在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期后达
到的写屏障值要么必须是新分配的要么是通过跟踪堆
被发现的， 因此这些值就能被忽略。

但是， 注意一些 ( 真实的 ) 数据结构， 尤其是
链表会导致不正常的性能表现。 在这些性能表现中，
会标记一个指针并将其从队列中移除， 这样表面上
看队列就为空队列， 之后 2 个循环过后， 会将链表
的下一个指针排入到队列中。 因此， 虽然流水线能
继续保持每个循环标记一个对象， 但仍然会产生流
水线气泡， 从而降低吞吐量。

4.4. 清扫
一旦跟踪结束， 就开始清扫阶段， 在此阶段中，
将内存回收。 图 4 显示了高级设计。 清扫引擎也
会处理内存分配请求并对指向空闲内存的指针的堆栈
( 空闲堆栈 ) 进行维护。 此处的标记映射表与图 3 中
的标记映射表相同。

当由应用程序发出的内存分配请求到达时， 将
会使用栈顶寄存器将指向空闲对象的指针从空闲堆栈
中移除， 堆栈指针自减。 如果堆栈指针值下降至某
一水平以下 ( 我们通常采用 25% 作为阈值 )， 则通过
让与根快照引擎连接的垃圾收集器信号电平升高来触
发垃圾收集操作 ( 图 2)。

从空闲堆栈中推出的地址就返回给 “地址已分
配” 端口上的应用程序。 该地址也用来将使用过的
映射表中的对象条目设置为 01，表示“新分配” ( 及
“黑分配” )。 值为 00，则表示该条目 “空闲”，
在这种情况下该对象位于空闲堆栈中。

当跟踪结束后， 就会在下一个周期中开始清扫。
清扫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扫描过程。 清扫指针被初始
化为 1( 由于插槽 0 为空 )，并且在每个时钟周期后 ( 除
了被内存分配抢占外 )， 会将扫描指针提供给标记映

图 4. 空闲堆栈及清扫引擎

B

A

Stack Top

Alloc

Addr
Alloc’d

Address Allocated

Sweep
Pointer

Mark
Map

GC

Address to Free

Free
Stack

M
U

X

Addr
to Clear

B

A

t k T

SweSS ep
Pointer

M
U

X

Used
Map

=10?



研究要点

 

106    ACM 通讯    |   2013年12月   |   第  56 卷   |   第  12 期

如果为一个链表， 则 B = 2m。 如果为三个链表
并且其中每个都带有自己的根， 则 B = 0。 我们假定
对于被看作是一个无后向边的森林， B 的边界值为宽
度 1 的层数加上宽度 2 的层数 ( 当宽度为 3 或更大值
时， 就有足够的并行性将 3 级流水线保持在满状态，
并且避免延迟 )。

利用这些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估算数据， 我们就
可以计算出最差情况下收集执行时间 (WCET) 的边界
值， 公式为：

 (3)

5.2. 最小堆大小
一旦知道了最差情况下收集执行时间， 我们就可以
求解出收集器可以实时性能表现 ( 零延迟 ) 运行的最
小堆大小。 注意如果将堆大小选择为低于此最小值，
内存分配程序可能会遭遇内存不足的情况。 作为起
始值， 对于实时数据必须有 m 个对象。 在发生耗
时为 Tmax 的收集操作发生的同时， 可再分配 aTmax 
个对象。 但是， 当一次收集操作启动时， 上一个
循环内可能还存在 aTmax 个未被收集的垃圾。 因此，
最小堆大小应为

Nmin = m + 2a Tmax  (4)

如果我们将方程 (3) 中 Tmax 的与大小无关部分表示为

则我们可求解出

 (5)

6. 实验方法
由于我们第一个实现了此类收集器， 我们就不能利用
一系列先前存在的基准测试程序进行评估。在本文中，
我们利用实质为双端队列的会进行大量分配操作的微基
准测试程序的结果， 而这种队列在许多应用中都常存
在。 在我们的硬件描述语言实现中， 可通过压入和取
出操作将双向链表修改至前端或后端。 测试工作负荷
包括在将最大实时数据量保持在接近但不超过 8192 的
水平的一系列伪随机序列的此等操作。 由于对列表元
素几乎未进行任何计算， 因此次基准测试程序在分配
操作上非常耗费工作量。 而且， 这种数据结构为线性
数据结构， 能防止收集器利用图分列。 这两个因素组
合在一起， 就为收集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必须注意到由于在硬件上具有非常高的确定度，
并且在我们的收集器实现中， 此类微基准测试程序能
比在软件中运行的基于 CPU 的收集器的典型评估更准
确地显示收集器性能全貌。 采用这类基准测试程序，
无缓存效应、 无时间分片并且无中断。 由于不存在这
些更高阶效应， 因此内存管理 API 就能在精确到时钟

T = TR + TM + TW + TX + TS + TA  (1)

其中， TR 为对根进行快照获取的时间， TM 为用于
标记的时间 ( 以时钟循环为单位 )， TS 为清扫时间，
TW 为标记过程中因写屏障损失的时间， TX 为在标记
过程中将新分配的对象标记为黑而损失的时间， TA

为在清扫过程中分配损失的时间。
在最差情况下， 在对应用程序无任何了解的情

况下，

TR = R+2 TM = 3N + 3 TW = 0 TX = 0 TS = N

这些参数量取值理由如下 ： 在快照阶段， 我们每
个循环可将一个根放入到标记队列中， 再加上该阶
段开始和结束各需要一个循环， 因此对 R 各跟获取
快照所化的时间就为 R+2( 个时钟循环 )。 在标记过
程中， 被配置为会导致标记流水线对每个对象延迟
两个循环的链表的堆中有 N 个对象， 再加上标记
过程结束需 3 个循环， 因此 TM 就为 3N+3。 清扫
过程没有受到应用程序特征的影响， 因此 TS 始终
为 N 个循环。 由于写屏障的工作所花的时间与垃圾
收集器被延迟的时间是重叠的， 因此在最差情况分
析中没有考虑应用程序写屏障对收集器占优的时间
(TW)。 用来对新分配的对象标记为黑的额外标记操
作所化的时间 (TX) 也与延迟循环重叠， 因此 Tx 也
为 0。

我们的设计允许每一个循环进行一次分配操作，
但分配操作会对清扫阶段进行抢占， 这也就意味着
只有在短脉冲中才可保持分配速率的稳定。 可维持
的最大分配速率为 0.5， 否则在清扫结束前， 堆内
存会被耗尽。 因此 TA = N 且

Tworst = R + 5N + 5 (2)

5.1. 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分析
一般来说， 实时分析可利用到至少一些专门与应用
程序有关的知识， 在涉及到基于硬件的系统时， 尤
其如此。 幸好， 此类系统的结构能更可能实现以下
目的 ： 即例如通过研究综合设计中每个始终循环内
操作的次数来将此类因素 ( 即专门与应用程序有关的
知识 ) 量化至非常高的精确度。

设 m 为每个时钟循环赋值操作的平均次数 (m ≤ 
1)，a 为每个时钟循环分配操作的平均次数 (a < 0.5)，
而 m 为任意时刻堆内实时数据对象的最大数量 (m < 
N， 则我们可更准确地估算出以下参数量的值。

注意对于 a 和 m， 都只能在被保证小于等于它们影
响的阶段时间的时间窗口上对它们求平均值， m 为
一个安全的窗口大小值。

最大的不精确度仍然是因为标记阶段流水线的延
迟而导致的， 由于存在这些延迟， 最差情况下和平
均情况下的性能表现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因此， 我
们设 B 为流水线延迟次数 ((0 ≤ B ≤ 2m)， 则关于标
记时间的界限可更精确地表示为 T″M = m+B+3 ( 以及
T″X = a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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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其始终频率在所有设计点下也比内存分配操作
的时钟频率要明显低 (15%-39%)。 另一方面， STW
与 RTGC 之间的差别较小， RTGC 通常时钟频率更
高一些。 无论内存管理为何种形式， 时钟频率都会
随着堆大小的增大而下降。 但是， 正如我们将在下
文中看到的那样， 整体时钟频率可能会受到应用程
序逻辑而非收集器逻辑非常大的约束。

7.1. 吞吐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在无应用程序情况下内存管理
的开销， 接下来我们会研究将内存管理器与双端队
列微基准测试程序 “关联” 在一起的情况下会发生
些什么。 在上一节中， 我们重点关注了各种不同的
内存大小对静态芯片资源的影响， 而不同的是在本
节中我们将使用单个最大实时数据集 m = 8192( 如前
所述 ) 的跟踪程序来重点关注更小范围的内存大小。
之后， 我们以 m/10 为梯度将堆大小 N 从 m 调节至
2m。 随着内存的逐渐耗尽， 我们也将精度增大到
m/100， 以显示在非常苛刻条件下系统的性能表现。
每个设计点对要求对会影响频率、 功耗和执行时间
的硬件设计进行完全的综合。

图 7 显示了所有 3 个方案下随堆大小变化的基准
测试程序的吞吐量。 为了理解各种影响之间的交互作
用， 我们通过循环持续时间以及物理时间 ( 因为可综
合分析的时钟频率是变化的 ) 的形式研究了吞吐量。
双端队列基准测试程序表现出的性能不同。 由于其
分配速率和赋值速率更高 (a = 0.07 以及 m = 0.13)，
因此其对收集器的活动要敏感得多。 正如在图 7(b)
中看到的， 即使在堆大小点 N = 2m 处， STW 收集
器消耗的时钟循环也明显更多， 在 N = 1.1m 处增加
到几乎总时钟循环的双倍。 相反， 由于 RTGC 是滞
后于应用程序的， 因此在其开始在 N = 1.4m 处遭遇
到延迟循环 ( 非实时性能表现 ) 之前， 其耗费的时钟
循环稍微比内存分配少。

双端队列基准测试程序的逻辑非常简单， 因此
由垃圾收集器引入的对频率的限制都被放大了。 在
图 7(b) 中可明显看出这种效应： Malloc 会在更高的
频率下进行叠加， 利用这一特性， 就可对 RTGC 的
微弱优势 ( 耗费更少的时钟循环 ) 进行补充， 并且平
均耗费 25% 更少的时间。 而 STW， 由于收集是同
步进行的， 因此始终频率更低并且需要耗费额外的
时钟循环， 这两个影响组合在一起使 STW 受到的影

周期的级别上捕捉到收集器给应用程序带来的性能表现
及应用程序给收集器带来的性能表现。 对此， 我们通
过采用实验方法证明收集时间及最小实时堆大小 (第5.1
节 ) 这些估算数据具有极高准确度来予以证明。

对于三次实现的内存管理程序 (Malloc 式垃圾收
集器、 stop-the-world 垃圾收集器及实时垃圾收集
器 )， 我们将每种给定的微基准测试程序与其中每
个垃圾收集器配对。 另外， 我们对这些配对组合设
置一些参数， 如迷你堆的大小， 对于收集器， 则
采用收集操作开始时的触发水平 ( 虽然对于大多数
用途， 我们直接将触发水平设置在空闲空间水平为
25%)。 我们将这些参数称之为设计点。

我们使用 Xilinx Virtex-5 LX330T15 上的 Xilinx ISE 
13.4 综合工具完成了我们的实验， Xilinx Virtex-5 
LX330T 为 Virtex5 LXT 产品线内最大的 FPGA 芯片。
LX330T 含 有 51,840 个 逻 辑 片， 以 及 11,664Kb 
(1.45MB) 的 BRAM。 该芯片采用 65 纳米工艺制造，
理论上能达到 550 兆赫兹的时钟频率， 但实际一般
在 100 与 300 兆赫兹之间。

7. 评测
我们通过检验 3 种内存管理器 - 内存分配 / 释放式
( “Malloc” )、 采用了 “停止一切操作” 算法的垃
圾收集器 (“STW” ) 及实时并发式收集器 (“RTGC” )
的开销来开始对其的评估， 开销采用消耗的静态资源
量来衡量。 为此， 我们排除其他任何应用程序的使用
情况下对内存管理器进行分析。 这样做， 我们可以准
确了解到内存管理本身的开销， 并能对实际应用程序
的性能设置上限 ( 因为它们只能使用更多的资源或导致
时钟频率下降 )。

我们对堆大小为 1K 至 64K( 分别为 2 的倍数 ) 个
对象的设计点进行评估。 为此， 我们采用了对象带
有两个指针和一个 32 位数据字段的对象布局。 为了
简便起见，我们忽略了非 BRAM 逻辑资源的使用率。
对于所有情况， 注意到对所有 3 个收集器变体及在
所有堆大小下逻辑资源消耗量低于 1% 就已足够。

图 5 显示了 BRAM 消耗量。 由于我们对堆的大
小选择了以 2 为倍数， 因此最大的堆只利用了 60% 的
BRAM 资源 ( 当然， 也可以选择其他堆大小 )。 在更小
的堆大小级别上， 垃圾收集器消耗的 BRAM 资源最多
比内存分配操作多 80%。 但是， 在实际的堆大小级别
上， 此值会下降至 24%。 另外， 由于实时垃圾收集器
需要额外的宽度为 2 比特的 Used Map 来处理并发内存
分配， 因此其所需的内存资源比 STW 垃圾收集器多大
约 2% 至 12%。 而碎片是显著但不是主要的因素， 对
于内存分配，碎片率为 11% 至 31%，对于垃圾收集器，
为 11% 至 53%。 和上一例一样， 在更大的堆大小级别
上， 碎片率会下降。 如果更谨慎地选择堆大小， 比如
不一定要选择以 2 为倍数， 而是注意到 BRAM 大小可
以 18Kb 为倍数， 就可避免一定的浪费。 但是， 在对
BRAM 进行分片的过程中一定的碎片是固有存在的， 因
为这些 BRAM 是被链接在一起的，以形成更大的内存。

最后， 图 6 显示了在不同设计点下时钟频率综
合分析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垃圾收集更复杂的
逻辑所产生的明显影响： 即使其消耗相对较少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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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性能表现， 因此我们将堆大小选择得比之前图
表中要小得多 ( 接近方程 4 中的 Nmin)。 为了方便起
见， 我们将堆大小表示为最大实时数据量的分数即
(N/m)， 因为按 m 和 N 考虑时， 我们的边界值几乎
是线性的。

垃圾收集花费的平均时间始终比最差情况下预
测的平均时间短， 对于两种程序， 实际相差大约
10%。 另外， 我们也将基准测试程序经历的延迟时
间量显示为总时间的分数值。 在更大的堆大小处，
不存在延迟。 随着堆大小的减小， 会到达一个垃圾
收集器出现延迟并且应用程序的分配请求无法得到
满足的时间点。 对于需进行许多内存分配操作的双
端队列基准测试程序， 失败点位于 1.43 × m 处。
我们预测的 N min 值为 1.457， 刚好位于实际的失败
点上方。

由于平均的垃圾收集时间包括一个程序多个阶段
的时间， 因此其会明显短于最大垃圾收集时间。 我
们看到， Tmax 与垃圾收集时间之间的差值从 10% 缩
小至 2%， 当考虑最长垃圾收集时间而非平均收集时
间时， 就缩小至 6%。 而在空间方面， 由于只有在
堆在每次收集时是充足的情况下， 堆空间才充足，
因此 Nmin 只有在最差情况下才具有优势。 空间边界
值在延迟发生时在 3% 以内， 因此我们不仅对我们
的时间边界值和空间边界值进行了实际验证和确认，
而且还证明它们是紧密的。

综上所述， 由于清扫阶段所花的时间更短， 因
此单次垃圾收集所花的时间会随着堆大小的变小而缩
短。 由此看来， 我们可能会感到惊奇的是即使在将
堆大小设置到 Nmin 以下时这种规律也是成立的， 但
是， 堆大小减小至此安全点以下会导致应用程序出
现延迟， 但对收集器毫无不利影响。 实际上， 由
于应用程序被延迟， 其再也不会干扰到收集器， 而
是会额外地加快收集的进行， 虽然加快的作用较微
弱。 当然， 由于我们的总体目标是避免应用程序延
迟， 因此采用此种方案进行操作是不明智的。

8. 相关工作
本文对相关工作只进行简要摘要介绍， 更多细节和
引用文献， 读者可参阅我们完整的文章 6。

关于采用可配置硬件支持高级内存抽象的文献
和工作极少， 而关于垃圾收集的则没有。 Simsa 与

响甚至更大。 平均来说， RTGC 的时钟频率比 STW
快 14%， 并且绝不会导致应用程序中断。

从这些测量数据上看，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令人
惊喜的趋势， 这些趋势与对软件类收集器预期采用
的取舍策略 ( 牺牲设计上的灵活性换取性能上的提
升 ) 完全相反。 RTGC 实际上速度更快， 确定性
更高， 并且所需的堆空间比 STW 少！因此， 由
此看来， 我们毫无理由使用 STW 收集器， 因为
通过硬件实现并行性的天然优势完全取代了传统的
在延迟与带宽之间做取舍的策略所能带来的性能上
的提升。

而且， RTGC 允许应用程序在更小的实时数据集
下运行， 这种数据集比采用软件实现的实施收集器或
stop-the-world 收集器可能的最大实时数据集 m 小很
多倍。 RTGC 还只比 Malloc 慢一点点， 这表明抽象
化的代价是相当可接受的。 我们没有显示其他应用程
序的结果， 但注意到， 如预测的那样， 这种性能上
的差距会随着应用程序变得更加的复杂而缩小。

7.2. 实时边界值的验证和确认
我们对我们的并发收集器进行的设计和分析精确到了
时钟周期级， 因此我们可通过期望收集器的时间边
界值和空间边界值都被完全满足来对它们进行验证和
确认。 图 8 显示了垃圾收集实际花费的时间以及分
析过的上限值 ( 即方程 3 中的 Tmax)。 注意， 此图显
示了垃圾收集所花的平均时间爱你及最长时间。 由
于在本节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垃圾收集器在压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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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测量数据表明， 在硬件上， 实时收集器速度
更快、 延迟更小 ( 为零 )， 并且可在更少的空间内有
效运行。

但是这种性能及确定性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代
价就是我们的收集器只支持一种固定的对象布局。
要支持具有更多指针的更大的对象， 直接对我们的
设计进行扩展即可， 但是要支持多种对象布局， 则
挑战性更大， 但是我们认为可以在不牺牲基本优势
的条件下达到这一点。

对集成到硬件上的程序进行垃圾收集是实用并且
是可以实现的！

致谢
对于 IBM 研发中心的 Liquid Metal 团队成员贡献
的见解、 基础设施及富有激励性的工作环境， 我
们表示感谢： Joshua Auerbach、 Ioana Baldini、
Stephen Fink 及 Rodric Rabbah. 

Singh14 探索了将 malloc/free 式内存管理器利用到
VHDL 或 Bluespec 中的 C 子程序的编译。 LEAP 高
速暂存存储器 1 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的内存抽象， 该抽
象提供了 BRAM 接口， 但在结构过大而无法适应的
情况下使用了片外 RAM， 并且很显然地使用了片上
BRAM 作为缓存。 此种系统可与我们的系统耦合在
一起， 提供更大的虚拟化的内存， 虽然会牺牲掉一
定的确定性和吞吐量。

Meyer12 开发出了一种专用的处理器， 以及
Altera APEX FPGA 芯片上相关的垃圾收集协同处理
器。 但是， 我们的设计和目标与他们是非常不同
的。 Meyer 的收集器用于在 DRAM 中分配的通用内
存堆， 以及运行在常规 CPU 中的程序。 此种收集
器采用经过微编码的协同处理器实现， 常规的 CPU
经过修改后， 就获得了对指针的专门支持。 由于
这种方法是一种通过硬件实现软件的方法， 因此停
顿会达到 500 个时钟周期。 相反， 我们的方法是
一种完全可定制的逻辑， 以紧密得多的方式与内存
集成在一起， 用于也集成到硬件中并且能在单个循
环中访问内存的 “程序”。 有赖于此优势， 我们
经历的停顿就为零。

另外， 还有垃圾收集式系统 9, 13， 在这种系统
中， FPGA 芯片参与到收集了垃圾的内存堆的操作
中， 但其本身并没有执行收集操作。 而其他人则设
计了专用 ASIC 芯片， 这些芯片可执行定制的收集算
法， 或提供一系列指令， 来加快通用性更强的一类
算法的速度。 这类系统有着根本上的差异， 因为堆
是位于 CPU 上而非 FPGA 上。

9. 结论
我们已经描述了第一个将完全集成到硬件中的垃圾
收集器的设计、 实现及评估。 而实时垃圾收集器
导致在任何时钟周期中都不会与应用程序程序相干
扰。

由于我们的实现非常的谨慎， 因此就允许我们
采用了封闭式的分析方法， 求解出了垃圾收集器的
最差情况执行时间 (WCET)， 以及达到实时性能表现
所需堆大小的下限。 这些边界值也精确到了时钟周
期级。

在软件上， 在 stop-the world 于实时垃圾收集器
之间在吞吐量、 延迟及空间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取舍。

图 8. 垃圾收集持续时间及空间使用率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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