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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封面：

当好奇号火星车于 2012
年 8 月在火星降落时，
对于 NASA，尤其是负责
从 3.5 亿英里外的地球继
续控制火星车的软件团队
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壮
举。本期封面向造就这一
里程碑式且默默无闻的
英雄们 － 即飞行软件团
队成员致敬。仔细阅读的
话，您应能看到他们的
名字。封面插图由 Brian 
Greenberg/Andrij Borys 
Associat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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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世纪各家公司总是会
等待所在行业和竞争对
手对某项技术进行全面
审查后才会投资使用，
即使是经过广泛测试并

证实可行的技术也不例外。技术恐
惧者认为，过早投资是放纵、草率
的行为。而高管们也将较晚的技术
采用策略视作企业荣誉的象征。

如今，许多新兴技术都是现
成的，可立即进行部署。a 比如，
iPad 是现成的技术。Dropbox 是现
成的技术。Skype 是现成的技术。
ListenLogic 是现成的技术。Four-
square 是现成的技术。现成技术获
取方便并且经济高效。此外，现成
技术还经常不经企业 IT 团队的参
与便在公司内使用，尤其是在鼓励
业务部门和员工自行解决问题的联
合或分散性质的公司，情况更是如
此。附图总结了定义的技术采用和
现成技术采用，以及现成技术采用
的影响。它还提供了现成技术的一
些示例。 

技术采用
定义的采用。20 世纪的技术采用
模型是基于业务需求的诊断力和技
术成熟度。这种做法有一个假设条
件，即技术和业务需求在不断发展
演化，因此分阶段的技术采用最为

a 现成技术易得易取，只需最低限度的
支持，并且足够成熟，可为解决问题
立即做出重大的贡献。

适宜。过早部署被认为风险高、成
本高，因此没有必要。 

已定义的和经验证的业务需求
最被看重。围绕需求分析、需求建
模和需求验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行
业。相关的书籍、文章、会议和研
讨会随处可见。大家的普遍看法是，
业务需求建模和验证是技术采用的
先决条件，还需要有明确的 TCO
和 ROI 结果的结构化示范应用方足
以证明部署的合理性。新技术还必
须与现有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体系架
构整合并实现互操作。如果不能经
济高效地实现整合，技术采用经常

会停止。如果整合情况良好，那么
将会定义一个结构化的过渡期来测
试和部署新技术，然后才能将该技
术投入生产应用。最后，新技术也
与老技术一样，需要持续的支持和
昂贵的更新。

采用现成技术。如今，技术采
用过程已截然不同。b 需求往往未经

b 并非所有的技术采用都归入“现成采
用”类别。仍然有许多“定义的采用”
项目注重长期的需求分析、测试和分
阶段部署所具有的价值。大型企业应
用程序，如 ERP、CRM 以及网络与系
统管理等，都属于“定义的采用”类别。
但并非所有技术都应相同对待：一些
现成技术可立即投入使用，无需经过

观点 
现成技术
快速追踪新兴商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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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宣布它们“安全”时，它们已
部署很长一段时间了。cBalfour Be-
atty、Luxottica 和 RehabCare 也发
生了类似的情况。d 同样的情况也正
在银行业、咨询业和零售业发生。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无法阻止了，
正如许多公司在禁用社交网络时所
发现的一样。e 

c 像 iPad 未经 IT 部门批准便进入企业的
案例数不胜数。请参阅 T. Kaneshige，
“iPads in the Enterprise:IT Must Stay 
Ahead of the Curve”，CIO Magazine
（2012 年 5 月 1 日 ）(www.cio.com/
article/705379/)；以及S. Ludwig，“The 
iPad is an Incredible Tool for Work—
If Your IT Department Will Allow 
It”，VB Mobile（2012 年 1 月 4 日）。
Shire 案例记录于 S.J.Andriole 的文章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y 
at Shire Pharmaceuticals”，Acentio 
Group，2012 年 12 月。 

d 请参阅 M. Rosoff，“Huge Construc-
tion Firm Uses iPads and Apple TV to 
Save Millions”，CITEworld（2013
年 3 月 28 日），以及 S. Ludwig (http://
bit.ly/1hP0NhP)。

e 请参阅 J. Bughin 与 M. Chui，“How 
Social Technologies are Extending the 
Organization”，McKinsey Quarterly
（2011 年 4 月 ）；(http://bit.ly/JiBP-
Jr)。另请参阅：“54% of Companies 
Ban Facebook, Twitter at Work”，
ComputerWorld（2009 年 10 月 6
日）；以及 K. Bhasin，“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Banning So-
cial Media Sites At Work More Than 
Ever”，Business Insider（2011 年 9
月 6 日）；http://bit.ly/JaNkBV。

定义并且是由采用技术解决各种问
题的“员工 - 消费者”所驱动的。
而这些技术的获取，有时甚至包括
支持，是完全在企业防火墙之外进
行的。消费者驱动的需求分析、探
索和发现是现成技术采用的支柱。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所述的受
控试点很大程度上只是特定的机会
主义实验，通常不论是否获得企业
IT 部门的批准，都会很快进入到技
术部署。  

示例。此处的图中列出了多种
已经在多个垂直行业用于解决各种
问题的现成技术。新的管理流程非
常重要，因为现成技术经常会绕过
IT 部门以及特定垂直行业需遵从的
政策和制度，例如制造、制药和金
融服务等垂直行业。事实上，每一
个行业都已准备就绪，尽管在官方
或非官方地采用新技术时必须谨记
合规性和安全性。

现成技术的清单包括如下，但
请注意此清单并不详尽，仅列举了
数量不断增多的现成技术中各家公
司快速采用的一部分：

 ˲ 自带：设备、应用程序、数据等 
 ˲ 平板电脑（例如 iPad） 
 ˲ 智能手机（例如 iPhone） 

长期的需求分析、测试和分阶段部署
这一过程。 

 ˲ 内容共享（例如使用 Dropbox） 
 ˲ 移动和其他应用（来自应用商店） 
 ˲ 社交网络（例如使用 Listen-

Logic）
 ˲ 视 频 电 话 会 议（ 使 用 Face-

time、Skype） 
 ˲ 视频共享和营销（使用 You-

Tube） 
 ˲ 位置服务（使用 Foursquare） 
例 如， 在 Shire Pharmaceuti-

cals，现成技术便通过高管层成功
进入公司内部：在公司 IT 部门尚
未评估技术的可靠性、安全性和
TCO/ROI 之前，Shire 的专业人士
们便已经开始使用 iPhone、iPad、
Skype、ListenLogic 和 Dropbox
了。等到 IT 部门宣布这些技术“非
标准”、不安全时，已经有上百台
iPad 在 Shire 部署使用了。公司 IT
部门四处检查，但大家宁愿保留其
iPad（和其他设备）。当 IT 部门

采用现成技术能够尽可
能早地释放出新兴技术
的力量。

现成技术。

定义的采用

•  已定义的业务驱动需求
分析与验证

•  部署前全面的技术示范
应用

•  需要将新技术整合到现
有的技术体系架构

•  试用期来测试和整合新
技术

•  持续支持与更新需求

现成采用

•  定义的和未定义的消费者
驱动需求分析与探索

•  不受控、自组织的技术试点

•  有限或者不需要将新技术
整合到现有技术的体系架构

•  通过云提供商的快速部署
和交付

•  有限的支持与更新需求

影响

•  加速的技术采用

•  “快速测试 /低代价测试”
试点的增加

•  快速的、技术驱动的业务
流程变更

•  改善的技术 TCO/ROI，尤
其是避免了大量的整合、支
持和更新成本

•  企业信息技术管理的重大
变化

示例

•  自带：设备、应用程序、
数据等 

•  平板电脑（例如 iPad）

•  智能手机（例如 iPhone 和
Android 手机）

•  内容 / 文件共享（例如使
用 Dropbox）

•  移动应用（来自应用商店）

•  社 交 网 络（ 使 用
Facebook、Twitter、Flickr等）

•  视 频 电 话 会 议（ 使 用
Facetime、Skype）

•  视频共享和营销（使用
YouTube）

•  位 置 服 务（ 例 如 使 用
Four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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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社交媒体、文件共享
以及视频会议（及其他技术）在
Shire 和其他公司的部署恰恰证明
了技术采用可以多么迅速。（事实
上，iPad一上市，便有93%的《财富》
100 强公司立即采用。f）快速、创
造性的部署使得 iPad 能够合规地
用于解决一系列已知的和尚待发现
的问题。没有人会认为第一代 iPad
可能技术还不成熟，最好等到 iPad
二代、三代或四代上市后再采用。

社交媒体的快速采用是另一个
例子。一旦接收各种各样的社交会
话能够实现，各家公司便迅速寻找
技术合作伙伴（例如 ListenLogic
和 Radian6 [ 现已并入 salesforce.
com]），并开始挖掘有关其客户对
其产品及服务好恶的社交数据。g 

Dropbox 是一种云文件共享技
术。无数的专业人士使用 Dropbox
来存储和共享各种各样的文件。
Skype 和 Facetime 是广泛用于协
作和沟通的现成技术，甚至在拥有
昂贵的专有视频电话会议 (VTC) 系
统的公司也是如此。应用商店不再
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后途径，而是
专业人士在遇到问题时最先尝试的
途径。移动应用开发也在爆炸性发
展。Foursquare 是位置服务的现成
技术，YouTube 视频分享是可用于
培训和营销的现成技术。

影响。采用现成技术的第一大
影响是速度。采用现成技术能够尽可
能早地释放出新兴技术的力量。换句
话说，采用现成技术（尽管有时可能
会较为混乱）使我们能够“快速测
试 / 低代价测试”，并重新定义了整
个“试点”流程。通过引入应用于
旧流程的新功能，例如通过云文件

f 据苹果公司报告，93% 的财富 500
强公司已经部署或正在测试 ipad；
http://bit.ly/JiC6Mv。

g 参 阅 S.J.Andriole, V.J.Schiavone, 
L.F.Stevens, M. Harrington 及 M. 
Langsfeld，Social Business Intel-
ligence:Reducing Risk, Managing 
Brands & Defining Markets with Social 
Media (Ascendigm Press, 2013)，深入
了解社交商业情报所能扮演的业务角
色。 

共享（Dropbox）进行协作或者通过
Skype 和 Facetime 在旅行中看到对
方，它还能实现快速的业务流程建模 
(BPM)。然而，采用现成技术的最大
影响也许是它彻底改变了技术管理方
式。在二十世纪，技术管理通常是集
中或联合的方式。而采用现成技术却
是分散的方式。这意味着业务部门的
“员工消费者”无需企业或业务部门
首席信息官的“指导”，就可以掌控
技术，采用并利用技术所提供的功能。
这对于企业技术的获取和相关支持具
有深远的影响。此外，现成技术还对
传统的技术成本模型、定义和衡量服
务水平协议 (SLA) 的方式以及最终计
算 TCO 和 ROI 的方式带来了挑战。
现成技术非常的吸引人和富有成效，
同时还为技术整合、互操作性、可扩
展性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难题带来进
一步的挑战。

结论 
尽管仍然有许多技术需要经过传统
的采用流程，例如大数据分析、
ERP 和 CRM 应用程序，但是越来
越多的现成技术可立即投入使用。
这些技术中有许多是基于云技术、
实行开放源代码并且自由地存在于
企业防火墙之外。其中许多技术企
业专业人士可以轻松、成本低廉地
获得，因此它们会继续渗透到各种
类型、各种规模的公司中，而不管
首席信息官对它们的就绪性有何看
法。最后，现成技术几乎打乱了目
前所有的管理制度，因为它们能够
迅速发现、确定并解决越来越多的
企业问题。与其费力地试图重新恢
复秩序，首席信息官及首席技术官
应该反思一下有用技术是如何进入
企业的，并欢迎现成技术在解决问
题的流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
他们已没有选择。   

Stephen J. Andriole (steve@andriole.com) 目前担任宾夕
法尼亚州维拉诺瓦大学维拉诺瓦商学院会计与信息系统
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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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JS 是服务器端基于 JavaScript 的软件平台，
被用来搭建可伸缩的网络应用。虽然 Node 的流行成
功激怒了一些人，引来他们在博客上大肆抨击，指出
他们发现的缺陷，但它仍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众多开发
者的热捧。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未经检验的新平台，
Node 持续赢得了更多的皈依者。

2011 年，LinkedIn 卷 入 了 这 种 潮 流， 选 择 用
Node 重新搭建自己的核心移动服务。这个专业人士的
社交网站以前一直依赖 Ruby on Rails，也一直想提高
性能和可伸缩性。由于广泛使用了非阻塞的原语和单
线程事件轮询，看起来 Node 定会成功。

瑞安·达尔（Ryan Dahl，现就
职于资助和维护 Node 的 Joyent 公
司 ）于 2009 年创造了 Node.js，
不久之后，开发者开始利用这一平
台。 Node 采用了多半在 Web 应用
客户端中使用的 Java-Script 语言， 
为客户端的开发者搭起了一座桥
梁，让他们也可以开发对应的服务
器端功能。 

基兰·普拉萨德（Kiran Prasad） 
于 2011 年加入 LinkedIn，任职移动
工程部门的高级总监。他领导了公
司向Node的过渡工作。在服务器侧，
LinkedIn 的整个移动前端现在采用
Node搭建。普拉萨德（Prasad）承认，
Node 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佳工
具。不过，在分析LinkedIn的系统后，
普拉萨德和他的团队认为，采用事
件驱动的系统是提高效率的必然选
择。Node 不仅薄而轻，占用资源少，
还允许开发人员直接操作数据对象，
所以业界已竞相采用 Node。 

加入 LinkedIn 时，普拉萨德
已在 Palm 公司和 Handspring 公
司积累了多年的 WebOS 平台移动
应用开发经验，另外他还在移动
Web 软件公司作为独立开发人员
（Sliced Simple 的 CEO（首席执
行官）和 Aliaron 公司的 CTO（首
席技术官））工作过一段时间。为
了承担 LinkedIn 移动业务方面的
职责，普拉萨德可谓做了精心准备。 

本文中，普拉萨德与凯利·诺
顿（Kelly Norton） 和 特 里· 珂 塔
（Terry Coatta）讨论了 LinkedIn
选择 Node.js 时的各种考虑。在与
他人共同成立 Homebase.io 前，诺
顿（Norton）曾位列第一批利用谷
歌 Web 工具包（GWT）进行开发
的软件工程师。现在 Homebase.io
正在开发下一代营销工具。 

珂塔（Coatta）现为海洋学习
系统（Marine Learning Systems）
公司的 CTO, 该公司已成功开发了
面向海洋产业的学习管理系统 此
前，他曾任职于 AssociCom、 Vit-
rium Systems、GPS Industries 和 
Silicon Chalk 公司。

LinkedIn 中 的
Node 追 求 更
薄、更轻、更快

DOI:10.1145/2556647.2556656

   文章编写主导者  
         queue.acm.org

对话基兰·普拉萨德（Kiran Prasad）、 凯利·诺顿（Kelly 
Norton）和特里·珂塔（Terry Co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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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诺顿（KELLY NORTON）：  
能跟我们谈谈 LinkedIn 为什么决
定使用 Node.js 吗？

基 兰· 普 拉 萨 德（KIRAN 
PRASAD）： 过去，我们运行的是
基于进程的 Ruby on Rails 系统，
但是我们渐渐明白它的扩展方式与
我们的需要有所不同。我想，只要
你愿意砸的钱够多，你总能扩展，
但这明显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
径。而且，在移动模型的工作中 – 
存在众多的微连接 – 我们能看出，
倘若使用 Ruby on Rails 框架，基
于线程的方式会遇到难题。

我们还注意到 Rails 对性能的
冲击很大。由于我们执行了很多字
符串操作，当时使用的 Ruby 解释
器版本会一直痛苦地回收所有短字
符串对象产生的垃圾。另外，Ruby
也没有针对 JSON（JavaScript 对象

符号）转换进行特别的优化，而当
时我们的后端发出的和前端处理的
都是 JSON。 

很明显，Ruby on Rails 更像是
一个 Web 层次结构，它的真正价值
在于它为Web结构提供的模板功能，
以及它为应用和控制器提供的一些
框架概念但是，现在无论你在什么
时候做客户端的呈现，控制器和视
图实际上已经下移成为客户端的工
作了，这就是移动系统现在的情况。

在类似 LinkedIn 的公司中，
你会发现层次结构更大，对伸缩性
的要求也更高，然后你会开始突破
和分割模型。也就是说，在那一点
上你并没有真的进入 Rails 中的 Ac-
tive Record，因为你实际上最后不
得不下移一层，进入到其他的服务
器或服务中。这也意味着中间层开
始变得很薄，真正地聚焦于字符串
的操作上。

所以当我们真正开始面对这个
问题时，我们说，“感觉它已经不
是特别适合了。它的设计与我们现
在要完成的任务差别挺大的。”这
样的话，我们用什么来代替它呢？ 
新的东西必须基于事件，擅长字符
串操作，还要又轻又块又好用。我
们一开始看了 Ruby 中的一些事件
框架，比如 EventMachine，还有
使用 Python 的 Twisted。但是，在
我们开始反复核实这些方案时，好
像没有什么主流的基于事件的 Java 
框架。虽然现在Play比以前更流行，
但 2011 年初我们进行分析时，由
于某种原因，我们没能注意到它。

诺顿：  除了事件驱动之外，
Node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吗？

普拉萨德： 我们对 Node 进行
了分析，在上面做了负载测试。当
时我们用它向外（如六个其他的服
务）发送请求，抓取数据，合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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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会觉得，构建诸如此类
的系统时，最佳的方法是采用更加
面向对象的语言。但是，接下来我
们看看视图控制器的情况，在移动
系统中，视图控制器会被一直推到
客户端。然后问题变成：留在中间
的是什么呢 ? 基本上你会发现只有
一些函数，它们高效地处理数据哈
希，然后规范化数据。那么现在你
只剩下规范化和一丁点的聚合了。

我觉得，当时我可能真的没
法让人明白为什么我们选择 Node.
js。现在，用了 Node.js 几年后，
我们已经完全明白，在这一层中， 
Node.js 恰好充当了你的前端（实
质上现在已经在客户端了）和后端
（现在恰好是你的数据模型）之间
的胶水，偏向函数的语言其实是最
佳选择。如今，我们所有的后端应
用都用 Java 编写，我们现在使用的
所有 Java 层次结构也更为偏向基于
进程的特性。

珂塔： 有了在中间层使用
Node.js 的经验以后，你会考虑在
后端使用它吗？

普拉萨德： 现在我们正在着手
构建一个专用于移动的数据存储。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分析了我
们是否应该使用 Node.js 和 JavaS-

据，然后弹出并返回数据，这些都
很简单。我们就这样让它跑到了约
50,000 QPS（每秒查询量）。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发现 Node 比我们
以前一直使用的框架大约快20倍，
而且它占用的内存还更小。 

很明显，除了技术方面的好
处，Node.js 还具有更多的优势。
很多人都懂 JavaScript 语言，写 Ja-
vaScript 代码也不难。另外，当时
Node如日中天—现在也还是这样，
那当然更好。从某种角度来说，这
让招人变得更加容易。

特 里· 珂 塔（TERRY COAT-
TA）： 你刚才说，你已经不再使
用 Ruby 中的 Active Record 作为
你的模型表示，但是很明显，最
终还是需要东西容纳模型。你已
经用了这个体系结构来处理模型，
你为什么不选择也用它来处理中
间件呢？

普拉萨德： 模型基本上围绕对
象而设计，这是它的特点。他们有
属性；有方法；结构清晰，采用了
静态类型；而且，你会想创造一种
环境，让他们变得非常稳定实在，
然后你能透彻的了解每个对象。我
们第一次接触面向对象的设计时，
老师教我们的恰恰就是这种方法。 

基兰·普拉萨德（KIRAN PRASAD）

Node能那么快，那
么好，是因为它轻，
它薄。它里面几乎没
有任何东西，所以你
加在它上面的每一个
微乎其微的东西，你
想在它上面使用的每
一个其他的Node模
块，都是有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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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pt 来构建它。结果却发现团队想
要一些更精确的东西—或者说强类
型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其
实一直都想摆脱那些传统的编程思
想，比如采用更偏向静态类型的方
式，但是团队明确地希望能够定义
对象，添加方法和属性，而且还必
须确保这点，这样就没人可以把它
搞乱。他们不想随便来个人就把那
个原型夺走，或动上面的任何东西。
不过，从性能的角度来说，我倒是
希望尝试更偏向事件驱动的框架。
现在，我们正在内部使用 Rest.li 做
一些后端和数据存储的工作，因为
我们真的相信事件驱动的玩意已经
改变了我们的架构。 

珂塔： 在观察 Node.js 带来的
性能提升时，你有没有用你当时考
虑作为中间件层的其他语言构建轻
量级的原型？ 

普拉萨德： 我们曾尝试了事
件 驱 动 的 框 架 EventMachine 和
Twisted，使用 Ruby 和 Python 做
了原型。在给定原始吞吐量后，
证实了 Node 比 EventMachine 和
Twisted 都要快 2 至 5 倍，这点很
关键。另外，Node 还有一点让我
们更为动心，也让我们坚定了决心
使用 Node。我们的工程师只花了
两到三个小时就写好了 Node 的原
型，但是 EventMachine 和 Twist-
ed 的原型却颇费周折，时间花了一
至两天，原因只是我们需要下载数
量庞大的各种类库。

比如，你需要确定使用的不
是 Python 的标准 HTTP 库，而是
Async HTTP 库。这类琐事对工作
的方方面面影响很大。只要我们想
干点什么，我们就不能使用标准的
Python 库。相反，我们只能使用特
殊的 Twisted 版本。对 Ruby 来说，
情况也一样。同社区里面的很多人
一样，我们发现，相比之下，Node
的入门简单得多，在默认的状态
下，你想要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恰好
就位。不仅如此，使用 Node 以后，
我们构建东西的速度要快很多，这
点也相当重要。这也是另一种形式
的性能，对吧？开发者的开发效率
在某些场合也很重要。

另外，内存的占用情况也是其
中的一个因素。我们观察了 VM（虚
拟机）在各种语言平台下的工作情

但是这两个函数（A 和 B）并没有
使用相同的函数接口与 Profile（基
本信息）或Companies（公司）交互。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同 Compa-
nies（公司）交互的过程中出现了
一个错误，我必须得介入，然后在
两个地方进行修复。如果我需要添
加日志记录来观察所有的实例，查
出当时正与 Companies（公司）进
行交互的那个实例，由于东西没有
那么集中，所有的东西就没能理的
很顺。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构建对象
层，我们也开始意识到，至少对于
各种 RESTful API 来说，在要交互
的每一种资源类型前面，我们都得
加上一组函数。这有点像为接口做
了下代理。这点是我们在整个过程
中学到的东西之一。通过创建了一
层新的抽象层，我们现在正在开始
解决这一问题。

珂塔：刚才你提到了你要重
构代码来再加一层。如果把现在
重构方面用的时间也考虑进去，
你会觉得，与使用其他方法相比，
构建自己的代码库最终用的时间
也相差不大？

普拉萨德： 我觉得不会，因
为它不仅仅指编码本身所花的时
间。它还包括进程其他的方方面
面。比如，编写应用，然后输入
“Node”运行应用的时候，真的
只要 20 到 100 毫秒，它就能跑起
来。要是用 Ruby 的话，让 Rails
控制台运行起来有时候都会花上
15 到 30 秒。我也没准备说，无论
在什么时候，从编码的角度严格
来说 Node 用起来都会少一点。总
的来说，Node 就是构建得更薄、
更轻、更快。所以，最后的每一
小步，日常工作中的每一个细微
之处，最后都变得更快。

如果使用更加结构化的语言，
你还得负责其他的东西，比如编译
次数和生成次数。然后，到头来你
得生成基本支持热交换的环境。那
个环境已经跑起来了，但是 IDE 还
得能连上和操作运行环境。你几乎
只能这么做，因为启动应用，改点
东西，然后再启动应用需要的时间
太长了。Node 让整个这一系列问
题烟消云散，只是因为它太快了。 

当然，重构会增加编码的时间，
而且它也从我们一开始享受的那种

况，V8 JavaScript 引擎太棒了，让
其他的一切都忘尘却步。在利用这
种巧妙配置的情况下，我们测了每
秒 50,000 个 请 求（50,000 QPS）
的情况，在我们跑的时候，只用了
20MB 到 25MB 的内存。如果使用
EventMachine 和 Twisted， 由 于
无法使用标准类库，加载异步操作
所需的所有类库就会占用 60MB 到
80MB 左右的内存。仅仅在原始数
据的层面上，用 Node 跑起来就只
要占用大约一半的内存。

诺顿： 假如你有可能使用更像
“模型”的环境，最后你会觉得缺
了点哪方面东西呢？ 

普拉萨德： 因为利用了 JavaS-
cript 的函数本质，我们认为，一开
始就不需要把后端发出的所有东西
转换成一组对象和这些对象上的一
组方法。这也意味着，我们不需要
整理出对象的层级关系，不需要思
考哪些是子类，哪些是基类，怎么
对所有这些东西进行结构化，怎么
安排这些不同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以模型和对象为基础的系
统中，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做好。所
以对我们而言，这更像是说，“好了。
你将会碰到这三个端点，接下来你
要把这些数据合并起来，弹出这个
不一样的对象。”

不过，在现实中，它不是对象，
而是哈希，对吧？你消费了周边的
东西，然后又弹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给周边。这很像你用了个过滤器，
然后让流从中间流过去。数据流了
过去，然后从另一端弹出来 — 这
让你完全避免了面向对象的想法，
不再去考虑对象是什么，它们怎么
工作，怎么交互。就这样，它让我
们抵达终点的速度快了很多。 

既然我们讲完了处理过程，我
们再回头看看一些函数的东西。现
在，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与希望的
对象交互。如果函数 A 要与 Profile
（基本信息）和 Companies（公
司）及 Jobs（职位）交互，然后合
并这些信息，那它只要简单地凑上
前去，与 Profile（基本信息）和 
Companies（公司）及 Jobs（职位）
进行交互。那么，如果函数 B 要与
Profile（基本信息）、 Companies
（公司）及其他东西交互 , 那它还
是只要凑上前去，就把这些事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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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目录下创建东西，那我们肯
定真的是在哪儿做错了。”这只是
从我们服务器设计模式的角度来谈
我们希望如何使用 Node。 

我们一开始做的另一个有利决
定就是搭建基本的测试环境和框
架。Rails 以 及 Python 的 Django
框架都非常看重 TDD（测试驱动开
发），甚至是BDD（行为驱动开发）。
在那儿，你基本上可以在完成所有
代码前编写测试和测试序列。如果
有测试框架，这个模式会工作得相
当好。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已经存在
的测试框架搬了过去，再用我们写
的一些脚本把它盖在我们的目录结
构上面，让它们互动起来。我们开
始时用了 Vows，但是三个月后，
我们最终在 Mocha 框架下编写我
们自己的测试。

你会说，搭建测试环境和框
架有点像另一种代码模式，但是
如果用其他任何一种语言，这可
能会更难 — 特别是如果还要处理
Node 基于事件的那方面工作。即
使我们最后重构了代码，我们也
不需要做任何大动作，比如提出
一些新的抽象或任何额外的功能。
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本质上还是放
在语法方面。不过，也会有一丁
点函数的东西 – 比如，在 Node 的
概念里，每次回调的第一个参数
应该是 Error（错误），它决定了
整个回调的性质。

但是，你就无法知道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参数是什么。或者
只有一个参数？还是 5 个参数？你
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在回调之后，
又会变成什么情况？让我们假设，
你现在想改变回调签名。你怎么告
诉每个人谁正在调用函数？签名改
变后，又有谁希望被回调？我不知
道是不是只有 Node 才有这个问题，
还是所有的 JavaScript 框架都存在
这个问题，但我们确实费了点时间
才弄明白。

诺顿：你的团队怎么交流接口
边界呢？习惯使用类型的人往往不
想放弃接口，因为接口提供了具体
的文档形式，基本上可以让一个团
队成员跟其他人说，“这是我的意
图。我希望你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调
用我。”更重要的是，如果最后发
现那种调用方式不存在，那可能意

简单带走了一点东西。起初，我
们只要在东西之间砍砍烧烧就能过
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实
现整体效率的提升，因为 Node 的
轻薄不止补偿了与我们必须做的少
量重构。

珂塔： 如果你要投入到另一个
基于 Node 的项目，开始的时候你
会想着多构建一点结构吗？

普拉萨德： 我觉得，这不是
特定于 Node 的问题。它更像是一
种个人倾向。我的观点是，无论怎
样，倾向只保持前端的界面代码约
1 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那些代码几
乎无法保持 5 到 10 年那么长的时
间。我认为，原因倒是同代码质量
的关系不大。相反，其主要受到技
术演进的推动，而且实际上业界也
鼓励软件开发者每四年进行一次增
量开发。你总是会安排新的人员审
查你的代码，而且我知道，无论我
什么时候看任何代码，即使只是一
张表，我肯定都能构建出更好的。
因此，我认为，每隔一年半到两年
的时间，新的一群人会审查一些特
定的代码库，然后决定他们可以把
它做得更好，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既然这样，只要代码是模块化
的，重写整块代码库 – 可能甚至重
写整个东西 - 用上你一个月到两个
月时间，比缓慢地进行代码库演进
可能还快一点。所以，如果我可以
再做一次这种项目，我可能还会用
一样的办法。无论在什么项目，我
都更倾向于首先生成一个项目，把
它弄出来，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后
面我再抽取出一个平台 – 而不是预
先构建一个完美的平台，弄出所有
的组件，然后再努力把它们按正确
的次序链接起来。我觉得，在你真
正把东西在生产中跑起来之前，你
不大可能知道正确的次序，也不大
可能发现你的痛点在哪儿。然后，
你能知道实际上你需要在哪儿把库
打包出来，再开始在上面做些东西。

做了转向 Node 的决定后，普拉萨
德的团队必须立即找出实施和维护
的最佳方法。因为在 LinkedIn 的
移动服务团队中大部分成员习惯了
使用 Ruby on Rails，在设置 Node.
js 结构时，他们模仿了之前的 Rails

结构部分，这样他们能快速地进入
项目。团队不大，所以普拉萨德可
以监控向 JavaScript 的过渡，快速
地发现问题。

Node.js的编程是事件驱动的，
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虽然涉
及少量的重构，但是团队不需要创
建新的抽象或额外的函数。他们做
的大多数工作本质上是语法上的事
情。他们还摆脱了多层抽象，明显
减少了代码库的大小。

诺顿：你说，你更愿意直接进入项
目，迅速把事情做出来。我完全同
意这个观点。事实上，我想说，我
的原则是，既然你还没有真正了解
进入项目后你需要优化的东西，那
么你真正应该着手优化的东西则是
你改变东西的能力。 

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怎么让
代码结构化。为了在开始阶段快速
起步，进而在项目约束更为清晰后，
继续保持快速的步伐，你又用了哪
些实践呢？

普拉萨德：当时我们中好多人
是 Ruby on Rails 的开发人员，因
此他们熟悉 Rails 的世界中使用的
目录树结构和术语。我们模仿了那
些术语，这让我们实现了大幅的突
跃。而且，Node 很像 Rails，只有
一些骨架，这点也有利。不过，这
也有点让人担心，因为你无法确定
如何让东西结构化，也没有什么指
南告诉你该如何做。

另外，我们把所有的控制器和
视图放在客户端，而把模型放在后
端，这是对我们有利的第二个决定。
从目录结构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
在我们的模型结构或我们的视图目
录中都不会有任何文件。虽然我们
仍然使用术语控制器，但是实际上
我们用的更多的是格式化程序，在
这个意义上说，就是读入一些东西，
发出几个请求，再把东西格式化，
然后弹出去。

这就是说，我们用的还是老的
Rails 结构，只是大多数目录实际
上是空的 – 而且，顺便说下，空的
目录其实也不赖。我们会把目录放
在那儿，只是为了避免人员尝试在
那个目录下创建东西。它就像代码
审查工具，会说：“如果我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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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诺顿（KELLY NORTON）

我的原则是，既然你
还没有真正了解进入
项目后你需要优化的
东西，那么你真正应
该着手优化的东西则
是你改变东西的能
力。

味着你还没考虑那个用例，或者那
个用例可能无法实现。 

普拉萨德：我觉得在库之间的
代码中以及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
间还存在接口。对于客户端和服
务器的接口，我们使用了REST （表
述性状态转移），而且我们还有
一个定义清晰的模型，里面包含
了我们称之为“基于视图的模型”
的东西，Node 服务器返回的就是
“基于视图的模型”。我们会把
这些写入文档，然后说，“看，
这些是 REST 接口，这是我们支持
的东西。”这其实还是沿用了拥
有版本管理的接口结构。实际上，
这是典型的 REST。

在代码库内部，我们大量使用
了模块系统。每个 REST 端点处有
一个文件，代表该端点的所有响应
以及映射到路径中的模块所使用的
公有接口。你可以把你需要的函数
都放进去，但是无论你放了什么，
你都得从那个模块导出来。这样，
最后你实际上规定了你当前暴露的
那组函数。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它当
成我们的接口。  

然后，在结构上，我们做了一
些相当简单的安排。模块中的所有
函数，无论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
都使用旧学院派的 C 语言风格进

行定义。你可以加上标有“private 
（私有）”的注释，然后列出一些
私有函数。或者，你还可以加上标
有“public （公有）”的注释，然
后列出所有的公有函数。这跟以前
在 C 语言的用法一样，对吧？你有
一堆函数，你会把私有函数放在一
组，然后把公有函数放在另一组。
然后，你的头文件实际上暴露你的
公有接口。所有这些都出现在一个
文件中。我们没有头文件，但是
module.exports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头文件。

诺顿：交流中考虑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与帮助不熟悉 JavaScript 编
码的团队有关，我们要帮助他们绕
过可能碰到的雷区。 

普拉萨德：我们开始着手这件
事情的时候，团队只有 4 个人，所
以我能监督每次提交的代码。只要
我看到奇怪的东西，我就会问 – 不
一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不对，而是我
想了解为什么我们会采用那种特殊
的模式。找出为什么用特定方式做
一件事情的原因，然后想好我们下
一步要做的事情都很容易。现在团
队大多了，我们做了很多选择，对
于选择背后的理由之间的细微差
别，我们也正在潜移默化，当然这
肯定难多了。现在，无论新人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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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函数，然后在所有函数执行完成
后进行返回。 

最后我们发现这种巧妙的安排
用处很大。假设我们有一个包含三
个函数的群组，如果其中一个函数
出了问题，Step 就不会捕获其他两
个函数的响应。相反，它只会调用
回调，然后说“对不起，我出错了”。

这种情况的不利因素是，如
果我调用了六个东西，其中两个
是必须的，四个是可选的，我并
不介意进行某些超时设定，等着
所有的这些函数。但是，如果可
选的东西中有一个最后报错了，
那么看起来就像整块出错了。对
我们来说，这并不理想。因此，
我们创建了叫做 GroupKeep 的函
数，它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跑和执
行一遍。如果有错误，它会把错
误存在一个数组里面。这样的话，
当函数调用进行回调时，会有一
个数组的错误。根据错误的位置，
你可以清楚地判断它是与必须的
东西有关，还是与可选的东西有
关。这可以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编写代码继续执行流程。

普拉萨德及其团队最青睐 Node.
js 的轻薄本质。最后证实，Node.

么时候进入团队工作，我们都会为
他安排 3 到 5 天的新人训练营，训
练营给我们机会解释，“这是我们
做事的方式方法。我们知道，那看
起来可能有点怪，不过我们这么做
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这可能是
展现那些编码模式的最佳途径。

珂塔：你觉得哪种编码模式最
重要？ 

普拉萨德：我们最终使用 Step
作为我们的流程控制库。它有点像
超级简单的 Stem，只有两个主构
造。我们进行了一点扩充，最后添
加了第三个构造。基本来说，Step
利用了瀑布流回调的概念，这意味
着你向 Step 传入一个数组的函数
后，Step 会按下面的顺序调用每个
函数：第一个函数返回后，再接着
调用第二个函数，接着继续下去。
Step 保证了这种序列的顺序，所以
即使函数是异步的 – 也就是说它会
做一些基于事件的东西 – 回调会传
入那个函数，而且在完成所负责的
处理过程后，它必须调用一次回调。
瀑布流不受函数是同步或是异步这
种情况的影响，都会按顺序执行。

Step 还包括一种群组方法和一
种并行方法。我们大量使用了群组
方法。这就是说，你可以向它传入
一组函数，它会并行地执行所有这

特里·珂塔（TERRY COATTA）

如果把现在重构方
面用的时间也考虑

进去，你会觉得，与
使用其他方法相比，
构建自己的代码库
最终用的时间也相

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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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可让你减少的代码量为数巨大 - 
60,000 行的代码最后只剩几千行。
他们现在基本上没有框架，所以可
以删除大量无关紧要的代码。不
仅如此，Node 中事件驱动的方式
占用的资源更少，也把更多的函
数推向了客户端。最后，它还采
用了函数的方式（functional ap-
proach），摆脱了多层抽象。总之，
所有的这些实现了一个目标，为使
用多种不同设备的千千万万用户提
供了实时支持。

珂塔： 刚才你谈到，你用很快的速
度就搭好了最初的 Node 原型，把
它跑了起来。我有点疑惑，你是不
是还减少了代码量。

普拉萨德：绝对的。我们现
在的 Node 代码库比最初的版本大
了一点点，但是也就多了 1,000 到
2,000 行代码的样子。相比之下，
我们之前使用的 Ruby 代码库大概
有 60,000 行代码。代码减少的最
大原因是我们当前的代码库基本上
没有框架，也就意味着里面没有那
一整块杂七杂八但多余的东西。

第二大的原因是我们现在采
用了更偏向函数的方式，而不是
面向对象的方式，事实证明这是
我们的一次重大转变。在 Ruby 中，
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创建一个对象，
基本上会把所有的交互和类型都
封装进去。虽然 Ruby 实际上是一
种函数语言，但与 JavaScript相比，
它对类和对象等概念的重视程度
要大得多。所以，在我们初期的
代码库里面，靠着提高组件化、
重构性和重用性的幌子，我们创
建了很多抽象层和对象，然而，
回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真正需
要的只是一小部分。

代码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 MVC（模型 - 视图 - 控制器）模
式后面的推动力。至少在移动系统
与基于 Web 的系统的对比中，情
况是这样的。之前，我们的呈现几
乎都是在服务器侧做。现在，模板
和视图移到了客户端 – 当然呈现也
一样 – 很多那样的代码已经不需要
了。随着这一情况还出现了一种新
的信任和信念，因为模型生存在后
端，所以后端会执行验证和所有其

他的更高级的功能。这也就是说不
需要进行复核了，也就减少了另一
大块代码。

诺顿：  你刚才指出，驱使你
们使用 Node.js 重写的洞见之一是
你意识到你并不真需要深入理解所
操作的对象，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对
对象做大量的突然改动。基本上来
说，你只要做大量的哈希合并工作。
你觉得， 如果你用另一种语言，甚
至说 Ruby，只要通过操作哈希映
射（hash-map）原语 , 也能达到相
同的目的吗 ? 

普拉萨德： 也许能。但是如果
看下 Ruby，你会看到 Rails 实在是
有太多其他的东西，而在 Node 二
进制包中，Node 的基础既内置了
HTTP 服务器方面的东西，又包含
了客户端方面的东西。这意味着你
不需要 HTTP Node 模块和 HTTP
监听模块。

所以也对，我想如果去掉所有
的对象层级，只用哈希结构，我们
可能也能用 Ruby 做。不过，接下
来你仍然需要监听 HTTP，把它交
给控制器，这只会让你回到添加所
有这些难以察觉的微层上去。每一
个微层不仅会给你一些你不必写的
代码，而且还会对你必须要写的东
西加上一些需求，以便所有的东西
都能完美地融入你的框架。

珂塔： 如果碰到一个即将着手
类似项目的人，你会怎么指点他，
比如说，“喂，注意下这个，不然
你会碰到麻烦” ？

普拉萨德：流程控制。异常
处理。当然，虽然这点真的不是
Node 独有的，但是我还想说，
“让它轻。让它薄。”我想，人们
会自发地说，“哦。我需要东西处
理 HTTP，那我只要找个模块来处
理，”，然后他们的环境里会再多
4,000 行代码，其实他们真正需要
的所有东西只是 HTTP 请求。然而，
他们最后用了一个极好的东西实现
了这个功能，不过多了一整套其他
的东西。

基本上说来，Node 能那么快，
那么好，是因为它轻，它薄。它里
面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你加在
它上面的每一个微乎其微的东西，
你想在它上面使用的每一个其他的
Node 模块，都是有代价的。

诺顿：  对那些已经启动 Node
项目的公司来说，为了更上一层楼，
你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在生态系统中
加上哪三样东西 ? 

普拉萨德： 首先，IDE（集成
开发环境）要好。InteliJ IDEA 相
当不错，而且除了这个，我还真的
没有看到过特别适于 Node 的 IDE
和工具箱。 

其次，考虑持续演进的性能分
析和检测。更强的 Node 的运行检
测当然非常好，但目前它还基本
上是个黑盒子，除非你在代码中
放点自己的检测钩子。我很喜欢
观察 Java VM （虚拟机）的 JMX
（Java 管理扩展）提供的大量数据。
你能用这种方式拿到一些真正有
用的信息。

第三件东西类似于用于 Node
的 New Relic – 可以检测 Node 系统
运行的各个方面，又真正了解你的
应用，所以它可以给你提供详细的
分类信息，告诉你哪儿有瓶颈，哪
儿的速度缓慢。那种感觉棒极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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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标准时间 2012 年 8 月 5 日晚上 10 时 18 分，“好
奇号”大型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实现了软着陆。鉴于与
火星的单向光行时很长，地球上的控制人员在 14 分钟
之后才获悉此次成功着陆，即太平洋标准时间晚上 10
时 32 分。正如料想的那样，不论是火星车，还是将它
送到距地球 3.5 亿英里外目的地的航天器，它们的所有
功能都是通过软件来控制的。本文介绍 JPL 飞行软件
团队为提高软件可靠性而采取的一些预防措施。 

要启程前往火星，你需要推力足以摆脱地球引力
的运载火箭。好奇号在地球上的重量为 900 千克。它在
火星上的重量不到 337.5 千克，因为火星比地球小。好
奇号搭载擎天神五号 541 型火箭踏上征途，两者重量加
上燃料和旅程所需的所有其他部件，使得总发射重量 
达到了惊人的 531,000 千克，即火星车本身重量 
的 590 倍。 

然而，发射后不到两个小时，
运载火箭的大多数部件都被抛弃。
此时，航天器剩余的主要部件包含
巡航段、内有大型降落伞的后壳、
附有复杂空中吊车的降落段，以及
火星车和大型热盾（见图 1）。 

巡航段装备了太阳能板，在航
天器飞往火星的九个月时间里为其
提供辅助动力；此外，还装有帮助
导航的星体跟踪器，以及执行航向
精调的推进器。所有这一切都在航
天器进入火星大气层约 10 分钟前
被丢弃。 

现在，剩下的部件都在后壳内，
受热盾的保护。后壳大小足以容纳
一辆小汽车，拥有一组自己的推进
器，可在以极超音速的速度进入火
星大气层时进行航向精调。在进入
过程中，后壳抛射几块大压舱物（重
约 320 千克）来调整重心，以便在
控制整个任务的火星车计算机的掌
控下进行着陆。 

降落伞在着陆前大约三分钟，
将航天器速度从 1,500 公里 / 小时 减
到 300 公里 / 小时。热盾随后弹射出
去；触地前不到一分钟，降落段从
后壳分离（见图 2）。从此刻起，降
落段负责引导火星车（车轮已展开）
至表面（见图 3），将自身脱离，然
后在撞地前飞行一段安全距离。这
一序列中的所有步骤依然由火星车
内部两台计算机中的一台进行控制。 

每一次执行飞往火星的新任
务，航天器硬件和软件的大小与复

火星代码 

DOI:10.1145/2560217.2560218

冗余软件（及硬件）确保好奇号 
顺利抵达目的地并按照设计师要求 
正常运作。 

作者：GERARD J. HOLZMANN 

此图描绘了好奇号火星车在每个火星太阳日（即
火星上的一天）多次传输的“填充数据包”。
每当没有重要的遥测数据发回地球时，火星车
都会传送这些数据包。填充数据包中列出了 
 50 位 NASA JPL 飞行软件团队成员名单、另外 
18 人的纪念名单（包括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飞
船的全体船员，以及阿波罗一号发射前测试中牺
牲的航天员），以及来自宇航员 Carl Sagan 鼓
舞人心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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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团队在开发 MSL 任务软件过程
中采取的另一套或许不那么常见的
预防措施。我们将内容归纳为三方
面：首先是我们采用的代码编写标
准，它具有稀疏、基于风险和受自
动化合规性检查工具支持的特点；
其次是我们采用了被重新定义的代
码审核流程，它可以让我们高效地
对大量代码进行全面的清理，这也
是利用工具来完成的；第三是逻辑
模型检查工具，它可以形式化验证
任务关键型代码段中是否存在与并
发相关的缺陷。 

基于风险的代码编写规则。
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够宣称可预防
所有错误，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
应该竭力降低错误发生的几率。
不过，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要
弄清楚这一领域中最常出现的错
误类型。找到相关数据并不困难。
影响航天任务的大多数异常问题
都经过了仔细研究和记录，大部
分信息也已向公众公开。我们使
用这些信息对每种软件异常的根

杂度都会增加。例如，火星科学实
验室 (MSL) 任务中使用的代码量超
过所有国家之前尝试过的火星任务
的代码总和。软件大小急剧增长显
然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此
应用领域中独有的。不过，与其他
软件应用不同，航天器嵌入式软件
是为独一无二的设备专门打造的，
包含一组特有的定制型外设。代码
只有一个目标用户（航天任务），
并且对于任务的大多数关键部分，

该软件仅使用一次。最重要的着陆
阶段也是如此，而且仅持续几分钟
时间。此外，要准确地呈现软件最
终运行的环境并对软件进行测试是
极为困难的，而且也没有二次机会。
即便细微的编码错误也会付出昂贵
的代价，不仅会让人类错失一次进
一步了解太阳系的珍贵机会，也会
造成巨大的投资损失，为负责机构
的声誉带来重大污点。 

降低风险 
有一些标准的预防措施有助于降低
复杂软件系统中的风险。这些措施
既包括对良好的软件架构进行定义
（基于对关注点清晰地分离、数据
隐藏、模块化、定义完好的接口和
强健的故障保护机制）；18 也包括
良好的开发过程，如清晰陈述的需
求、需求跟踪、每日整合版本、严
格的单元与集成测试，以及广泛模
拟等。 

本文不回顾这些广为人知的软
件设计准则，而是着重介绍飞行软

 重要见解
    星际飞船控制软件的设计必须具有
高标准的可靠性，任何细小的错误
皆能造成任务失败，错失拓展人类
知识的宝贵机会。

    在硬件和软件上均采取了特别的措
施，确保航天器可靠运行，并且系统
能够在数百万英里之外进行调试和
修复。

    形式化方法有助于验证复杂软件子
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争用情形和死锁；
新型的模型检查技术可以实现这一
验证过程的自动化。

图 1. 航天器组成部分。 

后壳接口板

降落伞支撑结构

降落伞

约束 / 
中间核心塔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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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段

太空进入运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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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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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进行分类，制作出一份主
要问题领域清单。 

其中包含了基本的代码编写和
设计错误，尤其是不规范使用多任
务处理而造成的错误。其他频发错
误则源于对动态内存分配技术的使
用，这在早期的空间探索中常常意
味着对动态内存覆盖的使用。最后，
数据还表明，即便是标准的故障保
护技术也有意外的副作用，可能导
致任务失败。 

我们根据这项研究而制定的代
码编写标准与其他众多标准的区别
在于，它仅包含风险相关的规则，
而没有风格相关的规则。9,13 我们认
为，代码编写风格（如大括号放置
位置、循环语句的格式等）可以使
用标准的代码格式重设工具，按读
者（或审核者）的偏好轻松调整。
而降低风险的重要性应当远远超过
格式方面的决策。对于将何种规则
纳入到 JPL 代码编写新标准中，我
们采用了两大准则：其一，规则必
须与我们基于软件异常分类从早
期任务中观察到的风险有直接的关
联；其二，对代码编写规则的合规
性必须能够通过基于工具的检查方
法进行验证。 

遵从代码编写标准并不需要太
过极端；对于一个应用而言，并非
所有代码都同等重要。因此，我们
制定的代码编写标准认可不同的合
规级别，它们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软
件（见图 4）。 

一级合规（或 LOC-1）为 JPL 
编写所有的代码设定了最低工艺标
准。这一级别上只有两条规则：第
一条规则，所有代码必须符合语
言规范，即不能依赖超越该语言定
义本身的特定编译器扩展。对于
飞行软件，JPL 采用的语言标准是 
ISO-C99。这一级别上的第二条规
则，所有代码都可通过编译器和良
好静态源代码分析器的考验，而不
会触发警告。对于此测试，使用编
译器时将启用所有警告。 

LOC-2 合规级别添加的规则旨在
确保嵌入式系统上下文中的可预测
执行。这一级别上定义的一条重要
规则是，所有循环在可执行迭代数
量上必须具有能够静态验证的上限。 

要达到 LOC-3 合规级别，其
中一条最重要的规则与断言的使用
相关。最初，我们将该规则定义为
要求代码行数超过 10 行的所有函
数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断言。后来进

图 2. MSL 降落段。

图 3. MSL 空中吊车。 

图 4. 代码意见的生命周期；橙色箭头表示开发人员  
不同意某一代码更改，但在最终审核中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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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鲜有重叠。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在 
MSL 任务的夜间整合版中，对所
有代码运行四个（而不是一个）分
析器。 

我们选用的分析器（即 Coveri-
ty、Codesonar、Semmle 和 Uno）
必须能够识别可能的缺陷，具有合
理的较低误报率，能够高效地处理
数百万行代码，并且允许定义自定
义检查（例如验证是否遵从我们的
代码编写标准中的规则）。利用简
单的后处理脚本对每项工具的输出
进行统一的重格式化，因此所有工
具报告都可在我们开发的一款供
应商中立的代码审核工具（名为 
Scrub）中查阅。Scrub 工具经过特
别设计，能够在单个用户界面中整
合静态分析器和其他各种后台检查
器的输出，同时还提供人工完成的
同行代码审核意见。8 

在同行代码审核期间，审核者
需要将他们对代码的审核结果添
加到 Scrub 工具中，其中预填了代
码最近一次整合版中的静态分析结
果。模块所有者需要对每一报告作
出回复，无论其为同行审核者人工
填写的，还是某项静态分析工具生
成的。在回复时，Scrub 工具允许
模块所有者从三个可能回复中进行
选择：agree（同意），表示模块
所有者接受意见并同意更改代码来
解决问题；disagree（反对），表
示模块所有者有理由相信不应当更
改所写代码；而 discuss（讨论）
则表示意见或报告不够清晰，需要
澄清后再决定（见图 5）。 

同行代码审核以及对所有意见
和报告的回复都是离线并在会议之
外完成的。每一模块代码审核仅需
要一次面对面会议，来解决争议、
阐明报告，并在必须执行的代码更
改上达成一致意见。 

2008 至 2012 年 期 间 针 对 
MSL 飞行软件共举行了 145 次代
码审核会议，讨论了大约 10,000 
条同行意见和 30,000 份由工具生

行了修订，要求整个飞行软件以及
其中每一模块的断言密度至少达到 
2%。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断言
密度越高，残留缺陷密度越低。14 
MSL 飞行软件的总体断言密度达到
了 2.26%，与之前的任务相比有了
大幅提高。这一比例优于以往文献
中报告的其他数据。1,7 我们与过往
做法的最后一个区别在于，MSL 任
务中所有断言在整个飞行期间都保
持启用状态，而过去则是测试后就
被禁用。断言失败现在与故障保护
系统绑定，并且默认将航天器置于
预定义的安全状态，在仔细诊断失
败原因后再恢复为正常运行状态。 

LOC-4 是所有任务关键型代码
的目标级别，对于 MSL 任务而言
其包含了所有机上飞行软件。遵从
这一级别的标准将限制对 C 预处
理程序、函数指针和指针间接寻址
的使用。为达到这一级别而必须遵
从的代码编写规则累计数一直相对
较少，与风险相关的规则不超过 
31 条。 

安全关键型软件和载人软件
应当符合 LOC-5 和 LOC-6 级别
中定义的更高严谨度。这两个最
高的合规级别添加了众所周知的 
MISRA C 代码编写准则中的所有
规则 16，而较低的级别中尚未涉及
这些规则。 

我 们 与 Coverity、Codesonar 
和 Semmle 等静态源代码分析工具
供应商协作，为我们的代码编写标
准中的大多数规则开发了自动合规
性检查器。因此，每一个 MSL 软件
版本都可通过多个独立工具自动验
证是否遵从所有基于风险的规则。 

我们启动 MSL 任务时采取了
另一项预防措施，即引入了新的飞
行软件开发人员认证计划，以便我
们能够详细探讨所有代码编写规则
的基本原理，并强化防御型编码技
术的相关知识。该认证计划包含一
项结业考试，所有编写或维护航天
器软件的开发人员都必须通过该考
试。 

基于工具的代码审核。即使最
强健的代码编写规则也不能预防所
有软件缺陷。这意味着，务必要尽
量设计出更多方法来捕获那些“漏
网之鱼”，而且要尽早对这些方法
多加利用。检查软件的一个标准机
制是同行代码审核。在传统的同行
代码审核会议中，有一个引导式代
码演练，会邀请专家级开发人员提
供反馈。这一流程成效突出，但仅
适用于数量相对较少的代码。会议
的成效是以缺陷暴露数来衡量的，
如果每次会议中要检查成百上千行
代码，那么会议成效就会急剧下降。
以这种方式审核数百万行代码让系
统都不堪重负，更别说审核者了。8 

同行审核者在识别设计缺陷上
成效显著，但对于更实际的工作，
即检查规则遵从性和避免常见代码
编写错误等普通问题，这种方法不
那么可靠。好在这正是静态源代码
分析工具的用武之地。静态代码分
析器不会因夜以继日地反复检查同
一类型错误而疲倦，它们会耐心地
报告所有违规情况。因此我们广泛
利用了这一技术。 

市面上商用静态源代码分析工
具种类繁多，而且各有长处。我们
发现，对同一代码运行多种分析器
效果很好；不同工具的输出结果竟

图 5. 代码编写标准合规级别。 

LOC-1：语言合规 （2 条规则）

LOC-2：执行可预测 （10 条规则）

LOC-3：防御型编码 （7 条规则）

LOC-4：代码清晰明了 （12 条规则）

LOC-5：所有 MISRA 
必须遵守的规则

（73 条规则）

LOC-6：所有 MISRA 
应当遵守的规则

（16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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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报告。20 在所有意见和工具报
告中，大约有 84% 导致代码更改
以解决其涉及的问题。同行填写的
报告与工具生成的报告在这一比率
上的差距不到 2%。模块所有者在
回复中明确表示 disagree（反对）
的比例仅占总数的 12.3%。而表示
反对的回复中有 33% 在最终代码
审核会议中被推翻，最终仍需要修
正代码。所有意见和报告中只有 
6.4% 得到的回复是 discuss，而这
些回复有大约 60% 最终导致代码
更改。 

这些来自 MSL 代码审核流程
的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意见
和工具报告都产生直接达成一致意
见的代码更改，而不需要在代码审
核收尾会议中进行讨论。节省下来
的时间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完善代码
审核流程。例如，现在能够在代码
最终启用前多次审核关键的模块。 

模型检查。在我们用于分析多
线程代码的“武器库”中，最强的
一种检查方法是逻辑模型检查。
MSL 任务的代码大量使用了多线
程，在实时操作系统的控制下执行 
120 项并行任务。因此，总是有可
能发生争用情形，而且这也是过去
任务中出现异常的一大原因。为全
面分析代码的争用情形，我们广泛
利用了逻辑模型检查器 Spin 10 的功
能，以及 C 代码模型提取工具的一
个扩展版本。12 

Spin 是贝尔实验室计算科学研
究部门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发
的，自 1989 年起可供大众免费使
用。我们过去曾在多个航天器的控
制软件关键部件检验过程中使用此
工具，如卡西尼号 21、深空一号 5,6 
和探索者号火星车。11 在最近的丰
田汽车意外加速可能原因调查中，
我们也使用了这一工具。17 在几乎
所有这些案例中，验证工作都成功
识别出未预想到的软件缺陷，尤其
是与并发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
通过其他途径是很难发现的。 

模型检查器 Spin 专门以验证
具有异步线程执行的分布式系统软
件为目标。其内部验证算法以 Var-
di 和 Wolper 的自动机理论验证方
法为基础。23 通俗地说，Spin 充当
了强大的进程调度程序，努力查找
违反用户定义需求的系统执行。可
通过这一方式证实或反驳特定类型
的需求，简单的需求示例包括程序
断言的有效性和零死锁情形等。然
而，该模型检查器还可以进一步发
挥作用，对能够以线性时序逻辑表
述的可行或不可行代码执行的更复
杂需求进行验证。19 

我们分析了 MSL 任务的多个
关键软件组件，如双 CPU 引导控制
算法（该算法决定两个 CPU 中的哪
一个将在引导时控制航天器）、非
易失性闪存文件系统，以及数据管
理子系统。通过这些分析识别的多
个漏洞可以在任务启动之前从代码
中剔除，有效地帮助降低飞行过程
中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采用我们
开发的工具进行软件模型检查的基
本过程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示例来
说明。（由于 NASA 规定我们不得
公布火星车的实际飞行代码，我们
在本例中使用等效的公共域代码。） 

要手动证明一种并发算法在所
有可能的执行条件下都是正确的，
可能太过困难。我们以 Detlefs 等
人 2 公布的双侧队列非阻塞型算法
为例，它附有长达四页的正确性证
据摘要。在其公布的几年后，有人
试图通过定理证明器 22 来形式化这
一证据，作为其硕士论文项目的一
部分。3 这一形式化显示，原始证
据和算法都存在瑕疵。对算法的修
正可以通过定理证明器来证实其正
确性。4 据报告所示，每一次尝试
对原始算法和其修正版本进行证明
都耗费数月时间。 

Lamport15 后来在 +CAL 中形
式化了原始算法，其表明可以通过
模型检查器更加快速地找出那些瑕
疵。Lamport 提到，利用 TLA+ 模

同行审核者在识别设
计缺陷上成效显著，
但对于更实际的工
作，即检查规则遵从
性和避免常见代码编
写错误等普通问题，
这种方法不那么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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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检查器进行证明可以在两天以内
完成，需要做的大部分工作是使用
模型检查器支持的语言为原始算法
定义一个形式化模型。 

正如此处所示，模型提取器还
可以免去手动构建形式化模型的需
要，使我们能够在数分钟内对多线
程代码片段执行这类验证，而不需
要几天时间。我们用 Detlefs2 的原
始算法来演示这一验证方式的工作
原理。通过这种方式，查找代码实
现中的缺陷仅需要输入几行文本再
执行一个命令即可。 

该算法使用原子 Double-word 
Compare-And-Swap DCAS 指 令；
图 6 提供了 Detlefs 中定义的这一
指令的语义。2 图 7 再现了 Detlefs2 
中的两个 C 例程，一个用于将元素
添加到队列右侧，另一个则用于从
同一侧删除元素。在队列左侧添加
或删除元素的例程是对称的。所用
的节点结构包含三个字段：左指针 
L、右指针 R，以及整数值 V。 

要验证代码，首先要定义一个
简单测试驱动程序，它通过添加和
删除元素来执行该代码（见图 8）。
为简单起见，本例仅使用 push-
Right() 和 popRight() 例程。 

在图 8 的示例测试驱动程序
中，写入器在第 74 行上初始化队
列，而读取器则在第 57–59 行上等
待这一步骤的完成。读取器在第 64 
行上包含一个断言，验证写入器发
送的值是否以正确的顺序接收并且
没有遗漏。 

我们可以对读取器和写入器使
用不同的线程来进行测试，虽然这
些测试本身并不足以证明该算法的
正确性。模型检查器经过设计，可
更加严格地执行此类检查。如果存
在任何可能的线程执行交错而导致
断言失败，模型检查器可保证找到
它。要使用模型检查器，需要定义
一个小配置文件来标明代码中我们
感兴趣的部分。通过这一配置文件，
我们可以提取代码中相关的部分并

图 6.DCAS 指令语义。 

boolean DCAS (val *addr1, val *addr2,
              val  old1,  val  old2,
              val  new1,  val  new2)
{
    atomically {
        if (*addr1 == old1 && *addr2 == old2)
        {    *addr1 = new1;
             *addr2 = new2;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

图 7.pushRight 和 popRight 例程的 C 语言代码。 

 1 Node *Dummy, *LH, *RH;
 2 
 3 val
 4 pushRight(val v)
 5 {   Node *nd, *rh, *lh, *rhR;
 6 
 7     nd = (Node *) spin_malloc(sizeof(Node));
 8 
 9     if (!nd) return FULL;
10 
11     nd->R = Dummy;
12     nd->V = v;
13 
14     while (true) 
15     {   rh = RH;
16         rhR = rh->R;
17         if (rhR == rh)
18         {   nd->L = Dummy;
19             lh = LH;
20             if (DCAS(&RH,&LH,rh,lh,nd,nd))
21                 return OKAY;
22         } else
23         {   nd->L = rh;
24             if (DCAS(&RH,&rh->R,rh,rhR,nd,nd))
25                 return OKAY;
26}   }
27}
28 
29 val
30 popRight(void)
31 {   Node *rh, *lh, *rhL;
32     val result;
33 
34     while (true)
35     {   rh = RH;
36         lh = LH;
37 
38         if (rh->R == rh)
39             return EMPTY;
40 
41         if (rh == lh)
42         {   if (DCAS(&RH,&LH,rh,lh,Dummy,Dummy))
43                 return rh->V;
44         } else
45         {   rhL = rh->L;
46             if (DCAS(&RH,&rh->L,rh,rhL,rhL,rh))
47             {   result = rh->V;
48                 rh->R = Dummy;
49                 rh->V = null;
50                 return result;
51}   }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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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们放入之后要分析的可执行系
统中，以此定义我们要验证的系统
的执行上下文。 

图 9 显示验证此应用所需的
完整配置文件。开头四行标出源文
件 dcas.c 中我们要作为被检测
函数调用而提取的四个函数。接
下来两行标明 sample _ read-
er 和 sample _ writer，作为
将要调用这些函数的活动线程。
配置文件的最后三行定义了所需
的标头文件 dcas.h（保存数据结
构 Node 的定义）、源文件的名称 
(dcas.c)（验证器必须与之关联
以便添加更多例程），其中包括
函数的 C 编码（该函数用于定义 

DCAS 指令的语义）（也如图 6 中
所示）。 

现在可以利用模型提取工具 
Modex  和模型检查器 Spin  通过
一条命令来执行算法的验证（见
图 10）。 

该命令实际运行时需要大约 12 
秒，其中只有 0.02 秒用于验证本身。
运行时的其余部分供模型提取器用
于从源代码生成验证模型，供 Spin 
将该模型转换为优化的 C 代码，并
最终供 C 编译器生成执行该验证的
可执行文件。这些步骤都不需要用
户的进一步干预。 

错误踪迹的重演显示了可导
致断言违规的争用情形，进而表
明该算法存在错误（见图 11、12 
和 13）。由写入器进程执行的语
句标有 W，由读取器进程执行的
语句则标有 R。首先请看图 11。
sample _ writer 例程中首次调
用 initialize（图 8 中的第 74 行）
后，写入器在第 77 行上使用值 0 发
起它对 pushRight 的首次调用。 

此时，执行 pushRight 过程
中的下一语句将是调用 DCAS 以完
成更新，但该调用遭到了延迟。与
此同时，sample _ reader 可以
自由地继续调用 popRight，以轮
询队列中的新元素（见图 12）。第
一个调用（图 8 中的第 62 行）成
功完成，并获取存储的值 0。图 12 
中的剩余步骤演示了对于该调用的 
popRight 例程的执行。 

这一调用不应该成功，因为图 
11 中写入器发起的 pushRight 
调用尚未完成其更新。不过，陷阱
现在已经设好。sample _ read-

er 线程在递增了 i 的值后现在已
移到下一调用。对 popRight 的
第二次调用以之前的相同方式完
成，再一次返回值 0，从而导致失
败（见图 13）。 

此处所用的模型提取方法被
设计成可在基本应用程序中实现
非常简单的检测类型。模型提取
器始终保留应用程序的原始控制
流。不过，它也支持在配置文件

图 10. 验证步骤。

$ time modex -run dcas.c
MODEX Version 2.0 - 2 September 2011
c_code line 111 precondition false:
    (Psample_reader->rv==Psample_reader->i)
Wrote model.trail
...
pan: elapsed time 0.02 seconds

7.69 user 4.02 system 0:12.04 elapsed 97% CPU
$

图 11. 第 1 部分，测试写入器部分执行 pushRight。 

74  W: initialize()
76  W: i = 0
76  W: (i<10)
77  W: # v = pushRight(i) ::
 7  W:   nd = (Node *) spin_malloc(sizeof(Node));
 9  W:   !(!nd)
11  W:   nd->R = Dummy;
12  W:   nd->V = v;
14  W:   (true)
15  W:   rh = RH;
16  W:   rhR = rh->R;
17  W:   (rhR == rh)
18  W:   nd->L = Dummy;
19  W:   lh = LH;

图 8.示例测试驱动程序的 C 语言代码。 

53 void
54 sample_reader(void)
55 {   int i, rv;
56 
57     while (!RH)
58     {    /* wait */
59}
60 
61     for (i = 0; i < 10; i++)
62     {   rv = popRight();
63         if (rv != EMPTY)
64         {   assert(rv == i);
65         } else
66{   i--;
67}   }
68}
69 
70 void
71 sample_writer(void)
72 {   int i, v;
73 
74     initialize();
75 
76     for (i = 0; i < 10; i++)
77     {   v = pushRight(i);
78         if (v != OKAY)
79{   i--;
80}   }
81}

图 9. Modex 配置文件。 

%X -e pushRight
%X -e popRight
%X -e initialize
%X -e dcas_malloc
%X -a sample_reader
%X -a sample_writer
%D
#include “dcas.h”
%O dc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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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将好奇号火星车送到了火星
表面，后者目前正在这颗行星上开
展探索研究工作（见图 14）。火星
车现在已完成其首要任务，即判断
这颗地球的近邻在远古时代是否适
合生命存在。

我们采取了各项预防措施来增
加成功几率，而不仅仅在软件开发
方面。关键硬件组件都有备用副本，
包括火星车的主 CPU。虽然很容易
可以看出基本硬件组件的复制是如
何改善系统可靠性的，但冗余对于
改善软件可靠性的作用却不那么显
而易见。 

我们通过两个示例说明 MSL 
任务中是如何应用软件冗余的。第
一个示例强调了在整个代码中使用
断言，这一点听上去可能很明显，
但极少被承认是基于冗余的保护机
制。断言始终都要得到满足，这意
味着严格来说，对它的评估几乎始
终是冗余的。但有时，不可能发生
的事的确会发生，例如，当外部条
件的变化无法预见时。断言的价值
在于能在执行中尽早检测出非正常
状况，使得故障保护监控程序可以
采取措施预防损害。

软件冗余的第二个示例用于保
护关键的着陆序列。这是任务中唯
一同时使用主 CPU 和其备份的阶
段（备份处于热待机状态）。如果
在两个 CPU 上并行运行相同的着
陆软件，那么就几乎无法提供保护
以应对软件缺陷。因此，我们开发

中定义更加高级的抽象函数（与
图 9 中的类似），用来降低所提
取模型的复杂度。默认转换规则
（定义了语句从源代码到模型的
一对一映射）可以直接验证数量
巨大的多线程 C 程序和算法。 

MSL 任务广泛使用这一自动
化功能，通过直接利用关键多线程
算法在 C 中的实现对它们进行验
证。对于更大型的子系统，我们也
通过比较传统的方式手动构建了 
Spin 验证模型，并对它们进行分
析。此类 MSL 子系统中最大的是
关键数据管理模块，该模块是在大
约 45,000 行 C 语言代码中实现的。

通过与模块设计师紧密合作，我们
将此子系统的设计手动转换为由大
约 1,600 行代码组成的 Spin 验证模
型。在大多数情形中，模型检查的
运行都可成功标出软件中难以捕获
的并发性错误，然后这些错误可以
被修复。尤其对于文件系统软件而
言，模型检查的运行已成为我们“回
归测试”的一个例行环节，每一次
更改代码后都会执行。它能够轻松
识别新出现的代码编写错误，因而
常常给我们带来惊喜。 

结论 
2012 年 8 月，MSL 航天器用完美

图 12. 第 2 部分，测试读取器调用 popRight。 

57  R: !(!RH)
61R: i =0
61R: (i <10)
62  R: # rv = popRight() ::
34  R:   (true)
35  R:   rh = RH;
36  R:   lh = LH;
38  R:   !(rh->R == rh)
41  R:   (rh == lh)
42R:   DCAS(&(RH),&(LH),rh,lh,Dummy,Dummy)
43  R:   return rh->V;

图 13. 第 3 部分，读取器第二次调用 [1}popRight{2]，但写入器依然停滞在第一次
调用 [1}pushRight{2] 的过程中，导致断言违规。

62 R: rv = popRight(i)  # rv is 0
63 R: (rv != EMPTY)     # true
64 R: assert(rv == i)   # true
61 R: i++;              # i is now 1
61 R: (i<10)            # true
62 R: rv = popRight()   # rv is again 0
63 R: (rv != EMPTY)     # true
64 R: assert(rv == i)   # false

图 14.MSL 首次在火星上留下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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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版本的“进入至降落与着陆”
代码，主 CPU 上运行的是主版本，
备份 CPU 上运行的是简化版。如
果在着陆序列中主 CPU 发生意外
故障，备份 CPU 被设定为自动接
管，可按照简化的过程继续执行该
序列。软件的备份版本有个恰如其
分的名称，即“二次机会”。让大
家欣慰的是，事实证明这个备份版
本是“冗余”的，因为它从未被调
用执行。 

鸣谢 
本研究是根据与（美国）国家航空
与航天局签署的合约，在加州帕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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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团队，他们花费了极大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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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了其代码。 

参考资料 

1. Chalin, P. Ensuring Continued Mainstream Use of 
Formal Methods:An Assessment.Roadmap and Issues 
Group, D.S.R., TR 2005-001, Concordia University, 
Montréal, Canada, 2005. 

2. Detlefs, D.L., Flood, C.H., Garthwaite, A.T. et al.Even 
better DCAS-based concurrent deques.In Distributed 
Algorithms, LNCS Vol. 1914, M. Herlihy, Ed. Springer 
Verlag, Heidelberg, 2000, 59–73. 

3. Doherty, S. Modelling and Verifying Non-blocking 
Algorithms that Use Dynamically Allocated Memory. 
Master’s Thesis, Victoria Universit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4. 

4. Doherty, S., Detlefs, D.L., Groves, L. et al.DCAS is 
not a silver bullet for nonblocking algorithm desig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ACM Symposium 
on Parallelism in Algorithms and Architectures , 
P.B.Gibbons and M. Adler, Eds.(Barcelona, Spain, June 
27–30).ACM Press, New York, 2004, 216–224. 

5. Gluck, P.R. and Holzmann, G.J.Using Spin model 
checking for flight software verification.In Proceedings 
of the 2002 Aerospace Conference (Big Sky, MT, Mar. 
9–16).IEEE Press, Piscataway, NJ, 2002. 

6. Havelund, K., Lowry, M., Park, S. et al.Formal analysis 
of the remote agent:Before and after flight.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27, 8 (Aug. 
2001), 749–765. 

7. Hoare, C.A.R.Assertions:A personal perspective.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25, 2 (Apr.-June 
2003), 14–25. 

8. Holzmann, G.J.Scrub:A tool for code reviews.
Innovations in Systems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6, 4 
(Dec. 2010), 311–318. 

9. Holzmann, G.J.The power of ten:Rules for developing 
safety critical code.IEEE Computer 39, 6 (June 2006), 
95–97. 

10. Holzmann, G.J.The Spin Model Checker:Primer and 
Reference Manual.Addison-Wesley, Boston, 2004. 

11. Holzmann, G.J. and Joshi, R. Model-driven software 
verification.In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Spin Workshop, 

LNCS 2989 (Barcelona, Spain, Apr. 1–3).Springer 
Verlag, Berlin, 2004, 76–91. 

12. Holzmann, G.J. and Smith, M.H.Automating software 
feature verification.Bell Labs Technical Journal 5, 2 
(Apr.-June 2000), 7–87. 

13.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JPL Coding Standard for 
Flight Software; http://lars-lab.jpl.nasa.gov/JPL_
Coding_Standard_C.pdf 

14. Kudrjavets, G., Nagappan, N., and Ball, T.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ftware assertions and 
faul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In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ftwar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Raleigh, NC, Nov. 7–10).IEEE Press, 
Piscataway, NJ, 2006, 204–212. 

15. Lamport, L. Checking a multithreaded algorithm with 
+CAL.In Proceedings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tockholm, Sweden, Sept. 
18–20).Springer-Verlag, Berlin, 2006, 151–163. 

16. Motor Industry Software Reliability Association.
MISRA-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the C Language in 
Critical Systems. MIRA Ltd., Warwickshire, U.K., 2012; 
http://www.misra-c.com/ 

17. NASA.NASA Engineering and Safety Center, Technical 
Assessment Repor t .National  Highway Traff 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Toyota Unintended 
Acceleration Investigation, Appendix A:Software, 
Washington, D.C., Jan. 18, 2011; http://www.nhtsa.gov/
staticfiles/nvs/pdf/NASA_FR_Appendix_A_Software.
pdf 

18. Ong, E.C. and Leveson, N. Fault protection in a 
component-based spacecraft  architecture.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ace Mission Challenge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sadena, CA, July 13–16).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Pasadena, CA, 2003. 

19. Pnueli ,  A.  The temporal logic of programs.In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Annual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Science (Providence, RI, Oct. 
31–Nov. 1).IEEE Computer Society, Washington, D.C., 
1977, 46–57. 

20. Redberg, R. and Holzmann, G.J.Reviewing Code Review.
LaRS Report,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Pasadena, 
CA, Nov. 2013. 

21. Schneider, F., Easterbrook, S.M., Callahan, J.R., and 
Holzmann, G.J.Validating requirements for fault-
tolerant systems using model checking.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Colorado Springs, CO, April 6–10).IEEE 
Computer Society, Washington, D.C., 1998, 4–13. 

22. SRI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y.The 
PVS Spec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System; http://pvs.
csl.sri.com/ 

23. Vardi, M. and Wolper, P. An automata-theoretic 
approach to automatic program verification.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EEE Symposium on Logic in 
Computer Science (Cambridge, MA, June 16–18).IEEE 
Computer Society, Washington, D.C., 1986, 332–344. 

Gerard J. Holzmann (gholzmann@acm.org) 是加利福尼
亚州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的高
级研究科学家和研究员。

译文责任编委：谢涛

© 2014 ACM 0001-0782/14/02 $15.00

我们采取了各项预
防措施来增加成功
几率，而不仅仅在
软件开发方面。关键
硬件组件都有备用副
本，包括火星车的主 
CPU。 



94    ACM 通讯     |   2014 年  2  月   |   第  57 卷  |  第  2  期

评论文章

数年前，Edward Lee 就在本杂志的文章中声称计算需
要时间。23 本文则着重强调这一自然假设：计算同样会
花费时间。我们审视了确定时长的问题。这个问题是
关于如何验证安全关键型嵌入系统的实时性能。对于
此类系统（例如防抱死制动和安全气囊）而言，准时
性至关重要：如果控制计算耗时过久，服务质量将下
降，甚至系统会完全失效，这意味着制动距离会增加，
或者乘客头部会撞到方向盘。

要验证系统反应的适时性，基本做法就是在所涉
及的所有计算任务的执行时间方面获得可靠信息。时
序分析，也称为最坏情况执行时间 (WCET)，其任务就
是确定此类信息。

 重要见解
    微处理器系统结构的迅猛发展不仅
改善了平均性能，而且使验证这些系
统结构上所执行程序的实时行为变得
更加复杂。

    要获得有用的执行时间保证，静态
分析必须证明现代 CPU 的预测机制
在程序运行时期间确实有效。

    由于存在时序异常以及系统结构组
件间的相互依赖性，这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

计算到底要 
花费多少时间？

DOI:10.1145/2500886

硬实时系统时序分析。

作者：REINHARD WILHELM 和 DANIEL GR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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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面对停机问题，所有
待分析的程序都必须已知是终止
的。循环需要有界的迭代次数，递
归则需要有界的深度——这是在程
序中明确给出的、通过某种分析确
定的或是由程序员提供的。此外，
无需计算程序确切的 WCET。保守
的近似值（例如程序执行时间上限）
就已足够；如果这个值足够低，就
足以证明总体的适时性。图 1 中阐
明了最重要的概念。

当年，这类保守近似值法（也
称为时序架构法）是由 Shaw 提出
的。33 其目标在于确定高级语言程
序执行时间的界限。其理念是遵循
高级编程语言的结构归纳式定义，
例如程序语法树：它首先计算原子
程序元素的执行时间界限，然后计
算复杂构造的执行时间界限（方法
是编写其组件的执行时间）。

例如，条件语句 if b then 
s1 else s2 的执行时间上限计算

方 式 如 下：ub (if b then then 
s1 else s2) = ub(b) + max{ub(s 1), 
ub(s2)}。

如今至少有两种原因导致时序
架构法不切实际、不可行或不够准
确。第一个原因是编译器。编译器
执行的程序转换和优化导致源代码
不足以用于时序分析：源代码不代
表实际执行的机器指令，不显示目
标机器上执行的二进制程序的控制
流，也不显示程序变量以及中间结



评论文章

96    ACM 通讯     |   2014 年  2  月   |   第  57 卷  |  第  2  期

时系统结构所处的状态不同，可
能导致该指令执行时间不同。例
如，load 指令的时间取决于缓存
的状态，可能还取决于处理器内
存总线的占用情况；条件分支指
令的时间取决于分支预测的状态，
可能还包括从误预测中恢复所需
的时间。系统结构状态则是由执
行历史记录导致的，而执行历史
记录又取决于程序的输入以及初
始的系统结构状态。不同的初始
状态以及通往某程序点的不同控
制流路径将产生一组可能的执行
状态 P，随后指令在此程序点上被
执行。稍后我们将讨论名为微系
统结构分析的阶段如何计算用于
表征这些状态集的不变量。

接着，我们将可以至少在概念
层面上尝试对指令进行“扩展”，
也就是在底层系统结构平台（一个
巨大的有限状态机）上实现指令。
对于此指令而言，只能通过这个有
限状态机进行可能的转移，也就是
说，它们的初始状态是 P。它们会
通过执行指令达到一组新的状态。

搜索中可以忽略所有不以 P 状
态开始的路径。遗憾的是，剩下的
内容仍然过于庞大，无法进行穷尽
探索。这也是许多人在尝试对状态
空间进行穷尽探索时会遇到的状态
空间爆炸问题。

微系统结构分析中用于应对这
一复杂性威胁的主要措施是抽象
法。它允许以一种精简的表示来代
表多组执行状态集：对时序无关紧
要的信息可以完全丢弃。可以对与
时序相关的信息进行保守近似，以
便有效地表示这些信息。正如我们
将讨论的那样，可以忽略且仍然有
用的抽象存在数量上的限制。

在导言部分结束时，应明确的
一点是，时序分析并不尝试解决停
机问题。所有待分析的程序都已保
证是终止的。多项子任务的复杂性
（尤其是有待探索的巨大状态空间）
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果的寄存器或内存分配。实际执行
代码的不确定性已在 Shaw 的著作
中提及，33，人们发现这个问题十
分棘手。此后在优化编译器上取得
的进步也只是增加了这一不确定
性。4

第二个原因是计算机系统结构
在不断提高（平均情况）性能方面
取得了长足进展。过去，指令执行
时间是常量。随着采用深层流水线、
缓存和各种其他推测概念的微处理
器的出现，指令执行时间变成了变
量：同一指令的执行时间会因指令
的出现位置不同而异，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程序点上会发生变化。执
行时间甚至可能因指令在同一程序
点上的不同执行次数而异。差异十
分显著：指令执行时间的变化幅度
可能达到 100 倍甚至更高。有人认
为，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系统结构
针对平均性能进行了优化，因此执
行速度很快。然而，这并不是获得
执行时间保证的依据。另一方面，
首先用极为宽泛的界限来对时序架
构进行结构化构建只会导致总体界
限几乎无用。

让我们更深入考察指令时序
出现变化的原因：指令开始执行

图 2. 静态时序分析的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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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虚构的某项任务执行时间的分布，显示了时序下限和上限 (LB, UB) 以及最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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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验证系统反应的适
时性，基本做法就是
在所涉及的所有计算
任务的执行时间方面
获得可靠信息。

问题剖析
从本质上说，WCET 分析就是搜寻
一条穿过程序的最长路径。这可以
看作是构建加权图并查找其中最长
路径的问题：图的节点模拟基本块
等程序片段，所谓基本块即直线代
码的最长序列。图的边模拟可能的
控制流。节点权重是程序片段执行
时间的上限，而边权重是其遍历计
数的界限。

遵循这一方案，近年来出现了
一种针对静态时序分析的类标准系
统结构，如图 2 所示。此处我们将
使用图论术语简要说明各项子任务
的目标和主要挑战。

1. 控制流重建 38 决定了控制
流图本身。它读取要分析的二进制
可执行文件，重建其控制流并将其
转换为中间程序表示形式。由于存
在动态计算的控制流后继（例如为 
switch 语句生成的机器码），或
者存在无法轻易确定其值的函数指
针，因此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某些
指令集系统结构 (ISA) 将发生更多
意外情况，例如没有正确的指令来
从子程序中返回。

2. 值分析可以视为辅助分析
手段。它试图以静态方式确定寄存
器和内存位置中存储的值。循环界
限分析需要此类信息来确定算术指
令的执行时间（算术指令的时序取
决于其操作数的值），从而对有效
地址进行安全近似，以便进行数据
缓存分析；此类信息还可用于解决
更多依赖于值的时序问题。值分析
的总体问题在于“不可判定”，并
且当控制多次通过程序点时，该程
序点往往可能有多个值。在众多近
似法 6 中，有一种近似法就是区间
分析，它计算寄存器和内存位置中
一组可能值的封闭区间。

3. 循环界限分析 14,15 决定了图
的边权重。它标识程序中的循环，
并尝试确定循环迭代数的界限。同
样，递归也必须有界。面临的挑战
是分析循环计数器和循环退出条件

的计算，以及嵌套循环中循环计数
器之间的依赖关系。由于其总体问
题是不可判定问题，因此可能必须
由用户提供界限。

4. 控制流分析 ,14,16，也称为不
可行路径分析，是一种可选的分析
方法。它可以更准确地确定穿过程
序的可行路径的集合，以便缩小时
序界限。这提供了额外的边权重，
以及更一般的路径约束。注意，循
环界限分析可视为控制流分析的一
种特殊且不可或缺的情况。

5. 微系统结构分析决定了图
的节点权重。这项子任务将在下文
详细说明，因为它是最复杂的子任
务，并且最有意义的见解就在这里。

6. 全局界限分析 ,1,24,39 称为路
径分析，最终将决定图中的最长路
径。有一种方法 24,39 方便地使用整
数线性规划来实现目标：(a) 整数
变量模拟节点和边的遍历计数。(b) 
一组约束使用基尔霍夫定律来模拟
程序的控制流：某一节点的传入流
总和必须等于传出流总和。程序启
动节点的传入流固定为 1。(c) 另一
组约束模拟循环界限和由控制流分
析确定的其他路径约束。(d) 目标
函数是遍历计数和节点权重的标量
乘积，即执行计数乘以执行时间。
将目标函数最大化，以计算上限值。

问题的核心
在现代计算机系统结构中，推测的
使用非常普遍，它成了运算的常规
模式，而且效果极好：缓存对数据
复用情况进行推测；分支预测对比
较结果进行推测；流水线则推测是
否缺少数据依赖关系；诸如此类不
胜枚举。甚至还有对推测结果的推
测：指令预取和推测性执行需要正
确的分支预测。而需要确定程序片
段执行时间上限的微系统结构分析
必须满足这一要求。

微系统结构分析。当推测在大
多数情况下有效时，计算机系统结
构设计师就会很满意——平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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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解决方案是同时分析所有系统
结构组件。如果另外考虑到这项分
析是在处理器周期的粒度上执行
的，那么很明显，WCET 分析的这
项子任务是最复杂的。

之前讨论的内容也表明，最坏
情况执行时间和最大堆栈使用等其
他非功能属性一样，很难通过测试
和测量等实验方式来检查。如何为
这些程序属性标识安全的测试结束
标准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因此，需要开展大量的测试工作，
测试时必须访问物理硬件，而且测
试结果并不完整。静态分析的优
点在于它实现了全面控制和数据覆
盖，可以轻松进行自动化，软件开
发者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站计算
机运行工具。

系统结构抽象。如前所述，抽
象是微系统结构分析的一大利器。
使用抽象不仅能够有效地表示程序
点的系统结构状态，还可以实现高
效的状态空间探索。

所有系统结构抽象的共同特点
在于它们都是完全从数据中抽象出
来的。WCET 分析主要关注计算花
费多长时间；实际计算得出的值并
没有直接意义。只有当值对指令的
执行时间产生影响时，它们才具有
重要性。例如，它影响到内存访问
的地址是映射到快速 SRAM 还是低
速外部闪存，或者可变延迟浮点乘
法的操作数是否为零。

关于值的信息是通过之前的值
分析进行维护的，并且必要时可以
查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值分析
（以及控制流分析和循环界限分析）
进行因数分解，因为它完全取决于
所考虑的计算平台的指令集。至于
特定的指令集是如何通过对时序有
决定作用的微系统结构实现的，则
无关紧要。因此，所有这些分析都
可以在微系统结构分析之前，在指
令级别执行（而微系统结构分析是
在周期级别执行的）。这显著提高
了分析效率。

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然而，为了
得到比较精确的时序界限，微系统
结构分析必须证明推测机制（只要
有）是有效的。

这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证明。
我们使用抽象解释 6 来计算各个程
序点上的不变量，这些不变量表
征了当控制到达该程序点时，系
统结构可能处于的所有状态。这
些不变量描述了关于缓存内容的
安全信息；10,11 流水线状态（包括
其所有队列和缓冲区的内容以及
其各单元的占用情况）12,40；以及
片外总线、内存和外围设备的状
态。计算得出的不变量用于排除
系统结构中的转移。例如，如果
关于缓存状态的不变量允许其预
测缓存命中，就可以排除缓存未
命中的转移。

如果您认为这些内容很简单，
那么我们来指出一些误区，这些误
区排斥了某些“明显”的优化并限
制了可扩展性。

时序异常误区。当静态可用信
息允许多个可能的转移（例如缓
存命中和缓存未命中）时，人们
往往只遵循最坏情况转换，例如
缓存未命中转移。然而，有一些
时序异常会导致很难决定哪种转
移是最坏情况。

时序直观地说，时序异常就是
指出现局部最坏情况，但并不引起
全局最坏的情形。思考一下图 3，
其中内存块 A 的缓存未命中（局部
最坏情况）导致执行时间整体比缓
存命中更短。这是因为它阻止了可
能会错误预取 B 的分支预测。图 4 
中提供了另一示例。缩短指令 A 导
致总体时间更长，因为指令 B 现在
可能会阻塞更重要的指令 C，而指
令 C 只能在资源 2 上运行。

换言之，在最大化执行时间的
过程中，“贪婪”未必是最佳选择。
详 情 请 参 阅 Lundqvist and Sten-
ström25 和 Reineke and Sen30， 前
者引入了时序异常的概念，后者则

提出了 WCET 分析背景下的形式化
定义。

相互依赖性误区人们倾向于将
系统结构分析分解为对其组件的单
独分析。然而，系统结构组件之间
会进行不可忽视的交互。

例如，可以将缓存与分支预测
相结合进行思考：如果分支被误预
测，则指令会取自错误的分支目
标，随后检测到误预测，然后将提
取重定向到正确的分支目标。这些
额外的指令提取可以使一些块退出
缓存，而这些块或许可以用于今后
的程序执行。相反，数据缓存未命
中会延迟分支条件的计算，这又会
触发分支预测，并最终触发推测性
提取和代码执行。如果最初的数据
缓存访问为“命中”，则上述情况
都不会发生。这种（循环）相互依
赖性也存在于其他系统结构组件之
间。

特别要指出的是，分析缓存对
执行时间的影响时，以下做法是不
可取的：

1. 确定执行时间界限 th，假设
所有缓存访问都为“命中”。

2. 在任何程序执行中对缓存
未命中的总数确定一个上限 n。

3. 用 th 加上缓存未命中惩罚 
t n p 的 n 倍，获得包含缓存未命中
的执行时间上限。

事实上，可能有程序执行耗时
更长，即 t > th + n ∙ tp。缓存命中可
能会造成其他组件的状态变化，以
至于其他组件将招致更大的惩罚。

这一切都表明，独立于其他组
件之外而对各个系统结构组件进行
单独分析既不可靠，也不精确：如
果直接忽略其他组件及其影响，结
果就会不可靠；如果分析始终要考
虑其他组件的最坏情况，结果就会
不精确。

严重后果作为时序异常的后果
之一，微系统结构分析必须考虑所
有无法通过静态方式排除的转移。
鉴于相互依赖性，目前在实践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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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意
外因素，例如已公开的流水线或
延迟槽。想象力丰富的读者可能
会想到“僵尸代码”的后果，这
是指以推测方式执行的不可达代
码；同样也指被推测性执行而超
过的循环界限。

迈向高效表示的下一步是针对
具体组件的抽象，例如可以考虑缓
存。关于缓存的时序相关信息是指
当执行到达程序点时，在程序点上
访问的内存块是否包含在缓存中。
这些基本信息称为必须缓存和可能
缓存信息：10“必须缓存”信息是
指每当执行到达程序点时，一定包
含在缓存中的内存块集。“可能缓
存”信息是指当执行到达程序点时，
可能包含在缓存中的内存块集。前
者允许预测命中；后者允许预测未
命中；对于“可能 / 必须”集内的
内存块而言，需要同时考虑命中和
未命中的情况。

缓存抽象会对这一信息进行保
守近似。为了在缓存更新时保留
有用信息，抽象缓存中除了“必
须”和“可能”信息外，还包含了
更多内容。区间抽象和同余抽象的
编码相当简单，即分别为 [l, u] 和 
n mod m，与之相比，抽象缓存的
编码和解释更为复杂。然而，抽象
缓存比具体缓存状态集的显式编码
更为简洁高效。要了解缓存分析的
近期概述和缓存抽象实例，请参阅 
Grund11 的文献或更早期的研究。10

虽然抽象法取得了许多成功，
但流水线是一个反例。流水线的异
质程度更高，也就是说，它们由
大量的小组件构成，例如提取缓冲
区、调度程序、执行单元、等待载
入和储存指令的队列等等。除了一
些次要的抽象（如对称单元抽象）
外，迄今尚未发现令人满意的流水
线状态集抽象。用于流水线分析的
域可以代替紧凑的抽象域，本质上
是一个幂集域：流水线的系统结构
状态是通过具体流水线集进行近似

的。要了解此类流水线分析的早期
示例，请参阅 Ferdinand 等人的文
献；8 要查看更复杂的示例，请参
阅 Thesing 的文献。40

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分析都是
同时执行的。与由组件组成的实际
硬件非常相似，微系统结构分析由
所有组件的抽象域组成，后者则通
过相应的域构造器组成。总体而言，
微系统结构分析是一个具有巨大抽
象域的抽象解释。在分析 PowerPC 
7448 的平均大小的基本块时，所考
虑的状态数可以增长到七位数。

上下文敏感性。大多数静态程
序分析采用了控制流抽象的默认假
设：很难考虑确切的可行程序路径
集（到达程序点）。一种简单的抽
象是利用通过 CFG 的所有（到达程
序点的）路径集来对（到达程序点
的）可行路径集进行近似。这种抽
象的缺点在于考虑了穿过 CFG 的不
可行路径。

就 WCET 界限而言，问题不在
于不可行捷径，而在于不可行迂回。

因此，如前所述，控制流分析应运
而生，它可以确定不可行路径，从
而缩小考虑的路径集，以缩小时序
界限。

一般来说，WCET 问题需要进
行具有高度上下文敏感性的分析。
也就是说，需要对控制如何到达某
一程序点的不同可能性进行区分。
要了解原因，不妨考虑一下循环的
执行：第一个迭代展现出的系统结
构行为通常与之后的迭代不同，例
如，该循环的指令会被载入到缓存
中。如果无法区分迭代，保守起见，
就必须在所有循环迭代中考虑指令
缓存未命中。但是，这样会导致执
行时间的明显高估。

函数的不同调用场景之间也会
有类似的差异。在第一次调用后，
某些函数代码可能会保留在缓存
中。函数内的循环界限可能取决于
函数参数。不同的参数值可能会在
函数中产生不同长度的路径。

从本质上讲，与每个程序点的
单个不变量相比，利用上下文可以

图 3. 推测时序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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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调度时序异常。箭头指示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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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模型；40 (e) 缓存系统结构的
巨大状态空间的抽象；10,11 和 (f) 不
间断执行假设的“松弛”，2 这部
分内容我们将进一步深入探讨。

马拉达伦大学 WCET 研究小组
建立了一系列 WCET 基准计划 a，
用于评估和对比不同类型的 WCET 
分析工具和方法。13 从 2006 年开始，
WCET 研究界定期执行“WCET 工
具挑战”活动。b 公布的结果 37 全
面反映了不同工具的状态。

工业应用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工业环境
中的时序分析以基于测量的技术
和简单的计数方法为主导。1998 
年 AbsInt Angewandte Informatik 
GmbH 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静态
方法研究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与德
国 TÜV（技术监督协会）的初步
讨论表明，基于抽象解释的 WCET 
分析看来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值
得进行商业化尝试。空客是第一批
认识到这一创新技术潜力的公司之
一。空客为欧洲 IST 项目 Daedalus
（通过静态分析和抽象测试验证关
键软件）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
过程中，AbsInt 按照航空电子软
件的行业要求调整了其面向 WCET 
分析的原型工具链。34,35,41 新型商
用 WCET 分析工具支持的第一批
处 理 器 是 Motorola PowerPC 755 
和 TI TMS470。今天，这款实现了
先前所述系统结构的工具称为 aiT 
WCET 分析器。

最初报告的结果 35 涉及了更复
杂的 PowerPC 755，其指令执行时
间的差异幅度大约达到几百倍。对
比结果表明，一项任务计算得到的
上限通常比该任务测量得到的时间
高 25%，而实际 WCET （不可计算
的）则处于两者之间。每个程序的

a http://www.mrtc.mdh.se/projects/
wcet/benchmarks.html/

b http://www.mrtc.mdh.se/projects/
WCC/

推断出的每个“程序点 - 上下文”
对的不变量更强。 

关于上下文敏感性以及 WCET 
分析中出现的特殊类型的上下文敏
感性，更多文章请参见 Martin 等
人的文献。26

结论。现代 CPU 采用了大量推
测机制，可提高（平均情况）性能。
要派生程序执行时间的精确界限，
静态 WCET 分析必须证明推测机制
确实行之有效。如我们之前所讨论
的那样，这一点很难做到，原因有
很多：

由于系统结构组件之间的相互
依赖性，不仅无法对单个组件进行
分析，也无法以简单方式实施执行
时间惩罚，例如“加上 n 乘以缓存
未命中惩罚。”需要进行整体分析，
这带来了更高的复杂性并增加了资
源需求。与此同时，对分析搜索空
间的剪枝受到了时序异常的阻碍，
并且需要获得关于系统结构状态的
准确信息。要获得这些精确的信息，
需要进行上下文敏感性分析，以区
分大量不同的执行历史记录。这是
因为缓存和分支预测器等组件的状
态可能取决于很久以前的事件。事
实上，有些组件永远都不会忘记自
己的历史记录。29

从更抽象的层面上讲，CPU 被
构建为可在执行单个程序路径的过
程中利用运行时信息。WCET 分析
必须以静态方式证明能够成功利用
这些信息，而效率则决定了所有程
序路径的隐含考虑因素。可以说，
对于硬实时系统而言，某些预测机
制如此复杂，简直就是浪费材料。

学术进展
Puschner 和 Burns28 编写的社论简
要介绍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
代关于 WCET 分析的早期研究，概
述了当时十分活跃的研究小组所做
的贡献。Wilhelm 等人 43 较新的调
研中采取了更加以问题为中心的观
点，讨论了时序分析子任务的不同

方法、做出贡献的群体，以及当时
可用的各种工具的优势和局限性。

一般而言，人们可以根据测量、
模拟或静态分析来区分不同的方
法。通过测量或模拟得到的 WCET 
估算并不安全，因为很难保证将程
序输入和初始系统结构状态的最坏
情况组合纳入其中。静态方法可以
提供保证，但可能面临高估的问题。
测量需要硬件和跟踪设备；模拟和
静态分析需要系统结构模型。

一些研究小组在学术原型方面
进行了投入，其中一些已经开发出
商业化工具。目前仍在维护的最知
名工具包括：

(a) aiT，德国萨尔布吕肯 Ab-
sInt GmbH 基于静态分析的一款商
用工具；

(b) BoundT，芬兰赫尔辛基 
Tidorum Ltd. 基于静态的一款商用
工具；

(c) Chronos，新加坡国立大
学开发的一款开源软件，采用 Sim-
pleScalar 模拟器进行微系统结构分
析；

(d) OTTAWA，法国图卢兹大
学基于静态分析的一款开源软件；

(e) RapiTime，美国纽约 Rap-
ita Systems Ltd. 基于测量的一款商
用工具；和

(f) SWEET，瑞典马拉达伦大
学开发的学术原型，侧重于静态控
制流分析。

若要了解更完整的列表以及关
于功能和局限性的深入讨论，请参
阅 Wilhelm 等人的文献。43

就完善的静态分析方式而言
（有待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的挑战留
待之后讨论），最重要的发展成果
是：(a) Shaw33 提出的时序架构及
其扩展； (b) 向更合适的隐式路径
枚举技术 (IPET) 转变，这最初是由 
Li 和 Malik 提出的，24 目前仍用于
全局界限分析；(c) 将时序分析任务
分解为可控的子任务；8 (d) 微系统
结构分析方式，以建立复杂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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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量或模拟得到
的最坏情况执行时间
估算并不安全，因为
很难保证将最坏情况
起始条件纳入其中。
基于静态分析的方法
可以提供保证，但可
能面临高估的问题。

平均分析时间为 12 小时，最大内
存需求将近 3GiB。此后，aiT 工具
不断得到改进，纳入了新的研究成
果，目前支持 20 多个处理器目标。c

对于更简单的微控制器而言，高估
率低于 10%。d

实现了与其他开发工具进行
的工具耦合。例如，aiT 与基于
模型的代码生成器（比如 Esterel 
SCADE9 和 dSPACE TargetLink ）
已经进行了耦合。20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持续评估最
坏情况时序行为。分析结果与模型
级别的关联可以将时序信息追溯至
模型级别。在开发过程早期就能检
测到错误，从而避免了后期的集成
问题。通过将计算最坏情况执行时
间的工具与计算最坏情况响应时间
的工具相整合，可以实现另一重要
的流程优化。AiT 与 SymTA/S 工具
（由 Symtavision 公司推出）之间
的工具耦合提供了一种无缝衔接的
时序分析方法：SymTA/S 根据由 
aiT 计算出的最坏情况执行时间，
计算系统的端到端时间和最坏情况
响应时间。19 从保证安全的角度来
讲，基于模型的测试通常用于显示
功能性程序属性，静态分析则用于
证明不存在非功能性程序错误。因
此，将基于模型的测试与分析整合
起来是十分有益的做法，aiT 与基
于模型的测试工具 BTC Embedded-
Tester 之间的工具耦合已经体现了
这一点。18 模型级别的信息（例如
执行模型或环境规范）被自动纳入
考虑范围，避免了重复的测试和分
析设置。测试和分析可以无缝启动，
并生成统一的结果报告。

过去几年里，大部分相关的安
全标准（例如 DO-178、IEC-61508 
和 CENELEC EN-50128）都经历了
重大修订。规定道路车辆功能安全

c http:/www.absint.com/ait/targets.
htm/

d http://www.absint.com/ait/precision.
htm/

的标准 ISO-26262 已在 2011 年发
布。所有这些标准都要求指明潜在
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危害，并证明
软件没有违背相关的安全目标。所
有提到的标准都列出了软件属性的
最坏情况执行时间，而这些软件属
性对于实时软件是必须确定的。当
工具用于安全关键型系统的认证流
程时，必须按照相应的安全标准对
工具进行鉴定。为此，AbsInt 开发
了针对 aiT 的鉴定支持套件 (QSK)，
可以证明工具可以在用户的操作环
境中正常工作。此外，可以使用鉴
定软件生命周期数据 (QSLCD) 报
告，其中记录了针对所有目标处理
器和编译器的整个 aiT 工具开发过
程，包括所有验证和质量保证活动。
借助 QSK 和 QSLCD，根据安全标
准进行的工具鉴定将能以自动化程
度最高的方式执行，直至达到最高
的关键性级别。22

AiT 的客户来自各个安全关键
型行业领域：航空电子和航天、汽
车、核电站控制、医疗技术等等。
遗憾的是，大部分 aiT 客户不希望
公开其名称。同意公开名称的客户
请 见：http:/www.absint.com/suc-
cess.htm。2010 年，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将 aiT 用作行业标准工具，
以证明在其针对丰田汽车公司开展
的意外加速调查中，不存在与时序
相关的软件缺陷。27

有待解决的问题和未来挑战
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 WCET 分
析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该解
决方案仍存在一定缺陷。消除这
些缺陷，将提高其总体适用性。
我们在本文中讨论了这些缺陷以
及该解决方案在可行性方面面临
的潜在威胁。

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性，我们
列出了方案的基本假设。就需要分
析的程序而言，假设包括：终止、
无自修改代码、无动态内存分配，
以及可解析的动态分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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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核环境而言，采
取必要措施达到一定
的精确度即可满足行
业要求。对当前的大
部分多核平台而言，
精确度和 / 或复杂性
都无法令人满意。

问都可能因竞争性访问而延迟。要
以静态方式证明不存在此类延迟，
一种方法就是对所有其他同时运行
的程序的资源访问行为进行特定抽
象，并针对该抽象对每个程序进行
分析。Schranzhofer 等人给出了一
个示例，32 但是仍然没有找到针对
一般问题的适当抽象。

要缓解时序分析中的问题，可
以尝试通过巧妙配置 CPU 或系统
板来减少资源干扰。7,21 为了不再
“与风车搏斗”（即试图修复对 
WCET 分析不太有利的设计），不
妨尝试一开始就适当地对系统结构
进行设计。42,44 所谓“适当”是指
既可以轻松预测系统结构的行为，
同时又使系统结构仍然保持高性
能。人们早就认识到可预测性的必
要性 36，并且已经采用多种方式对
其进行检验，例如 Henzinger、17 
Bernardes、5 和 Thiele。42 然而，
实时系统研究界对可预测性的理解
仍然非常模糊。普遍认可的形式化
定义仍然有待发现。Axer 等人 3 联
合撰写的论文在基本层面及系统的
多个抽象级别上对可预测性进行了
探讨。

结论
高性能微处理器的使用增加了时序
分析的难度，高性能处理器采用缓
存、深层流水线、乱序执行和分支
预测来提高平均性能。这些系统结
构组件由于执行状态依赖，导致各
个指令的执行时间产生较大差异。
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根据到达这些出
现点的所有可能的执行历史记录的
相关信息，安全地限制程序中出现
的指令序列的执行时间。静态程序
分析用于计算此类信息，可以计算
出可靠且精确的上限。时序分析工
具在安全关键型嵌入式系统行业中
得到广泛使用。

能否确定执行时间界限，以及
结果是否精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底层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属性。计算

这些条件很容易满足，缺失的
信息可由开发者提供或派生自较高
级别的模型。尽管源代码可能需要
遵守法规或标准，但这与 WCET 分
析无关，因为 WCET 分析要求以二
进制作为输入。

静态分析要求使用待分析系统
结构的真实模型。目前的抽象模型
可通过以下方式创建：研究硬件文
档、询问设计者、询问了解情况的
人，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反向工程试
验。这一过程容易出错而且费力，
今后的替代做法是从 VHDL 或 Ver-
ilog 规范中获取抽象模型。31

我们在系统级别所做的一个重
要假设就是：程序是独立执行的。
如果程序执行中断，且已经执行其
他代码，则当程序执行恢复时，系
统结构状态将会不同。因此，在所
有后续程序点计算得出的系统结构
状态不变量将是错误的。需要额外
进行分析，以便限制中断造成的执
行时间延长。2 在航空电子等领域
中采用的非抢先调度是更轻松的选
择，至少与 WCET 分析相关时是
如此。

实际上，可以以更通用的方式
来陈述这一假设：分析中只考虑那
些与特定程序点相关而发生的事
件。没有此类相关性或者会改变系
统结构状态的其他类型事件必须单
独处理。可通过硬件中断实现的抢
先调度只是其中一个示例。其他示
例还包括 DRAM 刷新、DMA 转移，
以及多处理器或多核平台上程序的
并行执行。

程序并行执行的问题在于会对
程序间共享的系统结构资源产生干
扰，这些资源包括缓存、互连、闪
存、外围设备等。对共享资源（尤
其是全局变量）进行的某些访问将
被同步，以保证同时运行的程序的
语义。对于其他访问而言，竞争性
线程访问共享机器资源的顺序并不
是静态固定的。这使得时序分析更
为复杂，因为对共享资源的任何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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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系统结构和软件设计的发展趋势
损害了既有方法的适用性。时序分
析问题能够以可证明正确的方式解
决，这已被视为形式化方法的一个
成功案例。要延续这一成功故事，
既需要可预测性更高的系统结构，
也需要分析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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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 即在单台计算机存储器各
级之间传输数据，或者在网络或
数据中心中的计算机之间传输数
据的成本 － 往往是一种比计算更
宝贵的资源。尽管并非新概念，但
是近些年，由于以下两个趋势的出
现，通信与计算之间的取舍又重新
得到关注：1. 支撑高性能计算的
架构趋势，以及 2. 实现自动生成
海量数据的技术发展趋势。在实
践方面，这种取舍产生了多核处理
器、诸如 LAPACK 和 ScaLAPACK 
等 库、 诸 如 MPI 和 MapReduce 
等机制，以及分布式云计算平台。
在理论方面，这又产生了大量的，
以新的数据访问模型为基础的，为
老问题设计新算法的研究工作。

Ballard、Demmel、Holtz 和 
Schwartz 编撰的论文便是其中之
一。该论文考虑了一个基础性问
题——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多年来
一直在矩阵算法的理论层面和实
践层面中占据独特地位的老算法。
通过这样做，该论文强调了从理论
计算机科学（TCS）提取的抽象概
念如何在实践中产生有用的结果，
并说明了将理论与实践相衔接非
常需要对实践有全面认识。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两个 n 
× n 矩阵乘法相乘。在数值线性代
数（NLA）、科学计算、机器学习
和大规模数据分析方面，这是一个
基本计算核心。显然，由于需要大
量的时间来进行读输入和写输出，
所以 n 2 是一个意义不大的访存时
间下界。此外，一眼看来，我们“显
然”会认为，广泛用于两矩阵相乘
的三重循环算法（给定条件：针对
每组 i , j , k，输入两个 n × n 矩阵

A 和 B， 运 算：C(i, j)+= A(i, k) * 
B(k, j)) 表明，需要 n3 的时间复杂
度来解出这个问题。此外，一眼看
来，我们“显然”会认为，广泛用
于两矩阵相乘的三重循环算法（给
定条件：针对每组 i, j, k，输入两
个 n × n 矩阵 A 和 B，运算：C(i, 
j )+= A(i, k) * B(k, j)) 表明，需要 n 3 
的时间复杂度来解出这个问题。 

值得惊叹的是，早在 1969 年，
施特拉森就已提出至今仍众所周
知的算法。其基本理念是可用 7 次
（而非常用的 8 次）相乘来乘以 2 
× 2 矩阵。由于同样的想法适用
于 2 × 2 分块矩阵，因此可用递归
算法，在不超过常量乘以 n ω 次算
术运算内完成两个 n × n 矩阵相
乘，其中 ω = log2 7 ≈ 2.808。随着
时间的推移，指数 ω 已削减到 ω ≈ 
2.373，而且许多人猜想存在 ω = 2 
的类施特拉森算法。

并且证明了非明显算法至少
在理论上可比明显算法实现更
短的运行时间。尽管就大于约 
100×100 的输入矩阵而言，其运
行时间可以比常见的三重循环算
法短，但是出于技术和非技术原
因，施特拉森算法尚未在实践中得
到广泛应用。

本论文仅是力图尽量减少 
NLA 算法中的通信量的大量研究
之一。先前的研究已证明，几何嵌
入方法可用于在共享存储器串行
模型和分布式存储器并行模型中
为三重循环矩阵乘法算法确立通
信下界。基本上，算法可绘制成一
个计算有向无环图 (CDAG)。鉴于
该算法的三重循环结构，该图可嵌
入到三维立方体；这篇文章的主要

成果是类施特拉森算法串行版本
和并行版本的通信量下界；该下界
比常见三重循环算法的下界要低。

由于几何嵌入方法似乎并不适
用类施特拉森样法的递归结构，因
此新的下界是通过考虑施特拉森
算法 CDAG 的边缘扩张确立的。
扩张图 - 即分区不理想以及无法很
好地嵌入任何低维度欧氏空间的图 
- 通常是 TCS 中无处不在且十分有
用，但 TCS 外却几乎无名的结构。
对于熟悉扩张图的读者，该文章将
提供另一种应用方式。而对于不熟
悉扩张图的读者，本文章会是一个
起点。

最后，在让数值分析和数据分
析人士以及下界复杂性理论家高
兴的同时，作者还通过提供一个
优化算法来证明其得出的下界较
紧。而在并行情况中，作者通过与 
Benjamin Lipshitz 合作开发出一
种新颖的通信避免的并行施特拉
森算法。并且在大型并行机上，其
实测性能超过所有其他已知矩阵
乘法算法，无论是三重循环算法，
还是基于施特拉森类的算法。值得
注意的是，这表明施特拉森算法应
纳入现有的并行 NLA 库，从而提
供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出众
示例，并揭示施特拉森算法仍值得
在实践中使用，而具有讽刺意识的
是，这恰恰是因其具有更好的通信
特性。 

Michael W. Mahoney (mmahoney@icsi.berkeley.edu)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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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拉森矩阵乘法的通信成本
作者： Grey Ballard、 James Demmel、Olga Holtz 与 Oded Schwartz

摘要

在历史上，算法一直以其所执行的算术运算量加以评
估。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不再胜任对当代计算机运行
时间的预测。在存储器各层之间以及在处理器之间传
输数据所需的时间（和能量）远多于执行计算。硬件
趋势预示着，这种通信的相对成本将只升不降。因此，
证明算法的通信下界以及找出求出这些边界的算法已
成为基本目标。我们证明了，算法的通信成本与其对
应计算图的图形扩张特性密切相关。

矩阵乘法是最基础的科学计算和并行计算问题之
一。通过将扩张分析应用于施特拉森和其他高速矩阵
乘法算法，可得到这些算法的通信成本的第一下界。
这些边界表明，当前串行算法是最优的，但是先前并
行算法存在不必要的通信。我们的新的并行施特拉森
算法达到了通信最优状态，并优于以往所有矩阵乘法
算法。

1. 序言
通信（即移动数据）在算法成本中的占比可能十分高，
无论以运行时间来计，还是以总能耗来衡量都是如此。
这一说法既适用于在存储器各层之间移动数据，也适
用于通过网络在不同的处理器之间移动数据。每个数
据单位的通信时间因存储层级不同而差距甚大，从 L1
（一级）缓存的 10-9 秒级到磁盘访问的 10-2 秒级。当
通信通过网络或者互联网发生时，通信时间差异可能
更为显著。事实上，相对于运算成本而言，技术的发
展趋势 16, 17 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令通信成本呈指数式增
长。摩尔定律正使芯片的运算能力以每年约 60% 的速
度增加，但存储器和网络带宽仅分别以每年 26% 和
23% 的速度增加。16 因此虽然通信并非当前的瓶颈，
但它可能会在未来成为瓶颈。

理想情况下，我们能够为重要问题确定所需通信的
下界，并设计得出这些边界的算法，即达到通信最优状
态的算法。这组对偶问题（其中一个经典例子就是 Θ(n3) 
矩阵乘法（参见下文的进一步详述））长期以来一直吸
引着研究人员。这些研究包括 Hong 和 Kung 18 以及 Irony 
等人 20 对下界的论证，以及 Agarwal 等人 1 和 Cannon11

等等在著作中得出的各种最优串行算法和并行算法。

这些下界最近针对密集和稀疏矩阵，以及针对串行
机和并行机，扩展成另外一大类经典线性代数问题，包
括线性方程组求解、最小二乘问题以及特征值问题。9

出人意料的是，在 LAPACK 和 ScaLAPACK 等广泛实施
的数学库 3 中，经高度优化的算法往往无法得出这些
下界，就连渐近的结果都得不出。为发明能够得出此
类下界的更新、更快算法，研究人员在近期做了大量
工作；参见 Ballard 等人著作 9, 10 中的引文以作参考。

在本文中，我们描述了一种新颖的方法，以为施
特拉森的 Θ(nlog

2 
7) 矩阵乘法算法和很多类似高速算法

证明第一通信下界。具体而说，我们对各算法的计算
图形进行扩张分析，并证明扩张有助于确定通信成本。
这些通信成本边界低于经典矩阵乘法的成本边界：这
意味着，施特拉森算法不仅减少计算量，而且还创造
出减少通信量的机会。此外，下界随可用存储器数量
的增长而降低，这表明增加存储器也可能实现更快的
算法。

事实上，存在为不同量级存储器得出下界的最优
并行算法，当在大型并行机上时，其性能超过所有其
他已知的矩阵乘法实现，无论是经典算法，还是施特
拉森类算法 6，参见图 1。在本文的其余部分中，我们
将着重解释施特拉森算法的新下界及其意义。

1.1. 通信模型
为分析算法的通信成本，我们将考虑理想状态下的存
储器和通信模型。在串行情况（参见图 2）中，我们
设想一台具有两级存储器层次的机器：一个大小为 M 
个字的高速存储器（执行计算的所在）和一个无限大
的低速存储器。我们假设输入数据最初驻留在低速存
储器中，而且输入数据因太大而无法完全载入高速存
储器。我们将串行算法的通信成本定义成低速和高速
存储器之间传输的总字数。

本文的最初版本名为“高速矩阵乘法的图形扩张和
通信成本”，首次在 2011 年计算机协会并行算法
及体系结构研讨会的论文集中发表，并于后来出现
在计算机协会期刊  2012 年 12 月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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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1  朴素经典矩阵乘法

1: for i = 1 to n do
2:  for j = 1 to n do
3: for k = 1 to n do
4: Ci j = Ci j + Ai k · Bk j

答案是我们确能做得更好。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块
式”算法减少通信（见算法 2）。这个想法是将 A、B 
和 C 分成尺寸为 b × b 的方块，以便使这三个方块可
以同时载入高速存储器。我们用符号 C[I, J   ] 来表示 C 
矩阵的第 (I, J   ) 个 b × b 方块。当 C[I, J   ]、A[I、K   ] 和 
B[K, J   ] 均在高速存储器中时，无需增加通信即可执行
算法的内循环（对应 (b3) 算术运算）。

算法 2  块式经典矩阵乘法

1: for I = 0 to n/b do
2:  for J = 0 to n/b do
3: for K = 0 to n/b do
4: C[I, J   ] = C[I, J   ] + A[I, K   ] · B[K, J  ]

如果我们将  选作最大块大小，则所得出
的通信总量为  个块运算，每个需要通信 (M) 
个字。因此，总通信成本是 ，  的因数
要优于朴素算法的因数。

朴素算法在串行机上的性能与块式算法在串行机
上的性能通常相差一个量级。借助块式算法，所实现
的性能接近机器的峰值能力。我们再一次要问：我们
还能做得更好吗？我们能否进一步重新排列这些计算
以减少通信吗？

如果我们坚持执行经典方式所给出的（n3）次算
术运算，答案会是否定的，即我们无法做得更好。
Hong 和 Kung18 给出了  在任意重新排序下的
通信成本下界，表明块式算法是达到通信最优状态的
算法。但我们的故事并末到此结束：块式算法的通信
最优性承担 (n3) 次算术运算。

1.3. 施特拉森矩阵乘法
虽然矩阵乘法的经典算法已得到优化，可尽量减少通
信成本，但仍有可能针对这个问题设计一种完全不同
的算法。让我们回顾一下施特拉森算法 24（见算法 3）。

施特拉森的主要理念是利用 7 次标量相乘取代 8 
次标量相乘来乘以 2×2 矩阵。由于 n × n 矩阵可分成
象限，因此施特拉森的理念可以递归方式应用。七次
象限相乘均以递归方式计算，并且象限加法和减法的
计算成本是（n2）。因此，浮点运算计数的递推公式
为 F (n) = 7F (n/2) + (n2)，基础条件是 F (1) = 1，从而得
出 F (n) = (nlog

2
7)，这与经典算法相比计算量渐趋减少。

研究亮点 

 

在并行情况下（参见图 2），我们设想有 p  个处
理器，每个处理器有一个大小为 M 的本地存储器，
并通过网络连接。在这种情况中，通信成本是处理
器之间传输，并沿着算法的关键路径计算的字数。
也就是说，在各对处理器之间同时传输的两个字只
计作一次。

1.2. 经典矩阵乘法
为说明算术重新排序对于串行计算的通信和运行时
间的影响，请设想矩阵相乘计算问题 C = A · B，其中
第 (i , j ) 个输出元素由经典公式 Cij = ∑k Ai k · Bkj 进行
计算。用三个嵌套循环即可说明经典算法计算的一
个“朴素”排序（参见算法 1）。对于太大而无法全
部载入高速存储器的矩阵，这样的排序需要为每个
标量乘法至少通信一次运算量，从而导致总通信成
本为 Θ(n 3)。人们自然会问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做得
更好吗？

0

10

20

30

40

50

100 1000 10000

Ef
fe

ct
iv

e 
G

fl
op

s 
/ s

 / 
pr

oc
es

so
r

Number of processors

Classical Peak

New Algorithm

Best Previous Strassen

Best Classical

图 1.Cray XT4 计算机上并行矩阵乘法算法的强可扩展性表现
比较。6 所有数据都对应固定维数 n = 94080。该 x轴表示对
数标度上处理器的数量 p，而 y轴衡量实际表现，或者 n3/(p · 
time)。就经典浮点运算计数来看，新算法优于所有其他已知的
算法，并超过机器的最高性能。就这个问题规模而言，新算法
的运行速度比以往最好的施特拉森类算法快 24 - 184%，比最
好的经典算法快 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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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串行 2 级（左）存储器模型和并行分布式存储器 
（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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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下界较紧，因为是用施特拉森算法的标准递
归串行实现得出的。递归算法的通信成本由递推公式

给出。当输入和输出子矩阵
载入高速存储器，并且无需进一步通信即可执行矩阵
乘法时，基础条件实现。这就为 M 个 n2 得出 

与定理 1 所述的下界相匹配。

2.2. 并行情况
定理 1 的证明方法延伸至并行机，可得出：

推论 2。10 设想在一台具有 p 个处理器，每个处理器本
地存储器大小为 M 的并行机上实现的施特拉森算法。
那么对于  来说，施特拉森算法的通信成
本是

虽然推论 2 并非在任意大小的本地存储器（相对于问
题的大小和处理器的数量）时都成立，但下面的独立
于存储器的下界可采用类似的方法加以证明 5，并在任
意大小的本地存储器时都成立，不过这还需要另做一
些假设。

定理 3。5 假设由执行施特拉森矩阵乘法的并行算法能
均衡计算负荷。那么，通信成本是

请注意，推论 2 的边界决定了 M = O (n2/p2 / log 7) 是定
理 3 中的边界。因此，施特拉森算法并行实现的最紧
下界即为这两个边界的最大值。表 2 和图 3 均改编自 
Ballard 等人的著作 5，说明了这两个函数之间的关系。
图 3 具体表明了强可扩展性的边界：对于固定维度 n，
在有限的范围内增加处理器数量（每个处理器的本地存
储器大小为 m）不会增加总通信量。因此，关键路径
沿线的通信成本随 p 值线性减小。这是因为在这个“完

下一节中介绍的主要成果展现出一个美妙的事实：
即与经典算法相比，施特拉森算法不仅所需计算量要
少，而且所需要的通信量也少！

算法 3 施特拉森矩阵乘法算法

Input: 

1: if n = 1 then
2: C = A · B

3: else
4: M1 = (A11 + A22) · (B11 + B22)
5: M2 = (A21 + A22) · B11

6: M3 = A11 · (B12 − B22)
7: M4 = A22 · (B21 − B11)
8: M5 = (A11 + A12) · B22

9: M6 = (A21 − A11) · (B11 + B12)
10: M7 = (A12 − A22) · (B21 + B22)
11: C11 = M1 + M4 − M5 + M7

12: C12 = M3 + M5

13: C21 = M2 + M4

14: C22 = M1 − M2 + M3 + M6

Output: 

2 通信下界
在本节中，我们会阐述我们的主要成果：施特拉森
矩阵乘法的通信下界。第 3 节所述的证明方法让我
们能够表述序列和并行情况中的界限。正如第 1 节
所述，其下界低于经典算法的边界。18, 20 在串行和并
行情况中，现在都存在能实现下界且达到通信最优
状态的算法。

2.1. 串行情况
我们得到以下下界：

设想在一台高速存储器大小为 M 的串行机上实现的施
特拉森算法。那么对于 M 个 n2，施特拉森算法的通信
成本是

对于基于用七次标量相乘进行 2 x 2 矩阵乘法的施特拉森
算法的所有实现和所有已知变体，定理 1 成立。这包括
维诺格拉特的 O (nlog

2
7) 变体。该变体使用 15 次加法，而

非 18 次。后者则是实践中最常用的高速矩阵乘法算法。

表 1. 串行矩阵乘法的渐近通信成本下界，其中 n 是矩阵维数，
而M是高速存储器的大小。请注意，虽然经典算法与施特拉森
算法在表达上形式相似，但证明方式相差甚远

经典 施特拉森

串行下界 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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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强可扩展范围中，”主导下界在分母中含有一个 p；
然而，当第二边界开始主导时，分母包含 p2/3，而非 p，
并且 p 值越大所导致的通信量就越多。如图所示，经典
算法也会发生类似的现象，但参数会略有不同。5, 23

施特拉森矩阵乘法的近期并行算法 6 具有如下通
信成本

其中，p 是处理器数量，而 M 是本地存储器的大小。
请注意，这符合上文推论 2 和定理 3 的下界。McColl 
和 Tiskin22 的著作通过 BSP 模型提出了类似的施特拉
森矩阵乘法算法。

3. 论证要点
定理 1 论证的关键基于对施特拉森算法计算图边扩张
的估算。下文描述了通信成本与计算图边扩张性有何
紧密关系。该计算图具有递归结构，而且我们将对其
扩张性进行组合分析。这一高阶参数基于将计算量分
成段的方法（参见在 3.3 节的说明）。让我们先定义

研究亮点 
 

两个关键概念：计算图和边扩张。参见 Ballard 等人 10

的著作，以获取全面论证。

3.1. 计算图
算法按给定输入矩阵执行的计算可绘制成一个可计算
的有向无环图 (CDAG)：我们用顶点表示每个输入、中
间和输出参数，用边来表示直接依赖关系产生（例如，
用对于二进制算术运算 x := y + z，我们用从对应运算
量 y 和 z 的顶点集指向到对应 x 的顶点的边来表示）。

在串行情况中，算法实现（或调度）确定执行算
术运算的顺序；这个排序遵守 CDAG 的偏序。在并
行情况中，算法实现确定哪些算术运算由 p 个处理
器中的哪个执行，以及本地运算的排序。这相当于将 
CDAG 分成 p 个部分。跨越各部分之间的边对应的参
数归一个处理器所有，但另一个处理器需要，因而涉
及通信的参数。

3.2. 边扩张
扩张是指将图形的给定子集与其边界相联系的图论概
念 19。如果一个图形能大幅扩张，则顶点集的子集将
具有相对较大的边界。例如，如果一个每个顶点都有东、
西、南、北相邻网格的二维网络扩张幅度较小，则整
个图形的扩张幅度就会较大。虽然衡量扩张的量度不
尽相同，但我们主要对规则图形的边扩张感兴趣，后
者定义如下：d- 规则无向图 G = (V, E) 的边扩张 h(G) 是

  (1)

其中，EG(A, B) 是连接不相交顶点集 A 和 B 的边集。
请注意，CDAG 通常是不规则图形。如果图形 G = 

(V, E) 不规则，但具备有界最大度 d，则我们可以将 (<d) 
个循环添加到 <d 度的顶点集，从而得出规则图形 G。
请注意，对于任何 S Í V，我们得到 |EG(S, V \S)| = |EG (S, 
V \S)|，因为所添加的循环都不会增加 G 图的扩张幅度。

对于许多图形来说，小集合的扩张幅度大于较大
的集合。用 hs(G) 表示 G 图边扩张大小最大为 s 的集合
时的边扩张：

  (2)

就许多有意义的图类（包括施特拉森 CDAG）来说，
当 s 固定时，hs(G) 并不依赖 |V(G)|，但是会随 s 的增
长而减小。

3.3. 分段参数
高阶下界参数基于将算法实现的执行分段。将 O 设成
符合 CDAG G 图偏序的顶点集的任意全序，也就是所

 经典 施特拉森

依赖存储器的下界
20, 10

独立于存储器的下
界 5

表 2. 并行矩阵乘法的渐近通信成本下界，其中 n 是矩阵维数，
而M是本地存储器的大小，p 是处理器数量。

图 3.矩阵乘法的通信成本和强可扩展性：经典与施特拉森对照。
5 垂直轴对应 p 乘以通信成本，因此水平轴对应强可扩展性。
数量 pmin 是储存输入和输出矩阵所需的最少处理器数量（即：
pmin = 3n2/M， 其中 n 是矩阵维数，而 M 是本地存储器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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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边都在全序中向上。全序可被视作执行计算的实际
顺序。将 P 设作以任意方式将 V 分成 S1，S2 …等段，
以便 Si P 段是全序 O 中邻近顶点集的子集。

将 S 设成某个段，并将 RS 和 WS 分别定义成读和
写运算量集合（参见图 4），即 RS 是入边 S 但位于 S 
外的顶点集，而 WS 是出边 S 但位于 S 内的顶点集。回
想一下 M 是高速存储器的大小。那么，因 S 中读取运
算量而产生的总通信成本至少为 |RS| − M，因为当运
算段开始时，所需 |RS| 运算量的上限 M 已在高速存储
器中。同样，S 会导致至少 |WS|− M 次实际写入操作，
因为在该段结束时，其它段所需运算量的上限 M 留在
高速存储器中。因此，总通信成本的下界为

  (3)

3.4. 边扩张和通信
设想运算段 S 及其读写运算数 RS 和 WS（参见图 4）。
如果包含 S 的 G 图的边扩张为 h(G)，最大度为 d 并且
顶点集数至少为 2|S|，那么（使用 h(G) 的定义 )，我
们得出

论断 4。 |RS| + |WS| ≥ h(G) · |S|。

将此与 (3) 结合并选择将 V 按 s 大小等分成 |V|/s 
段，我们得到 IO maxs (|V|/s) · (h(G) · s − 2M) = (|V| · 
h(G) )。在许多情况中，因 h(G) 太小而无法得出理想
的通信成本下界。通常情况下，h(G) 是 |V(G)| 的递减
函数；也就是说，边扩张随着输入大小的增加和对应
算法算术运算次数的增加而减弱（施特拉森算法也属
于这种情况）。在此类情况中，按较小的集合考虑 G 
的扩张为妥：IO  maxs (|V|/s) · (hs(G) · s − 2M)。选择最
小的 s，以便

 hs(G) · s ≥ 3M (4)

我们得出

  (5)

无法保证始终存在满足条件 (4) 的 s  |V|/2 值。在 
Ballard 等人的著作 10 中，我们确认存在这样一个能让
施特拉森 CDAG 实现足够大 |V| 的 s。

4. 施特拉森算法的 CDAG
回想一下用于矩阵乘法的施特拉森算法，并想象一下
其计算图。如果将 Hi 设成用于深度 i 递归的施特拉森
算法的计算图，则 Hlog2 n 对应大小为 n × n 的输入矩
阵的计算。首先，设想如图 5 所示的 H1，这对应乘以 
2 x 2 矩阵。每组 A 和 B 都被“编码”成七对乘法输入，
然后将对应乘法输出的顶点集“解码”以计算输出矩
阵 C。

常规计算图 Hlog2 n 具有相似的结构：

•	 编码 A：产生 A 元素的加权和
•	 编码 B：产生 B 元素的加权和
•	 乘以 A 和 B 元素对元素的编码
•	 解码 C：取乘积的加权和

用 Enclog2 n A 表示 Hlog2 n 对应矩阵 A 编码的部分。
同样，用 Enclog2 nB 和 Declog2 nC 分别对应 Hlog2 n 中 计算 
B 编码和 C 解码的部分。图 6 是 Hlog2 n 的高阶视图。在
下一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描述 CDAG。

S

RS

WS

V

图 4. 子集（段）S及其对应的读取运算量 RS和写入运算量
WS。 7 5 4 1 3 2 6

11 12 21 22

11 12 21 2211 12 21 22

Dec1 C

Enc1 A Enc1 B

图 5. 用于乘以 2 x 2 矩阵的施特拉森算法的计算图 (H1)。A 和 
B 编码对应算法 3 第 4 行至第 10 行内加法和减法；对计算 C 
的七个乘法的解码对应于第 11 行至第 14 行。标有两个指数 ij
的顶点对应矩阵的第 (i, j) 个入口；标有一个指数 k 的顶点对应
第 k个中间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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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k 个输入顶点相连接，得到 Hi+1，这对应元素对
元素的标量乘法。

4.2. 施特拉森边扩张
考虑到施特拉森算法的 CDAG 构造，我们现在要阐述本
文有关解码图边扩张的主要引理。证明方法与 Alon 等
人著作 2 中的扩张情况分析类似。参见 Ballard 等人 10

的著作，以获取全面论证。

引理 5。（主要引理）DeckC 的边扩张等于

利用另一参数（在 Ballard 等人所著文章 10 中得到证
明），我们得出

hs(Declog2n C) ≥ h(DeckC),

其中，s = (7k)。通过选择 s = (M (log27)/2)，我们可满足不
等式 4 和得出不等式 5 （实现足够大的 |V|）。这便给
出定理 1。

5. 延伸
在本文中，我们侧重于施特拉森矩阵乘法算法在两种
机器模型上的下界。然而，通过通信最小化提高基本
算法的设计空间十分广阔。这包括证明下界和开发最
优算法；采用经典方法以及诸如施特拉森算法等高速
算法；尽可能少地使用存储器，或者通过增加存储器
来减少通信量；尽可能少地使用存储器，或者通过增
加存储器来减少通信量；以及采用层次化、同构或异
构串行和并行模型。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些延伸
中的一小部分；参见 Ballard 等人 9,10 的著作和本文所
列参考文献，以深入了解。

5.1. 下界
第 3 节所描述的证明方法并不仅限于施特拉森算法，
而是可以更广泛的被使用。分段参数用于数值线性代
数的经典算法 8, 20，其中用几何不等式指定了每段的通
信成本，而非边扩张。此外，边扩张方法也可应用于
用 o(n3) 次算术运算乘以方阵的类施特拉森算法，适合
矩形矩阵乘法的其他高速算法以及其他矩阵计算。

类施特拉森算法。类施特拉森算法是基于 k × k 
矩阵乘法方案的递归矩阵乘法算法，针对某些 k 和 q < 
k3 使用 q 标量乘法（以便该算法执行 O(nω0) 浮点运算，
其中 ω0 = logk q）。如要了解矩阵乘法算术复杂性的最
新界限以及参照先前界限，参见 Williams 的著作。25 
如要运用我们对下界的证明，我们需要类施特拉森算
法的另一技术条件：即必须连接解码图。此类算法包

4.1. 递归构造
我们构造计算图 Hi+1，即用 DeciC 和 Dec1C 构造 
Deci+1C，并以类似方式构造 Enci+1 A  和 Enci+1B，然后
将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以递归方式构造 Deci+1C（如
图 7 所示）的主要概念如下。

•	 复制 Dec1C 7i 次。
•	 复制 DeciC 4 次。
•	 用DeciC 副本的 4 个· 7i 输入顶点集标示 Dec1C 副
本的 4 个 · 7i 输出顶点集：

 –  回想一下每个 Dec1C 有四个输出顶点集。
 –  用 Deci C 第一个副本的 7i 输入顶点的集合标示 

7i Dec1C 图各个第一个输出顶点集的集合。
 –  用 Deci C 第二个副本的 7i 输入顶点的集合标示 

7i Dec1C 图各个第二个输出顶点的集合，并以此
类推。

 –  我们确保用 Dec1C 第j  个副本的输出顶点标示出 
DeciC 副本的第 j 个输入顶点。

在以相似方式构造 Enci+1A 和 Enci+1B 后，我们通过将 
Enci+1A 和 Enci+1B 的第 k 个输出顶点集的边与 Deci+1C 

Enclog2 n BEnclog2 n A

Declog2 n C log2 n

nlog
2

 7

n2

n2

图 6.n × n 矩阵施特拉森 CDAG 的高阶概括视图。该图由两个
编码子图和一个解码子图组成；未显示子图之间的连接。

DeciC

Dec
1 C

图 7. 解码子图递归构造说明图。如要构造 Deci+1C，DeciC 复
制 4 次，Dec1C 复制 7i 次，并标示相应的顶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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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主要动机。我们不仅能够设计出最优算法，而且
我们还能够用实现证明分布式存储器的计算机在实践
中可运行得快得多。6, 21

避免通信的并行施特拉森算法。在第 2.2 节中，
我们阐述了新施特拉森矩阵乘法并行算法的通信成本，
其符合渐近下界这一特征。Ballard 等人的著作 6 详解
了这一算法，而 Lipshitz 等人的著作 21 则给出了更全
面的实现细节和性能数据。我们证明了，新算法比所
知的任何其他并行矩阵乘法算法更高效，包括那些基
于传统算法的算法以及那些基于施特拉森算法先前并
行变体的算法。

图 1 显示了在 Cray XT4 上的性能。至于在其它机
器上的结果，参见 Lipshitz 等人的著作 21。例如，在
多达 10,000 个核的 Cray XE6 上运行，就一个维度为  
n = 131712 的问题，我们新算法所取得的性能比经
典矩阵乘法的峰值表现高 30%，比最佳经典实现高 
83%，以及比施特拉森算法的先前最佳实现高 75%。
甚至对于维度只有 n = 4704 的小问题，其实现的性能
也优于最佳经典实现 66%。

进一步应用。本文施特拉森算法并行实现的主要
算法理念是递归树的精细并行遍历。这个理念适用于
子问题不相互依赖的许多其它递归算法（而且它也适
用于某些存在依赖关系的情况）。例如，经典矩形矩
阵乘法 14 和稀疏矩阵 - 矩阵乘法 4 能用这种方式并行
处理，以取得通信最优性。

相同的方法可用于在算法层面降低能耗（由于
通信比计算消耗更多能量）以及得出能耗需求的下
界。15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理论下界到算法研发，再
到高效实现的工作流程是十分有效的：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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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许多（但并非全部）高速矩阵乘法。如需了解详情
和实现，参见 Ballard 等人 9,10 的著作

对于类施特拉森算法，有关通信下界的表述采用
与定理 1，推论 2 和定理 3 相同的形式：将所有出现的 
log2 7 都替换成 ω0 ！证明方法遵照施特拉森算法的证
明方法。虽然经典算法的界限具有相同的形式，即将 
log2 7 替换成 3，但证明方式不尽相同。18, 20

高速矩形矩阵乘法。所设计的许多高速算法均针
对矩形矩阵乘法（参见 Ballard 等人的著作 7，以获
取详细清单）。用于在 q  < mkr 标量乘法中乘以 m 
× k  和 k  × r  矩阵的高速算法可以递归方式应用于在 
O(qt ) 浮点运算中乘以 mt × k t 和 k t × r t 矩阵。对于
此类算法，CDAG 的结构与方阵乘法的施特拉森算法
和类施特拉森算法极为相似，因为都由 2 个编码图和 
1 个解码图构成。假设解码图连通，则当我们对应 4 
和 7 插入 mr 和 q  时，定理 1 和引理 5 的证明适用。
在这类情况中，我们得出一个与定理 1 类似的结果，
表明此类算法的通信成本由 Ω (qt/M logmr q–1) 给出。如
果输出矩阵是三个矩阵中最大的一个（即 k < m 和 k  
< r），那么此下界由自然递归算法得出，因此较紧。
此下界也可延伸用于并行情况，与推论 2 类似，并
可用 Ballard 等人著作 6 的算法方法得出。

数值线性代数的其余部分。在诸如 LU、QR 以及
特征值和奇异值分解等诸多线性代数高速算法中，高
速矩阵乘法算法是基本构建块。13 因此，这些算法的
通信成本下界可以根据高速矩阵乘法算法的下界得出。
例如，在 LU 算法基于足够大的子矩阵调用高速矩阵
乘法算法时，就能产生 LU（或 QR 等）的下界。这种
情况符合 Demmel 等人著作的算法 13，然后我们可以
推断出匹配的下界和上界。10

嵌套循环计算。用于证明通信下界的所有参数几
乎都基于在给定数据集以及可用这些数据进行的有效
计算量之间建立关系，即所谓的“表面积与体积”比
值。例如，Hong 和 Kung18 通过分析支配集和最小 
CDAG 集来确立这一比值。出于以上目的将 Loomis–
Whitney 几何不等式应用于在 Ballard 等人著作 8 以及 
Irony 等人著作 20 中三个嵌套循环所指定的矩阵计算。
最近，Christ 等人 12 延伸了这一分析，用 Loomis–
Whitney 不等式的泛化形式（名为 Hölder–Brascamp–
Lieb 不等式）来证明符合以下条件的任意嵌套循环集
所指定的下界。这个条件就是嵌套循环能以线性方式
访问数组和满足某些其他条件。

5.2. 算法
追求通信下界的主要动机在于为算法的性能提供目标。
事实上，定理 1 和推论 2 的猜想与证明，以及并行机
情况中最优算法的存在都是改进施特拉森算法并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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