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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人工智能中的探索性
工程
利用理论模型规划 AI 安全。

我
们常常能见到人工
智能 (AI) 应用的新
范例。Google 自动
驾驶汽车已经安全
行驶了成千上万英

里。IBM 的 Watson（沃森）战胜
了美国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
(Jeopardy!) 的冠军选手，而超级电
脑 Deep Blue（深蓝）则打败了国
际象棋冠军。Boston Dynamics 的 
Big Dog 机器狗可以在崎岖不平的
地面上行走，摔倒后还能自己站起
来。软件可以像人类一样从各个角
度识别面孔。

随着 AI 系统能力的增强，它们
对人类的依赖性会越来越低。我们
将无法再像今天检查计算机完成的
所有数学运算一样，监控它们所做
的决定。这样的自动化无疑能够产
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我们能不能
信任这些具备如此超凡能力的高级
自主系统呢？

想想下面这个例子，2012 年 
8 月 1 日，自动交易程序使 Knight 
Capital 蒸发了 4.4 亿美元（税前），
导致该公司需要快速募集 4 亿美元
才能避免破产。14 这一事件打破了
一个普遍观点，即 AI 系统永远只是

DOI:10.1145/2644257 Luke Muehlhauser 和 Bill Hibbard

DARPA 半自主步兵班组支援系统 (AlphaDog) 的开发凝聚了十多来年在感知、自主和移动性方面的研
究成果。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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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穷尽攻击的方式完善其棋子
走法；AIXI 与此类似，在给定领域
（universe）中所有的可能性时，
通过思考所有可能操作的后果，
以穷尽法解决一般的智能问题。
AIXI 使用索洛莫诺夫的通用先验 
(universal prior) 将相对先验概率分
配至每个可能的（可计算的）领域
（universe），把其中更简单的假
设标记出更高的可能性。并根据观
察结果，用贝叶斯定理对假设的可
能性进行更新。在做决策时，AIXI 
选择预期回报最大的操作。AIXI 更
常规的变体对其观察和操作定义了
效用函数，并进行了效用最大化。

根据一个随机环境包含无限信
息量这一假设，原始 AIXI 模型是无
法计算的，因此不能作为探索性工
程的主题。而 AIXI 的有限可计算变
体则基于一个随机环境包含有限信
息量这一假设，因此能够用于 AI 中
的探索性工程。所以此处描述的结
果不依赖无限计算的假设。

AIXI 的蒙特卡洛近似法可以玩 
Pac-Man（吃豆人）和其他简单的游
戏 16；但是，一些专家认为 AIXI 近
似法不是通向人类级 AI 的光明大道。
即便事实果真如此，AIXI 也是跨领
域智能行为的第一个模型，其定义
如此完整且形式化，能够对特定类
别的假想智能体（如果我们现在能
构建的话）属性设计形式参数。此外，
类 AIXI 智能体的形式化使得研究人
员能够发现功能愈加通用的 AI 智能
体潜在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能够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解决——正
如普森就约束问题发表文章后，计
算机安全领域中发生的变化。

类 AIXI 智能体为未来 AI 系统
的一个关键属性制作了模型：它们
需要探索和学习关于这个世界的模
型。这是类 AIXI 智能体和当前系统
的区别之处，后者使用预定义的世
界模型，或学习预定义世界模型的
参数。自主智能体的现有验证技术 
5 仅适用于特定的系统，目的是避

人类的工具，不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自动交易程序每天做出几百万个交
易决定，它们具备的能力几乎足以
让美国股市一家最大的交易商破产。

当今的 AI 安全工程大多将形式
化方法与测试相结合。这些方法功
能强大，但缺乏远见：它们只能应
用到特定的现存系统中。我们要介
绍的是第三种具有互补性的方案，
该方案基于它们的数学结构（如强
化学习）对未来的 AI 智能体（agent）
进行预测，旨在预测智能体各种可
能存在危害性的属性和行为。此类
项目意图探索各种方法，这些方法
能够“判断学习型智能体的行为在
学习后……是否能 [ 继续 ] 遵守预
定的约束条件”7 。我们将这种方
法称为“AI 中的探索性工程”。 

物理、航天、计算和 AI 中的探索
性工程
理查德·费曼于 1959 年指出，物理
学定律（按照我们的理解）充分表
明，我们应当能够“将《大英百科
全书》的所有 24 卷完整地写在一
个大头针帽上”。6 费曼的意思是说，
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受所处年代的
实验条件限定，而是受已知物理学
定律的制约；这一派别的研究后来
被埃里克·德莱克斯勒冠以“探索性
工程”之名。4 探索性工程研究的
是可能制造出的设备极限，就像理
论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系统的极限
一样。因此，探索性工程“可以揭
示特定方向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哪些
意外收获，[ 并且 ] 因此改善科学资
源的分配。”3

物理学中的此类探索性工程引
发了对纳米级技术的大量投入，也
催生了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现
在，纳米级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2007 年，以色列科学家将一
整本《希伯来圣经》印刷在比大头
针帽还小的表面上。1

纳米科学算不上探索性工程唯
一的大型案例。几十年前，人造卫

星升空前的航天科学家们研究了物
理学定律对航天飞行的影响，他们
的分析后来促成了第一个航天器的
建造和发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艾伦·图灵描绘了机械计算机的能力
和局限；几年之后，约翰·冯·诺伊
曼和康拉德·楚泽等人研究出了相应
的制造方法。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量子计算研究者们探索了量子计算
机的算法和纠错技术，尽管我们还
未能建造出这样的计算机，但它的
构造符合当前已知的物理学定律。 

我们将探索性工程的概念在德
莱克斯勒的原始定义基础上稍稍往
前推进，把它应用到近期的一些 AI 
研究上，这些研究对某些理论 AI 模
型的影响进行了形式化分析。这些
模型或许不会像航天和纳米科学那
样造就有用的设计；但是，就如巴
特勒·兰普森在 1973 年用来识别“约
束问题”10 的理论模型那样，这些
理论 AI 模型的确能够揭示 AI 安全
方面的重要考量，因此它们在 AI 安
全工程的领域中也可以“揭示特定
方向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哪些意外收
获”。在这篇《观点》中，我们关
注的是受马卡斯·哈特的 AIXI 9（一
种优化的智能体模型用于最大化环
境回报信号）启发的理论 AI 模型。 

类 AIXI 智能体和探索性工程
AIXI 的原理是什么？具备海量计
算能力的理想化国际象棋计算机可
以通过思考所有可能走法组合的后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
的增强，它们会变得越
来越独立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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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的研究 — 这或许对预测和
避免不必要的 AI 行为至关重要。随
着机器智能在我们世界中扮演愈加
重要的角色，这样的预见也会具有
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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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在特定效用函数中的不希望获得
的结果。相比之下，本文所述的问
题适用于种类广泛的智能体，如那
些试图从环境中获得最大回报的智
能体。

例 如，2011 年 Mark Ring 和 
Laurent Orseau 分析了一些种类的
类 AIXI 智能体，结果表明，若干种
高级智能体可以通过直接控制它们
的输入刺激来最大化其回报。13 若
要了解这个示例的具体含义，我们
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
个实验。实验中的老鼠能够推动开
关来激活与它们大脑中的奖赏回路
相连的电线。老鼠不断地触动开关，
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旦老
鼠能够直接控制其奖赏回路的输入
刺激，它们就不再愿意通过更加间
接的方式来刺激其奖赏回路，例如
吃东西。某些人也是如此，他们发现，
通过摄取致瘾毒品能够直接修改对
其大脑奖赏回路的输入刺激，于是
就会采取这种“上瘾”行为。Ring 
和 Orseau 的研究显示，某些种类的
智能体将会“上瘾”，即它们会表
现出类似毒品成瘾者的行为。

幸运的是，可能存在一些避免
该问题的方法。在 Ring 和 Orseau 
于 2011 年发表的论文中，他们展
示了某些类型的智能体可以抵御上
瘾。而在 2012 年，Bill Hibbard 表
示 8 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可以避
免上瘾问题：智能体对随机环境具
有一定预知；智能体使用效用函数，
而非回报函数；并且，我们基于智
能体对环境的内在认知模型定义了
智能体的效用函数。Hibbard 解决
方案的灵感来自对人类解决上瘾问
题的思索：我们可以通过毒品刺激
大脑中的奖赏回路，但我们大多数
人会避免这一诱惑，因为我们的世
界模型告诉我们，毒瘾将以有害的
方式（基于我们的当前偏好来判定）
改变我们的动机。

Daniel Dewey 与之相关的研
究表明 2，总体而言，类 AIXI 智能

体将定位和修改其环境中生成回报
的部分。例如，智能体若是依赖来
自人类用户的回报，就会设法将这
些人类替换为能更可靠地给予它们
回报的其它机制。作为这一问题的
潜在解决方案，Dewey 提出了新一
类智能体，称为价值学习者 (value 
learners)，可以指定它们学习和满
足任何原先未知的偏好，只要设计
者向该智能体提供这些偏好的构成
依据即可。

实际的 AI 系统嵌入在物理环境
中，而一些实验性系统则将其环境
用于存储信息。现在，受 AIXI 启发
的研究工作正在创建理论模型，以
消融智能体与环境的界限，从而简
化强化学习和其他模型中的假设，
包括原始的 AIXI 构想。12 当智能体
的计算必须由环境的片段执行时，
它们可能会受到其他竞争智能体的
窥探和攻击。根据 Orseau 和 Ring 
的另一篇论文中所述的结果，如果
环境可以修改智能体的记忆，那么
在一些情形中，即使最简单的随机
智能体也可胜过最智能的确定性智
能体。11

结论
自主智能机器可能会对我们的文明
造成巨大的影响。15 探索性工程让
我们能够根据智能体的数学形式分
析智能体设计的属性，进而预测到
这些可能的影响。探索性工程也可
让我们认清研究领域 — 如 Dewey 
价值学习智能体 (value-learning 

我们能不能信任这些具
备如此超凡能力的高级
自主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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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可靠的”在 Peter Deutsch 的“分布式计算
八大谬误”经典列表中名列第一，所有这些 [ 谬误 ]“从
长远看都证明是错误的，并且所有这些 [ 谬误 ] 都会
带来大麻烦和痛苦的学习经历” (https://blogs.oracle.
com/jag/resource/Fallacies.html)。考虑并理解网络行
为的影响是设计可靠的分布式程序的关键 — 实际上，
在 Deutsch 的“八大谬论”中，有六项直接与网络通
信的局限性有关。下面的说法不足为奇：通过共享信
道通信的能力（通常也是要求）是分布式程序的决定
性特征，这一领域的很多关键成果都与在特定网络条
件下执行分布式计算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相关。

例如，著名的 FLP 不可能性
结果 9 表明，在异步网络（进程间
的通信分裂不确定）中，只要一个
进程发生故障，就无法保证能达成
一致性结果。这意味着，在消息传
递不可靠（不准时）的条件下，某
些基本操作，如变动集群中的计算
机（即维护集群成员身份，比如目
前 Zookeeper 之类的系统所承担的
任务），在网络是异步并且有服务
器失效时，不能确保能够完成。相
关结果表明，在不利条件下，无法
保证可序列化事务、7 可线性化读 /
写 11 的顺利进行，也无法确定各种
有用的、程序员友好的保证会起作
用。3 这些结果的意义并不是纯学
术性的：这些不可能性结果已经促
成了在网络失效情况下提供一系列
备选保证的系统和设计大量出现。5

但是，在一个能够确保及时的消息
交付、更友好、更可靠的网络中，
FLP 和很多此类相关结果便不再成
立：8 如果网络能够提供更强的保
证，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不可能性
证据对可编程性的影响。

因此，部署环境的可靠度对于
可靠系统的设计至关重要，并且直
接决定了系统无需等待就能可靠执
行的操作类型。遗憾的是，网络在
现实世界中的实际可靠程度是充满
争议的话题，而且争议愈演愈烈。
有人声称网络是可靠的（或者实际
上分裂极少出现），我们对理论失
效模型的设计过度关注了。而另一
些人则证明，分裂在其部署中确有
发生，就像 Amazon Web Services 
的 James Hamilton 巧妙总结的那
样，“网络分裂应该极少出现，但
是网络设备不断造成问题，并且已
经超出了应有的程度”(http://bit.
ly/1mD8E3q)。那么究竟孰是孰非？

这项讨论面临的关键挑战缺乏
证据。我们几乎没有规范的基准来
比较网络和应用程序的可靠性 — 这

网络是 
可靠的

DOI:10.1145/2643130

   文章编写主导者  
         queue.acm.org

现实通信失效的非正式调查。

PETER BAILIS 和 KYLE KINGS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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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数据甚至更少。虽然我们可
以监测链路的可用性并估计丢包率，
但是却难以理解对应用造成的端到
端影响。我们掌握的证据不足，难
以归纳出一般性结论：这些证据通
常依部署而定，并且与特定厂商、
拓扑和应用程序设计密切相关。更
糟的是，即使组织十分清楚其网络
的行为，他们也很少分享细节。最后，
分布式系统被设计为能够抵抗失效，
这意味着不可忽视的服务中断通常
取决于失效模式的复杂交互。当网
络失效时，很多应用程序的性能悄
然下降，所造成的问题可能一时难
以理解，甚至永远理解不了。 

因此，我们对于现实世界分布
式系统失效模式的认识，大部分是
建立在猜测和传闻的基础上的。系
统管理员和开发人员在喝酒时互传
故事，但是对网络可用性的详细、
公开的事后分析和全面调查则少之
又少。本文中，我们想非正式地将
其中几个故事（大部分是不加修饰
的传闻轶事）汇集到一块。我们的
重点是尽可能地描述实际网络的行
为；当不可能描述网络行为的时候
（这种情况更多），则将重点放在
网络失效和异步性对现实世界部署
系统的影响上。我们相信，这是迈
向更开诚布公地讨论现实分裂行

为，最终讨论更可靠的分布式系统
设计的第一步。
大型部署的流言
我们先考虑一下来自分布式系统巨
头 -- 运营覆盖全球、包含成千上
万台服务器的分布式基础设施的公
司 -- 的报告。这些报告或许十分恰
当地总结了大规模运维，提炼了迄
今为止可能是最大规模的分布式系
统的运营经验。这些公司的出版物
（不像我们后面将查看的很多报告）
通常记录了系统的综合行为表现以
及大规模统计趋势，并指出（通常
是隐含地指出）分裂在其部署中关
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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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在现实世界中的
实际可靠程度是充满
争议的话题，而且争
议愈演愈烈。

来自多伦多大学和 Microsoft 
Research 的一个小组研究了多个
Microsoft 数据中心网络失效时的
行为表现。12 他们发现平均失效率
为每天 5.2 个设备以及 40.8 条链
路，修复时间的中位数为大约 5 分
钟（最长一周）。虽然研究人员注
意到，将链路失效与通信分裂关联
起来很难，但是他们估计每次失效
的丢包中位数为 59000 个数据包。
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发现网
络冗余只能将网络流量中位数提高
43%；即，网络冗余没有消除网络
失效的常见原因。

通 过 分 析 支 持 凭 单 数 据，
UCSD 和 HP Labs 的研究人员联合
调查了 HP 托管网络的网络失效原
因 和 严 重 性　([1http://www.hpl.
hp.com/techreports/2012/HPL-
2012-101.pdf)。连接相关的凭单占
支持凭单总数的 11.4%（其中 14% 
是最高优先级凭单），最高优先级
凭单的中位数事故持续时间为 2 小
时 45 分钟，所有凭单的中位数持
续时间为 4 小时 18 分钟。

来自 Google 的一篇描述 Chub-
by（Google 的分布式锁管理器）设
计和操作的论文中，摡列了多个集
群在 700 个运转日中 61 次停止服务
的根本原因 (http://research.google.
com/archive/chubby-osdi06.pdf)。
在持续时间超过 30 秒的九次停运
中，有四次是网络维护造成，两次
由“疑似网络连接问题”造成。

在 题 为“Design Lessons and 
Advice from Building Large Scale 
Distributed Systems”（ 构 建 大
规模分布式系统的设计教训和建
议 ）(http://www.cs.cornell.edu/
projects/ladis2009/talks/dean-key-
note-ladis2009.pdf) 的主旨演讲中，
Jeff Dean 提出，新的 Google 集群
在第一年中通常会面临：

 ˲ 五个机架不稳定（40-80 台机器
丢包率达到 50%）

 ˲ 八次网络维护（四次可能造成
大约 30 分钟的随机连接丢失）

 ˲ 三次路由器失效（必须立即拉
流量一小时）

虽然 Google 并未透露过多网
络分裂对应用层面带来的后果，但
是 Dean 指出它们意义重大，他提
到了创建“用于解决一种状态多个
版本的更新冲突的易用抽象”的长
久难题，这对于“在修复网络分裂
后调和不同数据中心的复制状态”
非常有用。

Amazon 的 Dynamo 论 文 
(http://bit.ly/1mDs0Yh) 频繁将分裂
的发生列为关键设计注意事项。具
体来说，作者指出，他们拒绝来自“传
统复制关系数据库系统”的设计，
因为它们“无法处理网络分裂”。

Yahoo!PNUTS/Sherpa 被设计
成为一个分布式数据库，能够运行
在地理位置分散的多个数据中心
上。最初，PNUTS 支持一致性很强
的时间轴一致性操作，每个数据项
一个主本 (master)。但是，开发人
员注意到，在出现网络分裂或服务
器失效的情况下，这种设计决策对
于很多应用程序限制过多：16

第一个部署的 Sherpa 支持时
间轴一致性模型 — 即，一条记录
的所有副本按相同的顺序执行所有
更新 — 并且具有 API 级的特性来确
保应用程序能处理异步复制。严格
遵循此模式会导致在网络分裂或服
务器失效的情况下陷入困境。这些
困境可通过覆盖过程和本地数据复
制得到部分解决，但是很多情况下，
应用程序需要宽松的方法。

在同一份报告中提到，PNUTS 
现在提供了弱一致性替代方法，以
在分裂期间提供可用性。

数据中心网络失效
数据中心网络受电源故障、误配
置、固件缺陷、拓扑变更、电缆
损坏以及恶意流量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相应地，每种因素的失效
模式各有不同。

正 如 Microsoft 的 SIGCOMM 
论文所指出的，冗余并不总是能防
止链路失效。当配电装置失效，并
造成两台冗余架顶式交换机的其中
一台停机时，Fog Creek 失去了对该
机架上部分客户的服务能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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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用户仍然能够提供一致
和可用的服务。但是，该机架上的
另一台交换机也会因为不明原因而
掉电。这种故障将相邻的两个机架
相互隔离，从而停止所有点播服务。

在一次为了提高可靠性而进
行的计划内网络重配置期间，Fog 
Creek 突然无法访问其网络。10

网络环路在多个交换机之间形
成。控制交换机管理网络接入的网
关相互隔离，从而形成脑裂场景。
由于多交换机 BPDU（桥接协议数
据单元）泛洪（表示有生成树摆动），
没有一个网关可访问。这最有可能
就是改变环路域的罪魁祸首。

根据 BPDU 标准，不应该发生
泛洪。但是泛洪确实发生了，这种
背离系统假设的现象导致两小时内
服务完全不可用。

为了解决菊花链网络拓扑所
造成的高延迟，Github 在其数
据中心安装了一组聚合交换机 
(https://github.com/blog/1346-
network-problems-last-friday)。 
尽管是冗余网络，但安装过程仍造
成桥接环路，并且交换机为防止失
效禁用了链路。这个问题很快得到
解决，但是随后的调查发现，很多
接口的容量仍保持在 100%。

在调查这个问题的同时，一台
配置不当的交换机触发了异常的自
动故障检测行为：当一条链路禁用
时，故障检测器禁用了所有链路，
导致 18 分钟的停机时间。问题追
溯到一个固件缺陷，这个缺陷阻止
交换机正确更新其 MAC 地址缓存，
迫使这些交换机将大多数数据包广
播到每一个接口。 

2012 年 12 月，一次对聚合
交换机的计划内软件更新造成 
Github 不 稳 定 (https://github.
com/blog/1364-downtime-last-sat-
urday)。为了收集诊断信息，网络
供应商停止了其中一台聚合交换机
上运行的特定软件代理。

Github 的聚合交换机使用称为 
MLAG 的功能 -- 该功能将两台物理
交换机表示为一个第 2 层设备—成
对组合。MLAG 故障检测协议依赖

以太网链路状态以及在节点间交换
的逻辑心跳消息。当交换机上的软
件代理被停止后，它就无法关闭以
太网链路，从而阻止运行状况仍正
常的聚合交换机处理链路聚合、生
成树和其他第 2 层协议。这会强迫
所有链路进行生成树的群首选举以
及再收敛，从而在 90 秒内阻塞了
接入交换机之间的所有流量。

这 90 秒的网络分裂造成使用 
Pacemaker 和 DRBD 的文件服务
器进行 HA 故障转移，宣布对方已
“死”，并相互发送 STONITH（Shoot 

The Other Node In The Head， 爆
头）消息。网络分裂延迟了这些消
息的送达，造成某些文件服务器认
为双方仍处于活动状态。当网络恢
复后，两个文件服务器节点同时“毙
掉”对方。因为两个节点“已死”，
所以属于这对服务器的文件变得不
可用。

为 了 防 止 文 件 系 统 损 坏，
DRBD 要求管理员确保原来的主节
点在恢复复制前仍然是主节点。对
于两个都是主节点的服务器对，运
维团队必须检查日志文件，或者将
每个节点隔离上线来确定其状态。
恢复这些停机的文件服务器对耗时
五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Github 
服务的性能显著降低。

云网络
大规模虚拟化环境因瞬时延迟、数
据包丢失以及全面的网络分裂而名
声不佳，这些问题通常影响特定软
件版本或可用性区域。有时候，失
效发生在提供商数据中心的特定子
段之间，从而显露出底层硬件拓扑
的断裂面。

在 Call me maybe:MongoDB 
(http://aphyr.com/posts/284-call-
me-maybe-mongodb) 的一篇评论
中，Scott Bessler 观察到与 Kyle 在 
Jepsen 帖子中所演示的完全一样的
失效模式：

EC2 西部地区出现网络问题，
造成网络分裂，分裂将一个 3 节点
复制集中的主节点与它的 2 个副节
点分离，[ 这种情况 ] 现在也发生

在我们身上。2 小时后，旧的主节
点重新加入，并在新的主节点上回
滚一切。

这次网络分裂造成两小时的写
丢失。从我们与大规模 MongoDB 
用户的对话来看，我们得到的结论
是造成 EC2 故障转移的网络事件非
常常见。据传，接受多日写入的同
步主节点也很常见。 

网络故障可能使两个节点仍连
接在 Internet 上，但却无法相互
看到对方。这种网络分裂特别危
险，因为写入已分裂集群的两端
可能造成不一致和数据丢失。Paul 
Mineiro 的报告中描述了在 Mnesia 
集群中出现的相同情况 (http://bit.
ly/1zrVxI1)，这种情况下一夜之间
就会造成分歧。集群并未恶化到临
界状态，因此运维团队直接停止了
集群的一端。他们得出结论 ...“经
验说服我们，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网
络分裂恢复策略。”

EC2 中的网络中断可能只影响
特定的节点组。例如，一份有关前
端和后端服务器之间总体分裂的
报告称，网站的服务器一个月多次
丢失与所有后端实例的连接，每
次 持 续 数 秒 (https://forums.aws.
amazon.com/thread.jspa?mes-
sageID=454155)。尽管中断时间很
短，但它们导致 30–45 分钟的服务
中断，以及 ElasticSearch 的索引损
坏。随着问题不断升级，服务中断
“一天出现 2 到 4 次”。

2011 年 4 月 21 日，Amazon 
Web Services 有 12 小时不可用，2

造成数百个知名网站下线。作为正
常 AWS 扩展活动的一部分，Ama-
zon 的工程师将 Elastic Block Store 
(EBS) 网络中一台路由器的流量完
全移出，这个 EBS 网络位于一个单
独的美国东部可用区域 (AZ) 中。 

... 受影响 AZ 中的很多 EBS 节
点与其集群中的其他 EBS 节点完
全隔离。与正常网络中断不同的
是，这次更改同时断开了主网络
和副网络，造成受影响的节点完
全相互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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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您必须自己承担网络和
服务器管理员的角色。那么托管提
供商（他们将专用或虚拟化硬件出
租给用户，并且通常为用户管理网
络和硬件设置）会是什么情况？

Freistil IT 通过一家主机托管
提供商代管其服务器。他们的监视
系统提醒 Freistil 某个数据中心出
现 50%–100% 丢包率。15 这个由路
由器固件缺陷造成的网络失效第二
天重现。加重的丢包率造成 Glus-
terFS 分布式文件系统在不知不觉
中进入脑裂状态：

... 下午，当一个客户因为其网
站无法显示某些图像文件而呼叫我
们的支持热线时，我们开始意识到
[ 问题 ]。我们发现，这是由脑裂情
况造成的 ... 内嵌在 Gluster 文件系
统中的自愈算法无法解决两个数据
集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性。

修复这种不一致性导致“Web 
节点因网络流量的临时激增而短暂
过载。”

据传，很多主要的托管提供商
都经历过网络失效。一家在主要托
管提供商那里运行 100-200 个节点
的公司报告说，在 90 天里，这家
提供商的网络经历了五次不同的分
裂期。某些分裂中断了提供商的云
网络和公共 Internet 之间的连接，
而其他分裂则将云网络与提供商的
内部托管网络分开。 

Linux-HA 的一则帖子详细说
明了在一对心跳信号间长期存在的
分裂 http://bit.ly/1k9Ym6V)，其中
两个 Linode VM 都各自宣布对方已
死，并为自己声明一个共享 IP。跟
帖提出了更多网络问题：电子邮件
由于 DNS 解析失败而未能送出，并
且节点报告网络不可达。此例中，
影响似乎最小，部分是因为分裂的
应用程序只不过是代理。

广域网
虽然我们主要关注局域网（或近本
地网络）上的失效，但是广域网 
(WAN) 失效也很常见，只是记载较
少。这些失效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
是因为 WAN 的冗余路由通常更少，

这样的分裂再加上积极工作的
故障恢复代码，结果造成了镜像风
暴，而镜像风暴造成网络拥塞，并
触发了 EBS 中以前未知的争用情
况。EC2 有大约 12 小时不可用，
而 EBS 不可用或性能降级的情况超
过了 80 小时。 

EBS 失效还造成 Amazon 的关
系数据库服务中断。当一个 AZ 失
效时，RDS 旨在将故障转移到另一
个 AZ。但是，由于故障转移协议中
的缺陷，美国东部 2.5% 的多 AZ 数
据库未能实现故障转移。

这种关联的失效造成依赖 AWS 
的服务大面积中断。例如，Heroku 
报告其用户的数据库有 16 到 60 小
时不可用。

2013 年 7 月 18 日，Twilio 的
计费系统（该系统在 Redis 上存储
客户信用数据）失效。19 网络分裂
将 Redis 主节点与所有副节点隔离。
由于 Twilio 没有提升新的副节点，
因此主节点的写入仍保持一致。但
是，当副节点再次可联系主节点时，
所有副节点同时发起与主节点的完
全重新同步，结果造成主节点过载，
使得依赖 Redis 的服务失效。

运维团队只好重新启动 Redis 
主节点来解决高负载问题。但是，
在重新启动时，Redis 主节点重新
加载了不正确的配置文件，造成它
进入只读模式。由于所有账户余额
为零，且处于只读模式，因此每次
调用 Twilio API 都造成计费系统自
动从客户信用卡上重复扣款。1.1% 
的客户在 40 分钟时间里被多收费
用。例如，Appointment Remind-
er 报告，他们发出的每一条短信和
每一个电话呼叫导致其信用卡被扣 
500 美元，在达到 3500 美元后方才
停止接受扣费。

Twilio 从一个独立的计费系统
（一个关系数据存储库）恢复了 Re-
dis 状态，几经周折后，还原了正确
的服务，包括受影响用户的扣费。

托管提供商
运营自己的数据中心可能比使用公
共云基础设施便宜、更可靠，但是

并且保证高可用性（以及灾难恢复）
的系统通常需要分布在多个数据中
心。因此，在分裂或延迟增加的情
况下平稳降级，对于在地理上广泛
分布的服务尤其重要。

UCSD 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CE-
NIC 广域网五年的运作，18 该网络
包含遍布加利福利亚的 200 多台路
由器。通过交叉关联链路失效以及
额外的外部 BGP 和 traceroute 数
据，他们发现了造成主机间连接
问题的 508 次以上的“隔离网络分
裂”。平均分裂持续时间从软件相
关的 6 分钟到硬件相关的 8.2 小时
以上（中位值分别为 2.7 和 32 分钟；
第 95 百分位分别为 19.9 分钟和 3.7 
天）。

PagerDuty 将其系统设计为在
面对节点失效、数据中心失效，甚
至提供商失效时，仍然保持可用；
他们的服务在两个 EC2 区域以及一
个由 Linode 托管的数据中心之间
复制。2013 年 4 月 13 日，北加利
福尼亚的一个 AWS 对等点降级，
造成 PagerDuty 的其中一个 EC2 节
点出现连接问题。随着 AWS 可用
区域之间的延迟增加，通知分发系
统失去仲裁，并彻底停止分发消息。

尽管 PagerDuty 的基础结构在
设计时考虑到了分裂容错，但是由
两个数据中心间的共享对等点所引
起的关联失效仍造成 18 分钟的服
务不可用，丢弃了入站 API 请求，
并延迟了排队的页面，一直到仲裁
重新建立。

全球路由失效
尽管 Internet 系统的冗余级别很
高，但在全球范围仍会发生某些网
络失效。 

CloudFlare 运营了 23 个有冗
余网络路径和 anycast 故障转移功
能的数据中心。他们的一个客户受
到 DDoS 攻击，为了应对这次攻击，
CloudFlare 运维团队部署了一条新
的防火墙规则来丢弃特定大小的数
据包。17Juniper 的 FlowSpec 协议
将这条规则传播到所有 CloudFlare 
边界路由器，但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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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Internet 系统的
冗余级别很高，但在
全球范围仍会发生某
些网络失效。 

应该没有数据包匹配该规则，
因为实际上没有数据包那么大。但
事实上，路由器遇到并执行了该规
则，进而消耗掉了所有的 RAM，直
到崩溃。

由于路由器无法自动重新启
动，而且管理端口无法访问，因此
从失效中恢复变得复杂。

即使某些数据中心起初恢复上
线，但它们又再次崩溃，因为遍布
整个网络的流量到达这些数据中
心，造成其资源负担过重。

CloudFlare 仔细监视其网络，
运维团队立即发现了这种失效。但
是，协调全球分布的系统非常复杂，
召集现场工程师手动查找并重新启
动路由器需要时间。恢复在 30 分
钟后开始，并在经过一小时的不可
用状况后完成。

在 Juniper Networks 路由器升
级过程中引入的固件缺陷造成 2011 
年的 3 级通讯网络主干服务中断。
后来这造成多项服务下线，包括 
Time Warner Cable、RIM Black-
Berry 以及几家英国的 Internet 服
务提供商。

曾经有过多次与 BGP 误配置
相关的全球 Internet 服务中断。
值得注意的一次是，2008 年 Pa-
kistan Telecom 为响应政府封锁 
YouTube.com 的禁令，错误地将 
YouTube（被封的）路由广播到其
他提供商，这些提供商劫持了来自 
YouTube 网站的流量，并使其短暂
表现为不可访问。

2010 年，杜克大学的一组研
究人员通过测试 BGP 协议中的一
个试验性标志实现了相似的效果 
(http://bit.ly/1rbAl4j)。类似的事件
在 2006、2005 和 1997 年 都 发 生
过，2006 年的那次事件造成 Martha 
Stewart Living 和 New York Times 等
网站下线；而 2005 年土耳其的一次
误配置试图重定向整个 Internet。 

NIC 和驱动程序
在广泛的一系列网络分裂事件中，
都牵扯到不可靠的联网硬件和 / 或
驱动程序。

作 为 NIC 不 可 靠 性 的 经 典
例 子，Marc Donges 和 Michael 
Chan 描 述 了 流 行 的 Broadcom 
BCM5 709 芯片如何丢弃入站数据
包，但不丢弃出站数据包 (http://
www.spinics.net/lists/netdev/
msg210485.html)。主服务器无法
处理请求，但是因为它仍可向其热
备用发送心跳信号，因此备用服务
器认为主服务器仍然联机，并拒绝
接管。它们的服务连续 5 小时不可
用，直至重启后才恢复。

随 后 Sven Ulland 报 告 
BCM5709S 芯 片 组 在 Linux 
2.6.32-41squeeze2 上出现同样的
症状。尽管从干线拉取 commit 似
乎修复了 bnx2 驱动程序的一组类
似问题，但是 Ulland 的团队直到 
2.6.38 版以后才解决了此问题。

由于大量服务器都配备了 
BCM5709，因此人们广泛观察到这
些固件缺陷所带来的更大的影响。
例如，5709 的 802.3x 流控制存在
缺陷，导致在芯片组崩溃或其缓冲
区充满时出现不必要的 PAUSE 帧。
BCM56314 和 BCM56820 单片交换
设备（很多架顶交换机中都有这种
设备）放大了这一问题，这些设备
默认情况下将 PAUSE 帧发送给与造
成问题的 5709 NIC 通信的任何接
口。这导致整个交换机或网络出现
雪崩式失效。

如 ElasticSearch 失效报告中所
述，bnx2 驱动程序也能造成瞬间或
摆动网络失效。同时，Broadcom 
57711 也因在巨帧负载下会造成高
延迟而名声欠佳，这个问题对于采
用 iSCSI 支持存储的 ESX 用户来说
尤其棘手。

有家主板制造商未能为其基
于 Intel 82574 的系统正确烧入 EE-
PROM。其后果是出现极难诊断的
错误，这种错误造成特定结构的入
站 SIP 数据包会禁用 NIC。14 只有
冷启动才能使系统恢复正常。 

在一次计划升级后，CityCloud 
注意到在两个不同的 GlusterFS 对
中出现意外的网络失效，接着第三
个 GlusterFS 对也出现了同样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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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一切垃圾回收以
及磁盘 I/O 阻塞可能
造成数秒甚至数分钟
的运行时延迟。

况。6 因为怀疑是链路聚合，于是 
CityCloud 在其交换机上禁用了链
路聚合功能，并允许自愈操作继续。

大约 12 小时后，网络失效重现。
CityCloud 将起因归结为驱动程序
问题，并更新了停机的节点，从而
恢复了服务。但是，这场中断导致 
GlusterFS 对之间出现数据不一致，
虚拟机文件系统之间数据损坏。

应用级失效
并非所有异步都是在物理网络中产
生的。有时候，消息丢失或延迟是
崩溃、程序错误、OS 调度程序延迟
或过载的进程造成的后果。下面的
研究突显这样一个事实：通信失效
（系统延迟或丢弃消息）可能在软
件栈的任一层发生，期望同步通信
的设计在异步期间可能行为异常。

B o n s a i . i o  ( h t t p : / / w w w .
bonsai.io/blog/2013/03/05/out-
age-post-mortem) 发 现 Elastic-
Search 节点上的 CPU 和内存使用
率很高，而且连接各个集群组成部
分出现困难，这很可能是“允许过
多的高开销请求通过集群”所带来
的后果。

重启服务器时，集群分成两个
独立的组成部分。随后的重新启动
解决了脑裂行为，但是客户投诉说，
他们无法删除或创建索引。日志显
示服务器反复尝试恢复未分配的索
引，这“妨害了集群尝试处理更改
集群状态的正常流量”。这个故障
导致 20 分钟的不可用以及 6 小时
的服务降级。

停止一切垃圾回收以及磁盘 I/
O 阻塞可能造成数秒甚至数分钟的
运行时延迟。正如 Searchbox IO 
和多名其他实际生产用户所发现
的那样，ElasticSearch 集群中的 
GC 压力可能造成副节点宣布主节
点已死，并尝试新的选举 (https://
github.com/elasticsearch/elastic-
search/issues/2488)。由于非多数
仲裁配置，ElasticSearch 选出了两
个不同的主节点，从而导致不一致
和停机。令人奇怪的是，即使采用
多数仲裁，由于协议设计的关系，

ElasticSearch 目前并未阻止同时发
生的主节点选举；因 I/O 造成的 GC 
暂停和较高的 IO_WAIT 时间可能
造成脑裂行为、写丢失和索引损坏。

2012 年，一次例行数据库迁移
造成 Github 的 MySQL 主节点出现
异常高的负载。13 集群协调器无法
对繁忙的 MySQL 服务器执行运行
状况检查，于是判定主节点已停机，
并提升副节点。副节点有冷缓存，
并且性能糟糕，造成故障转移回原
来的主节点。运维团队手动终止这
一自动故障转移，网站似乎恢复了。

第二天早上，运维团队发现备
用 MySQL 节点不再复制来自主节
点的更改。运维团队决定禁用协调
器的维护模式，并让复制管理器来
修正问题。不幸的是，这触发了协
调器中的段故障 (segfault)，而且，
由于手动配置和自动复制工具之间
有冲突，github.com 变得不可用。

分裂造成 MySQL 数据库出现
不一致，不仅在主副节点之间，
也在 MySQL 与其他数据存储（如 
Redis）之间。由于外键关系不一致，
Github 将私有存储库显示到错误用
户的仪表板上，并错误地路由某些
新创建的存储库。

当双节点集群分裂时，节点就
无法可靠地宣布自己是主节点。当
这种情况在 DRBD 文件系统上发
生时，正如一个用户所报告的那样 
(http://bit.ly/1nbv4E)，两个节点都
可保持联机并接受写入，从而导致
有分歧的文件系统级更改。

短时间失效可能导致长时间
服务中断。在 novell.support.clus-
ter-services 的新闻组帖子中，一
位管理员报告说，有个运行 Novell 
NetWare 的双节点故障转移集群
遇到瞬时网络中断。副节点最终自
我销毁，而网络上的其他主机无法
再联系主节点（虽然主节点仍在运
行）。这个帖子继续详述了一系列
与备份作业相关的网络分裂事件！

一个 VoltDB 用户报告了造成
复制分歧的常规网络失效 (http://
bit.ly/1mDeC4d)，而且还指出他
们的网络日志没有包含丢失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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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因为此集群未启用脑裂检测，
两个节点作为孤立的主节点运行，
结果造成大量数据丢失。

有时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
出现系统分裂。下面的 RabbitMQ 
失效事件似乎就是这样的案例：重
新传输极少、消息之间没有很大的
间隔、节点间也没有明确失去连接 
(http://bit.ly/1qZROze)。将分裂检
测超时提高到两分钟减少了分裂的
频率，但是没有完全防止分裂。 

另 一 个 EC2 脑 裂 (http://bit.
ly/1mDeIZA)：当交换发现消息需
要 3秒钟以上，一个双节点集群“10 
次启动大概有 1 次”未能收敛。其
结果是，两个节点同时作为主节点
启动，并具有相同的集群名称。由
于 ElasticSearch 不会自动将主节点
降为副节点，因此脑裂情况将持续
存在，直到管理员介入。将发现超
时提高到 15 秒可以解决问题。

还 有 一 些 零 星 的 Windows 
Azure 分裂报告，比如这个 Rabbit-
MQ 集群帐户每周都会遇到脑裂情
况 (http://bit.ly/1sCN4Nw)。还有这
则 ElasticSearch 脑裂报告 (http://
bit.ly/U5xAFS)，但是由于 Azure 与 
EC2 相比相对较新，因此其网络可
靠性的描述比较有限。

接下来的计划
本文旨在提供参考，说明了这一事
实：根据大量报告（通常是非正式
的），通信失效在很多现实环境中
都有发生。进程、服务器、NIC、交
换机以及局域网和广域网全都可能
失效，并带来现实的经济后果。网
络停运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例行
升级期间，或者因为维护而在已经
稳定数月的系统中突然发生。这些
停运的后果从增加延时和临时不可
用，一直到不一致、损坏和数据丢失。
脑裂并不是学术问题：它在所有类
型的系统上都会发生，有时候连续
几天。分裂现象值得认真对待。

另一方面，某些网络的确可靠。
据说，主要金融机构的工程师报告，
虽然他们投入大力气来设计可平稳
容忍分裂的系统，但是他们的网络

几乎没有出现过分裂行为，就算有
也很少。谨慎的工程设计和迅猛的
网络发展（还有大量金钱）可以防
止网络停运。此外，本文还介绍了
失效场景；我们承认，证明网络未
发生失效非常困难！ 

但是，并非所有组织都能承受
高可用网络的成本或运维复杂性。
从 Google 和 Amazon（因为规模庞
大，他们运行商用和 / 或低成本硬
件），到预算紧张的个人创业公司，
造成通信隔离的网络失效是现实的
风险，此外还有现实分布式系统所
面临的各种其他失效模式。 

在分裂发生之前就考虑此风险
至关重要，因为在白板上制定有关
分裂行为的决策要比在生产环境中
重新设计、重新搭建和升级复杂系
统容易得多。对于某些应用，失效
是可有可无的问题，但是应该描述
失效的特征，并在设计当中考虑这
一点。最后，考虑分裂现象的设计
方案会引入附加延迟 1 和协调优势
4，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也具有益处。

我们邀请您提供您自己的经
历，无论是否有过网络分裂。请
在 https://github.com/aphyr/parti-
tions-post（顺便说一下，这里包
含所有参考）上打开一个 pull 请求、
留下评论、撰写博客，或者发表事
后调查。有了数据，就能更加充实
这次对话、未来设计，并最终实现
我们全都依赖的系统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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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的开端是识别 
可能让攻击者的 
投资回报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CORMAC HERLEY 

自互联网诞生之前开始，传统的威胁模型就一直
伴随我们（见图 1）。Alice 希望保护自己的资源不受
Mallory的攻击，而Mallory有一整套攻击手段，从k = 0; 
1, … ,Q – 1； 现在暂时假设（虽然不现实），Q 是有限
的，而且双方都知道所有的攻击手段。Alice 必须做什
么方可阻止 Mallory 访问到资源呢？很明显，Alice 只
要阻止所有 Q 种可能的攻击手段就够了。她这么做之
后，就不会有风险。而且，假设在穷尽所有的攻击手
段（或成功）之前 Mallory 会一直尝试，这么做也是
必要的；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动机足够强的攻击者，
Alice 阻止所有可能的攻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
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出发点：例如，Schneider14 谈
到，“安全的系统必须能够防御所有可能的攻击手段，
其中包括防御者未知的攻击。”一本广泛使用的教科
书 13 将其称为“最易渗透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应
该预料入侵者会使用任何可以得到的入侵手段”。人
们经常重复 Schneier 的这句妙语“世界上唯一安全的
电脑就是拔下电源、砌入混凝土、再埋在地下的电脑”。
这句妙语强化了这一观念。 

Mallory 怎么才能碰到 Alice ？
它的规模又如何扩大？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把它用在互联网规模的人
口数量上，其中不止一个单独的
Alice 有很多人，那么这个模型如何
扩展？我们可能想说，由此推论，
除非每个 Alice 阻止了所有的 Q 种
攻击，否则某些攻击者将能获取访
问。然后，思索片刻后，我们会发
现这个观点可能不会一直成立。如
果有二十亿用户，那么从数量上来
说，不可能每个人都会面对“动机
够强”而又固执的攻击者 — 这是
我们开始的假设；简单地说，没有
二十亿攻击者，攻击者的数量与之
相差甚远。事实上，如果攻击者有
两百万（按这个数量，网络罪犯相
当于全世界软件开发人员数量的约
三分之一），而不是二十亿，用户
的数量仍然远远大于攻击者的数量，
比例为 1,000 比 1。很明显，图 1 中
的威胁模型不符合大规模的情况。 

充分≠必要和充分。该威胁模
型适用于某些用户和目标，但不适
用于全部。当我们试图把它应用到
全部情况的时候，我们混淆了充分
和“必要且充分”。这似乎只是个
小错，但其造成的逻辑差异非常大。
在大规模应用时，它还会导致谬论
和矛盾。 

首先，如果防御所有的攻击是
必要和充分的，那么无法做好每一
件事情无异于什么都不做。据此推
断，几乎所有的安全手段的边际效
益均为零。Lampson11 简洁地表达

安全、网络犯
罪和规模 

 重要见解
    经济驱动的攻击者面临与其技术能力
无关的严格约束；攻击的平均收益与平
均成本之差必须为正。

    对经济驱动的攻击者而言，如果无法用
低成本高效益的方法区分有利可图的目
标与无利可图的目标，则攻击无效。

    当密度相当小时，找到有利可图的目标
难度极大；当有利可图的目标的密度减
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时，攻击者在经济
上获利的机会通常要远低于原来的十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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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业界通常会提供某种修改的
版本；例如，前面提到的那本广泛
使用的教科书 13 把它整理成一句
话，即“适度保护原则”，意指，“【计
算机部件】的保护程度必须与其价
值相适应。”一个更为实际的观点
是，我们从传统威胁模型（如“防
御所有的攻击是必要和充分的”）
的某个变体开始，然后从某个方面
加以修改（如“防御工作应该与资
产相适应”）。 

然而，虽然第一个陈述是绝对
的，也发出了清晰的行动召唤，但是
限定语确实是模糊和不精确的。当
然，我们不能防御每一种攻击，但
是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需要忽
略的东西呢？除非我们能确定传统
的威胁模型何时适用，并详细说明
它不适用时应该采取何种模型替代，
否则说传统模型并非一直适用几乎
没有意义。如果限定语只是对原始
断言的部分和不精确的重述，那么
它无法澄清任何东西。与其说我们
的问题是有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威
胁模型，还不如说是我们缺乏明确
的标准判断何时放弃传统，在放弃
时用什么来代替。我们对这一问题
的阐述不够清晰透彻，在我们的逻
辑中，这是一种没有处理的例外。 

这点相当重要。计算机安全领
域关注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拥有安
全需求的人口数量增大。这些人面
临主要问题是，如何用最小的代价
获取最佳的防护。因此，最重要的
是准确理解二十亿用户面临的危险
以及他们应该怎样应对。如人们所
说，所有的模型都有可能是错的。
但是，在寻求互联网威胁问题的应
对措施时，无法规模化、要求无限
的工作量以及无法处理权衡均是不
可接受的缺陷。本文的后续部分会
探讨传统威胁模型的改进方法。 

经济驱动的网络犯罪 
图 1 中的威胁模型试图隐藏所有的
背景信息。没有对资源价值、攻击
成本或 Mallory 为什么把注意力转
向 Alice 的任何参考。该模型没有
区分有限和无限收益，也没有区分
零成本和非零成本。类似这样的抽
象是有用的。如果我们能够解决通
用的问题，而不需要关注细节，那
么它要强大得多。不幸的是，规模

了这一观点：“完美之路不容片刻
停歇。” 

其次，在一个万物皆必要的领
域，权衡和取舍就不可能出现。我
们缺乏坚实的基础来做出合理的断
言（例如声称键盘记录比肩窥的威
胁更大）。那些坚持二元安全模型
的人也无法参与建设性的权衡决
策。 

第三，假设已知的攻击手段只
有有限的数量明显偏向于防御者。
通常来说，无法列举出所有可能
的攻击手段，因为攻击手段的数
量一直在增加，而且很有可能存
在一些防御者未知的攻击手段。
如果不能做好每一件事与什么都
不做一样（而且 Alice 根本不可能
做好每一件事情），那么情况看
起来无药可救。 

最后，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反
映在了观测结果之上，观测结果明
显不符合模型声称的必要条件。大
多数用户忽视了大多数安全注意事
项，但仍然逃脱了常规的伤害，这
一事实与图1中的威胁模型不一致。
如果模型适用于每一个人，那么很
难解释为什么每个人不是每天都会
被非法侵入。 

修改威胁模型。图 1 中的威胁
模型看起来可能像稻草人。毕竟，
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如果达不到完
美，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浪费了。而
且，是否有人（特别是前文引用的
研究人员）真的坚持严格的二元安
全观也值得怀疑。在某些情况下，
很多人把威胁模型当成合适的起
点，但在其他情况下，又当成过度
的要求，他们不是坚持认为它一直

图 1. 在传统的威胁模型中，一个单独的用户面对一个单独的攻击者；假定攻击者拥有足够强的动机，
阻止所有的攻击既必要，又充分。 

Mallory Alice

Attacks

图 2. 把攻击分为经济驱动的和非经济驱动的攻击；在此，经济驱动的攻击再细分为可规模化的和不
可规模化的攻击。 

Cybercrime

Financial Non-financial

Non-scalableSca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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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大后，这种尝试行不通；必须对
二元安全观进行限制。 

如果目标是钱，那么假设在攻
击的期望收益超出成本时，Mallory
拥有“足够的动力”似乎合理。现在，
我们来探讨下，把重点放在经济驱
动的网络犯罪子问题上之后，是否
会让我们在偏离二元模型的精确时
间和方式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我提
出将攻击（见图 2）分为经济驱动
的攻击和非经济驱动的攻击。 

规模利润。关注网络犯罪的主
要原因是问题的规模。如果问题只
是一系列的一次性攻击或孤立的攻
击，而不是持续性的问题，那么我
们的关注程度可能会低一点。只有
在一次性成本可以在多次攻击之间
分摊后，它才会成为影响大量上网
人群的持续性现象。为了可持续，
首先必须存在有利可图的目标，而
且有办法找到他们。所以，攻击者
必须接着做三件事情：决定攻击谁
和攻击什么，进行成功的攻击或者
获取对资源的访问，然后用这种访
问赚钱。 

如果收益和成本之差不为正，
那么该特定的目标明显不值得攻
击。G – C > 0. 因此，对于经济驱动
的攻击而言，每个攻击者的平均收
益 E{G} 必须大于成本 C： 

 E{G} – C > 0. (1)

C 必须包括所有成本，其中包括找
到可攻击的受害者，找出利用访问
Mallory 的目标资源赚钱的方法。
必须用所有攻击，而不仅是用成功
的攻击计算平均收益。如果 E{G} 
→ ∞ 或是 C = 0，则等式 (1) 代表
不存在任何约束。当这种情况发生
时，我们可以回到传统的威胁模型，
因为不需要限制它的范围；如果资
产的价值无穷大，而攻击没有成本，
那么Alice不能忽视任何防御手段。 

收益不可能无穷大，这点不需
要论证。同样清楚的是，成本也不
可能完全为零。通常情况下，人们
认为网络犯罪的成本小到了可以忽
略的程度。与这种观点相反，我提
出下列论点：首先，如果任何攻击
的成本为零，那么所有目标应该会
被持续攻击。而且所有有利可图的
机会一旦出现，就会马上被消耗殆

尽。这时，我们应该会问“为什么
垃圾邮件那么少”，而不再是“为
什么垃圾邮件那么多？”，因为它
会淹没所有其他流量。其次，虽然
脚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把垃圾邮件
发给受害者，但相关设置和基础设
施并不是免费的。即使我们同意，
脚本每天可以找到几十名受害者
（毕竟互联网很大），那么这个相
同的脚本在次日还能再找出几十名
吗，然后过一天再找几十名呢？为
什么它一定会按照可持续的速度一
直执行呢？最后，如同下文的讨论，
虽然各个脚本可以用低成本获得资
源的访问，但是用访问获利通常却
很难。因此，我认为攻击者的成本
不仅大于零，而且它还是阻碍攻击
者攻击的主要因素。 

可规模化的攻击。虽然我认为
C > 0，但大多数用户定期受到的攻
击明显属于按受攻击用户计算人均
成本极低的攻击。我发现按攻击成
本的增长方式划分攻击有助于我们
了解问题。可规模化的攻击为一对
多的攻击，其具有成本（受攻击用
户的平均成本）的增长速度低于线
性增长的速度；例如，在受攻击的
用户数量翻倍后，成本只增加了一
丁点：8 
 C(2N)  2 · C(N). (2) 

互联网上最常见的很多攻击属于这
种类型。网络欺诈和以垃圾邮件为
传播媒介的所有攻击是明显的例
子。只要有机会就会进行传播的病

毒和蠕虫则是另一类。偷渡式下载
攻击 （通过浏览器漏洞攻击网页访
问者）的种类更多。而所有其他的
攻击则属于不可规模化的攻击。与
等式（2）不同，它们的成本与攻
击次数成正比：C(N) α N。在图2中，
我加入了可规模化和不可规模化的
攻击作为分支。 

经济驱动的攻击者面临的约束 
经济驱动的攻击者必须决定攻击的
对象和目标，成功实施攻击，然后
利用访问赚取金钱。这些活动可规
模化的能力更强，对上网人群的威
胁就更大。接下来，我会详细探讨
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可规模化解决
方案中存在的一些难点和限制。 

可规模化的攻击（攻击每个
人）。解决如何确定攻击对象这一
问题时，一个备选方案是攻击每一
个人。与不可规模化的攻击相比，
可规模化的攻击具有内在的优势。
他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接触大量人
群。不过，技术很容易扩散 —— 
在具有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严格
的约束条件。可规模化的攻击很容
易被发现；接触数百万人又不被注
意相当难。他们的广播性质不仅给
防御者，也给其他潜在的攻击者提
供了告警。这会吸引一些竞争，同
时也增加了防御的可能性。 

可规模化的攻击在攻击类型中
属于少数。就成本与攻击数量之间
只有弱依赖这点而言，它是种例
外，而不是规则。由于该成本违反

图 3.ROC 曲线示例，其中直线的斜率 T/d = 20。只有位于该线左侧的操作点才能满足等式（5），
并产生利润。当 T/d 减小时，真阳性下降，且更少的可行目标被攻击；例如，根据这个分类器，当
T/d = 104 时，小于 1% 的可行目标会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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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ory需要在20次中有一次成功，
他必须确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可观察
特征：该特征在可行的人群中出现
的次数是其在与不可行的人群中出
现次数的 T/d = 500 倍。 

ROC 曲线给出了几何上的解
释。Mallory 在 dtpN + (1 – d)fpN 次
攻击中找出 dtpN 个可行的目标。
为了满足预算的约束，成功攻击与
所有攻击的比值必须大于 T，所以
（当 d 较小时）我们得到： 

 T
d

≥ ·tp
fp

 (5.) 

因此，在 ROC 曲线中，只有在斜
率为 T/d 的直线左侧的点（fp, tp）
符合 Mallory 的利润约束。为了说
明这点，图 3 中绘制了斜率为 20
的直线。 

因为 ROC 曲线的斜率是单调
的，15 当我们回退到左边时，tp/
fp 因而增加；对于某些点来说，无
论分类器的好坏程度如何，等式
（5）几乎总是能够成立。然而，
当我们朝左回退时，tp 减小，所以
被攻击的真正部分（或者说可行的
目标）越来越小；举例而言，对于
图 3 中的分类器，当 T  = 1/10（或
Mallory 需要在 10 次中有 1 次成功）
且 d= 10–5（或 100,000 个中有 1
个是可行的），Mallory 需要 tp/fp ≥ 
104，该值只有在值tp < 0.01是出现。
这也就是说，在可行的人群中，能
观察到只有不到 1% 的人是有利可
图的。随着 d 逐渐减少，Mallory
最后得到的人群池部分逐渐缩减，
而这个池本身也正在缩减。9 如果
没有非常好的分类器（保持 tp 高，
fp 低），大多数可行的受害者可以
逃脱伤害。 

人们很容易低估构建好分类器
的难度。其他领域的真实示例说明这
并不容易；例如，乳腺 x 光片中的假
阳性为：fp ≈ 0:065 时 tp ≈ 0:94（由此
可得，tp/fp ≈ 14.5）。4 对于阑尾切除
术， 假阳性为：fp ≈ 0:105时 tp ≈ 0.814
（由此可得，tp/fp ≈ 7.8）。7 即使耗
费了几十年的努力，获得了数百万
例的真阳性和假阳性，构建分类器
通常也极为困难。当所寻项目的基
础比率相当低时，这点尤为突出。
当 d 相当小时，Mallory 面临一个
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Catch-22）；

了等式（2）中定义的约束，所以
任何无法完全自动化，或是需要根
据各目标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的攻
击，都是不可规模化的。物理上的
旁通道攻击 （需要靠近攻击目标）
不属于这类，因为靠近一百万用户
比靠近一个用户的成本要高很多。
耗费精力的社会工程学攻击（比如
Mitnick 的论文中描述的那些 12）
以及“困在伦敦”的骗局也是不可
规模化的。虽然尼日利亚（419）
骗局最初是一种可规模化的诈骗活
动，但后来它（及其变种）发展成
为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规模化的任
务。同样地，利用攻击目标相关信
息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是不可规
模化的。虽然经过详细调研的鱼叉
式网络钓鱼攻击可能比散射（比如
“尊敬的 Paypal 用户”）攻击的成
功率高很多，但是他们是不可规模
化的。那些需要使用目标的相关知
识的攻击通常也是不可规模化的；
例如，根据用户喂养的狗的名字、
最喜欢的运动队或动画角色的知识
猜测密码涉及大量不可规模化的工
作。同样的，如果对备选认证问题
的攻击需要调查用户读过的高中的
名称，那么这也是不可规模化的。 

虽然互联网用户每天都能看
到可规模化攻击的证据，但是实
际上只有小部分攻击类型是可规
模化的。

找到可行的目标。 不可规模化
的攻击与传统威胁模型中的一对一
攻击类似。不过，无论怎样，我们
均认为攻击者遵守等式（1）中的
利润约束，而不是认为攻击者拥有
足够的动机顽强坚持。对 Mallory
而言，问题是盈利能力不能直接观
察到。哪种对象会屈服于大多数攻
击并最终产生利润并不明显。因为
C > 0，假阳性（无利润的目标）带
来的成本可能会消耗真正获得的收
益。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那么从技
术角度完全可行的攻击运用起来可
能会无利可图。在有关安全的文献
中，确定攻击对象时需要的成本和
难度几乎无人论及；然而，缺了它
之后，对 Mallory 行为的审查就不
完整。除非他用成本低效益高的方
式在大量的人群中确定目标，否则
不可规模化的攻击对 Mallory 而言
几乎没用。 

假设在观察潜在目标的所有因
素后，Mallory 能估计利润出的概
率或似然性。这种概率为成功侵入
目标并可利用访问获利（因其大于
平均成本）的概率。我们将其称之
为 P{viable|obs.}。这种可观察量
可能是地址、邮编、职业以及可能
标定盈利能力的任何其他因素。在
不损害一般性的情况下，他们可以
被纳入一个单一的、一维的充分统
计量。15 我们假设，与攻击的成本
相比，收集可观察量的成本较低。
这让问题变成了一种二类分类。9 
这样，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
线便成了自然的分析工具；ROC 曲
线为真阳性 tp 与假阳性 fp 的对比图 
（图 3 描绘了一个例子）。 

现在，让我们来详细观察下二
类分类如何约束 Mallory。假设，
人群的数量为 N，其中一部分 P{vi-
able} = d 的目标是可行的。根据贝
叶斯定理（当 d 较小时）：

	
P{viable|obs.}= d

d+
P{obs.|non-viable}

P{obs.|viable}
· (1

(3)

−d)

≈d ·
P{obs.|viable}

P{obs.|non-viable}
.

P{viable|obs.} 与密度成正比；所
以，当 d 减少时，找到可行的目标
的难度增大。当 d = 0.01，通过一
组可观察量找到可行目标的概率达
到 90%；而当 d = 10–5 时，只能达
到 0.09%。所以，对于在某个密度
下保证接近“确定事件”的可观察
量，如果密度改变，其实现的概率
甚至不如在 1000 码外投中 1 次的
概率。

可以假定，Mallory 是否攻击
取决于 P{viable|obs.} 是否高于某
个阀值 T。如果攻击者需要在每 1/
T（比如 20 之 1 和 100 之 1）中有
一次攻击获利，那么阀值 T 通常由
预算确定。从等式（3），他必须有：

 
 P{ viable|obs. T

d
} P{obs.|non-viable}·≥ ·   

(4.)
该约束说明，与不可行的攻击目
标相比，在可行的攻击目标中的
可观察量必须更为常见，出现的
次数应该为不可行时 T/d 的倍。如
果 10,000 中有 1 个是可行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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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源有限时，问题
不是是否取舍，而是
怎样取舍。 

为了确定找出受害者的方法，他必
须首先找到受害者。确定可行和不
可行的区分方法时，需要数量庞大
的可行目标集合。 

获利：访问≠金钱。在多种形
式的非经济网络犯罪中，攻击者一
旦获取访问便已经成功。通常，
他们的目的是获取名人的密码，控
制网络服务器或有关客户记录的文
件；一旦他得到了，他的行为也就
结束了。如果攻击者只想获得认可，
那么一些截屏、装饰后的网页或强
行获取的文件足矣。然而，对于经
济驱动的攻击而言，事情有所不同。
攻击者的目的不是密码或文件或对
安全服务器的访问本身。他想要金
钱。他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原因仅
限于它们能带来金钱。不过，把访
问转化成金钱比看起来要难得多。 

以具体的场景为例，下面我们
来详细探讨下二十亿互联网用户正
在试图保护的资产。首先考虑的是
银行密码。看起来，一旦攻击者获
得银行密码后，钱就会很快跟过来。
然而，下面的几个因素说明，情况
并非如此：首先，银行系统的大多
数交易是可撤销的；当发现了欺诈
时，会进行回滚。5 正是由于这一原
因，银行欺诈通常需要使用钱骡，
钱骡（通常无意地）接受从被盗的
账号中转出的可撤销汇款，然后用
不可撤销的汇款汇出（比如通过西
联汇款）。在交易开始被拒付前，
钱骡最多只能使用一次或两次。盗
窃密码可能相当容易，而且可规模
化，所以盗窃密码业务中的限制因
素为钱骡的招募。5 这种观点还解释
了一些传言，在地下市场中，盗窃
得来的认证凭据的要价只有几美分。 

其他账号类型的情况通常更
差。如果想用获取的社交网络密码
获利，通常需要执行广为人知的、
耗费精力的“困在伦敦”的骗局。
电子邮件的账户通常会收到其他账
户的密码重置链接。然而，即使银
行密码可以被重置，这也仅仅是通
向资源的间接途径，而我们已经发
现利用这种资源赚钱存在问题。 

其他的消费者资产似乎同样充
满挑战。通过让用户点击恶意链
接，或许可以入侵用户的机器。然
后，即使可以在机器上执行任意的
代码，赚钱也并非易事。攻击者可

以盗取机器上的所有密码，但是我
们已经知道，只有一小部分被盗的
银行密码可以获利，而大多数非银
行密码一文不值。攻击者可以用机
器发送垃圾邮件，但是从基于垃圾
邮件的广告活动中获得的收益相当
低。102010 年僵尸网络制造了世界
三分之一的垃圾邮件，但给它的所
有者表面上只赚了二百七十万美
元。1 机器也可以用于托管恶意内
容。不过，与获利的论点情况类似，
这是种循环逻辑，它说明了如何感
染更多的机器，但却没有说明如何
利用最初或后续的机器获利。恐吓
性软件 (Scareware) 或者冒牌杀毒
软件看起来前景更好。成功入侵的
机器可以被出售；据报道，在按照
安装次数付费的市场中，处于成熟
市场中的每千台机器的价格为 100
到 180 美元。2 勒索软件提供了另
一种可能的策略，但是，只有针对
那些没有实施良好备份机制的用
户，它的效果才最好。对于经济驱
动的攻击者而言，银行密码似乎是
消费者控制的最佳资产，虽然这种
最佳资产并不是特别好。 

在广为流传的故事中，通常描
绘攻击者利用网络犯罪轻松地获利
数十亿美元，而不顾有越来越多的
成果与这一观点不一致。在网络犯
罪的估计方面，那些广为流传的版
本被证实是基于错误的统计数据，
与真实情况偏差若干倍。6 在最详
细的垃圾邮件调查中，所有垃圾邮
件制造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收
入为每年几千万美元。10 在对可用
数据的元分析中，Anderson 等人
1 估计从滞留旅行者和冒牌杀毒软
件中获得的全球收入分别为一千万
美元和九千七百万美元。获利策略
的稀缺也得到了下列事实的佐证：
在拨号上网的年代流行的色情拨号
器（其会造成高昂的长途话费）重
新作为恶意手机软件出现。不过，
做出网络犯罪无法获利的结论也不
对。对一些攻击者而言，看起来它
是有利可图的行为，但是需要共享
的资金池似乎比通常假设的要小得
多。大量的价值很有可能被那些专
业从事基础设施并向下游销售服务
的人拿走。 

人们似乎也没有透彻地了解获
利的难度。一个相当常见的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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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资产逃脱攻击
的原因不是它们坚不
可摧，而是它们并没
有成为攻击目标。

ger 定义，13 不受约束的攻击者在
受约束的工作量范围内“能够（且
会）使用他们掌握的所有方法”。
然而，让我们回顾一下，大多数资
产逃脱攻击的原因不是它们坚不可
摧，而是它们没有成为攻击目标。
当获利的预期值低于攻击成本时，
这种行为不是随机的，而且可预测
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需要系统
地做出不可避免的取舍，那么我们
需要理解目标选择和获利方面的约
束条件。 

哪种攻击可以被忽略？如同上
文一下，我把重点放在经济驱动的
攻击上，其中预期收益大于成本。
可规模化的攻击代表一类较易分析
的例子。他们可以触及大量人群的
能力意味着没有人能不受影响。他
们留下了相当大的踪迹，侦测起来
不难，而且确定攻击是否可规模化
基本上不是很复杂。对于权衡而言，
在选择要忽视的攻击时，很难证明
可以忽视可规模化的攻击。幸运的
是，就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可
规模化攻击的类型不多，且受到严
格的限制。每个人都需要防御它们。 

不可规模化的攻击则是我们的
机会点；我们必须在这些攻击中找
出可以忽视的攻击。使用可以重复
的攻击后，对于那些能够被可靠地
发现，并可从中获利的目标，网络
罪犯造成的损害最大。我建议用对
人群造成的可能伤害作为决定攻击
优先级的基础。首先，在无法区分
可行和不可行的目标时，各种攻击
造成的经济威胁最小。如果完全无
法观察可行性，那么 Mallory 只能
随机攻击。其次，如果可行攻击受
害者的密度相当小，那么 T/d 就会
变得很大，攻击可行的人群部分会
缩减到无，或 tp → 0。这说明，与
高密度下不可规模化的攻击相比，
低密度条件下不可规模化的攻击造
成威胁更小。最后，如果通过攻击
获利的难度更大，攻击造成的威胁
更小。 

低密度条件下的攻击示例可能
包括物理上的旁路攻击，它允许靠
近攻击目标的攻击者进行肩窥和偷
窥屏幕或打印机的输出，或键盘输
入。可行目标的密度为：输出（或
输入）可被成功窃取和获利（回报
大于攻击成本）的所有 LCD 屏幕、

虽然有些攻击造成非经济方面的伤
害，但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对 Wired 杂志的记者 Mat Honan
来说，他的数字生活已被抹去，但
他却没有遭受直接的经济损失。他
谈到，“实际上，我却是很幸运的。
他们本可使用我的电子邮件账户进
入我的网上银行或金融服务。”几
乎能肯定这个观点是错的。攻击他
的人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后，获
得了 Twitter 账户和 iTunes 账户的
访问权限，清除了几台设备的全部
内容。虽然这让受害者极不方便，
但如果有人想从中获利，那他可能
会失望。 

讨论 
可规模化性不是一种“可有可无”
的特性。如今对计算机安全领域的
广泛关注似乎是规模扩大的结果。
规模扩大后，可以为攻击者提供若
干良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罪
犯们可能无法想象会有如此规模的
潜在受害群体，而如今已成为现
实。不仅如此，数量庞大的上网人
群还意味着，即使攻击的成功率极
低，也会有不小的受害群体；如果
一百万人中有一个相信尼日利亚王
子会让他轻松赚取钱财，那么上网
人群中仍然有 2,000 位会上当。

然而，只有存在攻击手段时，
较大的受害群体才有用。虽然可规
模化的攻击可以触及大量的人群，
但它却只有区区几类。不可规模化
的攻击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即使
可攻击的受害者群体很小，机会也
可能很大。找到他们的难度与他们
的相对频率，而不是绝对数量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攻击本身是不
可规模化的，但 Mallory 仍然需要
一个低成本的方式从广大的人群中
准确地找出潜力较大的攻击目标。 

权衡不是可有可无的。当资源
有限时，问题不是是否取舍，而是
怎样取舍。对于防御者而言，传统
威胁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它没有就
如何防御提供丝毫指导。大多数人
承认，防御所有的攻击既不可能，
也不合适。然而，如果无法确定那
种攻击可以忽略，防御工作便只能
随意分配。 

我们可能无法抵御不受约束的
攻击者。根据 Pfleeger  and Pf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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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和键盘的比例。似乎可以肯
定地说，这一比例应该非常低，约
为 d = 10–5 左右。业界也不清楚如
何确定攻击对象。因此，如果攻击
者需要每 20 次攻击成功 1 次，那
他必须在 ROC 曲线中斜率为 T/d 
= 5,000 的直线左侧操作。不过，
可以达到这一要求的攻击者或许可
以考虑放弃网络犯罪，尝试下信息
检索和机器学习。举例来说，难以
获利的资源包括低价值的资产（比
如电子邮件的信息和社交网络的账
户）；虽然这些资产偶尔会带来收
益，但平均价值似乎相当低。 

对攻击的可观察性、密度和获
利的分析永远都不会完美。从某种
程度上说，判断必须是可追溯的。
而且，似乎无法避免不犯错误；然
而，由于我们不能防御所有的攻击，
所以按能否成功判断，成功证据确
凿的攻击必须优先于证据不足的攻
击。当攻击目标的类型（如美国的
小企业）或攻击的类型（如鱼叉式
网络钓鱼电子邮件信息）明显有利
可图时，使用额外反制措施的理由
就更为充分。 

我们应该在哪方面进行创新
呢？ 有多种可能的研究方向。二类
分类问题的难度指明了若干尚未探
索的防御机制。任何线性成本部分
都会使得它无法满足等式（2）。
人们已经提出使用收取少量的费用
作为防止垃圾邮件的手段 3。同时，
值得考虑它是否适用于其他可规模
化的攻击。与此类似，地址空间布
局随机化把可规模化的攻击转变成
了不可规模化的攻击。研究相对较
少的问题为，如何让这种分类问题
变得更难。换言之，Mallory 对可
行的攻击目标的密度极为敏感。通
过创造一些看起来似乎可行，但实
际上不可行的假目标，我们让他的
问题变得更难；例如，假网上银行
账户除了消耗攻击者的工作，其他
什么都不用做，使用这种账户或许
能降低暴力破解的盈利能力。当用
不可行的目标回复诈骗邮件时，它
降低了回报，让获利变得更难。9 

我曾多次强调，攻击者必须选
择目标，成功攻击，然后从成功中
获利。上述第二个问题占据了绝大
部分的研究工作。然而，如果“像
攻击者一样思考”这种告诫不是空

谈，那么在攻击者如何选择目标并
从资源获利这两方面，我们应该给
予同等的注意。我已经指出了以目
标选择为代表的二类分类问题的理
论困境。不过，对于追逐利润的攻
击者而言，这个问题很具体。仅仅
希望某些邮编、雇主或职业可能比
其他因素标出的可行性更大还不
够。攻击者需要实实在在的可观察
特征来估计可行性。如果他估计正
确的次数不够，或是无法满足等式
（4），他就会遭受损失。攻击者
能观察到的人群特征，我们也能观
察到。问题是如何为特定的攻击确
定可行的小众人群，而这一问题也
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如果可以
确定那些小众人群，那么那些人群
中的成员（而不是整个人群）则必
须在防御上追加投入。如果无法确
定那些小众人群，那就很难证明防
御的开支是合理的。在此我重申，
我的重点是经济驱动的攻击。另一
个令人关注的研究问题会是，哪种
类型的目标最容易遭受非经济驱动
的攻击。 

结论 
当我们忽视攻击者面临的约束条件
时，我们让防御者的任务难于实际
的需要。这种奢侈我们承受不起。
每个目标必须阻止每一种攻击这一
世界观明显不够经济，而且业界中
大多数人认为这既不可能，也无必
要。然而， 只有当我们明确地了解
哪种攻击可以被忽略时，承认这一
事实才有用。而且，必须解决传统
模型（声称无法权衡）与现实 ( 声
称需要权衡 ) 之间的冲突。本文提
出，在帮助用户避免伤害方面，人
们可以分析攻击者在以有利可图的
方式找到目标并将其变现时所面临
的困难，但这些分析手段现在尚未
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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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机器人运动的第一本书出版于 1982 年，其副标
题为《规划与控制》。”5 大体来说，运动规划和运动
控制之间的区分由来已久。有时候，运动规划指几何
路径规划，有时候它又指开环控制；有时候，运动控
制指开环控制，有时候它又指闭环控制和镇定；有时候，
规划被认为是离线过程，而控制则是实时的。从历史
的角度看，机器人运动规划源于一种为机器人提供运
动自主权的宏伟构想：这一方向诞生于计算机科学和
人工智能领域。22 

运动规划旨在确定是否存在可达到
给定目标的运动；如果存在，则计
算出这种运动。机器人运动控制源
于制造与机械臂的控制 30，并在汽
车产业中得到了快速有效的应用。
运动控制的目标是把定义在机器人
工作空间中任务转换成机器人电机
空间中的一组控制函数：该问题的
一个典型例子是，找出一种方法让
焊接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沿着预定
的焊装线移动。

在机器人运动方面，有哪种类
型的最优性呢？该问题的很多方
面在不同的领域得到了独立的处
理，范围涵盖从控制与计算机科
学到数值分析和微分几何的众多领
域，并产生了大量不同的方法。比
如，其中包括极大值原理、Hamil-
ton-Jacobi-Bellman 方程的应用、
二次规划、神经网络、模拟退火、
遗传算法或贝叶斯推理。这些方法
的最终目标是，无论对于任何问题，
均能计算出所谓的最优  解。本文
的目标不是脱离机器人学来概述这
些方法的进展，而是强调“最优运
动”与“优化所得的运动”之间的
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旨在计算

机器人运动中
的最优性：最优
运动与优化所得
运动的对比

DOI:10.1145/2629535

关于机器人的最优运动与应用 
优化技术后的机器人运动之间 
差异的探讨 

JEAN-PAUL LAUMOND，NICOLAS MANSARD， 
JEAN-BERNARD LASSERRE

 重要见解
    计算机器人最优运动是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20 多年的轮式机器人研究
印证了这一点。

    几何控制理论和数值分析突出了机器
人最优运动中两个互补的视角。

    在多数情况下，旨在计算出最优运动
的机器人算法实际提供的是一种优化所
得的运动。这种运动根本不是最优的，
它只是特定优化方法的输出结果。

    当存在最优运动时，数值算法在大多
数情况下无法解释它们的组合结构。不
仅如此，优化算法回避了（而不是克服
了）最优运动是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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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优运动的机器人算法实际提供
的是一种经优化得到的运动。这种
运动根本不是最优的，它只是给定
优化方法的输出结果。在多数情况
下，计算最优运动是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20 多年来轮式机器人
研究印证了这一点（随后我们会进
行讨论）。

注意，本文探讨的机器人运动
的最优性概念远远没有涵盖机器
人运动的所有领域。7 它并不考虑
底层动态控制，感知 - 运动控制，
以及用于运动生成的高层认知方法
（例如，机器人足球场景中或任务
规划中的进展）。

在机器人运动规划与控制中，什么
是最优的？
立足于机器人在充满障碍物的环境
中移动时是否存在允许的运动这一
问题，运动规划探索了机器人运动
的计算基础：如何把连续问题转换
成组合问题？

这一研究课题 22,26 的演进可分
为三个主要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初，Lozano-Perez 首先把物理空
间中的物体运动问题转换成了某个
所谓的位姿空间中点的运动问题。
28 进行这种转换后，他开创了一个
适定的数学问题：机器人的运动规
划问题等价于位姿空间中连通区域

的搜索问题。随后，Schwartz 和
Sharir 证明，一旦我们能够证明连
通区域是半代数集，这一问题便可
以判定。35 虽然一系列的计算几何
学论文探讨了此问题的多种不同场
景，但仍无法解决一般的“钢琴搬
运者（piano mover）”问题。14 最终，
通过放松完备性要求，而利用概率
完备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Barraquand 和 Latombe 引入了一
种新的算法范式 3，其引出了流行
的概率地图 20和快速随机树 31算法。

运动规划解决了位姿空间中点
到点的问题。虽然众所周知这一问
题有一个相当困难的计算挑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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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置 , 计算出的最优运动必然会
接触障碍物，因而 , 该最优运动是
不可行的。这仅仅是一个无法实现
的理想运动。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结
果就是找出一个无碰运动，其长度
接近于这一理想的最短（但无法实
现）的运动长度。换言之，这一运
动规划问题并没有最优解。此处的
问题本质上属于拓扑问题：组合数
据结构（例如，可视图法）可能允
许我们计算出解，这些解在无约束
空间的闭集中是最优解，在开集中
却并非可行解。

即使没有障碍物，最优运动的
存在性也并一定能得到保证。在确
定性的连续时间最优控制问题中，
我们通常会搜索时间相关的控制函
数，以优化某个时间段内的积分泛
函。解决存在性的问题需要借助几
何控制理论；18 例如，Fillipov 定
理证明了最短时间轨迹的存在性，a

而 Prontryagin 极大值原理（PMP）
或 Boltyanskii 条件则给出了最优
轨迹需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不过，
从这些方法中很难获取有用的信
息。即便 PMP 可能有助于刻画局
部的最优轨迹，它也往往无法给出
它们的全局结构。随后，我们将看
到 ,，在轮式机器人的各种场景中，
问题可能是何等的微妙。

只有少量类型的最优控制问题
能保证存在最优解。具有有界控制
的可控线性系统的最短时间问题即
属于这一类：存在最优解，其形式
为 bang-bang 类型。然而，这也可
能会引发所谓的 Fuller 问题：由于
最优解可能具有无限多次开关切换 ,
所以在实际中可能根本无法实现。
其他的例子包括著名的线性二次高
斯问题 （成本函数为二次型，而动
力学方程对控制量和状态变量均为
线性的），以及具有有界输入和具
有仿射动力学控制变量的系统。对
于前者，可以通过求解代数 Riccati

a 在此处以及下文中，我们把轨迹和运动当成同
义词。

与之相比，最优运动规划的挑战性
还要大得多。除了要找出规划问题
的解之外【也就是说，可以避碰并
符合运动约束（如果有）的路径】，
最优运动规划指找出能优化某种指
标的解。这种指标可能是长度、时
间或能量（在某种假设中，它们是
等价的指标），或更为复杂的条件，
如泊车时所需的机动次数。

此类场景中有很多与优化有关
的问题：

 ˲ 对于给定的系统，什么运动可
以实现某一指标的优化？是否存在
此类运动？最优运动的存在与否可
能取决于是否存在障碍物，或取决
于需优化的指标。

 ˲如果存在最优运动，那么它们是
否可计算？如果可计算，那它们的计
算复杂度如何？如何放松准确性约
束，进而计算近似解？接下来，我们
会探讨位姿空间的组合结构，这一结
构来源于障碍物的出现和需优化的指
标。同时，还会探讨时间指标以及沿
预定路径优化时间的实用方法。

 ˲ 除了找出给定问题的可行解之
外，运动规划还希望在找出该解后，
立即对解进行优化。这一问题对概
率算法及其重要，因为运动中会引
入随机绕行。这一问题的挑战性在
于：优化不是在系统的位姿空间中
进行，而是在运动空间中进行。

在本文中，我们基于整个机器
人的环境已知和优化指标已给出定
这种假设来阐述最优运动规划：即
在不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比如模型
的不确定性或局部的反馈）时，要
找出全局最优解。

最优运动的存在性
在尝试计算最优运动前，首要的问
题是探讨它是否存在。为了让大家
从直觉上感受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考虑一下移动机器人在障碍物之间
穿行。由于某些合理的安全原因，
机器人不能接触障碍物。用数学语
言来说，机器人必须在位姿空间中
的开域内移动。然而，如果要从某
一位置移动到某个障碍物后方的另

图 1.“钢琴搬运者”问题的现代视角：两个人必须共同搬运一架钢琴，同时避开周围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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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障碍物，最
优运动的存在性也远
未得到保证。 

方程计算闭环最优解。然而，对于
后者，只有在某些合适的假设条件
下，才能保证存在最优控制轨迹。

在更一般的情形下，我们只能
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控制轨迹来尽可
能的逼近所需的最优值。如果太严
格的控制函数空间，确实没有最优
解。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研
究人员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要
我们扩大所探讨的函数的空间，那
么此类序列的限制就能有精确的含
义。例如，对于控制是仿射的且积
分泛函为 L1- 范数的此类问题，最
优控制为一个有限脉冲序列，而并
非时间的函数（见 Neustadt 的论
文 29）。在卫星控制之类的问题中，
由于可以通过喷气来近似实现这类
解，所以该解是有意义的。然而，
通常情况下，由于执行机构的物理
限制，这样的解无法实现。

改变问题的数学表达式后（例
如，考虑候选控制策略的更大空
间），可能会允许最优解存在。在
前文的卫星控制场景中，由于“理
想”脉冲解实际上可以通过喷气近
似实现，所以最初表达式与实际一
致。然而，在其他的场景中，由于
理想的脉冲解无法实现，问题的原
始表达肯能并不正确。实际上，如
果我们“觉得”光滑的最优解应该
在所最初的函数空间中存在，但实
际上并不存在，那么要么是动力学
和 / 或约束没有正确地反映系统的
物理限制，要么就是成本函数的设
计并不能保证最优解在函数空间中
的存在性。就我们所知 ,，目前最
优控制方面的教科书或课程中很少
涉及这一问题。

最优路径规划
考虑到在位姿（或工作）空间中，
运动为时间的连续函数，那么运动
的映射则为该空间中的路径。“钢
琴搬运者”问题指路径规划问题，
也就是机器人运动规划的几何实例
（见图 1）。其中考虑了障碍物规

避的约束条件。在这种场景下，最
优性只处理路径的长度，而不考虑
时间和控制。这样，该问题就变成
如何找到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依据位姿空间的度量，最短路
径可能是唯一的（例如，使用欧几
里得度量），也可能是不唯一的
（例如，使用曼哈顿度量）。从拓
扑的角度来看，所有位姿空间的度
量式等价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两
点通过欧几里得路径的序列连接，
那么这两点之间也能通过曼哈顿路
径的序列连接）。不过，不同的度
量会导致位姿空间中不同的组合性
质。例如，对于相同的障碍物设置，
有两点可以通过避碰曼哈顿路径连
接，但他们无法通过避碰直线段相
连：在曼哈顿度量中，这两点彼此
可见；但在欧几里得路径中，这两
点彼此不可见。所以，对于给定的
度量，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有限数
量的点来“观察”整个空间。25 在
设计基于采样的运动规划算法时，
这种组合问题尤为关键。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种常见
的情况，即采用欧几里得度量的位
姿空间。通过探索可视图的数据
结构，求解多边形障碍物之间的最
短路径长度的边界这一问题较为容
易。这一结论很不错。不过，如果
我们考虑充满多面体障碍物的三维
空间，这一结论就不再正确了。实
际上，在那种场景中，找出最短路
径成为 NP - 难问题。14 所以，一般
而言，即使无障碍物时的最佳路径
计算问题已经解决，甚至即使我们
允许钢琴搬运机器人触碰障碍物，
有障碍物时的最佳路径的算法也无
法获得。

考虑到如此糟糕的结果，研究
人员们通常利用数值优化技术来解
决最优路径规划。在最为流行的数
值优化技术中，基于工作或位姿空
间的位图表示的离散搜索算法是其
中之一。3 我们获得的输出只能是
近似的最优路径，即与假设（或理



86    ACM 通讯    |   2014 年  9 月   |  第  57 卷  |  第  9  期

评论文章

数值方法。11 求解最优控制问题的
数值方法分为三大类：动态规划法
实现了 Bellman 最优性原理 , 即最
优运动的任何子运动都是最优的。
这导致偏微分方程（连续时间域
中的所谓的 Hamilton-Jacobi-Bell-
man 方程），它的解有时候可以
用数值方法得到。然而，动态规划
存在著名的维数灾瓶颈。直接法为
第二类方法。这类方法在时间轴上
对控制和状态轨迹进行离散化，使
得原始的最优控制问题变为标准的
静态非线性规划（优化）问题。这
一问题的规模可能相当大，但很多
方法都可以用于求解。然而，采用
这类方法最多能获得局部最优。另
外，当原始的函数空间中没有最优
解时，获得的最优解中可能会出现
颤振现象。最后，第三类为间接方
法，该方法基于由 PMP 提供的最
优性条件设计。导致的两点边界值
问题求解非常苦难（例如，打靶技
术）。另外，奇异弧也需要特别的
处理。因此，直接方法往往也较非
直接方法简单，虽然它的求解规模
可能相当大。实际上，可以通过有
效地利用内在的结构稀疏性来提高
求解效率。

在本阶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最优运动规划的严格解仍然是无法获
得的。可能的仍然只是数值近似解。

沿路径的最优运动规划
忽略 （而不是客服）动力学与运动
学以及数值方法中存在的内在复杂
性时，一种实用的方法是引入按两
阶段求解问题的解耦方法：首先，
利用（最优）路径规划生成避碰
路径；然后，计算沿该路径的时间
最优轨迹，并同时考虑机器人动力
学和控制的约束条件。由此得到的
轨迹当然不是全局意义上时间最优
的；它只是预定路径的最佳轨迹。
从计算的角度来看，该问题较最初
的全局问题要简单得多，因为搜索
空间（称为相平面）被归约成二维

想）的估计最佳路径“相距不远”
的路径。另一种类型的方法则通过
利用斥力势场为障碍物建立模型。
采用这种方法后，目标用吸引势场
表示。因此整个系统可以利用梯度
下降法达到目标。21 这样一个解解
只是局部最优的。不仅如此，该方
法可能会陷入局部极小值而无法得
到可行解，或无法确定解实际上是

否存在。因此，它不是完备的。但
我们可以考虑一些扩展。例如，利
用谐波势场 8 或设计更灵巧的导航
函数 34 可提供全局最优解；不幸的
是，这些方法需要显式描述位姿空
间中的障碍物，而人们通常无法获
取此类信息。在本阶段中，我们可
以看出障碍物的存在如何使得最优
路径规划成为一个难题。

最优运动规划
除了障碍物规避之外，机器人控制
或机器人动力学方面的约束也增加
了问题的难度。本节的目标是计算
从起始状态（位姿和速度）至目标
状态的最短时间运动，同时避开障
碍物并满足速度和加速度方面的约
束条件。这就是所谓的运动学与动
力学上的运动规划问题。12 早期的
算法是基于状态空间和工作空间的
离散化而设计的。

它有很多变形 ,，包括非均匀
离散化、随机化技术和 A* 算法的
扩展（见 LaValle26）。当前，它们
是计算近似最优运动的最佳算法。

机器人运动规划领域中流行程
度较低的是计算机器人最优控制的

图 2. 汽车（标志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项目
Esprit 3 PRO-Motion）及独轮车模型的方程。

图 3.Dubins 汽车

υ = ±1 以及 –1 ≤ ω ≤ 1

(x, y, θ)-位姿空间中的可达集。

图 4.Reeds-Shepp 汽车。

υ = ±1 以及 –1 ≤ ω ≤ 1

(x, y, θ)-位姿空间中的可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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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沿路径的曲线横坐标及其时
间导数。自从 Shin 和 McKay36 在
位姿空间引入动态规划方法以及
Bobrow 等人 4 同时在笛卡尔空间
中引入动态规划方法以来，研究人
员已经开发了很多方法。他们也考
虑了很多变形。例如，Pfeiffer 和
Johanni31 的改进结合了前向积分
和后向积分，而 Verscheure 等人 39

最近的成果则把问题转变成了凸优
化问题。

运动空间中的优化
只要我们允许对支撑路径进行变
形，我们就可以考虑路径跟踪方法
的扩展。在此，我们假设某些运动
规划器提供了第一条路径（或轨
迹）。这条路径取决于运动规划器，
可能与最优路径相距甚远。例如， 
概率路径规划器会引入很多无用的
绕行。但这是为了保证有效性所必
须付出的代价。所以，必须改变最
初的路径，也就是说，根据某些标
准进行优化。需要根据给定的度量
缩短几何路径。最简单的技术是挑
出路径中一对对的点，然后用最短
路径把它们连起来：若最短路径中
无碰撞，则用它替换最初路径中的
对应部分。通过反复迭代，路径会
变得越来越短。当路径质量无明显
改善时，则停止迭代。在实践中，
这种技术给出了相当好的结果。

除了这种简单的技术之外，研
究人员还引入了在轨迹空间中运
用的几种方法。在最初的方法中，
Barraquand 和 Ferbach2 提 出，
通过增大对不满足约束条件的运
动的惩罚，把受约束的问题转变
成约束较少的子问题的收敛级数。
然后，使用标准的运动规划器求
解各子问题。最近，这种原理已
经被成功地扩展到了仿人机器人
的运动规划上。9

Quinlan 和 Khatib 引入的另一
种方法把运动建模为质量 - 弹簧系
统。32 这样的话，运动看起来就像

橡皮筋，可以按照能量函数的优化
而改变形状。只要非完整的度量已
知，这一方法就可应用于非完整系
统；16 其亦可应用于动态环境中的
实时障碍物规避。6

最近，根据相同的基本原理（即
优化运动空间中的最初猜测），研
究人员已经成功引入了诸多改进。
Zucker 等人利用了简单的泛函表示
光滑性与障碍物的净空的组合，以
便在轨迹空间中应用梯度下降法。40

该方法的关键点在于把轨迹建模成
一种不受参数化影响的几何对象。
在相同的框架中，Kalakrishman 
等人提出用无需求导的随机优化技
术取代梯度下降，以使我们能够考
虑非光滑代价函数。19

在轮式机器人的最优运动方面，我
们的已知和未知领域 
移动机器人组成了独特的一类系
统，其中对最优运动问题的了解最
为透彻。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Du-
bins 的开创性成果开始 ,13 移动机
器人的最优运动规划与控制就吸引
了大量关注。我们会简要地回顾如
何解决一些挑战性的最优控制问题
是如何被解决的，以及哪些问题尚
未解决。

基于汽车模型（图 2），我
们考虑四种移动机器人的控制模
型。其中两种为简化的汽车模型：
分别为所谓的 Dubins （图 3）和
Reeds-Shepp（ 图 4） 汽 车。Du-
bins 汽车只能向前移动。Reeds-
Shepp 汽车可以向前和向后移动。
两者均具有恒定的速度，且速度
为单位绝对值。此类模型考虑了转
弯半径的下界，即汽车的典型约束
条件。对于差分驱动的两轮移动机
器人而言，这种约束条件不存在。
这种机器人可以原地转弯，但汽车
不行。让我们来考虑下针对双驱动
轮的移动机器人的两种简单控制方
案：b 在第一种方案（Hilare-1）中，
控制量为车轮的线速度；在第二种
方案（Hilare-2）中，控制量为车
轮加速度（也就是说，第二种系统
为第一种系统的动态扩展）。

时间最优轨迹。图 3 和图 4 中
类似汽车的机器人代表了非线性系
统的两个例子，而我们已经精确地
了解了其中的最优轨迹的结构。注
意，在两个例子中，假设线速度的
模式常数。在这些情形下，时间最
优轨迹得到了相应最短路径的支撑。

b 设两轮间的距离为 2。

图 5.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LAAS-CNRS 中的 Hilare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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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该开关函数也已得到了充分
的刻画。1 对于该系统的动态扩展而
言（即基于加速度控制的差分驱动
车辆），情况并非如此（见图 7 中
的 Hilare-2）。这方面目前只有部
分结果：最优轨迹为 bang-bang 型
（也就是说，没有奇迹轨迹出现），
而且轨迹由回旋弧及圆的渐开线组
成。15 然而， 切换函数仍然是未知的。
如何设计 Hilare-2 系统的最优控制
仍然是一个开放问题。

虽然人们已经证明这四类系统
中最优轨迹的存在性，还有一个结
果值得一提。如果我们在有障碍物
的情况下考虑 Reeds-Shepp 汽车的
最优控制问题，那么即使我们允许
汽车触碰障碍物，研究人员也已经
证明最短路径可能不存在。10

运动规划。 在进行有障碍物
时的运动规划时，这些结果非常
有用。在图 3 和图 4 中，我们展
示 了 Dubins 和 Reeds-Shepp 汽
车的可达域。虽然 Reeds-Shepp
汽车的可达集为原点的邻域，但
Dubins 汽车的情况并非如此。换
言之，Reeds-Shepp 汽车是小时
间可控的，而 Dubins 汽车只是可
控的。运动规划方面的结果也相
当重要。在 Reeds-Shepp 汽车的
场景中，任何避碰—— 不一定可
行 —— 路径可以通过可行避碰路
径序列近似求出。最优路径允许
研究人员构建近似解，由此产生
了有效的运动规划算法。24 然而，
我们不但不能把此类算法应用于
Dubins 汽车，而且也尚不知道
Dubins 汽车的运动规划问题是否
可判定。

在 Laumond 等人 24 的论文中，
我们证明了，泊车所需的机动次数
随净空面积的倒数的变化而变化。
该结果为基于可达集形状的直接结
果。由此可得，（非完整）运动规
划问题的组合复杂性与最优控制和
内在的（亚黎曼）几何中可达集的
形状非常相关。17

Dubins 解决了只能向前移动的汽
车的问题。1330 多年后， Reeds 和
Shepp33 解决了可同时向前和向后
移动的汽车的问题。而且，人们还
从最优控制理论中几何技术的现代
观点完全重新分析了这一问题：37,38 
PMP 的应用显示，最优轨迹由最
小转弯半径的圆弧（bang-bang 控
制）和直线段（奇异轨迹）组成。

然后，完整的结构可从刻画开关函
数的几何参数推导得出。在最优控
制得到完全理解的非线性系统中，
Dubins 和 Reeds-Shepp 汽车是其中
极少的几个例子。相同的方法也适
用于基于速度来控制的差分驱动车
辆（图 6 中的 Hilare-1）。在那种
场景中，最优轨迹为bang-bang型，
也就是说，其中只包括纯旋转和直

图 7.Hilare-2：差分驱动的移动机器人。第二种模型：控制量为轮子的加速度。最优控制为 bang-
bang。最优轨迹由回旋弧及圆的渐开线弧组成。

1

2

1

2

回旋 圆的渐开线

图 6.Hilare-1：差分驱动的移动机器人。第一种模型：控制量为轮子的速度。最优控制为 bang-
bang。最优轨迹只包括纯旋转和直线段。

1

2

1

2

在某个位置旋转 直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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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因理论原因（如不存在）或实际
原因（如无法求出）无法得到最优
解时，我们看到，如何通过考虑空
间和 / 或时间的离散表示，或者通
过适当地改变优化指标，或者利用
数值优化算法来重新表述该问题。
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得到的解只是
原始问题的近似解。

总结而言，看起来基本无法保
证机器人最优运动的存在性。如果
最优运动存在，研究人员也从未证
明求解是一个可判定的问题，就如
运动规划问题一样。因而，在多数
情况下，“最优运动”通常应该理
解为“优化所得的运动”，即数值
优化算法的输出结果。然而，暂且
不论新的理论成果，运动优化技术
已随着数值优化的进步而进步，并
在真实的机器人平台上取得了有效
的实际成果。

文中探讨了最优运动和优化所
得的运动之间的区别，但这一区别
并未涵盖机器人运动中最优性的所
有方面。在本文的姊妹篇中，23 我
们把运动优化的问题作为一种动作
选择原理，并讨论了其与机器学习
以及最近用于逆最优控制相关方法
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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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连在一起；然后，他们计算图中
的平滑路径， 用路径中的肖像制作
一组幻灯片。由此得到的结果令人
惊喜。通常而言，对于给定的个人
而言，有足够数量的照片来产生看
起来相当平滑、令人惊叹的幻灯片，
其中每张照片变成连续的电影中的
一帧，使得这些“移动的肖像”异
常美妙，令人着迷。 

这种基于图的展示方式让人想
起了另一种知识谱系，其可追溯到
Vannevar Bush 和他的文章《As We 
May Think》（《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1945）。Bush 提出
了 Memex（记忆扩展器）的概念。
Memex 是一种使用巨大的图按实例
之间的直接关联，而不是类别来组
织信息的设备。这一理念影响了超
文本的发展，但是最初的 Memex
概念实际上范围更广，涵盖了文本
之外的数据类型（例如，照片、素描、
视频和音频），并通过实例图来描
述路径（Bush称之为“关联轨迹”）。
因此，可以把后面的论文看成是一
种专用于人脸的 Visual Memex （视
觉记忆扩展器）。  

在很多方面，这一成果都标志
着计算机视觉作为实用学科的时代
即将来临。在千百万人使用的主流
软件产品（谷歌 Picasa）中，相当复
杂的计算机视觉系统（它本身应用
了若干重要组件，如人脸识别和人
脸配准）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按钮”，
而本文的成果只是此类的首批应用
之一。因此， 请阅读论文，并试用
软件 —— 我认为，你不会失望。 

Alexei A. Efros （efros@eecs.berkeley.edu）是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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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人脸
的具体数量。

人类的数量大，但人脸的数量
更大，因为每个人有几张脸。”

—Rainer Maria Rilke

人有几张脸？换句话说，对于
一个特定的人而言，在他的一生中，
脸部外观的改变程度有多大？当然，
衰老对脸部结构的影响最大。如果
你曾经试过拿着朋友小学一年级时
的照片去寻找成年后的他，你会觉
得此言不差。基于这一原因，很多
官方的身份证件要求持有人每隔五
到十年更新一次照片。但是，即使
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内（几天或数周），
比如改变发型、眼镜、面部毛发或
化妆后，人脸也会发生明显变化。
不仅脸部姿态各异（全脸、侧面、
3/4 视图），脸部表情也在不停地发
生瞬间变化：高兴、欢笑、满足、
生气、忧郁 ... 毫不夸张地说，描述
人脸细微差别的词语成百上千。  

当然，这成了肖像画家非常头
疼的问题。 仅靠一副肖像，即使由
技艺最为娴熟的大师所做，究竟如
何捕捉充满生命力的人脸特征，接
近它的全部完全形态？实际上，很
多伟大的艺术家曾经沉迷于这个特
别的问题。Rembrandt 一生中绘制
了 60 多张自画像，创造了研究自己
的脸的不朽成果。Da Vinci 是创造视
觉错觉的大师，他特意模糊了蒙娜
丽萨的嘴角和眼角，或许是希望超
脱瞬间的直观性，让观察者在内心
“描绘”缺失的细节。立体派艺术
家认为，为了真正地抓住人的本质，
人们需要放弃传统的单点透视二维
图画空间，转而从几个不同视角同
时捕捉对象，然后把它们融合成一
张图像。当然，电影已经帮助人们
重新把肖像定义为超越单一静止图

像的东西 — Charlie Chaplin 或 Julia 
Andrews 之类的“电影肖像”相当
出色，比静物版本捕捉的东西要多
得多。然而，即便是电影，也在时
间维度上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电影
的拍摄时间基本不会超过几个月，
而这只是人生中一个小小的片段。  

从某个角度来说，后面的论文
是这种伟大传统——对捕捉完美肖
像的永恒追求——的一部分。它的
主要贡献在于它改变了这一古老的
问题，把它放在后现代的大数据世
界中处理。它的中心论点是，对于
特定的个体而言，已经存在成千上
万张照片，所以不再需要拍摄更多
的照片。不过，现在的挑战是如何
组织和呈现已有的天量视觉数据。
然而，人们该如何以人类可理解的
形式呈现成千上万张迥异的肖像？
按照  Warhol 的方法，把他们展示
到一个巨大的网格上？每张图片会
小得看不见。放在超长的幻灯片中，
一张接一张的放映？不连续的视觉
影像很快就会让观看者恶心呕吐。  

这些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美妙
又简单：首先，他们用一个大图的
各个节点来表示所有照片，图中的
边把视觉相似性较高（通过姿态、
面部表情和其他因素来衡量）的肖

技术视角 
大数据时代中的肖像 
Alexei A. Efros 

研究亮点 
DOI:10.1145/2647748

如需阅读对应的论文，请 

访问 /10.1145/264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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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论文可以看成
是一种专用于人脸的
Visual Memex （视觉
记忆扩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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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肖像
Ira Kemelmacher-Shlizerman，Eli Shechtman， Rahul Garg， Steven M. Seitz

摘要

我们阐述了一种从同一个人的大型图像集合中生成
人脸动画的方法。我们把此类集合称之为照片档案
（photobios）。这种图像集合美妙非凡，因为他们用
照片汇总了个人的生活；照片采样了因时间、姿态、
脸部表情、发型变化以及其他因素改变时出现的各种
外貌。然而， 由于照片档案中照片的数量庞大，浏览
和探索这些照片档案并不可行。通过优化数量和照片
的展现顺序，并在他们之间使用渐入渐出，我们能够
绘制出人脸姿态间的平滑过渡（例如，从皱眉到微笑），
并从静态照片集合中创造出运动的肖像。在这种背景
下使用时，渐入渐出  能产生非常强的移动效果；本
文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解释了这一效果，并分析它的作
用范围。我们在多种数据集上论证了这一结果，其中
包括随时间推移的照片，个人相册以及从互联网上下
载的名人图片。我们的方法完全自动，并已经在谷歌
Picasa 的“人脸电影（Face Movies）”特性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

1. 前言
在人的一生中，会拍摄成千上万张照片。合起来之后，
每个人的照片组成了他 / 她的视觉记录。我们把这种
视觉记录称为照片档案。照片档案在个人的外表空间
中按时间进行取样，捕捉脸部表情、姿态、发型等因
素的变化。以前，获取照片档案的过程繁琐，但在
Facebook 等照片分享工具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和图像搜
索出现后，收集大量朋友、家庭和名人的照片变得更
加容易。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我们接触到的照片档
案会越来越完整。不过，由于收集的此类照片数量庞大，
它们变得很难管理，需要有更好的工具来浏览、探索
和展现它们。

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个人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中，
用每一种姿态和视角 / 照明条件捕捉那个人做出的每
一种  表情，那么我们能够描绘这个人的完整外貌空间。
假如我们拥有了这种表现形式，我们就可以按需呈现
此人的任何视图，如同在光场 18 中可视化静态场景一
样。然而，我们需要应对两点关键挑战：（1）人脸的
外观空间的维度极高；（2）通常我们只能获得该空间
的稀疏采样；以及  （3）每张图像中人脸的姿态、表
情和其他参数通常是预先未知的。  在本文中，我们基
于个人的照片档案创建了用动画展现的视觉体验，向
解决这些问题迈进了一步。

本文中的关键见解之一是，对配准良好的图像进
行渐入渐出后，可以获得很强的运动感。虽然渐入
渐出（也称为交叉渐变，或线性亮度混叠）在图像
变形和基于图像的渲染技术中应用广泛（见 Chen 和
Williams，7Levoy 和 Hanrahan18， Seitz 和 Dyer22 等
人的论文），但它通常与几何形变一起使用，而后者
要求源图像之间的像素存在精确的对应（即光流）。
令人惊叹的是，渐入渐出本身  （无对应 / 流估计）也
能产生很强的运动感，特别是在输入图像配准良好的
情况下。我们解释了这一效果，并证明了渐入渐出的
一些奇妙特性。特别是，给定某个场景的两张图片，
如果两张图片之间存在细小的运动，那么渐入渐出就
能产生一个序列，其中的边缘平滑移动，带有非线性
的缓入缓出动态效果。不仅如此，渐入渐出还能合成
物理上的光照变化，其中光源的方向在过渡的过程中
移动。

在照片档案的方法中，其输入为一组杂乱无章的
个人照片集合，其输出则为连续移动的个人动画（图
1）。如果照片集非常大（几百或几千张照片），那么
这种方法的效果最好；但即使照片集较小，得到的结
果也尚可。作为我们关注的一种特例，本文首先展现
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照片序列，其照片集中包含同
一个人在几年时间内每天或每周拍摄一张照片。然后，
我们把这一技术应用于更为标准的图像集中，其中的
照片是同一个人在很多年的时间内拍摄的。同时，我
们还把它应用于处理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名人照片。

我们的方法基于下列过程：将照片档案中的图像
集表示为一个图中的各节点，然后在该图上求解最优
路径，再按求出的图像序列渲染稳定的过渡。因此，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1）定义图中边的权值；以及（2）
创建一种令人叹服的、稳定的输出序列。我们的方法
利用了自动人脸检测、姿态估计和鲁棒的图像比对技
术来定义图和创建最终的过渡。该流程几乎是完全自
动的——唯一需要人工协助的步骤是在多个人的合照
中识别出关注的对象。通过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或许
这一步骤也很可能可以完全自动化。4

我们注意到，其他的动画工作已经使用了基于图
的技术，2, 6, 10,16, 25 但我们的技术首次处理了非结构化

本文的原始版本题为《探索照片档案》 ，曾
在 2011 年的的《美国计算机学会图形学汇刊
（SIGGRAPH）》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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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集合，并提出了运动的肖像的理念。我们处理
非结构化照片集合的能力直接源于成熟的、基于计算
机视觉的人脸分析技术。这些技术现在些技术已在研
究团体以及数码相机，谷歌街景和苹果 iPhoto 等应用
中广泛使用。其中包括人脸检测、人脸标记和识别。

Picasa 3.8 版本 21 中的人脸电影（Face Movies）  
功能实现了运动的肖像，其主要的处理对象为个人照
片。此功能利用了 Picasa 内置的人脸识别能力，支持
人们用最小的努力（一次点击）创建个人的人脸电影。
大规模（照片集合的数量级为几万）应用这种方法时，
需要对我们的基础算法进行若干改动，下文中我们将
予以说明。

2. 人脸图
我们用一张图来表示照片档案（图 2），其中每张照
片为一个节点，每条边的权值代表照片之间的距离（不
相似性）。照片的相似性通过由脸部外观（表情、眼镜、
头发等）、三维姿态（yaw（偏转角）、 pitch（俯仰角））
和时间（间隔的小时数 / 天数）组成的相似性函数来
度量。换言之，脸 i 和脸 j 之间的距离定义为D（i,j）：

 D（i,j） = 1 – ∏s∈{app, yaw, pitch, time} （1 – Ds（i,  j））, （1）

其中，“app”代表脸部外观的距离，三维的头部姿
态的距离通过 yaw（围绕 Y 轴旋转）和 pitch（围绕 X
轴旋转）角表示。接下来，我们会定义这些相似性术
语以及它们的计算方法。

2.1. 头部姿态的估计和配准
为了计算照片之间脸部姿态（yaw，pitch）的距离，
我们采用如下方法估计三维头部姿态（如图 3 所示）。
首先通过运行人脸检测器 5 来对每张照片进行自动预
处理，接着用基准点检测器 9 找出每只眼睛的左眼角
和右眼角，两只鼻孔，鼻尖以及左嘴角和右嘴角。我
们忽略了人脸检测可信度较低的照片（在人脸检测中
低于 0.5， 在基准点检测中低于 -3）。在实验的整个
过程中，虽然光照、姿态、尺度、脸部表情和身份各异，
这种组合方法对于正面人脸极为鲁棒，但是当人脸转
向侧面时，偏移误差逐渐增大。

下一步为检测姿态，通过把检测到的每个脸部区
域与一个三维人脸模板模型进行几何配准实现。我们
使用了基于公开的时空人脸数据集 25 构建的中性人脸
模型作为模板。我们估计一个把自动定位的基准点变
换成模板模型中预标记基准点的线性变换，并使用 RQ
分解找出旋转和尺度。然后，我们估计旋转矩阵中的
yaw、 pitch 和 roll 角。给定估计的姿态后，我们按图
像中的人脸方向对模板形状进行变换，并使用点集的
深度缓冲（z-buffering）13 把图像形变到正面的姿态，
并考虑遮挡问题。获得的结果是给定照片的粗略正面
版本。

两张脸的头部姿态距离则通过 yaw 角和 pitch 角
分别测量，每个角均通过下列鲁棒的对数函数进行归
一化：

 Dyaw（i,  j） = L（Yi – Yj ）; Dpitch（i,  j） = L（ Pi – Pj ）, （2）

其 中， 对 数 函 数 L（d） 定 义 为 L（d） = 1/ 
[1 + exp（−γ（d − T）/λ）] ，式中 γ = ln（99）。它把
距离 d 归一化为区间 [0, 1] 中的值。此时， d = T 时的
值映射为 0.5，而 d = T ± λ时的值则分别映射为 0.99
和 0.01。

Source TargetAutomatically generated transition

图 1. 自动生成 George W. Bush 的皱眉（左）和微笑（右）之间的过渡。

图 2. 人脸图人脸照片用图中的节点表示，而图中的边则代表人脸之间的距
离（不相似性）。距离为由人脸外观（表情、发型等）、三维头部姿态和拍
摄日期 / 时间的差异组成的函数。图一旦构建好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最
短路径来计算任何照片对（例如，本例中红色和蓝色边框的图片）之间的平
滑过渡（红色的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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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脸部外观的相似性
对于用照片的像素值度量的脸部外观，因为光照、
姿态、色彩平衡、表情和头发等变化，即使在同一
个人的照片之间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使用各种描
述子替代原始的像素颜色后，可以获得更佳的不变
性。特别是，业界已经证明，局部二值模式（LBP）
直方图可有效地用于人脸识别和检索任务。1, 14LBP
用二进制编码代替每个像素，其中二进制编码代表
了该像素的每个临近点与该像素的相对亮度值。如
果临近像素比中心像素亮，则将其赋值为 1，否则
将其赋值为 0。由临近点的 1 和 0 组成的这种模式
定义了每个像素的二进制码。与原始的 RGB 值不
同，这些编码不受相机偏差、增益和其他常见的亮
度变换的影响。不仅如此，通过把图像分割为超 
像素单元的网格，并为每个单元分配一个描述子（该
描述子与单元内部像素的二进制模式直方图相对应），
还可以对一些细微的空间位移保持不变。1

我们计算了配准后的人脸的 LBP 描述子，并针对
眼睛、嘴巴和头发区域估计了独立的描述子集合，这
些独立区域的描述子为该区域内所有单元的描述子的
串联。这些区域和匹配结果的示例见图 4。两张人脸
图片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dij 则通过对应描述子之间的 c2

距离定义。外观距离的组合函数定义为：

 Dapp（i,  j） = 1 – （1 – λmdm
ij）（1 – λede

ij）（1 – λhdh
ij）, （3）

其中 dm,e,h 分别限定为嘴巴、眼睛和头发区域的 LBP
直方图距离，而 λm,e,h 则为上述区域对应的权值。例如 : 
设 λm = 1 and λe = λh = 0，则在比对中只会考虑嘴部区
域。在实验中，我们使用了 λm = 0.8 和 λe = λh = 0.1。

如果能够获得时间或日期戳，则我们会增加一个
测算时间差异的项来 L2 扩展等式（3）。

对于每种距离，均使用鲁棒的对数函数 L（d）进
行归一化。

3. 照片路径
通过构建人脸图，我们现在可以遍历图中的路径，然
后找出照片档案中静态照片之间平滑和连续的过渡。
我们通过在人脸图上使用传统的最短路径法，或是贪
心游走算法找出此类路径。

给定任意两张照片，我们可以通过求解人脸图中
的最短路径来找出这两者之间最平滑的路径。我们对
找出最小代价（距离之和）路径感兴趣，而这恰可以
通过 Dijkstra 算法轻松解决。路径上的图片数量可以
通过增大距离的指数来控制：D（i, j）a。指数 a 用于
对距离进行非线性缩放，其提供了额外的手段来控制
路径规划过程中的步长。

给定任意的起始点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在图上游
走得到任意长度的平滑路径。进入边的距离最小的相
邻节点通常会产生连续的过渡。避免重复的方法有很
多种。例如，通过引入随机性。通过简单地把之前访
问过的节点从图中（以及它们的所有关联边）删除，
我们就获得了相当好的结果。对于带有时间 / 日期信
息的集合，我们鼓励通过优先选择在时间上前进的行
走实现按时间顺序过渡。

4. 实时性能
在 Picasa 的人脸电影实现中，一个重要要求是实时性
能，也就是说，在选中功能后，人脸电影应该几乎立
即开始播放。通过采用若干优化后，我们实现了这一
目标。

Template
3D model warping

poseInput

Face detection Fiducial points
detection

2D
alignment

3D
alignment

图 3.自动配准和姿态估计我们首先把人脸进行局部化，并估计基准点（例如，
眼部、鼻部、嘴部）。然后，使用三维的模板模型估计姿态和把图片变形到
正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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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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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分别计算眼部、嘴部和头发的外观相似度。对于每个区域，我们展示
了查询用图片以及在同一个人的照片数据集中的最近邻图片，那些照片跨越
了多个年龄和表情。请注意观察在利用闭眼的输入检索出的人脸中，大部分
也是闭眼；张开嘴巴和发型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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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效果通常与图像变形中的几何形变 3, 22 以及基
于图像的绘制方法 18 结合在一起使用，以合成照片之
间的运动。更为令人惊喜的是，渐入渐出本身（无需
对应 / 流估计）就能产生非常强的运动感，特别是在
输入图像配准良好的情况下。例如，图 5 示例了一个
人的两张照片之间的渐入渐出，其中的光照和容貌动
的就像真的一样。虽然头像形变会产生运动感有点道
理，但是为什么简单的线性亮度混叠也能产生动感呢？
我们解释了这一效果，并证明了渐入渐出的一些奇妙
特性。

我们证明，渐入渐出不只产生了运动的幻象，而
是真正的运动；给定某个场景的两张图片，如果两张
图片之间存在细小的运动，那么渐入渐出就能产生一
个序列，其中的边缘平滑移动，带有非线性的缓入缓
出动态效果。不仅如此，渐入渐出还能合成物理上的
光照变化，其中光源的方向在过渡的过程中移动。在此，
我们简要地描述了这些效果。详细分析请阅读我们的
SIGGRAPH（计算机图形图像特别兴趣小组）论文。15

5.1. 图像边缘的运动
图像由不同位置、方向和频率的边缘构成。通过为边
缘上的渐入渐出效果建模，通常我们据此可以分析图
像的运动。图像边缘源于静态照片中亮度的急剧变
化。因为成像过程存在光学模糊效应，所以真实的
图像边缘轮廓趋向于平滑的，而不是不连续的。19, 20  
实际上，一个阶梯形边缘与高斯 Gaussiana 模糊核的
卷积是一个 erf 函数： 。该函数非常近似
于正弦曲线的片段。我们使用了这种正弦边缘模型来
证明渐入渐出的特性，然后说明它们与真实图像边缘
之间的相关性。

考虑有两条正弦波（每一条代表一张不同的图片），
其中一条经另一条变换（也可以选择性地缩放幅值）
得出。特别的，我们考虑了a  sin（mx） 和 sin（mx + d），
其中用d 表示相移（- 空间平移），aa 表示幅值的比例。

首先，我们简化了相似性描述子。具体地说，我
们观察到在形成表情时，嘴巴与眼睛及其他面部区域
强相关。因此，我们发现，只要匹配嘴部区域就够了。
更令人惊喜的是，我们发现，头部的朝向也与嘴部区
域的外观强相关（造成嘴部的透视缩短和旋转），这
样我们不再需要显式地计算姿态。与此类似，我们发现，
使用二维的图像仿射配准而不是三维的形变后，可以
用较低的代价得到满意的结果。应用这些优化，并使
用 HOG（方向梯度直方图）8 特征替代 LBP 后，显著
降低了匹配的代价。

在默认情况下，人脸电影创建并呈现的是贪心游
走路径，而不是最优的路径，因为前者的计算速度更快。
我们使用了多线程的方法实现了这点，其中一个线程
在运行时计算由图像组成的图，选择要进入的下一张
图像，而另一个线程则渲染之前两张图之间的过渡。
为了计算贪心序列，我们首先按时间对所有图片进行
排序，从最老的图片开始，然后按时间顺序考虑序列
中的下 100 张图片。我们选择了与当前图片相似度最
高的图片作为拟展示的下一张图片。然后我们重复这
一过程，直到最近拍摄的照片，然后，我们倒转方向，
也就是说，选择在时间上单调回溯的照片。之后，我
们不断的在时间线上向前和向后震荡，直到展现了所
有图片。通过降低带星号标记的照片的边的权重，我
们优先选择了这些照片，让它们更有可能在人脸电影
开始时展现。

用户可通过设置人脸电影中的照片数量来控制电
影的长度，而我们则通过动态规划找出所需长度的最
佳序列。为了达到足够好的性能（即使是几万张图片
的集合，延迟也只有数秒），我们使用了其他的优化，
比如把序列分割成多个由 1000 张图片组成的、独立优
化的区块，以及通过只考虑每张图片的 100 个相邻节
点以构建稀疏化的图。

5. 用动画展现照片路径
既然我们已经计算出了优化的静止图片序列，那么我
们怎么才能把他们绘制成一段连续的动画？虽然姿态、
表情和时间方面已经配准，但是它仍然是独立拍摄的
照片形成的序列；创建平滑的动画需要为一张照片到
下一张照片绘制令人叹服的过渡。图像变形技术能够
创造出色的过渡，但却需要在图片的像素之间建立准
确的对应关系，这很难做到。一个较为简单的备选方
法是使用渐入渐出。两张图片（或图片序列）之间的
渐入渐出或交叉渐变过渡是在相当短的时间间隔内让
一张图片淡入，同时让另一张图片淡出。在数学上，
渐入渐出定义为：

Iout（t） = （1 – t）Iin1 + t Iin2, （4）

其中 Iin1 and Iin2 是输入图像，Iout（t）是输出序列。

图 5. 渐入渐出合成了运动。注意，鼻子和嘴巴的边缘怎样实现逼真的运
动，而且光照的变化也是如此逼真（视频中表现得更为清晰：http://grail.
cs.washington.edu/photobios/）。

t = 0 t = 0.2 t = 0.4 t = 0.6 t = 0.8 t = 1

a 我们注意到，虽然高斯（Gaussian ）是一个不完美的 PSF 模型，12 但是
它仍能作为一阶近似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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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插频率不同的正弦后会产生不像边缘的多模式
曲线（重影的另一种形式）。
注意，迄今为止，我们的分析基于周期函数（正

弦）；然而， 大多数边缘不是周期性的。不过，周
期性并不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分析是作用于局部的。
有关非周期情况下的详细分析，参见 Kemelmacher-
Shlizerman 等人的论文 15。

5.2. 推广到二维图像
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自然的推广到二维图像边缘的变
换上。在二维边缘平移的情况中，我们简单地在垂直
于边缘的方向上定义我们的边缘轮廓，从而将其简化
为一维场景。

我们已经观察到，对朝向不同的两个边缘进行渐
入渐出后，可以生成令人叹服的、明显的旋转感（见
示例中的视频），特别是在朝向变化不大，边缘的频
率低的情况时。Kemelmacher- Shlizerman 等人的论
文深入阐述了这一效果。15

5.3. 光源的插值
除了边缘的运动外，渐入渐出还可以生成令人信服的
光照变化，其中的光源方向在过渡中非常逼真的变化。
实际上，接下来我们会描述当渐入渐出生成物理上正
确的光照变化时所需满足的条件。。

忽略阴影、高光和相互反射后，Lambertian 对象
的图像由 I = rlTn 确定，其中 r 为反射率，l 为光照方
向的向量，n 为表面法向量。对下面的两张图片进行
渐入渐出：（1 − t）I1 + tI2，会产生插入多个光照方向
r （ （1 − t）l1 + tl2）

Tn 的效果。特别是，我们可以把
图像的变换等式改写为 I = r|l| cos f， 其中 f 为表面
各点的表面法线与光照方向的夹角。

那么，两张图片的渐入渐出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
示：

 （1 – t） r|l1| cos f + tr|l2| cos（f + d） = cl cos（f + kl） （8）

对这两条正弦波进行渐入渐出后，产生了下列正弦波
序列：

 （1 – t）a sin（mx） + t sin（mx + d） = c sin（mx + k）, （5）

其中 t ∈ [0, 1] 以及

  6.

 c2 = a 2 （1 – t）2 + t2 + 2（1 – t）at cos d. （7）

因此，对相位不同的两条正弦（图像边缘）进行渐入
渐出能产生运动，其中相位k 是通过平滑内插得到的。
这一简单的分析造就了多种奇妙的观测结果（图 6）：

•	运动的速度由相位 k 决定。注意，k 不是线性的，
但类似于缓入缓出曲线。17 众所周知，这种类型的
曲线在生成更可信的动画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难
能可贵的是，它能从渐入渐出中自然产生。不仅如
此，不同的边缘按不同的速度移动，依赖于它们的
相位偏移，使用不同的缓入 / 缓出参数。特别是，
较大的位移会造成更为夸张的缓入 / 缓出效果。

•	严格来说，感知到的运动只有不到半个周期。因
此，低频率的边缘（较低的 m）可能会移动相对
较大的距离，而高频率的边缘可能只会移动一点
点。当相位偏移达到 p （半个周期）时，边缘从
中心帧中完全消失，变成了一个常数函数。这种
在过渡过程中图像内容逐渐消失的现象称为重影
（ghosting）。24

•	根据等式（7）中的 c, 在向过渡中点的变化过程中，
因为正弦的幅度下降，图像对比度会逐渐降低。
例如，明亮部分会变暗，阴影部分会变亮。这种
动态范围的减少是细微的（最极端的情况除外），
但它仍能在那些最容易出现人为视觉效果的帧中
隐藏这些不良的视觉效果（如重影）24 。

•	这种运动效果只对频率（大致）相同的边缘有效。

图 6. 对正弦和相位偏移后的正弦进行渐入渐出，其中包含较小（0.3p）、中等（0.6p）和较大（0.9p）的偏移。我们展示了渐入渐出的电影底片，其中各
行分别对应时间 t = 0 （输入帧）， 0.25， 0.5， 0.75 和 1 （输入帧）的情况。我们用红色标出了边缘的位置，与线性运动对应的位置则用蓝色标出。我
们用红色和蓝色线条的位移表示较大的偏移，它展示了非线性的缓入缓出速度曲线（在视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还请注意，在较大的偏移中，对比度下降。
为了更形象地展现（非线性）边缘运动（当 0.9p的偏移时），我们通过按 c 的倒数缩放图片去除了对比度的变化（最右端）。

t = 0

t = 0.25

t = 0.75

t = 0.5

t = 1

Small shift Medium shift Large shift Large shift
(contrast boo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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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集包含 1598 张照片，5 年中几乎每天拍摄一张。
图 7（a）展示了优化后的路径 —— 端点（红色标出）
由用户在界面上选择，中间的序列通过我们的方法计
算得出。请注意观察嘴部表情和眼睛之间的平滑过渡。

我们还用个人的照片集做了实验：（1）Amit 在 5
年中的584张照片；（2）Ariel 在20年中的1300张照片；
以 及（3）LFW（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11 中 抽
取的 530 张 George W. Bush（乔治·沃克·布什）的照片。
与随时间推移的数据集不同，上述三个数据集中的照
片是在任意的事件和场所中拍摄的，且光照、分辨率
和相机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更具有挑战性。图 7（b, c, 
d）展现了典型的结果。注意，在所有的序列中，除了
脸部表情的平滑过渡外，姿态是怎么实现平滑变化的。

普通人创造的人脸电影的样例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下面是我们最喜欢的两个样例的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ydaVvF3fWI 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9h7rGmFxJs。

6.1. 绘制的风格
在 Picasa 的实现中，我们发现人们更愿意看到更多人
脸之外的部分，而不仅仅是裁剪出的人脸，因为较宽
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因此我们不再一次只
展现一张照片，而是把配准后的照片一张张的重叠在
一起，如图 8 所示。用户界面还提供了导出电影、上
传到网络或添加音频和字幕的功能，并支持用多种其
他方式设置个性化的外观。

其中，d 为表面法线与两个光照方向角之间的差。由
此得出，插值出的像素为两个位移余弦的和，也是一
个余弦。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余弦不在图像的平面上，
而是把像素亮度的差异定义成了光照的函数。幅度变
化 cl 会在过渡的过程中有效地把光变暗，让中点处的
对比度最小。这种变暗的效果可以隐藏因为阴影、高
亮和其他未在等式（8）中建模的非 Lambertian 效果
所引起的人为效果。因此，渐入渐出能在最可能出现
人为效果的帧中隐藏这些不良效果 — 非常棒的性质！

在我们首次阐述渐入渐出（两张图片）场景中
特定的光线轨迹时，我们强调，图像内插能生成
Lambertian 对象新方向光照下的图像这一基本结果，
在计算机视觉社区中已广为人知，且历史可追溯至
Shashua 的成果。23

6. 结果
在实验中，我们利用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数据集以及个
人照片集。在 YouTube 上，你也可以发现 Picasa 用
户创造的成百上千段人脸电影。

我们的大多数成果可通过下列网址中的视频更
好 地 了 解（http://grail.cs.washington.edu/photo-
bios/）。在图 7 中，我们展示了一些路径示例。首
先，我们利用了随时间推移的照片集合开展实验，其
中一个人在几年的时间内每周 / 天拍摄一次照片，且
照片中的脸部表情和发型等因素变化较大。我们展示
了“Daily Jason”（每日詹森）的数据集上的结果示例，

图 7. 我们的方法使用了下列不同类型的数据集生成样例路径：（a）随时间推移的 Jason 的照片集合（1598 张照片），（b）Ariel 在 20 年里拍摄的个
人照片集合（1300 张照片），（c）George W. Bush 的照片集合（530 张照片）以及（d）Amit 的照片（5 年里拍摄的 584 张照片）。端点（红色标出）
由用户在界面上选择，中间的所有图片则通过我们的方法自动选择。注意，脸部表情以及姿态均出现了平滑过渡。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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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本文中，我们阐述了一种新技术，它能从大量的非结
构化照片集中通过时间、姿态和表情创造真人动画。
该方法利用了计算机视觉技术来比对、配准和排列人
脸图像以创造赏心悦目的照片序列，并可完全自动操
作。流行的照片浏览工具 Picasa 包含了这一方法的实
现，将其称之为“人脸电影”，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该方法成功的关键点在于渐入渐出的使用。当把渐入
渐出用于融合配准良好的图像时，它能产生相当强的
物理运动和光照变化的感觉。我们分析了这一效果及
其作用范围，并证明：令人惊喜的是，在特定的条件下，
渐入渐出确实能合成真实的边缘运动和光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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