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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mmunications（通讯）
的独家视频中观看作者讨
论本研究。

关于封面：
Michael Stonebraker 是计
算机协会 2014 年 A.M. 图
灵奖获得者，照片由波士
顿摄影师 Jared Leeds 拍
摄于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校
园。在第 22 页阅读有关 
INGRES 和 POSTGRES 的
起源，以及在第 104 页阅
读 Stonebraker 令学术界
和初创企业兴奋不已的挑
战。

在 Communications（ 通
讯）的独家视频中观看 
Stonebraker 讨论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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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关系 
INGRES 是世界上最早问世的关系数据库之一。刚开始研发 
INGRES 时，Michael Stonebraker 没有料到这项工作会耗费他 
六年光阴。 

出类拔萃、价值连城了。但 Mike 
已经年复一年地从事设计工作几十
个春秋了，”Held 说。 

Stonebraker 认为，不要只是
纸上谈兵，而要实实在在地利用那
些创意去构建实用的应用程序，这
一点很重要。“如果你的成果不
能为大家所利用，你就没有机会
改变世界，”他指出。在他研制 
INGRES 期间，IBM 也着手开发自
己的关系数据库 System R。Stone-
braker 说，双方的存在一直都在鞭
策着对方前进，同时双方也积极向
对方提供有价值的反馈。“技术革
新就好比制造更好的捕鼠器，然后
用它打乱现有的秩序，接着就会有
变化发生。” 

Samuel Madden 是 Stonebrak-
er 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数据库系统
的同事，他认为 Stonebraker 创立
这些公司的目的是证明他的学术创
意在现实世界中有用武之地。“他
对世界本应呈现的模样有着独到的
判断，”Madden 说，“而令人赞
叹的是，事实证明大部分时候他的
想法都是对的。”

对刚接触计算机科学的大学
生，Stonebraker 的建议是“学习
如何写代码，以及如何写好代码，
因为无论你做什么都与实施脱不了
干系。”对正在思考应该将注意力
放在何处的博士生，他建议同现实
生活中的计算机用户交谈。“他们
十分乐于告诉你，为什么会喜欢或
者讨厌一种现有的技术，所以他
们会是你寻找待解决问题的好帮
手。” 

Neil Savage 是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工作的科技作家。

译文责任编辑：崔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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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一位年轻助理教授暗下
决心，要打造一个关系
数据库。1970 年，IBM 

的 Edgar Codd 提出了这类数据库
的概念，并指出了它相对彼时占据
统治地位的数据库模型——IBM 分
层信息管理系统所具备的优势。

许多计算机科研人员纷纷追随 
Codd 的脚步，撰写自己的论文，
但所有人都止步于概念验证原型。
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 
Michael Stonebraker 希望制造出有
实际用途的产品。

“这是全新的疆域，前无古
人。”Stonebraker 说道。他现在
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兼职教授，
并于 2014 年获得了图灵奖。在随
后的六年中，Stonebraker 与伯克
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教授 Eugene 
Wong、博士生 Gerald Held 和另
外几名学生并肩作战，共同研发了 
INGRES，它是世界上最早问世的
两款关系数据库之一。

“构建真正的数据库系统涉及
大量工作，”他说，“我们不知道
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只顾埋头苦
干。”

层次数据库会将信息存储到堆
叠在一起的类别中。例如，可能有
一份列表列出了一家公司的所有部
门，每个部门又有一份员工名单。
然而，如果一名员工不属于任何一
个部门，或者用户不知道该员工属
于哪个部门，则无法通过查询来找
出这名员工的信息。Stonebraker 
认为不应该让用户编写算法来找到
目标信息，而且他们的程序也不应
该取决于具体的数据结构。

他 们 的 工 作 成 果 便 是 IN-
GRES，Stonebraker、Held 和 
Wong 为此获得了 1988 年的 ACM 
软件系统奖。Held 透露，这支团队

此后作出了一些抉择，事实证明，
这些抉择提升了他们系统的流行
度。他们当初是在 AT&T 贝尔实验
室刚刚发布的 Unix 操作系统上、
以当时鲜为人知的 C 语言编写这个
系统的。随着 Unix 的普及，用户
发现了这款可以在此操作系统中使
用的现成数据库系统。Stonebraker 
和他的同事还开放了 INGRES 的源
代码，让用户能够修改和继续开发。 

随着 INGRES 的流行度与日俱
增，它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它的
设计用途是处理商业数据，但现在
被应用于其他领域，因此需要改变。
于是 Stonebraker 进一步研制出了 
POSTGRES，用户可以添加自己的
数据类型，从日期和时间的具体格
式到地理坐标都在支持范围内。这
种对象 - 关系数据库如今可解决的
问题种类丰富多了。 

到 21 世纪初，数据库的世界
已今非昔比，商界也有海量的数据
需要以各种方式查询。过去数据是
按行存储的，处理查询的时间相对
较长，因此 Stonebraker 推出了列
存储，按他自己的说法，这让处理
速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近日，他
正在推广一种理念，“用一个尺
寸满足所有需求”的数据库方法已
经属于过去。他成立了 Vertica、
Streambase、VoltDB 和 Tamr 等多
家公司，来将他开发的多款软件产
品商业化。

曾在 Vertica 担任过董事长
的 Held 如今是 Tamr 的董事长，
Stonebraker 在这两家公司都曾担
任首席技术官。Held 说，像 Stone-
braker 如此深入地同时跨足产业界
和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实属罕见。“没
有多少人能够同时涉足学术界和商
业界。”他说。他还补充道，也许
正是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来回穿梭的
经历，让他变得如此富有成效。“有
些人只要有一个好创意，就觉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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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遗忘从此变得 
（过于）简单
浅谈落实数字数据移除政策带来的影响。  

数据保护署提交了针对 Google 西
班牙和 Google 公司的投诉，西班
牙数据保护署予以了受理。保护署
以该后续出版“符合法律规定”为
由，驳回了 González 对这家报纸
的指控，但受理了其对 Google 的
投诉。Google 公司将西班牙数据
保护署的判决上诉至西班牙最高法

2 014 年  5  月  13  日，
欧盟法院 (CJEU) 从陈
旧的 1995 年欧盟数据
保护指令（以下简称
“指令”）中找出了

一项被遗忘权，为技术政策的历史
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判决引起了
轩然大波，因为这意味着欧盟公民
有权请求 Google 从搜索索引中删
除指向网络身份识别信息的链接。
当然，Google 和这项权利的反对
者对此不以为然，然而支持者也不
满意，譬如我自己，因为担心被遗
忘权行使起来可能会困难重重。本
文要谈及的问题（问题不止于此）
是，数字被遗忘权尚未写入普通法
或民法。如同所有权利诞生的过程
一样，这是一项带有一般例外的一
般权利，但定义和平衡被遗忘权的
工作如今落到了 Google 肩上，而 
Google 丝毫不具备界定权利的能
力，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

背景信息
尽管欧盟法院以指令为依据，明确
了针对搜索引擎的被遗忘权，但
在这部法律近 25 年的历史中，它
还未曾这样做过。1995 年的指令
要求欧盟成员国在各自的国家法
律体系内为其公民提供一定的保
护。西班牙数据保护署 (AEPD) 发

现，在这些情况下保留和访问个人
数据，会危害数据保护和个人数字
信息的基本权利，因而已向不少
公民赋予了被遗忘权。2010 年，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在一家报
纸的网站上看到一则告示，内容涉
及一个 1998 年与他社会安全债务
相关的房产拍卖。他随即向西班牙

DOI:10.1145/2753237 Meg Leta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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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指导他们联系站点或服务商
删除问题内容。此后该页面指出，
Google 只会在极少数情况下考虑移
除链接，例如会导致身份信息被窃
风险的情形，但一般情况下会要求
提供法院或行政命令才会编辑搜索
结果。收到政府机构的撤除命令后，
Google 公司验证其合法性后便会执
行。除版权之外的所有领域情况都
是如此。当有人向 Google 报告存
在侵犯版权的内容时，Google 必须
立即删除这些内容，避免承担间接
责任。 

如今，Google 必须分析用户提
出的每一条移除请求，判断它们是
不是有效的被遗忘权申诉，而欧盟
法院只给 Google 提供了一条指导
意见，即必须考虑各个辖区特有的
抽象准则，例如“无关信息”和“公
众利益”。   

遗忘从此变得过于简单
被遗忘权请求不是儿戏，每条记录
都具备呈上法庭的法律效力。经过
各级法院的重重审判，被遗忘权最
终得到认可的案例屈指可数，这必
然导致各成员国终将构建出某种法
律体系。尽管如此，那些没有资源
或不竭力争取保留内容权利的数据
控制方，届时只会直接删除内容。
版权责任威胁已经导致大量非侵权
内容从网络移除，但其实过去几个
世纪不乏关于版权的公正裁决，作
出移除决定的人员有大量案例可以
参考。被遗忘权就是另一回事了。
可以想见，数据控制方一旦收到请
求就会删除内容，因为他们不愿陷
入在法庭上为自己不想作出的决定
进行辩护的被动局面。

欧盟法院的判决为遗忘铺了
路。我们应该允许遗忘，但不应让
它变得过于简单。 

Meg Leta Jones (MA1318@Georgetown.edu) 是乔治城大
学的传播、文化和科技专业助理教授。

译文责任编辑：谢涛

版权归属于作者。

院，后者又将皮球踢给了欧盟最高
法院——欧盟法院。

欧盟法院起初认为 Google 是
“数据控制方”，因为这家公司寻
找、临时存储和提供网络内容并将
其编入索引，因此决定处理个人数
据的目的和手段。如果 Google 的
活动使其具备担任数据控制方的资
质，则社交媒体网站、服务提供商
和第三方数据代理及服务商也难免
被贴上数据控制方的标签。欧盟法
院支持西班牙数据保护署根据指令
的第 12 款和第 14 款规定对这项权
利的解读和适用。第 12 款保证每
个数据主体有权纠正、抹除违反指
令的数据，并有权阻止对此类数据
的处理；第 14 款保证了数据主体
只要有令人信服的正当事由，任何
时候都有以拒绝数据处理的权利。
作为数据控制方，Google 必须遵守
指令和 28 个成员国五花八门的被
遗忘权法规。 

好消息
首先，好消息是全球各国正在展开
一场重要的争论，焦点是什么样的
通信法律架构能够弘扬自身的独特
文化价值。哪种法律平衡会让人民
百姓过上更加自由、公正而繁荣的
生活：是信息被屏蔽乃至被删除的
环境，还是信息会留存很长时间的
环境？另一条好消息是，数据并不
会被删除，仅会被屏蔽，并且指令
中拟新增一项规定，旨在协调欧盟
各成员国的数据保护工作。在这项
规定的草案中，第 17 款更加明确
地界定了数据抹除权。因此，尽管
希望渺茫，但我们仍有机会消除坏
消息的影响。   

坏消息
坏消息就不如好消息那么悦耳了。
鉴于中间管理机构或法院不是必须
要判断个人的被遗忘权是否被侵
犯，要有效落实这一判决，就要为
个人信息创建一个用户请求记录系
统。个人直接对数据控制方行使被
遗忘权。尽管用户可以不费吹灰之

力，但数据控制方的工作过于繁重，
而且会导致过量信息被屏蔽或删
除。a  

关于如何处理被遗忘权的平行
权益（例如表情和历史记录），几
乎没有现成的规则或指导意见可以
遵循。尽管部分成员国有该项权利
的模拟版 / 印刷版（通常由那些曾
经犯罪、现在想防止他人将自己同
犯罪历史扯上关系的人员行使），
但还没有任何一方主动地将这项权
利移植到数字领域，或者这种移植
还没有到达一定的深度，让数据控
制方有足够的依据来判断，谁有权
利根据什么正当理由来保留或删除
哪些数据。 

最坏的消息是，Google（及其
他数据控制方）缺乏相关指导意见，
无法判断各项利益什么时候会因为
什么缘故而高于其他利益，并且要
奉命界定被遗忘权的范畴。Google 
与真正的信息源相隔千山万水，无
从知晓为什么有人发表了某些内
容，或维持了某些内容的访问权限。
在此体系下，信息源和对其内容的
屏蔽并无瓜葛。如今 Google 已收
到大量的链接移除请求，它不仅要
猜测被遗忘权的含义，还要进行机
构重组，来应对不菲的合规成本。 

在这项判决下达之前，Google 
将不满意的用户引导到一个帮助页

a 据报道，在前 31 天内，Google 收到了欧盟
公民提出的 70,000 条请求，他们要求删除 
250,000 条自己不想与之产生干系的搜索结
果。截至 2015 年 4 月 20 日，Google 共收到 
241,963 条请求，需处理 877,322 个 URL、移
除 308,401 个 URL（占比 41.5%）。 

被遗忘权请求不是儿
戏，每条记录都具备呈
上法庭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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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数据科研团队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KATE MATSUDAIRA

“他们究竟整天在忙些什么？”
当我初次到一家研究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创业公

司担任工程部副总裁时，其他高管都对这个问题感到
好奇。

他们知道，这是一支天赋异禀的团队，看上去也工
作得十分卖力，但诸位高管对这项工作本身仍然充满
了疑问。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正确”
的？他们还能改做其他项目吗？另外，我们怎么才能
更快地将研究成果交到顾客手中？

这就是我的工作。聘请的工程部副总裁绝不是拿来
当摆设的。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解开了以上所有疑团，并
且成功地将从创意到产品的时间从半年缩短到了两三
个月。在本文，我将围绕如何管理一支与产品团队密
切合作的数据科研团队这个主题，与大家分享一些经
验和教训。希望能给大家的工作和管理流程能有所启
发。

如果你领导的是一支处理复杂
数据科学问题的团队，那么传统软
件中的常用方法就未必行得通了。
开展研究和实验时，工作内容或许
是模糊不清、不可预测的，结果也
可能难以测量。

作为一名熟悉标准软件开发流
程的经理，我对如今的敏捷开发、
Scrum 和其他相关流程了如指掌。
然而，这些框架与我们当时从事的
研究工作并不贴合。实际情况有些
过于凌乱。

我们忙于提出创意、调查设想
和检验假设。工作量非常难以估计，
而且我们也无法保证成果能达到交
付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制定一套新
流程，来应对所有这些不确定性。

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他们
究竟整天在忙些什么？”

我当然可以直接去询问每个
人，然后提供一份状态报告，但这
样的答案无异于隔靴搔痒。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需要一
套适合研究工作的清晰流程，同时
要简化我们与产品团队的合作。我
们需要的流程，必须能帮助我们充
分利用一群精通数据的人和一群熟
知顾客的人之间产生的合力，并能
让他们齐心协力地工作。

我们需要通畅的沟通渠道，和
一套能够支持将来工作的流程。怀
着这样的初衷，我们将改革之箭瞄
准了沟通和后勤的关键领域。

通信 : 保持透明
当务之急是改善沟通效果。不同团
队都有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

解答他人的问题并不像阐述正
确答案这么简单，你还要学会运用
适当的词汇来让对方真正地理解。
沟通不能停留于表面的词汇，更重
要的是背后的含义。

数据科学管理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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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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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随机采样的办法来测量算法或
模型的结果。尽管这无疑是测试结
果的一种方法，但它却未必能和网
站使用体验挂钩。我们精挑细选的
算法也许在采样测试中效果很好，
但在重要产品中的效果却可能谬以
千里。

因此我们抛弃了原来评估结果
的方式，改为以顾客实际使用来衡
量。我们会用初代产品或有顾客
浏览的产品作为测量结果的示例。
这让我们更加贴近了真实的顾客体
验。

展现进步。通过实验改进算法
时，例如调整搜索结果，展现前后
对比也很关键。实验中改变了哪些
条件？有时，有些结果可以得到改
善，有些结果甚至还不如从前，因
此了解这两个对立面和就此进行沟
通缺一不可。有了这些信息后，我
们就能作出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最佳
决定。

攻克难题。除了数据和结果的
沟通问题外，我们探讨新创意时似
乎也会产生误解。譬如，可能会有
这样的对话：

一位高管说：“我有个想法，
想创建一个产品型号谱系。然后我
们可以给顾客展示过去的产品，并
使用我们的算法来预测新产品什么
时候发布。”

数据科学家会听取需求、分析
创意、研究一番，然后带着这样的
消息回来：“那会非常困难；我认
为我们不应该做这件事。”

但类似这样的对话并不总是带
来一样的结果。

很多工作都“非常困难”，有
时候某些功能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实
现（这让不得不开展相关工作的数据
科学团队很头疼），但也有些情况下，
“非常困难”的工作会让某项功能
的开发戛然而止，导致错失良机。

鉴于我们缺乏跟进这类对话或
团队集体解决问题的机制，难题只
会变得更难。

你们是怎么沟通结果的？譬
如，有一个问题总会让我们犯难：
“怎么样才叫完成？”数据科学团
队会测量结果，我们的实验也总归
会结束，但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算法
或模型是否已经达到与产品集成的
标准呢？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测量结
果，还有成功标准。

创建模型时，我们可以通过测
量模型的准确率、查全率，但并非
所有高管都懂得那些术语。所以我
们换了一种方式来谈论实验结果。
我们不再用算法评估指标（例如准
确率和召回率）来表达观点，而是
用顾客体验和商务指标来沟通结
果。

以前，我们会这样沟通结果：

精度：80%
召回率 25%
而以后我们会这样沟通结果：
对于热门搜索词 *，附件出现

在第一页的几率为 25%。
对于热门搜索词，初代产品出

现在前 3 条结果中的几率为 90%，
出现在前 5 条结果中的几率为 
98%。

* 热门搜索词是指我们的网
站在最近 30 天内出现次数最多的 
1000 个查询词。

第二种表达方式清晰地诠释了
测量结果的含义。即使不理解算法，
也能听懂这些结果并就此发问。

你们是怎么测量这些结果？我
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直

型号谱系示例。

Macbook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Bravia 
EX500 LCD

Bravia 
EX523 LCD

Bravia 
EX620 LCD

产品进化史

我们正在打造 
一个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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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领域
的研究人员而言，大多数问题都不
简单。但关键在于，难以攻克的难
题有时候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化解，
例如使用质量更好的数据或其他数
据、变更需求或添加特殊条件。所
以把一个问题形容为“非常困难”
不能作为不尽力解决的充分理由；
然而，大家始终都把这句话当做停
滞不前的借口。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着沟通
导致工作困难的原因。

对我们来说，效果最好的方法
是打比方和举例子。把工作困难的
原因层层剥开后，他人就容易理解
困难所在了。针对型号谱系，我们
结合插图中的例子来讲。

唯一的改变是反思我们的沟通
方式。我们需要向受众传达有针对
性的信息。对数据科学或研究领域
的工作人员而言，以下这一点很容
易忽视：并非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熟
悉具体情况，因此我们需要变通沟
通方式，确保达成共识。

后勤：建立清晰流程
下一步要做的是调整工作方式。解
决了部分沟通问题后，我记得有人
会问我：“我们怎么为研究团队营
造紧迫感？”有这样的疑问产生，
并不是因为工作没有完成，只是因
为研究团队的工作一般没有截止日
期。一项工作什么时候完成，全凭
负责人说了算。

但我们是创业公司；公司其他
所有员工都有截止日期，大家都在
和时间赛跑，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
尽可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为研究工作定下截止日期。
研究之所以叫做研究是有原因
的，即便我们希望制定时间表，
届时把产品包好再打个蝴蝶结，
也不代表一切就会如愿。但是，
我们为实验创建了需求列表，就
像为传统软件开发工作创建的需
求列表一样。列表上列出了所有

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按优先级
排序。

对于列表中的每个条目，我们
都可以定义成功标准、分配出去乃
至放弃（这要花多长时间？）。

这项举措让团队受益匪浅。以
前，大家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如今，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处理同一
份重点工作列表中的事项。

增加敏捷演示。我们的另一项
措施是每个月安排一次演示，让研
究团队的每位成员分享各自的进
度。这些“心跳会议”有助于大家
知己知彼，了解真实的工作进展情
况。

还有助于营造紧迫感（因为演
示中定下了截止日期），结果我们
突然开始作为一支团队快速行动起
来了。

鉴于我们无法抹除研究工作的
不可预测性（没人知道实验能否成
功、运行和调整结果需要多长时
间），我们决定着眼于速度。

我们追求迅速的验证概念的原
型和快速迭代。若是以前，我们可
能会等到有明确结论后再向产品团
队展示结果，但在这个新模型中，
我们会更频繁地分享数据和中间结
果。我们会增加很多警告。

最初，这让团队所有成员都不
适应；他们不想展示自己明知道还
有改进空间的半成品。然而，自从
更频繁地这样做之后，我们能在流
程中更早获得反馈了。这种早期反
馈甚至促进了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对
产品的调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结
果的真实状况，要知道，有时候结
果与我们的预期或在设计稿中的模
型相去甚远）。

而当产品团队也能看到结果
后，他们会充满激情，反过来也为
研究团队取得更多成果增添了动
力。

例如，我们曾希望推出的功能
之中有一项是估值，也就是要将产
品的所有功能分开，并逐一赋予数

值。这样做的目标是帮助用户按照
功能来对比产品，让他们清楚地知
道自己的钱究竟花在哪里，还可以
帮助他们寻找规格相似但价格更优
惠的产品。

做了很多工作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然而，用同样
的数据和模型，我们实现了另一项
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达成同样的目
标，但对比的是产品而非功能。 

  queue.acm.org 上的 
  相关文章 

天文档案如何挺过 
数据海啸？
G.Bruce Berriman 和 Steven L. Groom
http://queue.acm.org/detail.cfm?id=2047483

社科领域中的 
隐私、匿名性和大数据
Jon P. Daries 等
http://queue.acm.org/detail.cfm?id=2661641

人物志：Hilary Mason
http://queue.acm.org/detail_video.
cfm?id=2532200

Kate Matsudaira (katemats.com) 近日以她自己的公司 
Popforms 创始人的身份进军小说界。此前她曾在多家公
司担任工程部门领导职位，例如 Decide（已被 eBay 收购）、
Moz 和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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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并发性是否属于科学，但它确实是计算机科
学中的一个领域。我所说的并发性有很多个名称，包
括并行计算、并发程序设计和多道程序设计。我把分
布式计算看成是广义的并发性主题的一部分。我还使
用算法这一名称指代曾经通常被人称为程序且一般用
伪码编写的东西。

本文是我个人在 40 年后，对并发性领域最初十几年
历史的个人看法。它反映了我略带偏见的视角，所以
虽然它只涉及了当时那个深奥领域的开端，但它仍远
没有覆盖全貌。在列有我的作品的网页上，我在评论
中描述了我写这些文章的成因。

对于这段 1977 年的历史的读
者而言，看起来本文最为突出的省
略是没有讨论任何编程语言。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初，大多数被人认为与并
发性有关的论文均关乎并发程序的
语言构造。通过引入一种语言构造，
人们认为诸如互斥这样的问题已经
得到了解决，因为这种语言构造可
以使得互斥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本文并不讨论并发程序设计；它讨
论并发算法及其底层原理。

开端：互斥

问题虽然人们对并发程序的执行进
行了多年的研究，但是并发中的计
算机科学应自 Edsger Dijkstra 于
1965 年介绍互斥问题的开创性论文
开始。5 他提出了同步 N 个进程的
问题，其中每个进程均包含名为临
界区的代码段，以便满足下列性质：

互斥。无任何两个临界区并发执
行。（与并发中的很多问题类
似，互斥的目标是消除并发，
让我们至少假装所有的事情都
顺序发生。）

无活锁。如果某个进程在等待执
行它的临界区，那么某个进程
将最终执行它的临界区。

互斥是如今被称为安全性的性质的
示例，而无活锁则被称为活动性性
质。从直觉上来说，安全性这种
性质断言坏事永远不会发生；活动
性这种性质断言好事最终必然会发
生。1985 年，安全和活动性得到了
形式化的定义。1

Dijkstra 要求一个能让任何计
算机在临界区和相关同步代码之外
停止的解决方案。这个关键要求
能排除掉各种简单无趣的解决方

LESLIE LAMPORT

并发中的计算
机科学：早年
的故事
致 Edsger Dijkstra：

人类往往更需要提醒，而不是告知，但人们往往对这
点考虑不足。

Samuel Johnson

DOI:10.1145/2771951

Leslie Lamport 是 2013 年 ACM 图灵奖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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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如，进程依次进入各自临
界区的解决方案。下文给出的生产
者 - 消费者同步算法的 1- 缓冲区案
例本质上是 N = 2 时的解决方案。

Dijkstra 还允许非实时假设。
唯一可以假设的进度性质是进程公
平性，它要求尚未停止的每个进程
最终都执行一步。在那些日子里，
通过让多个进程共享单一的处理
器，人们得到了并发。一个进程可
以执行几千步，而所有其他的进程
什么都不做。进程公平性是人们能
够合理假定的唯一属性。

从一开始 Dijkstra 就了解并发
的算法有多微妙，把它弄错有多容
易。他为他的算法仔细地书写了证
明。在他的推理中隐藏着一个把执
行表示为一连串状态的计算模型，
其中每个状态均由对算法变量的赋
值再加上其他必要的信息组成，如
每个进程的控制状态（下一步它会
执行哪些代码）。我发现这是最通
用的计算模型——例如，它是图灵
机的基础。我喜欢把它称为标准模
型。

几个月以后，研究人员明显觉
得需要更仔细的证明，当时有人证
明第二次出版的互斥算法 9不正确。
10 然而，尽管使用现代工具（特别
是模型检查器）来发现错误几乎不
需要工作量，不正确的并发算法还
是仍然被继续出版，而且毫无疑问
会继续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虽 然 面 包 店 算 法（bakery algo-
rithm）11 几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但它已经成了广受欢迎的互斥算法
样例。它基于有时会在零售店中使
用的协议：客户从机器处拿号（按
顺序编号的小票），号码最小的等
待客户是下一个服务对象。照字面
意思实现该方法时，需要一个永
不停止的取号机进程，这违反了
Dijkstra 的要求。与此相反，正在
进入的进程需通过读取所有其他同
步进程的编号来计算自己的编号，

然后选择比它看到的任何编号都要
大的一个号码。

该算法的问题是编号的增
长没有限制。在实践中，这不
应该是一个问题。如果每个进
程选择的编号最多只比前一个
进程选择的编号大一，那么号
码应该远远低于 2128。然而，票 
号可能必须占一个内存字以上，而
且人们通常假设，进程最多可以对
一个字进行原子读写。

在该算法的正确性的证明中，
人们发现并不需要对整个号码进
行原子读写。如果号码当时并没
有被并发写，那么只要读取该号
码的操作返回了正确的值，面包
店算法就是正确的。当读操作与
写操作有重叠时，读操作返回的
具体值无关紧要。当号码正在从 9
变成 10 时，即使读取号码的操作
获取的值为 2496，那么该算法仍
然是正确的。

面包店算法具有这种令人惊叹
的性质，这意味着它在不需要假定
进程可互斥地访问它们的票号的情
况下实现了互斥。这是第一个在不
需要假定任何较低层级的互斥的情
况下实现互斥的算法。在 1973 年
时，人们认为这不可能。4（p88）即
使在 1990 年，专家仍然认为这不
可能。21（问题 28）

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当与写
操作并发执行的读操作可以得到任
何值时，我们如何维护票号值的合
理边界？例如，当号码正在从 9 变
成 10 时，如果读取号码的操作可
能得到的值为 22496，该如何处理？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只能
原子地读写单个字节的系统上实现
一个系统时钟，它返回纳秒精度的
当前时间，其中读操作返回的时间
必须是处于读操作执行期间内的某
个正确时刻。更巧妙的方法是实现
一个循环时钟。我推荐读者把这些
问题当成挑战自我的习题。它们的
解决方法已经出版了。12

对互斥的严格证明之前的正确
性证明基于标准模型，其中某次执
行由状态序列表示。该模型假定了
状态之间的原子转换，所以它并没
有提供面包店算法的自然模型。在
面包店算法中，对号码进行非原子
读写操作。

在我讨论更合适的模型之前，
先考虑下下面的难题。进程间同步
的基本问题是确保某个进程执行的
操作先于另一个进程执行的操作。
例如，互斥要求如果两个进程均执
行它们的临界区，那么其中的一个
操作执行必须先于另一个。很多现
代的多处理器计算机提供了内存栅
栏（Memory Barrier ，简称 MB）
来实现进程间同步。在单一的进程
中，执行指令 A，然后 MB，然后
指令 B ，可确保 A 的执行先于 B
的执行。下面有一个难题：MB 指
令对同一进程执行的两个操作进行
了排序。在实现进程间同步（它要
求对不同进程所执行的操作进行排
序）时，为什么这点有用？在阅读
下文对双箭头 (two-arrow) 模型的
描述之前，读者应该思考一下这个
难题。

在双箭头模型中，算法的执行
通过操作执行（operation execu-
tion）的集合表示，操作执行具有
有限的执行期间（由开始和结束时
间确定）。该集合上的关系 和

的定义如下，对于任意的操作执
行 A 和 B：

当且仅当 A 在 B 开始之前结束
时，A   B 为真。

当且仅当 A 在 B 结束之前开始
时，A   B 为真。

很容易就能检查出这些关系满足下
列性质，对于任何操作执行A、B、
C 和 D：

A1.  （a）A   B   C 则 A   
C（可传递闭包）

（b）A  A。（  非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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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A B 则 A   B  和 
B  A。

A3.  A  B  C 或 A  B   
C 则 A  C。

A4.A  B  C  D  则 A  D。

该模型抽象出了明显的时间概念，
并假设只有操作执行的集合及其上
的关系 和  满足 A1–A4。（还
需要另一个属性来推出活动性，此
处我忽略了这一点。）

证明面包店算法的正确性时，
还需要增加一些假设：

• 在单一的进程内部，所有的操
作执行均能按 排成全序。

• 对于同一变量的任何读 R 和写
W，或者 R  W 成立，或者 
W  R 成立。

算法中的每一个变量都只能被一个
单一的进程写，所以该变量上的所
有写操作按 排序。我们假设，
未与写重叠的读获取了正确的值。
更准确地说，对于某变量的每次写
操作 W，如果该变量的读操作 R 满
足 R  W 或 W  R，那么 R 操作
会获取最近一次满足 W  R 的 W
操作写入的值。

就我所知，有了这些假设后，
双箭头形式体系提供了对面包店算
法的最优雅的证明。我发表了对于
该算法的一个变体的证明。14

在本节的开头，我描述了有
关 MB 命令的难题，现在可以通
过双箭头形式体系很容易地解释
这个问题。假设我们希望确保进
程 p 的操作执行 A 先于另一个进
程 q 中的操作执行 D ——也就是
说，要确保 A  D。通过访问共
享寄存器实现的进程间通讯可以
揭示，只有 q 中的操作执行 C 看
到 p 中操作执行 B 的效果，这蕴
含 B  C。从 关系中推导出
关系的唯一方式是利用 A4。如果
A  B 和 C  D，那么我们可从 
B  C 推 导 出 A  D。 通 过

使 用 MB 指 令， 可 以 确 保 后 
两种 关系，它保证了同一进程
的不同操作执行之间的 关系。

生产者 - 消费者 - 同步

先进先出（FIFO ）队列 . 我们要
探讨的第二个基本的并发程序设计
问题是生产者 - 消费者同步。在最
早的计算机中，这种形式的同步被
用在硬件层面上，但在 1965 年，
Dijkstra首次把它识别成并发问题，
不过直到 1968 年才公开发表。6。
此处，我考虑了该问题的等价形式：
有界的先进先出（FIFO）队列。可
把该问题描述为一种把输入读入一
个容量为 N 个元素的缓冲区然后再
进行输出的算法该算法使用了三个
变量：

输入（in）是由未读取的输入值
组成的无限序列。

缓冲区（buf）  是可存储 N 个值
的缓冲区。

输出（out）  是由当前的输出值
所组成的序列。

Producer（生产者）进程把值从
in 移到 buf，而 Consumer（消费
者）进程把值从 buf 移到 out。在
1965 年，人们会把这个算法写成伪
码。如今，我们可以使用 PlusCal
算法语言 15 来描述它，如图 1 中
的算法 PC。变量 in 的初始值为常
量 Input，它被假定为一个无限的
值序列；变量 buf 和 out 的初始值
为空序列。我们用标识符 0 和 1 来
标记进程 Producer（生产者）和
Consumer（消费者）。在PlusCal中，
操作执行由从一个标签流向下一个
标签的代码执行组成。因此，对于
每个进程中的 while 循环，整个循
环体的执行是原子的。await 语句
断言操作的启用条件。关键词 fair
规定了进程公平性。

图 2 说明了用标准模型表示该
算法时，算法执行时的前四个状态。
箭头上的字母 P 或 C 说明为了进入
下一个状态，执行了哪个进程的原
子步骤。

算法 PC 是一个规格说明；
有界的先进先出队列必须实现这

图灵讲座

- -algorithm  PC  {

variables in = Input,   out = 〈 〉,  buf = 〈 〉 ;

fair process (Producer = 0) {
P: while (TRUE) {

await  Len(buf ) < N ;
buf   : = Append(buf, Head (in)) ;
in      : = Tail (in)                               }}

fair process (Consumer = 1) {
C: while (TRUE) {

await  Len(buf )  > 0 ;
out   : = Append(out, Head(buf )) ;
buf   : = Tail(buf )                               }}   }

图 1. 生产者 - 消费者同步．

图 2. 先进先出（FIFO ）队列的执行情况

in     = 〈v2, v3, . . . 〉
out  = 〈v1〉
buf  = 〈 〉

in     =  〈v3, v4, . . . 〉
out  = 〈v1〉
buf  = 〈v2〉

in     = 〈v1, v2, . . . 〉
out  = 〈 〉
buf  = 〈 〉

in     = 〈v2, v3, . . . 〉
out  = 〈 〉
buf  = 〈v1〉

P C

P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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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格说明。规格说明是一种定
义，问一个定义是否正确是没有
意义的。然而，通过证明它的各
种性质，我们能够对该算法确实
规定了一个有界先进先出队列 
产生信心。在人们证明的各种算法
性质中，最重要的一种性质是不变
性。当且仅当状态谓词在每一次执
行的每一种状态中均为真时，该状
态谓词为不变量（invariant）。算
法 PC 的下列不变量说明，它是容
量为 N 元素的有界队列的正确规格
说明：

(Len(buf ) £ N) ∧  (Input = out ° 
buf ° in)

其中 Len（buf） 是序列 buf 的长

度，°是指序列的连接。
1975 年，Edward Ashcroft 介

绍了一种基本方法来证明谓词 Inv
是并发算法的不变量。2  我们找出
合适的谓词 I（归纳不变量），并
证明（i）在每个初始状态中，I  为真；
（ii）在该算法的每个步骤后，I 为
真，以及（iii） I 蕴含 Inv。证明上
述状态谓词是算法 PC 的不变量相
当容易。归纳不变量 I 是该不变量
与另一个谓词（断言每个变量均有”
类型 - 正确“的值的谓词）的合取。
（PlusCal 是一种无类型语言。）

看待先进先出（FIFO）队列的
另一种方式先进先出队列的规格说
明只允许一种初始状态，而且执行
任何一个进程的操作也只能产生一
个下一状态。因此，图 2 中的执行
完全由原子操作执行的序列 P → C 

→ P → P → ¼ 决定。图 3 中的图
描绘了 N = 3 时所有这样的序列。
图的节点被称为事件，每个事件代
表该算法步骤的一次原子执行，在
事件上标出了该步骤。该图定义了
这些事件之上的非自反偏序 ≺，其
中当且仅当 e ≠ f 时，e ≺ f，且在
图中从事件e 到事件f 有一条路径。
为了让它有一个标准术语，我把它

称为事件的偏序集合（即事件历史
（event history）），其中各事件
上均标有原子步骤，。

该事件历史描述了用于表示标
准模型中算法 PC 的执行情况的所
有状态序列。我们通过由无尽的 P 
和 C 事件组成的序列来描述这种状
态序列——也就是说，通过事件历
史中事件的全序来描述。当且仅当
这些事件的全序与该偏序 ≺ 一致
时，该全序描述了算法 PC 可能的
执行情况。为了看到这点，请观察，
箭头朝下的对角线表示第 i 个 P 事
件（把第 i 个输入移入缓冲区）必
须先于第 i 个 C 事件（把输入从缓
冲区移到输出）。箭头朝上的对角
线说明第 i 个 C 事件必须先于第（i 
+ 3）个 P 事件；因为缓冲区最多只
能容纳三个元素，为了确保缓冲区
能容纳第（i + 3）个输入值，这是
必要的。

我们可以把图中的这种事件历
史看作是算法PC 的单次”真正“执
行。标准模型中的无数次不同执行
只是模型的产物；它们在本质上并
无不同。未按 ≺ 关系排序的两个事
件——例如，第二个 C 事件和第四
个 P 事件——代表了可被并发执行
的操作。然而，标准模型要求在模
型中把这两种操作的并发执行表示
为按某种顺序发生。

互斥与生产者 - 消费者同步 . 生
产者 - 消费者同步本质上是确定性

的。另一方面，互斥同步本质上是
非确定性的。它本质上拥有一个竞
态条件：两个进程会进行竞争，赢
得进入临界区的机会，而且任何一
个都有可能赢。

解决竞态需要一个仲裁（arbi-
ter），即一个用于确定这两个事
件哪个先发生的设备。3 仲裁做决
定的时间可能会任意长。（对于精
心设计的仲裁，它花很长时间的概
率微乎其微。）因此，任何互斥算
法原则上均会花上任意长的时间来
让某个等待中的进程进入它的临界
区。这不是任何模型的产物。它看
起来更像是自然法则。

生产者 - 消费者同步本质上并
没有非确定性，因此也没有竞态条
件。实现这种同步时可以不需要仲
裁，所以每次操作能在有界的时间
内执行完成。它是与互斥有本质区
别的另一类问题。

作为 N- 进程系统的先进先出
队列图 3 中的图有两行，涉及了两
个进程，每行包含了与其中的某个
进程的操作相对应的事件。图 4 是
相同的图形，但有三行。我们可以
把这三行看成是三个独立的进程。
如果我们把这三行标上行号 0，1
和 2，再从 0 开始给输入（Input）
序列中的元素编号，那么与 Input
的第 i 个元素的读和输出操作相对
应的事件在第 i mod 3 行。我们可
以把其中的每一行看成一个进程，

图灵讲座

图 3.  = 3 时先进先出队列的事件历史

P P

C C C C C

P P P

图 4.N = 3 时先进先出队列的另一种视角

P C

P C

P C P C

P C

P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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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讲座

把 N = 3 时的先进先出队列当成 3-
进程系统，把这种队列当成通常的
N- 进程系统。如果我们要用 N 个
元素的循环缓冲区实现变量 buf，
那么每一个这样的进程将对应于缓
冲区的一个单独的元素。

在事件历史模型中，事件的任
何全序子集都被可被认为是一个进
程。标准模型本质上没有进程的概
念。在该模型中，一次执行只是一
个状态序列。进程是状态序列的表
示方式的产物。算法 PC 的执行集
合还可用 N- 进程 PlusCal 算法来描
述。

广义的生产者 - 消费者同步广
义的生产者 - 消费者同步是标记图
（marked-graph） 的 同 步。1970
年，Holt 和 Commoner 引 入 了
标记图。8 标记图是一种带有标记
（marking）的有向图，标记为每
条弧分配了由不可区分的令牌所组
成的有限集。通过从节点的每条输
入弧上移除一个令牌，并在它的每
条输出弧上添加一个令牌（生成新
的标记），节点被一个标记引发
（fired）了。标记图的引发序列
（firing sequence）指一串只能以
无法引发任何节点的标记为末端的
引发序列。（根据引发的定义，当
且仅当节点的每条输入弧上至少有
一个标记时，节点可能被引发。）

通过用原子操作的名称标注标
记图中的节点后，我们可以描述标
记图同步问题。当且仅当节点的标
记序列在标记图的可能引发序列之
中时，该原子操作执行的序列是被
允许的。例如，下列的标记图描述
了 N = 3 时的先进先出队列。
顶部的弧之上的一个令牌代表了缓
冲区里面的一个值，底部的弧之上
的一个令牌代表了缓冲区中一个值

所占的空间。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
现，在整个引发序列中，该标记图
上的令牌数量保持不变。把这一观
察结果推广到任意的标记图上后，
结果可得任何环上的令牌数量均保
持不变。

标记图同步算法的所有执行情
况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事件历史来
描述。实现标记图同步时可以不需
要仲裁，所以每次操作能在有界的
时间内执行完成。

标记图还可被看成为一种
特 殊 的 Petri 网。18Petri 网 是 一
种并发计算模型，特别适于表
达对仲裁的要求。虽然 Petri 相
当简单，十分优雅，但它的表达
力却不足以从形式上描述大多数 
有趣的并发算法。Petri 网曾被成
功用于为真实系统中的某些方面建
模，而且它们也被一般化到更具表
达力的语言之中。但是，据我所知，
Petri 网和它们的一般化扩展均没有
在并发算法领域造成重大影响。

再论双箭头形式体系我们用 e
表示带偏序 ≺ 的一个事件历史。假

设我们把 e 划分为名为操作执行的
多个非空不相交子集。我们可对该
集合上的两种关系  和 定义如
下，对于任意的操作执行 A 和 B：

当且仅当 ∀ e ∈ A,  f ∈ B : e ≺ f 时，
A  B ，

当且仅当 ∃ e ∈ A,  f ∈ B : e ≺ f. 时，
A  B 。

直接可以看出，这些定义（以及 ≺
是非自反偏序的假设 } 符合第 72
页的性质 A1–A4。因此，我们可
以获取用双箭头描述的算法执行情
况，其中包含了事件历史（该历史
中的事件是作为操作执行的组成部
分的原子事件）中的非原子操作。
事件历史不必是离散的。它的事件
可以是空间 - 时间连续体中的点，
其中 ≺ 是 Minkowski 引入的因果
关系。17

分布式算法
事件历史首先被用于描绘分布式
系统。图 5 是我曾用作说明的事
件历史。13 其中的事件源于三个
进程，时间的方向是从下往上。
对角弧把源于两个不同进程的事
件连接起来，它代表了要求一条 
消息必须在接收之前被发出的因果
关系。例如，从q4 到 r3 的弧说明，
第二个进程的事件 q4 发出了一条
消息，由第三个进程的事件 r3 接收。

总体来说，这种分布式系统的
执行会产生不同的事件历史。例如，
除了图 5 中的历史外，可能还会出

P C

图 5. 分布式系统的事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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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种事件历史，其中在事件 q4 发
出消息之前，事件 q1 发出的消息
就被接收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
了真正的非确定性，系统需要仲裁。

事件历史的一个consistent（一
致）割由事件集合 C 组成，对于其
中的每两个事件 c 和 d，如果事件
c 在C 中且d ≺ c，那么d 在C 中。
例如， {p1, q1, q2, r1, r2} 是图 5 中的
事件历史的一个一致割。每个一致
割定义了标准模型中某次执行时的
系统的全局状态——在执行与一致
割中的事件有关联的步骤之后的状
态。

类似图 5 的事件历史允许不相
容的一致割——即，两个一致割均
不是彼此的子集。它们描绘了在标
准模型中的同一次执行中可能不会
发生的全局状态。这说明，某个瞬
间的唯一全局状态这个概念没有意
义。例如，仅包含第二个进程的事
件 q1 和 q2 的一致割有很多种。它
们代表了该进程执行事件 q2 后可
能出现的不同全局状态。我们没有
理由把其中的任何一个全局状态当
成该瞬间的全局状态。

因为标准模型引用了全局状
态，人们会争辩说，不应该把该模
型用于分布式算法和系统的推理。
虽然这一论点听起来有道理，但它
是错的。全局系统的不变量是一个
有意义的概念，因为它是一个对于
所有可能的全局状态均为真的状态
谓词，所以它并不依赖于任何人们
倾向于选择的全局状态。分布式系
统的实现问题通常被看成是维持全
局不变量的问题，即使不同进程对
瞬时的当前状态可能有不相容的视
图。

思考能帮助我们，而多种思考
方式更能帮助我们。然而，在帮助
我们了解分布式系统时，虽然事件
历史可能特别有用，但推理这些系
统的最佳方式通常要利用全局不变
量。标准模型为推理不变量提供了
最实用的方法。

后话
在分布式系统之后，并发算法的下
一个重大步骤是研究容错。在 1974
年 Dijkstra 的研讨会中，自稳定性
方面的论文首次对容错进行了科学
分析。7 然而，正如超前的工作有
时候所碰到的情况一样，几乎没有
人关注这篇论文，它基本上被遗忘
了十年。在 1978 年发表的容错综
述 20 中没有提到一个算法，这说明
容错当时仍处于计算机工程领域，
还没进入计算机科学。

几乎同时，研究人员开始认真
地研究容错算法，对并发模型的研
究也繁荣起来。可以说，该研究
中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 Milner 的
CCS16。这些模型通常基于事件，
并避免使用状态。用这些成果来描
述算法不容易，用它们来描述通常
根据标准模型对算法的推理也不容
易。结果，对并发算法的研究和对
并发性形式模型的研究分成了两个
领域。研究人员引入了基于标准模
型的若干形式体系来描述和推理并
发算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1977
年 Amir Pnueli 引入的时序逻辑。19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对并发
性——特别是分布式系统的兴趣出
现了巨大的增长。回顾该领域的源
头时，Edsger Dijkstra 发挥的根本
性作用引人注目。谨把这段历史献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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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互联网测试平台将支持在现有公共网络或商用云
服务上无法进行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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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协议 (IP) 等基础底层协议的标准化推动了全球
性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然而，标准化也伴随着
一定风险，即变化性降低，进步速度放缓。网路连接、
分布式计算以及云计算领域的研究人员往往受制于这
种“互联网僵化”现象而无法验证并部署一些潜在的
创新技术。全球性公开网络是由日积月累的大量硬件、
软件以及协议构成的，这和互联网僵化现象是密切相
关的。24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他们根本无法在互联网中
开发、测试并部署特定类型的重大创新技术。 他们面
临的最好的情况就是，一些实验的组件和流量可以忽
略；

最差的情况则是，互联网正常运行
受到干扰。云计算研究人员也面临
类似的困境。商用云服务提供商为
确保数据中心的一致性和高效性，
一般不会提供底层控制权限，以防
止构成云环境的底层网络拓扑或协
议发生更改。

比如仅仅是对 IP 小规模改动的
Ipv6，它所面临的这种困境是都会
被关注其普及速度的人意识到的。
这是因为 IPv6 的部署会影响到互联
网的各个组成部分，所以多年的大
量审查、规划和协调工作才可以实
现向 Ipv6 时代的平稳过渡，即使整
个过程很缓慢。一些研究人员在考
虑更根本性的创新技术，如非 IP 协
议或新路由方法，但难度也相对更
高。因此，研究人员只好采取折中
方案，比如只在模拟器中验证新观
点，或在相对独立的实验室配制环
境下进行。虽然很多实验都可以在
这些环境下进行，但是是以大规模
硬件部署为代价的。

FIDC 测试平台
未来互联网和分布式云 (FIDC) 测
试平台有望解决这些困扰，因为它

未来互联网将
脱离模拟器

 重要见解
 ˽ 互联网在设计上不适合开展很多种类
型的实验，但这些实验本可以推动网
络连接的重大进步，这一现象便导致
了“互联网僵化”问题。

 ˽ 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日益青睐未来互
联网和分布式云 (FIDC) 测试平台，
例如美国的 GENI 和欧盟的 FIRE。借
助这类平台，他们可以在分布式实验
室环境中，对分布式计算和云计算开
展实验。

 ˽ 尽管这项技术仍尚不成熟，但 FIDC 测
试平台已开始为重大研究和教育项目
提供支持。由于这些测试平台组成了
国际性联合测试平台，它们的优势将
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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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分层和深度可编
程性。构建一定规模的 FIDC 测试
平台需要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 
独占使用往往不可行，因此为支持
大型研究社区，虚拟化迅速成为现
实需要。FIDC 测试平台的一个重
要功能就是，可以同时实现计算资
源和网络连接资源的虚拟化，然后
将这些资源组合为端到端的配置或
“分层”。尽管计算资源虚拟化比
较容易理解，但向这些资源组合加
入网络可编程性和虚拟化却是一项
挑战。然而，“深度可编程性”的
性质也带来了一项重大机遇，使科
研人员可以在 FIDC 测试平台上研
究创新技术。在深度可编程环境中，
实验人员控制的是网络深层（而不
是表层或边缘）的计算、存储、路
由和转发组件的行为。

正如任何虚拟化环境一样，
FIDC 测试平台让每位用户都产生
一种错觉，认为他们独自控制着共
享的资源。在 FIDC 测试平台中，
研究人员通常会将资源套件视为一
组通用计算机，它们由可编程网络
按照实验专用拓扑连接起来，并且
可能利用专用设备（例如，传感器、
高性能计算资源以及网络实体系统
等）加以扩展。由于这些资源在本
质上是真实的物理计算机、网络以
及存储设备，而不是模拟器，所以 
FIDC 测试平台还可以为“终端用
户选择加入”提供难得的机会，这
项功能可以为真正的终端用户提供
更高端的实验配置。

选择虚拟化和网络可编程性方
法，相当于在性能、独立性和成本
之间找到平衡点。在这种情况下，
不同的测试平台会选用不同的操作
点。事实上，一些测试平台可以提
供多个虚拟化选项，即使针对一种
资源类型也不例外。例如，GENI 
的分层计算资源可能包括裸机、
Xen 以及 Vserver 主机，而网络编
程性选项可能包括模块化软件路由
器（如 Click）或基于硬件或软件

可以提供虚拟化的环境，以此来支
持研究人员在同一个共享平台内，
同时对多个实验网络进行部署、测
试和验证。 这类测试平台以美国的
全球网络创新环境 (GENI) 2 和欧洲
的未来互联网研究和实验 (FIRE) 4

为鼻祖，它们正迅速得到应用和推
广。其中 GENI 测试平台的初始部
署阶段正陆续完成，目前已部署至 
50 个站点，未来还将实现部署 100-
200 个站点的目标（见图 1）。 

同时 FIDC 测试平台在支持多
类型工作方面是最成功的多用途测
试平台。如图 2 所示，随着 GENI 
测试平台使用率的快速增长，目
前已有 3000 多名非重复用户使用 
GENI 测试平台资源来进行研究和
教育工作。本文作为一个综述，介

绍了 FIDC 测试平台的关键概念，
并展示了一些精选使用案例。感兴
趣的读者还可以阅读参考文献，进
一步了解该领域的详细信息。

在兴起的国际组织的影响下，
未来互联网测试平台正迅速全球
化。 由 GENI、FIRE、 犹 他 大 学 
Flux 团队、OpenFlow、软件定义
网络 (SDN) 社区、日本 VNode 项目
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共同开发的关键
底层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结合使用，
从而打造一种异构的、可支持互操
作的联合测试平台。除了美国和欧
盟以外，日本、墨西哥、加拿大、
中国以及韩国也在国家层面开展行
动或制定计划。尽管这些平台建立
在不同底层技术的基础上，但它们
都具备某些一样的核心功能。

图 1. 当前 GENI 部署阶段的候选地点。

图 2. 不重复 GENI 用户的累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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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OpenFlow 软件定义网络。同样，
日本 VNode 网络虚拟化测试平台的 
Flare 可编程交换机也提供了多种
深层可编程性选项，包括 Click 和 
OpenFlow 的高效本机实现。

案例研究
本章节讨论的四项措施旨在阐述，
FIDC 测试平台在支持高级研究和
应用方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GENI 
测试平台和 FIRE’s iLab.t 近期开
展的项目 8 运用了大量技术创新。
这些包括一些“从零开始”的技术、
非 IP 协议、新型云计算范式以及基
于 OpenFlow 的软件定义网络。这
些技术的应用领域各不相同，涉及
对等消息传递、天气预报以及视频
传输等。这些项目的共同之处是，
当前公共互联网都不允许对底层网
络基础构架进行编程。

基于云的本地短期天气预报。
CloudCast10 根据客户当前所在位
置，利用云服务为其提供定制化的
短期天气预报，这项功能可以准确
地预报小片区域未来几十分钟的天
气情况。这些短期的“实时预报”
对公共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有助
于人们提前应对灾难天气（如龙卷
风和大暴雨）。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协同自适应大气探测研究中
心 (CASA) 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对提
供大规模 CloudCast 服务的利弊及
可行性开展评估工作，该服务是基
于对小型的、低成本的、X 波段雷
达网络的改良版的气象观察。

比如，图 3 对比了 CASA 雷
达网络和目前的美国国家气象局 
(NWS) NEXRAD 系统的数据，从
中可以发现“实时预报”的潜在好
处。上方的套图来自 CASA 系统，
其时间和空间解析度更佳，可清晰
地显示出“钩状回波”，这一气旋
事件往往预示着龙卷风即将来临。
CloudCast 使用大量短距离雷达，
改进了天气预报效果。这些雷达网
络不但提高了解析度，还消除长距

离中因地球曲率而造成的低空盲
点。利用这些传感器网络数据而进
行的运算是密集的高突发的。例
如，CASA 俄克拉荷马州测试平台
在 2011 年春季经历了长达 75 天的
密集运算期，春季是恶劣天气气候
频发的时节，但持续性对流降雨的
发生时间只有 90 个小时（仅占密
集运算期的 5%）。

因此，云计算环境所提供的
服务架构 (IaaS) 模式有望成为大规
模 CloudCast 实现方法。实时预报
可以在云端按需计算，无需购买专
用的计算硬件（这些硬件在大多时
候都是闲置的）。显然，这一经济
优势需要和时效性达到一种平衡。
实时预报的时间范围较短，因此必
须以极少的延迟向最终用户提供服
务。以 15 分钟的实时预报为例，
仅仅是 1 到 2 分钟的延迟播报都关
系重大。尤其是在恶劣天气情况下，

最大限度提前预报天气可以挽救生
命和财产。

实验设计和结果。能否及时生
成并实时预报天气情况取决于网
络和计算资源之间的结合，因此 
CASA 研究人员猜测，实验云平台
如果能控制 FIDC 测试平台（有价
值）的网络资源，其效果可能会超
过商用云。为调查这一猜想，CASA 
研究人员开始使用 GENI 测试平台。
他们针对两个商用云平台（Amazon 
AWS 和 Rackspace）和两个实验云
平 台（GENICloud 和 ExoGENI）
开展了一系列对比实验，目标是通
过缩短云计算资源之间的数据传输
时间，从而缩短整体播报时间。

Krishnappa 等人 9 在其论文
中详细记录了这四个云平台的实验
结果并以附表形式加以总结。各个
云平台都预留了相似的计算资源。
测量执行时间的方法是，重播由俄

图 3. 来自 CASA 俄克拉荷马州雷达网络的数据（顶部）显示“钩状回波”正在图像中心形成。

实时播报算法的计时结果。

实例 内存 (GB) 执行时间 (s) 总时间 (s)

Amazon EC2 7.5 74.34 95.08

Rackspace 8 96.53 120.33

GENICloud 8 67.45 78.60

ExoGENI 8 56.83 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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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些数据有力地证明了 Cloud-
Cast 的可行性，因为它们涵盖了整
个产品交付链：原始数据传输到执
行算法实例的用时，计算并生成 15 
分钟实时预报图片的用时，将所得
实时预报图片传送到中央网络服务
器以供终端用户查看的用时。

就 EC2 实例而言，整个实时预
报过程的平均总用时为 95.08 秒，
云实例计算 15 分钟实时预报消耗
了其中的 71.98 秒。剩余的 23.10 
秒用于将数据从雷达发送至接收实
例以及将预测图片发回至中央服务
器以供终端用户查看。其他实例
的 情 况 类 似，Rackspace、GENI-
Cloud 以及 ExoGENI 执行整个实
时预报过程的总用时分别为 120.33 
秒、78.60 秒、72.07 秒。更为重
要的是，专用网络连接资源与实验
云平台相结合可以显著提高整体性
能，CloudCast 甚至不必进行专门
调试。

这组实验有力地证明了基于云
的短期天气预报是可行的，从天气
预报的生成到播报只需两分钟。实
验还就影响交付总用时的网络和计
算组件提供了更多详细数据，可为
实现潜在大规模 CloudCast 提供参
考。

MobilityFirst 未来互联网体系
结构。MobilityFirst20 是一个正在
研发中的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也
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未来
互联网体系结构 (FIA) 项目的一部
分。该体系结构在性能、可靠性以
及安全性方面都设立了目标，并且
尤以实现无缝规模移动和建立可信
度，这是未来互联网网络通信的基
本要素。新协议和网络内服务将解
决无线接入的难题，并为新兴的内
容和环境丰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提
供本地支持。 

为实现上述目标，研究人员在
设计方面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即
在快速、高度可扩展且全球分布
的体系结构的核心部位使用逻辑上

克拉荷马州西南部的 CASA 雷达网
络观测并记录下来的一小时天气数
据。基于云的实时预报实例接收雷
达扫描，生成 1-15 分钟的实时预报，
并将其保存在实例的存储中。这一
过程持续了一个小时，生成每个实
时预报所用的平均执行时间都予以
测量。

如表格所示，实验计算时间在 
56.83 秒（ExoGENI 平台）到 96.53 
秒（Rackspace 实例）之间。与相

应的商用云对比，这两个实验云实
例计算实时预报的用时更短（分别
为 67.45 秒和 56.83 秒）。

即时过程测量。为证明 Cloud-
Cast 可应用于云服务这一观点，研
究人员针对每个云实例开展了即时
测量实验，以计算从雷达生成数据
到实时预报播出之间的总用时。即
时测量使用的是位于马萨诸塞大学
艾摩斯特校区的 CASA 雷达原型。
16 表格最后一列展示了实验的全部

图 4. 带有 GUID 服务层的 MobilityFirst 协议提供全新的“柳腰”设计。

Name
Certification
Service

Global Name
Resolution
Service

Control Plane Data Plane

NCS
Socket API

Narrow Waist

App 1 App 2 App 3 App 4

E2E TP1

Link Layer 1
(802.11)

Link Layer 2
(LTE)

Link Layer 3
(Ethernet)

Link Layer 4
(SONET)

Link Layer 5
(etc.)

E2E TP2 E2E TP3 E2E TP4

GNRS GUID Service Layer

Hop-by-Hop 
Block Transfer

Switching 
Option

Optional Compute
Layer Plug-in

MF Routing
Control Protocol

GStar Routing MF Inter-Domain IP

图 5.MobilityFirst 协议在 GENI 测试平台上的广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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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命名服务。该命名服务由名
称认证服务 (NCS) 和全球名称解析
服务 (GNRS) 组成，前者用于将人
类可读名称转化为唯一端点识别符 
(GUID)，后者用于将 GUID 映射到
网络附属对象的一个或多个定位符
（即拓扑或网络地址）。为支持分
散式信任管理，GUID 从非对称密
钥对的公共密钥得来，以提供自我
可证明属性，也就是说，受信任的
第三方无需在两个相互通信的端点
之间验证身份。1 因此，协议堆栈（图 
4）通过引入 GUID 服务层来提供基
于名称的网络连接抽象。传统的 IP 
堆栈将名称和地址绑定起来，难以
实现无缝移动性， 然而全新的基于
名称的“柳腰”设计和这种传统的
方法不同。可扩展内部域路由协议、
可靠数据传输协议以及可扩展多点
传递协议（例如，多路广播、任意
广播以及多宿主）都利用 GNRS 内
部的映射功能来实现移动状态下的
高速动态绑定。20 对于后期绑定，
只有粗粒度定位符信息（如目标网
络）可以在数据包来源解析，使数
据包绑定在指向移动端点的最新地
址的目标网络中。数据作为大型数
据块以逐跳方式进行传输，该过程
使用的分段数据传输协议 12 和存储
感知路由协议，17 这两个协议利用
网络内存储，一旦无线接入网络出
现暂时性问题，可对数据进行暂时
性缓冲，这些问题包括移动状态下
的暂时性连接断开以及连接质量波
动等。最后，全新的接口为应用程
序提供基于名称的访问方式，使其
可以使用网络内服务，包括直接操
作内容（如 "get" 和 "put"）以及其
他更抽象的对象，如可对某些内容
用 GUID 来命名。3

测试平台的评估和考虑事项。
为验证这些关键构想，Mobility-
First 团队选择在现实的环境中构
建、部署并评估 MobilityFirst 网络
原型。借助该原型，MobilityFirst 
团队可以确定 MobilityFirst 上的 

GNRS、路由和传输协议以及端到
端应用程序的性能和扩展性特征。
由于协议行为和整体性能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网络属性，因此仅具备
有限仿真能力的本地测试平台难以
满足要求。在评估测试平台时，以
下能力至关重要：网络中可深度编
程节点和元素的灵活配置，上百个
可编程节点的规模，互连有各自不
同的延迟和带宽的网络，最后，有
多种传统和新兴网络技术可供选择
使用，包括无线技术（如 WiFi、
4G WiMAX 以及 LTE）和 SDN 技术
（如，OpenFlow 交换机）。

协议设计最早在模拟环境（如 
ns-3 和自定义模拟器）中测试，
随后又在全功能模型、测试平台
（PlanetLab 和 GENI）及商用云
平台 (Amazon EC2) 中进行评估。
体系结构中的关键组件（即命名、
路由和传输服务）的原型已经成功
实现。基于 Click 的软件路由器实
现了存储感知路由和传输服务，并
且高度集成了用于动态名称绑定
的 GNRS 服务实例。就 GNRS 服务
而言，有两种可互相代替的设计同
时完成了原型。一项设计使用网
络内 DHT 来存储 GUID 地址映射
（每个映射都有多个副本），其中
的服务实例与路由结构同地协作，
以便尽可能减少访问延迟、28 另一
项设计为灵活的叠加实现，通过考
虑访问局部性并对副本放置施加细
粒度控制来降低服务延迟。27Linux 
和 Android 平台的终端主机实现了
图 4 中的协议堆栈以及全新的接口 
API。

大规模的模拟和有限广域端到
端的实验都证实了该体系结构的优
势。关键研究成果包括：在当前
假定的互联网拓扑（包括最多 26K 
AS 和 90K 连接的拓扑）验证下，
这两种 GNRS 设计都实现了 100ms 
甚至更低的查找延迟。未来，随着
互联网拓扑日趋平面化，这些延
迟将继续降低（少于几十毫秒级

在深度可编程环境
中，实验人员控制的
是网络深层（而不是
表层或边缘）的计算、
存储、路由和转发组
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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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位置，如会议室或校园巴士站
点，而移动用户可以在各个位置投
放“信息”，或拾取由别人投放的
信息。在这种纯粹的 P2P 版应用中，
消息会保留在始发手机上，访问同
一位置的其他手机拾取该消息后即
可直接读取。其实现方法是：在位
置 GUID 和在该位置投放下消息的
一组手机 GUID（或地址）建立映
射关系，然后向该位置的 GUID 发
送一个多路广播请求，这是利用 
MobilityFirst 中的混合名称地址路
由。为演示并评估这款应用，共使
用了一个多站点 GENI 分层部署（如
图 5 所示）以及 10 个 MobilityFirst 
软件路由器，其中有 5 个是边缘路
由器，用于为 Android 手机客户端
提供 WiFi 和 WiMAX 接入。

目前的研究工作以及 Mobility-
First 项目的下一阶段工作都将以该
体系结构（包括终端用户选择加入）
的规模化评估和实际测试为重点。
GENI 部署计划包括由几百个网络
要素覆盖区组成的具有多个边缘网
络的核心网络，从而为来自参与项
目的校园网络的客户端或部署在第
三方平台（如 Amazon EC2）上的
客户端提供网络接入。

GENI 部署计划还将成为一
项重要的评估依据，为 Mobili-
tyFirst 项目下一阶段工作奠定基
础，确保三项不同实际网络环境
测试顺利进行。这三项测试包括：
利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无线 ISP 
(5Nines) 开展移动数据服务测试；
利用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个公共广
播电台开展“内容生成与传递网
络”测试；与达拉斯 / 沃思堡地区
的终端用户一起测试文中所提及
的基于 CASA 雷达网络的天气预警
系统。这三项测试有望为协议堆
栈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依据，有
助于验证协议堆栈在高级移动、
内容、上下文和云应用中的实用
性，并推动该技术早日进入实地
部署阶段。

别），也就是说，AS 通往核心的
直接路径会更多。28 在 GENI 测试
平台上横跨七处机架点部署数量
有限的 GNRS，结果表明 80ms 以
下的延迟占到 95%，大部分反映的
是点间 RTT；存储感知路由大幅
度改进了端到端的分段数据传输，
这在暂时性无线接入情况下尤为明
显，有时吞吐量甚至可以实现数量
级的增长。12,22 基于 Click 的路由
器在 GENI 可编程节点上实现了约 
750Mbps 的转发速率，而 SDN 版
路由器 (OpenFlow/Floodlight with 
Pronto 3290) 实现了近 1Gbps 线路
速率。

GENI 测试平台上的广域部署。
GENI 测试平台可以提供丰富的异
构资源、地理多样性以及深度可编
程性，是完成 MobilityFirst 的规模
化真实评估目标的首选。GENI 测试
平台早期部署的是一些独立原型，
这些部署说明了 GNRS 和 GNRS 等
关键协议在广域中的工作表现。最
近，我们正在开展更为完整的原型
网络的长期部署工作，以便进行网

络层面的评估，并为部署新应用程
序提供开放平台。已部署的组件包
括我们的基于 Click 的路由器、网
络内 GNRS 以及运行 MobilityFirst 
堆栈的终端主机。以一个网络的第
二层连接所有节点，或建立使用 
VLAN 编程的网域都是有可能做到
的。Click 路由器和 GNRS 服务器部
署在裸机或虚拟机上，一些用作边
缘路由器，它们的接口通过 WiFi 或 
WiMax 连接到无线边缘网络。终端
主机在 GENI 测试平台的节点上运
行，也可以是接入 GENI 校园网的
用户携带设备（如在 Android 手机
和平板电脑上），这些设备可以展
示原始的移动数据流量和移动事件。
到目前为止，已开展的实验包括，
验证 GNRS 的网络内 DHT 版本，评
估向多宿主手机传递内容的可靠性。
最近举行的第 18 届 GENI 工程会议
还演示了一款全新的 P2P 消息传输
应用，它使用基于名称的网络连接
来处理位置等对象。

这款消息传输应用叫做“Drop 
It”，它使用 GUID 来命名紧密绑

图 6.ActiveCDN 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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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erv 网络内服务体系结构。
目前，连接到互联网的计算设备大
致可以分为终端系统和路由器两
类。路由器的主要用途是尽可能快
速地传送网络数据包。为此，路由
器提供商一般会使用自定义操作系
统，以便充分利用底层硬件平台。
但这种模式也限制了一些路由器操
作员的能力，因为他们想在路由器
内安装自定义应用程序（如第三方
开放的应用程序），并以这种方法
定制路由器的运行。到目前为止，
路由器虽然并不支持全面定制化，
但这并没有妨碍互联网的发展。在
终端系统上运行的创意应用程序满
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路由器在网络
中起到的作用仍然没变，也就是尽
可能快速地传送数据包。

然而，很多迹象表明，终端系
统和路由器这一传统二分法不再适
用于复杂的当代网络。随着 P2P 网
络连接的出现，终端系统目前频繁
地扮演路由器角色，代表其他终端
系统转送数据包。P2P 应用程序必
须依赖于重叠网络，因为运行固定
软件的路由器不足以构成 P2P 网
络，P2P 网络往往是专为特定应用
程序而优化的动态专用网络。

路由器的功能在不断演化。随
着网络日趋复杂，ISP 对通讯工程
更加苛求。为此，路由器提供商推
出了 QoS、防火墙、VPN、IPsec、
NAT、Web 缓存和速率限制等新功
能。路由器虽然已经可以支持编程，
却不同于终端系统的编程方式。路
由器的功能仍然局限在路由器提供
商或授权第三方开发商预设的一系
列设置。事实上，主流路由器的封
闭性推动了“中间箱子”（与路由
器结合使用可提供更多功能的网络
设备）的广泛应用，为 ISP 管理网
络增加了难题。

体系结构目标。按照 NetServ 
团队的构想，未来互联网的所有节
点都支持通用运行时环境，这样就
消除了终端系统与路由器之间的差

异，实现了运行网络服务的目的。
5,11,14 网络服务在任何节点运行，从
主干路由器到机顶盒都不例外，网
络服务可以动态安装、移除并迁移
到互联网上的最优位置。为实现该
愿景，NetServ 首先要提供可用于
在边缘路由器上动态部署网络内服
务的架构框架。可实现多种网络功
能的的模块可以在运行期间安装到
互联网上的任何支持 NetServ 的路
由器上。

为设计可变网络内服务框架，
NetServ 已经设立了五个目标。第
一，NetServ 必须启用新类型的应
用程序，它们应具有巨大经济效益，
且无法利用现有中间设备和端点系
统来实现。ActiveCDN 就属于这类
应用程序，并且已经通过运行一组

部署在 GENI 测试平台上的 NetServ 
节点进行了演示。ActiveCDN 这一
应用案例表明 NetServ 有助于 ISP 
和内容提供商实现经济互惠共赢。
第二，NetServ 需提供统一的运行
时环境。NetServ 模块可以作为终
端系统参与客户端 - 服务器网络连
接，也可以作为路由器附加设备执
行深层数据包检查，或者同时执行
这两项工作。第三，NetServ 使用
标准化路径上信号协议来提供广域
部署机制。6 信号数据包会发送至
网络目标地址，并且也会照常由常
规 IP 路由器进行路由。但当信号数
据包通过支持 NetServ 的路由器时，
它会触发模块在路由器上进行安
装。第四，NetServ 通过运行 Java 
虚拟机 (JVM) 内为每个用户分配的

图 7. 在 iMinds 的 ILab.t 设施进行的故障恢复实验设置。

可视化监视器

iLab.t 节点 iLab.t 节点Force10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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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传统 CDN 不同，内容
提供商可以控制 ActiveCDN 模块的
部署位置。该模块还可以根据当前
流量重新部署到不同位置。此外，
该模块可以执行自定义内容处理，
如向视频流插入与区域特定的广
告。

OpenFlow 网络的恢复能力。
软件定义网络 (SDN) 将网络的控制
层从数据层 / 转发层（交换机或路
由器）分离开来，并将控制层嵌入
到一个或多个叫做控制器的外部服
务器。OpenFlow 属于日益流行的 
SDN 技术，世界各地的科研团队
都在研究 OpenFlow 背后的众多难
题。

由欧盟第七框架计划 (FP7) 赞
助的分离体系结构运营商级网络 
(SPARC) 项目研究了 OpenFlow 在
运营商级电信网络的应用潜力。运
营商级电信网络需要为成千上万的
客户提供支持，在 50ms 内完成故
障恢复 (RFC 5654)，为客户打造高
质量的体验 (QoE)。

OpenFlow 实现了两项常用的
恢复技术，即恢复和路径保护 26。
21 在进行恢复时，如果网络中检测
到故障，控制器就会建立备用路径。
在使用路径保护时，控制器会同时
建立工作路径和备用路径。工作路
径中一旦检测到故障，入口交换机
会使用 OpenFlow 的快速故障转移
组表将受影响流量重定向至备用路
径。19

实验设计。SPARC 项目选用的
是混合保真实验方法（准确地表示
系统的关键部分，同时简化次要的
部分），利用 FIRE 测试平台来研
究复杂网络条件下的故障恢复策略
和实现。这种方法结合了仿真拓扑
和实际输出设备，主要有两大优势。
其一，能够评估实际的软件堆栈，
包括 Ericsson OpenFlow 软件。18

使用真实视频流量和显示器，只需
观察显示器上的视频即可。在模拟
器中实施此类实验非常困难，因为

模块来提供多用户执行环境。第五，
为解决在 JVM 中运行模块所造成
的性能开销问题，NetServ 提出了
基于 OpenFlow 的可扩展性解决方
案。

NetServ 在 GENI 测试平台上
的部署和测试。FIDC 测试平台为
部署和测试 NetServ 提供了理想的
平台。NetServ 需要深层可编程性
以部署网络内数据包处理模块。尽
管 Mininet 和 Emulab 等基于仿真
的环境具有本地深度可编程能力，
但大规模的 FIDC 测试平台可以提
供更多实验选项，包括测量因真实
地理距离和网络拓扑而产生的信号
延迟。GENI 已经是 NetServ 项目的
组成部分，不断用于开发、测试和
演示 NetServ 的功能。NetServ 团
队在第 9 届 GENI 工程会议上演示了
两款在 GENI 上 11 运行的 NetServ 
应用程序：ActiveCDN 和 Overload 
Control。a 

研 究 人 员 还 调 查 了 基 于 
NetServ 的自动化管理解决方案，
5,14 包括使用 NetServ 的动态网络内
服务部署能力来抵御 Dos 攻击。举
一个例子，在 GENI 平台上开展的
一项实验表明，基于流的入侵检测
系统使用 NetServ 和 OpenFlow 可
以自行重新配置并快速部署保护模
块，从而在 VoIP 应用程序服务器
上有效抵御 DoS 攻击。

ActiveCDN。图 6 展示了使用 
ActiveCDN 部署 NetServ 模块的情
形，ActiveCDN 是一款 NetServ 应
用程序，用于在边缘路由器上实现 
CDN 功能。如果内容提供商的服
务器从某网络区域收到了大量针对
特定内容的请求，那么该服务器就
可以在该区域附近的支持 NetServ 
的路由器上部署一个 ActiveCDN 模
块。这个 ActiveCDN 模块会处理来
自附近网络的那个针对相同内容的
后续请求。  

a 14 分 钟 演 示 视 频 请 参 见：http://vimeo.
com/16474575。

很多迹象表明，终端
系统和路由器这一传
统二分法不再适用于
复杂的当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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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但需要模拟网络功能，还需要
模拟视频客户端的视频编解码器、
渲染管道以及后期处理视频功能的
软件堆栈。其二，为创建各类泛欧
洲拓扑、受控网络流量以及给故障
情形提供条件，这有利于全面评估
交换机和控制器软件的性能要求和
实现。Sharma 等人 21 详述的实验
表明，保护策略对实现恢复时间目
标并验证特定故障恢复方法是必不
可少的。尽管大多数关键组件是以
真实手段测试的，但要实现部署还
需接受更多的测试，例如在真实的
硬件交换机上测试。

故障恢复实验是在 iMinds 的 
iLab.t 虚拟墙设施上开展的。8（参
见图 7）。目前，iLab.t 共有 3 个
虚拟墙，每个虚拟墙都由 100 个通
过非阻止以太网交换机相互连接的
节点组成（节点包括多元处理器、
多核服务器，每个服务器最多有 
8 个 1Gb/s 的接口）。iLab.t 是基
于犹他大学开发的 Emulab 软件，
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在图形用户界
面 (GUI) 中绘制拓扑或在脚本中定
义拓扑来建立实验。此外，为提供
可视化，还配备了一面由 20 个监
视器组成的显示墙。iLab.t 是 Fed-
FIRE 联合测试平台的一部分。25

iLab.t 设施中开展了四类故障
恢复实验：对某个泛欧州拓扑进行
的验证实验（参见图 8），该实验
考虑了链路故障的情况；研究不同
拓扑中的链路和节点故障的实验；
流量负载可扩展性实验，以及视频
主观质量评估实验。

在验证试验中，每个客户端都
每隔 6ms 向所有其他客户端发送
数据包。实验人员故意在计时起点
断开了伦敦与阿姆斯特丹之间的连
接，以便观察恢复和保护措施的故
障恢复时间。图 9 显示了指向伦敦
客户端的流量，在故障发生前后，
这些流量都经过巴黎与伦敦之间的
连接。但在故障发生（计时起点）后，
这条连接成为伦敦接入网络的唯一

图 8. 仿真故障恢复实验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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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故障恢复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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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实验。同时，增加 FIDC 测
试平台与大学课程的紧密度，有助
于新一代科研人员和从业人员从中
获益并提高适应能力。

未来发展趋势及挑战
FIDC 测试平台创造了诸多机遇，
让实验研究突破了基于互联网和商
用云环境的限制。尽管 FIDC 测试
平台功不可没，但是一些与资源设
计与管理相关的重要问题仍然悬而
未决。这些问题大多涉及到基本设
计的关键，比如要在可扩展性和
保真度之间做出选择。自从首次
对 GENI 设计开展讨论以来，这些
问题就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情。7 这
些问题不存在正确答案，但却提供
了很广泛的设计选择，这些选择是
由各种测试平台研发人员积极建立
起来的。因此，FIRE 和 GENI 等 
FIDC 测试平台一般都是由开展合
作的资源提供商共同建立的异构联
合测试平台，可以为实验提供各种
各样的选项。例如，一项实验可能
重点研究重复性，而另一项实验则
试图探索“自然条件下的”网络流
量。  

其他挑战并不来自哲学难题，
只是反映了这些测试平台及配套工
具仍然相对不成熟。尽管大多数 
FIDC 研究人员成功地开展了在其
他环境无法进行的实验，但用户体
验仍然充满挑战。向新手和实验研
究人员提供适当的工具来设计并管
理实验，尤其是长期实验或大规模
实验，要实现此目标还需要大量工
作。同样，为 FIDC 基础架构所有
者的监控和维护工作提供支持的工
具和流程也是相对基本的目标

向研究型基础架构异构联合测
试平台发展的趋势仍会延续，因为
测试平台开发人员及研究人员可以
通过建立全球性的联合测试平台来
追求更大的规模、灵活性以及多样
性。图 10 显示了活跃的 FIDC 测试 
平台研究在全球各国和地区的分布

连接。因此，故障发生后，所有伦
敦收发的流量都会通过此连接。恢
复措施总用时为 240ms 左右，而
保护措施总用时为 50ms。这一结
果表明，使用集中式控制器难以达
到 50ms 的运营商级的要求。保护
措施是满足这项苛刻要求的唯一选
择。

故障恢复结果。为评估拓扑对
恢复时间的影响，包含不同节点数
量和节点度的多个泛欧洲拓扑都
接受了测试。恢复时间随节点数量
而增长，因为路径计算时间会按照 
O(n2) 增加，其中 n 代表节点数量。
当节点度降低时，恢复时间会增长，
因为恢复路径使用了更多跳点，控
制器需要配置更多交换机。保护措
施无需控制器干预，因此对网络拓
扑的依赖度更低。 

可扩展性实验反映了恢复时间
和受影响通信流数量之间存在近似
线性的关系。对保护措施而言，组
表实现可以有效缓解对受影响通信
流数量的依赖问题。在所有实验中，
保护措施都达到了运营商级的恢复
要求。

在视频实验中，研究人员通过
实时传输协议 (RTP) 以流形式传输
了一段视频，并利用显示墙来评估
故障恢复对视频质量的影响。视频
是以不同的最大传输单位 (MTU) 来
发送的。恢复实验表明，视频会出
现明显错误，而 MTU 不受显著影
响。相反，保护措施用时极短，不
易察觉。  

FIDC 测试平台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使用 FIDC 测
试平台为计算机科学课程中的课堂
练习和研究项目提供支持。FIDC 
测试平台在这方面的最直接应用，
就是作为虚拟实验室开展教学网络
实验。基于实验的教学方法已成为
基本网络概念教学领域的热门方
法。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由 Lieb-
eherr 和 El Zarki 设计的网络教学

实验室及配套练习。13 网络专业的
学生如果按照这种教学方式，可以
迅速掌握一些重要概念和工具（如
数据报和地址解析），并学会如何
配置基本的 IP 网络，使用 ping、
tcdump 和 wireshark 等工具来排
查问题。

教师可以利用实验室教学方
法，相对直接地过渡到基于 FIDC 
测试平台的课堂实验。虚拟实验室
拥有与物理网络实验室相同的众多
优势，而且实验人员不必对物理网
络连接组件精通。虚拟实验室非常
灵活，能够容纳各种规模的班级，
减少购置设备的成本（Liebeherr 
和 El Zarki 估算每个学生需要 1000 
美元），避免了因配置和维护教师
实验室而承担的工作负担，因此受
到了教师们的青睐。此外，FIDC 
测试平台在本质上非常适合操作网
络设置和配置，这是标准云计算服
务的用户所无法获得的。因此，教
师可以轻松地设计基本练习，例如
为简单的网络配置设置 IP 地址和路
由。 

FIDC 测试平台在非网络课
程中也日益流行。例如，FORGE 
计划 15 在 FIDC 测试平台设施上
增加一个教育层，以支持开展各
类 CS 实验室练习。又如，威廉
姆 斯 学 院 教 授 Jeannie Albrecht 
设计了本科生分布式系统课程，
让学生可以使用 GENI 测试平台 
来构建分布式应用程序，例如 Web 
应用程序、在线书店以及 P2P 文件
共享系统。这不但简化了教职人员
的实验室设置工作，还让学生了解
到使用 FIDC 测试平台完成任务的
优势（与本地资源相比），因为各
种条件的备选网络拓扑都可以轻松
构建。学生可以更好地观察网络对
分布式应用程序的影响。

教学领域的用途包括相对基本
的练习（如，在小型网络中配置 IP 
网络连接，或实现基本的 Web 服务
器）和涉及新协议和单个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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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用蓝色表明。尽管这一趋势
令人感动兴奋，但联合政策管理和
实施方面也面临新的挑战。                                                                

也许，自 2013 年夏季启动的
合作项目最能证明全球 FIDC 联合
测试平台正在兴起。科研人员将为
参与合作项目的所有测试平台研
发联合兼容接口， 以实现“交换
所”功能（例如用户认证和项目会
员制），并采用 GENI“集中管理
器”API 实现资源探索和调配功能。
联合测试平台在 2013 年年末进入
测试和演示阶段，最初参与方包括
美国的 GENI、欧盟的 FIRE、巴西
和欧洲的 FIBRE、日本的 VNode 以
及澳大利亚的 NICTA。在 iMinds 
开发的监控功能可以不断评估并报
告联合测试平台资源的状态和可用
性，以供参与研究工作的实验人员
了解。

在不断壮大的国际组织的支持
下，FIDC 测试平台的全球影响力
正与日俱增。出于各种实际原因，
测试平台开发人员越来越倾向使用
联合设计，并以此作为实现规模化
并控制成本和管理工作的策略。联
合测试平台基于信任关系网络，将
关键测试平台利益方（基础架构提
供商、测试平台开发商以及研究 /
教育用户）联合起来。数个国家级 
FIDC 测试平台都开始使用联合方
法来推动研发和部署工作。此外，
一些国家级测试平台还开展合作，
以期构建全球性的联合基础架构，
为开展跨大陆研究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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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客厅中，AR/VR 看起来会
像什么。该项目基于长达八年的系
列研究项目，其中作者探讨了虚拟
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我鼓励读者把
它们通读一遍。

在作者对家里 AR/VR 的处理
方法中，关键的要素是使用深度摄
像机。通过微软 Xbox 游戏机，一
种业已出现在客厅中的设备。摄像
机是一个关键部件，因为它能让作
者把他们的系统与客厅整合起来。
与头戴式 VR 显示器把整个房间排
除在外的情况不同，作者对客厅进
行了数字化，把它整合到用户体验
中。通过“与客厅兼容”的组件，
他们实现了上述的所有目的。而且，
作者增强了他们在客厅中找到的东
西，而不仅仅是替换它们。他们占
用了电视，并使用了增强现实的方
法来创建一种可能更偏向于 VR 体
验的事物。

最后，IllumiRoom 给我印象
最深的一点是，它探讨了应该如何
整合虚拟现实和真实的现实。在
二十一世纪初，我还是施乐帕克研
究中心（Xerox PARC） 的研究科
学家，当时我参与了通过组合多个
平板显示面板用投影创建非常大的
显示屏的工作。我让已故的 Rich 
Gold 看了我的原型，他喜欢我的理
念，并对我提出的这种大屏能够提
高生产率的观点表示赞同。然而，
他对我简单地最大化屏幕实际使用
面积这一方案提出了批评。他认为，
更大的屏幕代表了一种取舍：每一
片都能让使用者获取更多的虚拟世
界，但也让他们放弃了一片物理现
实。这就是 IllumiRoom 作者的擅
长之处：创建一个顾及物理世界的
虚拟现实。 

Patrick Baudisch （baudisch@acm.org）是德国波茨坦市
哈素·普拉特纳学院（Hasso Plattner Institute）的计算机
科学教授。 
译文责任编辑：周昆

版权归属于作者。

虚拟现实正在腾飞；实际上，它
已经站在了广泛使用的门口。不过，
它会用哪些形式和底层原理呢？

在虚拟现实的长期演进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是一个关键
点。在此期间，Ivan Sutherland 探
索了他的梦想——一个身临其境
（沉浸式）的世界。他创造出了世
界首台由三维图像驱动的头戴式显
示器，为计算机生成的世界开了一
扇窗。他把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Sword of Damocles）” 显 示 系
统与跟踪使用者头部运动的方法结
合起来，让使用者在简单的虚拟世
界里游览，创造出了很强的沉浸感。

人们最后发现，他的理念包含
了两种思路。如果在暗室中使用该
设备，那么使用者只会看到计算
机生成的世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我们开始把它称为“虚拟现实
（VR）。”不过，如果房间的灯开
了，使用者就会看到虚拟世界叠加
在物理世界的背景之上——如今，
人们把这种交互概念称为“增强现
实（AR）”。

多年以来，这两种思路在学术
界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
虽然在他的原型里这两种模式似乎
难以区分，但人们最后发现这两种
模式支持了截然不同的应用场景。
VR 系统往往会被应用在仿真中，
最终也会被应用在游戏中。与此相
反，AR 研究往往会被用于向使用
者及时提供周围信息。

头戴式 VR 显示器的重大局限之
一是，它们无法让使用者看到自己的
双手和身体；无论人们对虚拟世界的
要求如何，他们通常都会希望自己的
身体是虚拟世界的一部分。一方面，
这促使人们开发了跟踪使用者双手，
甚至是整个身体的系统，用以提供虚
拟的对应物。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初，出现了所谓的 CAVE 系
统（该系统把虚拟世界投影到用户所
处的小房间中的各面墙壁上）。

几年以后，AR 拥有了自己的
基于投影的方法。刚开始的时候，
投影仪被用于把影像投影到道具上
（Raskar 及其同事），然后还投影
到墙上。虽然 CAVE 原本设计需要
避免背景上任何合理的结构或内容，
但功能更强的投影仪能让研究人员
和艺术家把他们的投影内容覆盖在
现实世界中的背景物体材料之上。
这种方法被称为“空间增强现实。“结
果，AR 应用呈现了多样化，范围遍
及从信息显示到大规模艺术装置和
媒体立面等多个方面，VR 和 AR 之
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

如今，距 Sutherland 的原型将
近 50 年后，VR 和 AR 都以消费设备
的形式走入现实生活，如 Oculus 的
VR 头戴式视图器和谷歌眼镜。谷歌
眼镜只是一种“提醒式（heads-up）”
显示器，微软的 Hololens 则运行了
AR 软件来处理一系列传感器的信
息，其中包括深度摄像机，它能把
它的内容放在物理世界中。

这两种设备都是头戴式的，但
是头戴是不是最终出路仍然需要探
讨。其原因是 AR/VR 正面临另一种
要求：因为计算世界已经变成“社
交的”，VR 和 AR 必须跟随潮流。
探索虚拟世界的消费者希望能在那
里看到他们的朋友。而且，在社交
网络公司对头戴式 VR 显示器的推
广中，暗示着今日的“社交”很可
能还意味着“与位于其他场所的人
们社交”，但人们可能会争辩或至
少希望，共处一地的朋友和直接的
社交互动在未来能有一席之地。然
而，这种共处一地的社交使用与头
戴式 VR 显示器有冲突，即使是透
明的眼镜也会部分影响人们对彼此
的感知。 

但是，如果头戴式设备无法解
决这个问题，那么什么能解决这个
问题呢？

这正是 IllumiRoom 的作者的
入手点。他们研究了在真正的社交

技术视角 
客厅中的虚拟现实
Patrick Baud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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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miRoom： 
超越电视屏幕的沉浸式体验
Brett R. Jones， Hrvoje Benko， Eyal Ofek，Andrew D.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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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llumiRoom 是一种用投影光线环绕电视屏幕的概念
验证系统，它把视频游戏和电影体验带出了电视屏幕，
带入了现实世界。IllumiRoom 使用了三维扫描和投
影光线来改变房间的外观，产生视运动，拓宽视角，
并支持全新的游戏体验。我们的系统是完全自校准的，
设计可用于在任何房间中工作。我们详细探讨了各种
可能的投影可视化（projected visualization）的设计
空间，同时我们还展示了在游戏内容中触发和驱动这
些可视化的多种手段。我们还贡献了来自两种目标用
户群体（10 名游戏玩家和 15 名游戏设计师）的详细
反馈；在增强超越电视的游戏和电影体验方面，本文
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1. 引言
电视仍然是当今客厅娱乐的焦点。多年以来，虽然我
们的视频和音频质量有所进步，但是我们观看的内容
（比如游戏、电影和电视节目）仍然局限在电视屏幕
之内。由此得出的体验不仅受到了屏幕物理尺寸的限
制，还忽视了周围的物理环境。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增强观看体验的新方
法，它让屏幕内容与周边房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
来（见图 1）。我们使用了一台投影仪来覆盖周边一
大片的物理环境（比如您的客厅），把视觉体验扩展
到了电视屏幕之外。与 Focus+Context（聚焦加上下文）
的显示类似，3 电视提供了一种传统的高分辨率游戏体
验，而投影仪则为用户的周边视觉提供了低分辨率的
信息。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我们并不是投影到平
坦的白色投影幕布上。与此相反，我们捕捉了房间已
有（例如家具、地毯、墙纸）的外观和几何结构，并
使用这些信息来创造新奇的、交互式的视觉体验。

具体来说，我们的工作调查了周边环境中的投影
可视化如何才能抵消、包含或增强物理环境，并借此
增强内容在电视屏幕上显示效果。我们把这种可视化
称为周边投影幻象。IllumiRoom 使用了这些幻象来
改变房间外观，产生视运动，拓宽视角（FOV），并

支持全新的虚拟 - 物理游戏体验。IllumiRoom 是完
全自校准的，只需要使用者把投影仪指向他们的电视
机，而且它设计可用于在任何房间中工作。这一概念
可被用于开发下一代游戏机，其中的游戏内容会被从
头开始设计，或者它也可作为现有游戏机的一个“配
件”，让游戏玩家编写脚本“改进（mod）”最喜欢
的游戏。虽然我们的讨论聚焦于交互式的视频游戏，
但是相同或类似的幻象也可用于增强电影和电视内容
的显示效果。

2. 激动人心的场景
为了说明 IllumiRoom 背后的理念，让我们想象一下
在客厅电视上玩视频游戏的场景。游戏开始后，房间
会被魔幻般地变成一部卡通片。房间的颜色会变得过
饱和，卡通一般的边缘出现在您的书架上，与视频游
戏中的着色相匹配。在游戏中，您碰到了一位敌人，
突然，子弹飞向了您的角色，然后飞出了电视机。敌
人向您投掷了一枚手雷。手雷滚出了电视，蹦出了您
的咖啡座，然后在您的客厅里爆炸了，弹片射过了您
的书架。当您因为爆炸受伤时，整个客厅似乎都在晃动。
这些只是 IllumiRoom 支持的众多体验之一。

3. 背景
IllumiRoom 使用了名为投影映射（projection map-
ping）的技术，它把游戏体验带出了电视，带入了客厅。
正常情况下，人们使用视频投影仪在平坦的白色幕布
上显示图像（例如，PowerPoint 展示）。投影映射采
用了相同的视频投影仪，但把它们指向了不平坦的物
体，改变了日常物体的外观。使用动画和交互式渲染后，
投影光线可以让日常物体带有生机。7, 18–20

在学术界，若干项目已经展示了使用投影仪来增
强工作区环境 16, 18, 24 ，甚至是游戏体验的情况。4,11,24 

本文的最初版本题为“IllumiRoom：交互式体验中的周
边投影幻象”，曾发表在 《2013 年 ACM SIGCHI 计算
系统中的人为因素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2013 
ACM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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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研究也探讨了通过名为光度补偿的过程来适应
非白色投影表面的多种方法，19，例如，把窗帘或建筑
物的立面变成几乎完美的投影面（例如，Bimber 等人
论文）。5

在最近的十年里，投影映射的流行程度急剧上升，
12 它被用在建筑物的室外广告，娱乐现场的特殊效果
和艺术装置中。现在，通过渲染出适于特定场景和投
影仪位置的视频，艺术家能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效果。
在这些艺术品的启发之下，IllumiRoom 生成了实时的
交互式幻象，这些幻象会自动地适应任何房间、任何
电视和任何游戏。

3.1. 周边环境中的显示体验
大型的高分辨率显示器可能价格高昂。为了用较低
的成本创造沉浸式显示体验，Baudisch 等人提出了
Focus+Context（焦点＋背景）  （F+C）显示，3 其中
有一个高分辨率的计算机显示器（焦点），周边是较
低分辨率的投影屏幕（背景）。这种显示配置符合人
类视觉系统的机制。与注视的中心相比，周边视觉对
运动高度敏感，但区分颜色和形状的能力相对较弱。
21 这是因为中央凹之外的神经末梢不仅密度较低，而
且神经末梢的类型分布也有所变化。周边视觉不仅在
感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而且还能提高沉浸感。
22 在 IllumiRoom 中，较小的显示区域服务于中央凹
的高分辨率能力，同时投影仪服务于低分辨率的，对
动作敏感的周边区域。

周边视觉的刺激可以通过单独的大型显示器、
F+C 显示器、3CAVE 装置 8,15 或者甚至是低分辨率
LED 阵列 9（例如，飞利浦的 Ambilight TV）中的任
意一种方法处理。23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BBC 最近的
一个项目使用投影仪和电视探索了 F+C 被动电影体验
（passive film experience），14 但它没有任何三维场
景知识或交互性。IllumiRoom 发展了这些理念，把它
们用于动态适应房间外观和几何结构的高分辨率投影
内容上。IllumiRoom 让投影适应使用者现有的客厅，
而不是依赖于独立的投影幕布；它还展示了可被创造
出来的大量周边投影幻象。

4.ILLUMIROOM 系统
在我们的愿景中，完整开发的 IllumiRoom 系统包括
一台放在使用者咖啡桌上的超广角（FOV）设备，它
的投影覆盖了电视周边的大片区域（见图 2a）。该设
备可通过无线连接到下一代游戏机，作为辅助显示器。
使用超短焦投影仪或是给标准的投影仪配上球面镜 /
抛物面镜（因为周边内容不需要统一的像素纵横比）后，
可以得到超广角（FOV）。房间的几何结构可以通过
深度传感器或结构光扫描（只需要一个网络摄像头）
得到。2,5,11

我们当前的概念验证原型使用了市面可见的广角
投 影 仪（InFocus IN126ST） 和 Microsoft Kinect for 
Windows 传感器（见图 2b）。该原型受到了 Kinect
和投影仪（57° 水平视角）视角的限制。因此，该系
统被安装在使用者后面，高于他们的头，因为他们坐
在电视前面的沙发上。

Kinect 传感器捕获了场景的颜色和几何结构，这
些数据不仅会被在校准的过程中使用，还会被用于以
物理现实的方式渲染反映客厅家具的周边投影幻象（与
Benko 等人以及 4Wilson 等人 24 论文中的理念类似）。
需要对系统进行仔细校准，以让幻象紧密贴合屏幕内
容和物理环境。IllumiRoom 系统的校准是全自动的，
它确定了投影仪相对于深度传感器的姿势以及电视在
投影仪图像中的位置。因此，进行设置时，只需要安
排好投影仪和深度摄像机的位置，保证它们能覆盖电
视的周边区域。

自动校准会投射出格雷码序列 2，以建立投影
仪和 Kinect 彩色摄像机之间的稠密对应关系。利用
Kinect 所使用的默认参数后，我们把这些对应关系
变换成三维点。然后，我们求解出投影仪的内部和外
部参数。由于镜面不存在深度数据（比如黑色电视机
的光亮表面），我们使用二维单应性映射获得了电视
的位置，并在电视屏幕的每个角上显示出虚拟的标
记。请注意，校准只需要进行一次，这点相当重要。
IllumiRoom 可以轻易地被扩展，从而连续地捕捉几
何结构，这样便可支持客厅中的临时变化，比如移动
的家具和人群。

a b c d

图 1.IllumiRoom 是一个增强电视周边物理环境的概念验证系统，用以增强交互式体验。我们探讨了能够抵消、包含或增强周边物理环境的投影可视化的
设计空间。（a）利用物理环境的三维扫描信息，我们可以（b）直接拓宽游戏的视角，（c）选择性地渲染场景元素，（d）增强物理环境的外观（此处作
为卡通版）。参见在线视频：http://youtu.be/L2w-XqW7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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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光度补偿
IllumiRoom 投影在客厅现有的家具上，因此它无法依
赖已存在的白色平坦投影面的假设。给定现有的表面
颜色和几何结构的知识后，5,19 系统可能会依据光度补
偿调整投射光线，以获取所需颜色。然而，这一过程
不仅受到投影仪亮度、动态范围和基色的限制，还受
到现有表面颜色、材料和几何结构的限制。因此，期
望的某些表面颜色可能无法实现。例如，使用我们的
低成本家用投影仪时，无法让物理环境中的饱和红色
对象显现出饱和绿色。

因此，所有的幻象都利用了一个事实——它们发
生在周边视觉之内。在使用者的周边视觉中，仔细观
察时可能不真实的幻象或许也能创造出相当好的效果。
大多数幻象并未设法准确地再现场景，它们的目标是
在周边环境中引入运动。同时，对现有表面的颜色进
行巧妙地修改可能比整个把颜色换掉更为有效。

修改房间的表面颜色而不是表观的几何结构的幻
象独立于观看位置，因此房间内的多个使用者可在任
何位置进行观看。对房间的几何结构进行添加或修改
的幻象本质上取决于观看位置，在房间内的固定点处

进行观看时效果最佳。通常来说，当房间内的家具变
得更为复杂时，虚拟地修改几何结构所产生的效果更
易受观看位置的影响。

5.ILLUMIROOM 的幻象
在我们的设想中，IllumiRoom 系统能支持各种类型
的周边投影幻象，它只会受到游戏设计师想象力的
限制。我们有一些原型化的幻象，我们认为它们代
表了设计空间中的主要维度（我们会在下一节中进
行讨论）。这代表了对设计空间的初步研究，并没有
穷尽所有的可能。我们勾勒出了创建幻象时使用的技
术，并描述了我们实现的各种幻象。演示是了解这
些幻象的最佳途径（参见在线视频：http://youtu.be/
L2w-XqW7bF4）。

我们把这些幻象作为设计空间中的显著点。不过，
大多数幻象可以被结合在一起，形成供游戏设计师使
用的，内容丰富的，灵活的调色板。

5.1. 焦点 + 背景
增强使用者沉浸感的最明显的方法是把内容从电视屏
幕扩展到房间内，用物理现实取代游戏的现实。我们
将其称为 F+C Full（焦点 + 背景全貌）（见图 3a）。
它本质上是焦点 + 背景显示，,3 但是使用了不平坦的，
非白色的投影面，并利用了光度补偿。如上所述，补
偿现有表面颜色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这种效果依赖
于使用者直接关注电视屏幕而不是周边物体这一事实。

下一个幻象（F+C Edges（焦点 + 背景边缘）通过
仅显示黑白边缘信息来提供最大的周边内容对比表示
（图 3b）。这种幻象对房间内的背景光更为鲁棒，并
增大了周边的光流。

F+C Segmented（焦点 + 背景分割）只把游戏扩
展到电视周边的背墙上（图 3c）。虽然房间中的家具

a b

Projector

Kinect

图 2. 在我们对产品化的 IllumiRoom 系统的愿景中，该系统包括一个摆在
咖啡桌上的超广角设备（a），它把内容投影到电视周边的区域中。（b）
我们当前的概念验证原型使用了一台现成的投影仪和一个 Kinect 传感器。

a b c d

图 3. 在电视周边投影视角更广的游戏内容能够增强沉浸感：（a）F+C Full：利用光度补偿把整个游戏内容投影到周边的家具上。（b）F+C Edges：只投
影游戏内容中各种边缘的高对比度版本。 （c） F+C Segmented：只把游戏内容投射到平坦的背墙上。（d） F+C Selective：把选择的游戏内容（比如子弹）
漏到电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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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是理想的投影面，但是大多数电视机至少部分
由平坦的淡色墙所围绕，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与视
角无关的投影面。通过递归的 RANSAC 平面拟合程序
17，以电视的位置作为初始化数据，系统可以找到这
面背墙。我们的原型现在依赖于人工确定的图像遮罩，
它确定了背墙。

之前的幻象把所有的游戏信息都漏到了物理环境
中，但有一些场合可能适于使用更为灵巧的方法。例
如，观看恐怖片时，沉浸和悬疑的气氛是通过先隐藏
反派，然后让他们突然出现而创造出来的。当所有的
信息一直出现时，就没有了创造悬疑或惊奇的机会。
利用 F+C Selective（焦点 + 背景选择）时，只有一些
游戏元素逃出了电视之外（图 3d）。例如，只有在武
器开火或爆炸范围超出电视后，第一人称的射击者才
可能会流血。或者，可以选择性地显示代表游戏中其
他角色或关键物体的标记，借此加强他们的重要性。

这些幻象增强了沉浸感，诱发了视运动，并提供
了与游戏内容有关的其他信息。所有的 F+C 幻象均要
求访问视频游戏的渲染过程。

5.2. 周边流（Peripheral Flow）
即使我们无法访问渲染过程，只要我们拥有游戏摄像
机的运动信息，视运动或许仍可通过周边虚拟流来诱
发出来。在 Grid（网）（图 4a）中，一个无限网格随
着游戏中的运动而移动。当使用者移动或左右张望时，
该网格会朝相反的方向移动。当使用者前后移动时，
该网格会放大或缩小。

与此相似，通过移动三维点来匹配游戏摄像机的
运动，Starfield（星空）（图 4b）创造了周边流。在
电视和使用者之间的虚拟空间中，根据游戏摄像机的
位置和方向系统随机生成了一些点。

5.3. 颜色增强
可以通过增强物理环境来匹配游戏的主题或气氛。例
如，简单地通过把表面颜色投影回该表面上，6，然后
再把侧影轮廓边线绘成黑色，便可以让房间颜色过饱
和，以此来模仿卡通效果（图 5）。与此类似，也可
以降低颜色的饱和度，创造一种黑白的，”具有悲观
色彩的“外观。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探讨更复杂的
纹理替换技术（即过程纹理）。

5.4. 纹理置换
想象一下，视频游戏或电影中的爆炸极为剧烈，让您
的整个房间都为之颤抖。IllumiRoom 可以使用投影
光线来修改房间内物体的外观，让人们看起来是物体
在移动，尺寸在变化或物体以更为极端的方式扭曲了。
由于投影仪补偿表面颜色的能力有限，如果置换相
当小，持续时间短，则这些幻象的效果最佳。Radial 
Wobble（径向震摆）用（图 6）”力场“涟漪作用的
方式扭曲了房间的表观几何结构。在不断扩大的径向
正弦波中，幻象置换了原始的表面纹理。

5.5. 光照
如果能完全控制照明，那么可以改变物理环境中的光
照。19,20 房间的光照可以依游戏的气氛或主题而变。
例如，太空场景的外观或许能通过点光源的照射和高
反差阴影实现。光照效果设法让物理环境的照明情况
与虚拟环境相匹配（图 7）。我们的原型实现了柔和
阴影和单一的点光源，它最贴近游戏中的点光源。

5.6. 物理交互
在 F+C Selective 中，游戏中的元素（比如子弹）会突
破屏幕的障碍，飞进物理环境中；然而，却没有与环

a

StarfieldGrid

b

图 4. 通过显示抽象的周边视觉流，可在不访问游戏渲染过程的情况下诱导
出视运动。（a）一个无限Grid（网格）随着游戏摄像机的运动而运动。（b）
一个由多个球体组成的三维Starfield（星空）随着游戏摄像机的运动而运动。

a

b c

图5.外观（Appearance）:可以通过增强物理环境来（a）匹配游戏的主题；（b）
利用过饱和的颜色和侧影轮廓边线进行卡通化；（c）黑白（去色）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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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定义：幻象的目标、与物理现实相关联或相隔绝以
及对游戏内容的抽象级别。

6.1. 幻象的目标
周边投影幻象可以多种方式增强游戏体验。已经提出
的所有幻象均设法通过增大视角来增强使用者的沉浸
感。另外，幻象还可以产生视运动，提供其他的信息
和内容，创建一种氛围或主题的感觉，并支持全新的
物理 - 虚拟游戏机制。这些目标并不是互斥的，一个
单一的幻象或许能支持多个目标。

6.2. 与现实相关联
通过抵消、包含或增强周边的物理环境，IllumiRoom
让设计师能够探索现实—虚拟连续体的整个范围。
13 设计师可以抵消物理环境，让客厅消失；从而让使
用者完全沉浸于虚拟环境中（例如，F+C Full, F+C 
Edges, Grid, Starfield）。或者，通过包含物理环境
并选择性地在物理现实中引入虚拟物体，游戏可以
以 现 实 为 基 础（ 例 如，F+C Seg, F+C Sel, Bounce, 
Snow）。最后，IllumiRoom 还支持一种独特的中间
地带，其中物理环境得以增强，用以匹配虚拟环境，
同时还创造出了现实和虚拟难以区分的混合现实（例
如 Appearance, Lighting, Radial Wobble）。

6.3. 抽象
幻象可依赖于或独立于底层的游戏内容。例如，如
果我们把游戏内容精确地拓展到电视之外，那么幻
象会完全依赖于游戏内容（比如，F+C Full、 F+C 
Edges、 F+C Seg、 F+C Sel、 Bounce）。然而，如果
我们显示抽象可视化（比如移动的网格），那么周边
幻象独立于游戏内容（如 Grid、 Starfield、Snow、 

境发生任何物理交互。在 Bounce（反弹）的设想中，
游戏中的一个元素离开了虚拟环境与物理现实交互。
在我们的原型中，手雷滚出了电视，然后依据房间的
几何结构，我们根据物理学的仿真让手雷在物理环境
中跳动和滚动（图 8a）。从设计的角度来说，需要注
意设计师不知道手雷离开电视后会滚到哪里，因为它
会随着使用者的房间的三维几何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在 Snow（雪花）中，落下的雪花与物理环境交
互，短暂地堆积在房间的表面上。与 Starfield（星空）
类似，雪会随着使用者在虚拟环境中的运动而移动，
使用者可在雪中行走或行驶（图 8b）。我们用逐渐
变白的效果改变了朝上的表面，模拟了雪花堆积的
效果。

6. 设计空间
周边投影幻象的可能范围与视频游戏或电影中的视觉
效果范围一样广。为了更好地理解幻象的全貌，我们
确定了设计空间的基本维度。幻象可通过三个基本因

Radial Wobble

图 6.Radial Wobble：为了创造“力场”的涟漪效果，系统用径向扩展的正
弦波模式置换了物理的表面纹理。

Lighting

图 7.光照：物理环境中的光照和阴影与虚拟环境中的光照相匹配。

Bounce Snow

a b

图 8. 虚拟物体能够逼真地与物理物体互动。（a）在Bounce 中，手雷滚出
了电视，然后在客厅里弹跳。（b）在 Snow 中，落下的雪花依照使用者在
游戏中的运动而运动，并与物理环境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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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技术的长处和不足。在本文中，我们总结了这些结
果。对于详细情况，我们推荐读者阅读整篇论文。

8.1. 最终用户的反馈
我们招聘了 10 位参与者（年龄 20-30 岁之间，有两位
女性），他们熟悉如何使用 Xbox 控制器来玩第一人
称射击游戏。每位用户均与我们的 11 个幻象交互。我
们把这 11 个幻象与相匹配的游戏内容进行了配对，以
创造出完整的沉浸式体验。我们使用了多种开源游戏：
Red Eclipse、 SuperTuxKart、Unity3D 的赛车示例以
及为 Bounce 定制的 DirectX 应用。有关完整的体验，
参见视频（http://youtu.be/L2w-XqW7bF4）。

对于每种幻象，使用者首先与只在电视上显示的
游戏内容交互，然后幻象被激活了。按随机的顺序观
看每个幻象后，参与者使用卡片分类任务按各种维度
对这些幻象进行评分和排名。首先按“整体满意度”
评分，然后对下列提示做出反馈，包括“感到有趣”，
“感到恶心”，“感觉自己在动”，“感觉自己身处
游戏世界中”以及“感觉游戏和物理世界是两个不同
的空间。”

参与者对幻象和 IllumiRoom 的概念做出了非
常积极的反馈，见图 9。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没有一
个“获胜”的幻象，不同的幻象在设计空间的不同
维度上具有优势。参与者发现， 对于玩游戏而言，
F+C 幻象属于最有用的幻象，因为它们自然地就能提
供更多的游戏信息。例如，一名使用者评论道，F+C 
Selective“在找东西的时候非常有用，它有点能让你
只看到周围重要的游戏部分。”

然而，F+C 幻象也会让使用者被晕动击垮或更容
易让使用者感觉晕动。一位使用者评论道，用了 F+C 
Full 后，“只是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看到每一件事
情都在您的周围发生感觉真的很酷。不过，在游戏中，
特别是在这种节奏相当快的游戏中，同时发生的事情
有点太多了。”F+C Selective 和 F+C Segmented 幻象
似乎代表了沉浸、增加内容信息和平衡用户舒适度之
间的中间地带。正如一位使用者对 F+C Selective 的评
论那样，“在所有这些技术中间，那是最有用的和最
能让人沉浸的，也不会让人分心。”与此类似，对于
Grid 和 Starfield，多个用户评论说，他们体会到了更
强的运动感，但是却缺少 F+C 幻象中的背景信息。

在创造游戏的氛围感时，Appearance（外观）效
果不错。正如某位使用者说的那样，“这种外观真的

Appearance、 Lighting 和 Radial Wobble）。

7. 触发器
幻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游戏内容相关联。理想情况
下，IllumiRoom 将会与下一代游戏机直接集成，新的
游戏将针对 IllumiRoom 重新设计。我们预想了一个
支持触发幻象的 API，用于改变表面的外观，控制房
间光照，把物体嵌入物理环境中等。在我们的原型中，
为了让系统兼容众多的游戏，IllumiRoom 系统成了游
戏样例之外的单独组件，它们之间利用网络消息来共
享信息。

如果可以获得游戏的源代码，那么通过修改游戏
来触发效果会相当容易。游戏事件可以通过简单的网
络消息来触发幻象，使其开启或关闭。也可发送玩家
在虚拟世界中的位置和方向信息来驱动周边流幻象。
在我们的原型中，通过位于共享存储的纹理，该信息
被发送给了 IllumiRoom 系统。

虽然获取大多数游戏的源码并不容易，但也可以
用其他方法来控制很多幻象。例如，周边流幻象只需
要玩家 / 相机运动的某些测量值。可以通过对所渲染
的游戏进行实时图像分析来获取近似值（例如，光流）。
在我们的原型中，可以使用视频采集卡（DeckLink 
Intensity Pro）来捕获任何游戏的图像，随后再通过
光流技术进行分析并驱动幻象。

通过控制器，仅仅利用使用者的输入便可推断出
大量的游戏状态。给定游戏的知识和控制器的映射之
后，控制器的输入可以被直接映射到幻象中。例如，
如果游戏是第一人称射击者游戏，当玩家按下控制器
的“右扳机”按钮时，玩家必定在进行射击，Radial 
Wobble 幻象可能会被激发。在我们的原型中，控制器
的输入和从游戏发送给控制器的触觉震动（vibrotacti-
cle）输出均可驱动幻象。这适用于任何游戏。在我们
的设想中，使用者会为他们最喜欢的游戏编写并共享
“改进（mods）”，让这些游戏兼容 IllumiRoom 系统。

就我们的原型而言，游戏与 IllumiRoom 系统均
运行在相同的 PC 机上。GlovePIE 截获了游戏控制器
的输入，并通过网络消息把它发送给了 IllumiRoom
系统。利用 Arduino 改进 Xbox 控制器后，我们捕获
了控制器的触觉震动（Vibrotactile）输出。

8. 用户评价
通过两类用户研究（分别侧重于终端用户“游戏玩家”
和作为专家的游戏设计师），我们评估了 IllumiRoom
的相关概念。在这两类用户研究中，我们主要的关注点
是确定使用者对设计空间的不同维度的感知情况。正如
电影或视频游戏没有“最佳视觉效果”一样，我们也没
有期望我们能确定“最佳幻象”。与此相反，我们寻找

http://glovepie.org/glovepie.php.
http://redeclipse.net.
http://supertuxkart.sourceforge.net.
http://unity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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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好。就像那只是在某人客厅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效果。
这真是超级酷。”Radial Wobble（径向震摆）是另一
种“魔幻”效果，它“有点让你感觉你正在【游戏中】
实际做一些事情。”然而，有些使用者说这种效果令
人生厌，因为“现实世界中您的所有东西都在晃动。”
正如一位使用者所说，“看起来它像您应该在真正有
冲击力的时刻所使用的效果。所以，我只是不想一直
都感受这种效果。”

对于某些使用者来说，光照创造了更好的沉浸感
和在场感。“我比其他人更认同这点，它让我觉得我
就在游戏世界中。”对于 Bounce，多名用户提到了
类似 Infinity Ward 的 Call of Duty（使命召唤）等游
戏中的手雷指示标记，“大多数时间我都没看到手
雷 ...... 我总被手雷炸死，所以这个效果不错。”Snow
幻象为使用者创造了一种气氛和移动的感觉；然而，
大多数使用者没有注意到它与房间几何结构的物理交
互过程。这是因为雪花在造成影响后很快就“融化”了。
一名使用者评论道，他们“真的希望雪花堆高点 ...... 如
果它一直在堆高，那就能告诉我我一直玩了多久，这
点相当酷。”

8.2. 游戏设计师的反馈
除了玩家之外，我们还从游戏设计师处获取了他们对
幻象的非正式反馈（N = 15）。我们让三个小组看了
幻象，每个小组由五名游戏设计师或游戏美工组成。
每位参与者均有五年以上的游戏业从业经验。

由于游戏设计师个体有不同的偏好，我们抽取
了设计师之间的共同点。总体来说，游戏设计师认为，
F+C Full 初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可能无法
经受长期玩。”他们认为最有前景的幻象是改变气
氛（Appearance（外观））和改变玩家现实感（Radial 
Wobble）的幻象，或者是选择性地展示游戏内容且

图 9. 用户研究中每种幻象的平均得分参与者评价“整体满意度（overall satisfaction）”，再按照李克氏五点量表 (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回答五个问题 .

Appearance
Radial Wobble

Lighting

Snow

F+C Full

Bounce

F+C Edges

F+C Selective
F+C Segmented

Grid
Starfield

Disagree AgreeNeutralDisagree AgreeNeutral Disagree AgreeNeutral Disagree AgreeNeutral Disagree AgreeNeutral

It was fun I was movingIt felt sick I was in the game The game and the room
were connected

Unsatisfied SatisfiedNeutral

Overall Satisfaction

不会让玩家不知所措的幻象（F+C Selective、 F+C 
Segmented、 Bounce）。对于那些需要与游戏紧密
结合并进行微调的幻象，他们表示出了担忧（光照）；
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幻象不能与游戏内容完美匹配，
那么就会让使用者的幻象破灭。因此，他们看到了
Snow 和 Starfield 的优点，它们与源内容的关联要
松散得多。他们均推荐了可以应用 IllumiRoom 的
游戏【比如 Forza（极限竞速）、 Skyrim（天际）、 
Halo（光环）、 Portal（传送门）】，并热心地提
出他们想把类似这样的装置放到家里。

8.3. 扩展电影和视频
虽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交互式视频游戏，但是
IllumiRoom 还可扩展电影和电视的观看体验。使用
F+C 技术（例如 F+C Full）后，可以在电视周边显示
全景的视频内容。例如，图 10c 显示了我们拍摄的冰
球游戏，其中“焦点”视频紧密地聚焦在选手之上，
捕捉他们的行动，而“周边”的视频则让观看者沉浸
在对游戏中体育馆和球迷的全景直播中。或者，在图
10d 中，我们展示了一个现场的时装秀，其中“焦点”
视频捕捉了 T 台上的模特，而“周边”视频则展示了
与服装主题相匹配的抽象视觉画面。

为了利用这些视频体验开展实验，我们定制了由
两个标准 1080p 视频摄像头组成的双摄像头装置：一
个窄视角“焦点”摄像机和一个使用广角镜头的宽视
角“周边”摄像机。另一种方法是，可以通过超高分
辨率（4K）摄像机捕捉 IllumiRoom 的视频内容，或
者可以推断出传统的视频内容（见 Aides 等人的论文
1 以及 Novy 和 Bove 的论文）。15 利用 IllumiRoom 拍
摄和观看这种双输入视频后，我们的经验促使我们相
信，通过创造性的结合这两种视频输入，人们可以创
造出一整套新的电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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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用于增强电视周边物理环
境的概念验证系统，它可被用来创造更魔幻，更让人
沉浸的体验。我们阐述了 11 个周边投影幻象，这些幻
象展示了设计空间的多样性。然后，依照设计空间的
各种维度，我们从游戏玩家和游戏设计师处获取了他
们对幻象的反馈信息。虽然我们没有正式地对比使用
IllumiRoom 系统的体验与使用标准电视机的体验，但
两类用户群体均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反馈，这说明该方
法的前景十分广阔。

我们探讨了设计空间中的 11 个点，但仍有很多
周边投影幻象尚待探索。我们只是粗浅地探讨了使
用虚拟环境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共享物理表象（例如
Bounce）能够做些什么。而且，虽然我们单独地探讨
了每一种幻象，但未来的研究应探讨如何组合这些幻
象，以及怎么让游戏设计师使用这种由幻象组成的调
色板。因为我们的某些幻象会扭曲现实，所以未来的
研究还应该探讨用户愿意在自己的客厅中体会的超现
实程度。

另一个颇具前景的方向是继续探讨专门针对视频
内容的幻象（例如，电视节目或长篇动画片）。最新
的邦德电影中的手雷可以在你的客厅爆炸吗？怎样审
查此类内容呢？电影导演该如何处理电影的固有属性
以及随使用者客厅情况而变的实时系统所注入的随机
性？调查这点也相当重要。

另外，我们并没有穷尽关联内容和幻象的方法。
应该可以用其他的线索（比如声音）来触发幻象。例如，
电影中的大爆炸声可以触发一个Radial Wobble 幻象。
类似这样的简单技术可以让用户“mod（改进）”现
有的电影和游戏，并共享脚本。

a b

c d

图 10.IllumiRoom 还可被用于全景电影和视频。（a）用于捕捉 F+C 视频
的双摄像机定制装置（a）。全景视屏内容可以在现有的客厅家具之上显示
（b）。可直接扩展体育游戏来提供更多的背景（c）。在周边环境中可以
使用更抽象的内容（如时装 T 台视频周边的这些抽象可视化）（d）。

最后，在 IllumiRoom 系统进入每间客厅之前，
该系统的最终外观、成本和计算要求必须确定下来。
对于超越电视的游戏和电影的未来，仍有很多尚待回
答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些问题值得人
们去回答。 

在 Communications（通讯）
的独家视频中观看作者讨论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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