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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封面：
Daniel  Reed 与  Jack 
Dongarra 研究了百亿亿次
级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的未
来所面临的众多美好机会
以及艰巨得多的挑战。（第
56 页）。 插 图 由 Peter 
Bollinger 提供

在《通讯》的独家视频中
观看作者讨论他们的研究：
http://cacm.acm.org/ 
videos/exascale-
computing-and-big-data

在《通讯》的独家视频中
观看作者讨论他们的研究 
http://cacm.acm.org/
videos/unifying-logic- 
and-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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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计算机科学和工程 
的未来掌握在你手中
浅析政府服务对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深远影响。 

发计划，这些计划催生并转变了
一批学科。 

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 
(OSTP) 是一家与所有其他联邦政府
机构都有交集的机构。OSTP 的首

对
不 少 计算机科学
和工程领域的研究
人员而言，研究经
费迟迟不见增长，
甚 至 有 所 下 降， 

着实令人担忧。研究界担忧资金短
缺问题固然合情合理，但他们更应
该担忧的是，如今鲜有科学家和工
程师愿意助政府一臂之力来应对这
个挑战。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可
对这一领域乃至美国的未来产生巨
大影响。若在政府供职，他们便能
设计和启动新研究计划，为政府制
定信息技术相关政策献计献策，并
促进政府、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

在美国，有些联邦政府机构
会监管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教学及
研究投资。在这些机构供职，是
推动计算机科学发展并协助制定
计算机科研和教学相关公共政策
的一条渠道。在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 (NSF)、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农
业部 (USDA)、运输部 (DOT)、国
土安全局 (DHS) 以及许多其他联
邦政府机构中，项目和部门负责
人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开

DOI:10.1145/2668022 Vĳay Kumar 及 Thomas A. Kalil

图为一款概念软件系统，可运转 100 年以上，其设计灵感源自一个研究软件系统的 DARPA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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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 a 是“确保科学技术的联邦
投资对经济繁荣、公共卫生、环境
质量和国家安全作出最大贡献”。
OSTP 的其他职责还包括制定能够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以及确
保利用扎实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特长
帮助决策。过去的三年里，OSTP 
推出了众多新研究计划，旨在扶持
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的发展，以及利
用信息技术来推动国家级重点工作
的开展、加快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探
索步伐。 

近年来，美国政府颁布了两项
国家级教学和研究计划，均与计算
机科学和工程有着紧密联系。美国
国家机器人计划 (NRI) 是 OSTP 制
定的一项跨机构计划，旨在支持机
器人科学技术的研发，并推动生产
制造、医疗保健、农业、太空探
索、国防、国土安全、国内基础设
施和教学等领域的机器人应用。
2011 年 6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
了 NRI。该计划最初的核心是研发
能与人类合作并延伸和增强人类技
能的机器人。NSF、NIH、NASA 和 
USDA 联袂设立了一个 NRI 部门 b，
并投入了逾五千万美元的科研经
费，用于开发能与人类安全共存、
能在人类身边开展工作的机器人。
如今 NRI 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团队
已壮大至包括 50 多名项目经理，
他们来自九个不同的资助机构和美
国各大顶级实验室，包括美国陆军
研究实验室、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
和 NASA 约翰逊航天中心。NRI 目
前正着眼于扩展机器人应用范畴，
并将帮助美国巩固其在机器人科技
领域的领导地位。 

OSTP 还针对信息物理系统 
(CPS) 推出了一项跨部门密切合作
计划，获得了 NSF、NIST、DOT 
和 DHS 的积极响应。CPS 是一种
智能互联系统，搭载了嵌入式传

a 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http://www.white-
house.gov/ostp

b 美国国家机器人计划；http://www.nsf.gov/
pubs/2011/nsf11553/nsf11553.htm

感器、处理器和执行器，可对物
理世界（包括人类用户在内）进
行感应并与之互动。CPS 技术无
孔不入，将改变整个工业部门的
面貌，包括运输、医疗保健、能源、
生产制造和农业。有着严格安全
性要求的应用所需的可靠性能和
全天候运转能力、CPS 应用必需
的教学和培训，以及为各行各业 
CPS 制定标准和参考架构，都需
要依靠软件来实现，而该计划恰
好满足了针对此类软件设计和验
证的迫切研发需求。 

过去四年，NSF 对 CPS 研究
和教学投入的资金累计已达 1.4 亿
美元。c 此外，NSF 也建立了一个 
CPS 虚拟组织 (VO)，d 将积极参与
到 CPS 研究、发展和教学的联邦政
府机构、私营企业和学术研究实验
室一举囊括。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
研究所 (NIST) 的支持下，白宫的两
位总统创新会员正着手搭建针对行
业的开放式试验平台，既用于研发，
也用于为 CPS 制定标准和参考体系
结构。GE、AT&T、Intel、IBM 和 
Cisco 等行业领袖正在摸索互相协
作以及与政府部门和高校研究人员
协作的机制。

c 信 息 物 理 系 统；http://www.nsf.gov/
pubs/2013/nsf13502/nsf13502.htm

d 信息物理系统虚拟组织；http://cps-vo.org/

过去的两年里，机器
人、信息物理系统和
物联网领域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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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创业公司和大型公司的
投资项目捷报频传的背后，还有一
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联邦政府几十
年来在相关领域的投资带来的“滚
雪球”效应。依靠有针对性的投资，
我们就能实现科学和技术上的重大
突破，并以此催生未来的行业和岗
位。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投资应
当能够改善研发所需的基础设施，
缩短“设计、建设、测试”周期，
并吸引下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和企
业家涉足机器人和 CPS 领域、关注
它们在生产制造、运输、医疗保健
和能源方面的应用。

鉴于上述问题和许多其他机遇
的重要性，计算机科学界的更多
成员是时候多到华盛顿 D.C. 走走
了。无论您身处业界还是学术界，
是学生还是教授，我们都呼吁您主
动与志趣相投的联邦政府机构取得
联系。OSTP 为各专业的学生提供
学期制实习机会。政府部门要通过
制定有影响力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挽
救生命、创造新岗位和提高政府效
率，离不开众人的支持。对于愿意
为此献出一份力量的私营企业创新
者，总统创新成员 (PIF) 计划 g 提供
为期半年或一年的任职机会。在 
OSTP，通过政府间人事法 (IPA) 可
以获得一年甚至更长的任职机会，
这对处于学术休假的人员来说是一
个良机。包括 NSF 和 DARPA 在内

g 总统创新成员；http://www.whitehouse.gov/
innovationfellows/ 

的其他部门也提供良好的机遇。平
心而论，NRI 和 CPS 计划的诞生，
多半还要归功于在 NSF 任职的这些
人员。 

在为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研究与
教学的投资中，此类部门显然扮演
了关键角色。然而，在计算机科学
和信息技术领域的领袖地位也让联
邦政府机构受益匪浅。例如，NIH 
最近招募了一名首席数据科学家，
还有许多部门也聘请了自己的首席
技术官。

在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
室和许多其他联邦政府机构都致力
于对计算机科学研究投资，并利用
信息技术来克服国家所面临的重大
问题。在外国，负责研发投资的政
府机构及其运作模式与美国有显著
差异。然而，对所有国家都一样的
是，我们要取得成功，离不开研究
界那些有创造力的成员的积极参与
和辛勤奉献。民主并非观赏性体育
项目，政府效力能及之所也仅限
于乐于享受公共服务的人群所在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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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business, and the global economy.McKinsey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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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
术领域的领袖地位也让
联邦政府机构受益匪
浅。

值得注意的是，在 NRI 和 CPS 
计划诞生的过程中，学术界和业界
的领袖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2008 年，计算机科学界牵头创办了
国家机器人周。2009 年 5 月和 2013 
年 3 月，国会机器人专题研究核心小
组先后两次听取了关于机器人研究、
开发和教学路线图 e 的报告。fOSTP、
NSF、NIST 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也
举办了多场讲座，逐步细化机器人
和 CPS 的未来愿景。在这两项计划
中，NSF、NASA、USDA 和 NIH 的
项目或部门负责人发挥了积极的推
手作用，都利用了各自控制范围内
的资源来创办新项目。

过去的两年里，机器人、CPS 
和物联网领域大放异彩。例如，
2013 年 12 月 2 日，Amazon CEO 
Jeff Bezos 宣 布 了 Amazon Prime 
Air 计划。根据该计划，五年内将
实现用无人机运送 5 磅以内的小件
包裹（占 Amazon 运送的全部产品
的 86%）。Google 已经收购了多家
机器人公司，这些公司的专长是步
行机器人、低成本机械臂、感知、
虚拟现实和万向轮。近期报告预计，
物联网的市场规模将超过数十万亿
美元 1，且接受调查的行业领袖中
有 75% 认为这项技术对其业务将产
生直接影响。2

尽管从精彩纷呈的机器人和 
CPS 技术展示来看，相关领域已经
走向成熟，但实际上许多解决方案
只有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才能发挥
作用。最近举办的 DARPA 机器人
挑战赛，除了要彰显机器人领域的
巨大潜力之外，也是为了凸显该领
域的诸多未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
所有人都要长期共同参与到科学和
技术决策中的原因。我们需要专家
帮助我们明确机器人和 CPS 领域最
重大的问题，也需要专家设计有影
响力的研究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

e 机器人虚拟组织；http://www.robotics-vo.us/
f 机器人专题研究核心小组；http://www.robot-

icscauc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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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流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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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程和工具相比，敏捷软件开发原则更注重个人和
互动。其指引我们不再去做繁重的文档需求，并引导
我们高效率应对变化，而不是固守既定计划。为了支
持这种灵活的操作方法，拥有适合管理团队活动的应
用非常重要。此外，实施有效框架以保证在早期及所
有阶段使产品具有一流品质也很关键。

考虑到这些关切点并且从节省预算的
角度出发，本文探索了一个组织在寻
求构建其项目和产品的流程与质量时
使用的免费和开源应用与工具。

软件开发团队如何实施流程和
处理其应用生命周期管理可能与团
队正开发的产品是否能成功有很大
关系。2 精简高效的运作模式是关键，
尤其对于早期启动而言。可使用多
种商业级产品和框架来整合开发流
程的各个方面：需求管理、项目计划、
缺陷管理、测试用例创建和执行、
自动化测试、负载测试等。但是这
些工具可能价格昂贵，对于一些组
织的敏捷构想而言也许负担太重。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解决方案
既符合您的敏捷原则，同时丝毫不
会减少您来之不易的利润。很早以

前，已有大量免费和开源工具可供
使用。许多公司和组织正使用开源
工具来满足他们的业务需求。1 这
些应用通常拥有大量活跃且敬业的
贡献者，他们记录产品功能并定期
发布增强功能。我们建议您进行适
当的尽职调查，检查工具是否满足
您的需求并确定其性能、维护和成
长的记录。如果通过了检查，开源
工具不仅能满足小型项目配备、受
资助研究和研发团队、早期启动的
需求，甚至可满足大型企业的需求。

项目管理和问题跟踪
电信软件和系统集团（TSSG）5 先
前曾使用 Xplanner 之类的工具进
行项目规划以及 Bugzilla 之类的工
具进行缺陷管理。虽然这些工具单

使用免费和开源工
具管理软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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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mine 工具极大地方便了我
们工程团队使用的其他敏捷方法，
包括时间管理、缺陷跟踪、邮件集
成、任务板、sprint 卡等。

虽然有活跃的开发者群体研究
Redmine 并创建了有价值的插件，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之前发现这些插件可导致核心
产品的升级出现问题。插件并不总
是能与新发布版本兼容，导致在升
级过程中会出现棘手问题，且会破
坏团队先前正使用的功能。 

代码库和持续集成
项目团队的其中一个首要任务是建
立源码控制框架。为团队维持一个
用于检查并定期备份代码的中心区
非常重要。如需要，代码的跟踪版
本可让您恢复至上一版本。项目发
展和标签创建时支持热修复的生成
分支很可能就是需求。在 TSSG，
我们已使用了 Apache Subversion

独使用时均可正常工作，但需求、
计划、缺陷记录收集等方面集成度
的缺失成为了我们追求更精简敏捷
工作方法的一大拦路虎。期望开发
人员盯着一个系统寻找待修补的漏
洞，同时看着另一个系统决定要开
发的功能根本没有效率。验证与确
认（VnV）团队曾努力将缺陷和功
能关联在一起，但这些只能手动进
行，极其费力。因为工具的独立性
质，制定每天和每周的活动计划愈
加困难。

这种困境致使技术领袖和流
程精英组建了一个小团队，以便
审查能更好满足我们需求的可用
工具。他们的职能是要找到一种
可让我们有效管理跨越多项目的
活动、符合灵活的敏捷风格且成
本为零的工具。

这最终将导致Redmine上线，
成为组织进行项目管理和问题跟踪
的主要工具。Redmine 是一款根

据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二版发
布的开源应用程序。我们已将采用
Ruby on Rails Web 应用框架编写
的 Redmine 安装在 Ubuntu 虚拟
机上。利用开源 Apache 网络服务
器，TSSG 员工可通过任何常见浏
览器访问这一工具。由于该工具在
组织内部广泛使用且具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其 MySQL 数据库会定期
备份。附图描绘了 TSSG 敏捷流程
中 Redmine 的集成特性以及我们
使用的其他工具。

在需求收集阶段，Redmine 会
将所有的项目需求记录为用户故
事。被分配至指定工程发布和双周
迭代以前，这些用户故事存储在项
目待办事项里。之后用户故事被分
解成小任务和小功能，这样可将工
作规划为可量化的明确元素并加以
执行，以完成整体目标。这一件件
工作被分配给团队中的个人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

映射到 TSSG 敏捷流程的开源和免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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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 Git 仓库的本地托管版本，
并且两种工具均能满足我们的项目
需求。

我们已在 Git 和 Redmine 之间
为项目建立了另一个便利集成点。
这可让我们通过项目管理系统直接
查看 Git 仓库、提交内容和统计数
据。

我们当前正探索的概念是在代
码提交前进行同行评审。这尤其适
用于与更有经验的同事搭档的初级
开发人员。我们正检查诸如 Gerrit
和 Review Board 等工具在这方面
的适用性。尽管其可能会增加提交
前的额外开销，但我们认为长远来
看，它可以额外提高产品质量。代
码评审和结对编程是 TSSG 倡导的
理念，但通常因为时间有限而被忽
视。如果这些工具能以相对无缝的
方式便于代码评审和结对编程，我
们有望在其推出进行广泛使用之前
先在部分项目上进行试用。

敏捷流程的关键环节是定期构
建代码。构建时，持续集成将执行
所有单元测试和验收测试，并使定
期构建可用于测试环境的验证。为
此，我们在 TSSG 使用了 Hudson
以及更为常用的 Jenkins。简单安
装和配置后，可通过代码签入（至
上文提到的库）或定期启动 Jen-
kins 构建项目。其基于网络的用户
友好界面方便查看包括最新内容在
内的构建项目列表。您可以查看针
对任何构建项目进行的更改，也会
看到每个构建项目的测试结果全面
概述。您还可以对 Jenkins 进行配
置，向团队成员发送有关构建项目
测试通过和 / 或失败的邮件消息。
当然，诸如 Ant 和 Maven 之类真
正的开源工具实际上正生成构建项
目。

我们在 TSSG 倡导测试驱动开
发的概念，并且，尽管单元测试所
选择的工具根据所用技术会有所不
同，但 JUnit 是最常用的工具。除
此之外，我们会使用类似 Cobertu-

ra 这样的工具计算测试覆盖的代码
百 分 比。Jenkins 的 Cobertura 插
件可根据 Jenkins 构建网页分析代
码覆盖率。敏捷流程的这一元素常
在 VnV 团队和工程团队之间引发激
烈讨论。我们的目标是代码覆盖率
达到 90%，但关于使用某些技术达
到这一目标的难度一直存在争论。
另外，人们也会从投资回报的角度
质疑到达最后一小部分代码所需的
时间和资源。然而，我们在敏捷理
念里倡导的团队思想意味着最后一
定能达成共识。

TSSG 敏捷流程方法学的另一
方面是独立的代码评审团队。该团
队使用本节所述工具检查项目中构
建框架的实施，以期从头开始构建
优质代码。他们也可能会建议开发
人员使用诸如 Checkstyle、Gmet-
rics 或 CodeNarc 之类的开源工具
实施代码分析。

自动化测试
TSSG 的多数项目都作为受资助的
研究项目启动。然而，随着项目发
展和解决方案趋于稳定和成熟，产
品一般会呈现更商业化的性质。到
达这一阶段时，我们发现在迄今为
止已开发的组件上实施 Selenium
自动化测试用例集最为有利。

后 端 实 施 是 在 Windows 服
务器上运行的 Selenium 2.0 Web-
Driver。安装了 Selenium IDE 作为
Firefox 浏览器的附加组件来记录
测试用例。为了使测试用例集的结
果可用邮件发送给相关团队成员，
我们安装了其他两种免费软件 — 
MDaemon 免费邮件服务器和轻量
级命令行邮件客户端 SendEmail。

测试在 Firefox 中执行并通过
Selenium IDE 记录。之后将测试保
存在服务器端。创建了作为测试用
例集一部分的单个文件，以列出要
执行的单个测试用例。同时开发批
处理文件来执行整个测试用例集，
并按所需时间间隔安排运行批处理

文件。批处理文件调用 Selenium
工具，并告诉该工具执行哪个测试
用例集（以及在哪个浏览器中执行）
和将测试结果保存于何处。最后一
步是将测试结果通过邮件发送至分
发列表。

您会经常发现，其他用户在测
试的自动化环节会遇到障碍。为克
服这些障碍，他们可能会针对 Sele-
nium 编写“用户扩展程序”代码，
并使其开放。这些由个人贡献者提
供的编码解决方案包含在本地环境
中配置的平面文件中，可以证明是
非常有用的。我们最早使用的其中
一个扩展是 beatnicClick 功能。这
个方便易用的扩展程序充当了特定
的本地单击操作中超时失败问题的
解决办法，使测试可以无缝执行需
要的功能。我们在框架内实施的另
外一个用户扩展的例子是流控制逻
辑。轻松引用 goto语句和 while

循环的能力帮助我们提高了自动化
测试用例集的稳健性和覆盖率。

TSSG 实 施 的 Selenium 框 架
使我们可以在浏览器会话中执行函
数，记录步骤，然后自动重复这些
步骤。然后，可以扩展测试步骤，
使其包括对站点特定文字或元素的
检查。您可以在测试用例集里捕获
并存储变量来复用。可以添加暂停
和等待，以复制真实的用户行为。
可以捕获截屏。支持数据驱动测试；
也就是说，可以将含有参数列表的
外部文件添加到测试中。其他更高
级的功能包括使用 JavaScript 代码
片段，例如，用其操作数据或字符
串。

尽管测试记录必须在 Firefox
中 进 行，Selenium WebDriver 支
持的测试执行方式允许我们在 Fire-
fox、IE、Chrome、Safari 和 其 他
常见浏览器上运行测试。

在某些项目中，我们遇到了
Selenium 不能和 Windows 专有弹
出对话框进行交互的问题。Seleni-
um 提供了处理浏览器弹出框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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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通 过 getWindowHandles 和
swithTo.window 来实现），但是
该框架不能处理非浏览器组件。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了另外
一个开源自动化工具 iMacros。使
用 iMacros 处理与外部对话框之间
的交互时，iMacro 脚本在浏览器中
被存储为书签并被Selenium调用，
使整个测试无缝自动化。

Selenium 对于 VnV 测试团队
十分有用，他们通过上文描述的一
些扩展利用 Selenium 的录制 / 回
放编写测试。对于需要使用 Seleni-
um API 以 Java、Ruby、Python 和
其他语言创建测试用例的开发人员
而言，Selenium 也是非常强大的
工具。

TSSG 对 Selenum 自动化测试
最重要的一次实施是在 FeedHenry
项目上。在紧迫的双周发布周期下，
3 VnV 团队维护的综合自动化测试
用例集使初出茅庐的公司有信心和
空间每两周发布一次企业移动应用
平台的功能。红帽以 63,500,000 欧
元收购了 4 FeedHenry (www.feed-
henry.com)。FeedHenry 起初是一
个小型研究项目， 它被收购证明
TSSG的研究与创新模型是正确的，
成功实施我们的敏捷流程和工具是
正确的。

负载测试
在 TSSG，性能监控是软件生命周
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的很
多产品会进行现场试用和全面商业
化。我们会用两种方法进行负载测
试。耐久性测试包括评估系统较长
时间处理适度工作量的能力。而容
量测试则是对系统进行限时重载测
试。这两种方法都发现了某些项目
的瓶颈、漏洞和组件限制。

Apache JMeter 是为负载测试
功能性行为和衡量性能而设计的开
源负载测试工具。它原本是为测试
网络应用而设计的，但用途已经拓
展到其他测试。JMeter 提供测试

所需控制并使用多线程模拟多用户
场景。虽然 JMeter 不是浏览器，
功能也不像浏览器，但是它可以以
多种方式模拟浏览器行为：缓存，
cookie 管理和标头管理。

JMeter 含有一个 HTTP 代理
（启用后能在测试网站时录制脚
本）。构想是通过将浏览器指向
JMeter 代理，JMeter 就能嗅探到
通过浏览器提出的请求并将其存储
在 JMeter 中的指定控制器下。派
生信息可用于创建测试计划。然后，
JMeter 将回放 HTTP 请求给服务
器，但是我们也可以模拟任意数量
的有此行为的用户。必要时，我们
也会使用 Fiddler 和 Firebug 来深
度挖掘网络流量。

遗憾的是，JMeter 不执行在
HTML 页面上发现的 JavaScript。也
不会像浏览器一样呈现 HTML 页面

（能以 HTML 方式查看响应）。因此，
根据网络应用的情况，如果您正在测
试客户端业务逻辑，您可能需要在单
独一轮测试中进行 Selenium 测试并
且使用 JMeter 测试后台组件。JMeter
也具有丰富的第三方插件，它们通过
一系列图表、新负载交付控制器和作
为原 JMeter 软件包附加软件的其他
功能，扩展了 JMeter 的功能。

最近，我们需要在 Openfire
即时通信服务器实例中进行负载测
试，以测试我们为一个新项目创建
的策略引擎的规则。在此场景中，
我们用 Mockaroo 生成了大量具有
现实特征的测试用户。然后，我们
使用了 Tsung 测试脚本在测试环境
中连续加载。Tsung 的 Erlang 基
础意味着它使用的线程数比 JMeter
少，支持更大规模的测试，但是
JMeter 胜在具有更优异的图形用户
界面（GUI），能够轻松进行测试
配置和结果分析。

测试用例管理
TSSG 选用 Klaros 测试管理系统创
建和执行手动测试用例。免费并且

敏捷流程的关键环节
是定期构建代码。构
建时，持续集成将执
行所有单元测试和验
收测试，并可在测试
环境中用定期构建进
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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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制使用的社区版提供了维护多
个项目的手动测试用例所需的所有
功能。

现有Windows和 Linux版本，
并且我们已经在 Windows 服务器
上安装了我们的实例。可下载的可
执行程序将安装 Apache Tomcat
应用服务器和基于文件的数据库
Apache Derby（虽然可以更改为
采用更稳健的解决方案，例如采用 
MySQL 或 PostgreSql）。用户可以
通过任意常见网络浏览器与测试用
例系统进行交互。

Klaros 免费版支持同时维护多
个项目。测试用例管理者可以在这
些项目内创建全面的测试步骤、测
试用例和测试用例集。可以针对每
一个项目维护不同的测试环境，例
如，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或应用服
务器。同时，支持通过跟踪被测系
统（SUT）的概念为被测产品进行
版本管理。

运行时，测试人员可以决定完
成一个单独测试或者完整的测试用
例集。可以根据需要暂停和恢复测
试运行。每一步都会捕获每项测试
的结果（通过或失败）和任何观测
到的错误。测试用例集的测试完成
后，将以不同格式（pdf、html、
csv）生成一份易读的报告。报告将
显示日期、测试环境、被测系统、
测试用例结果汇总表、结果饼图、
以及一份详情列表，提供单个测试
用例的细节，例如执行时间。

社区版还会提供与其他开源测
试工具的集成。上文所述的 Red-
mine 可以配置为问题管理工具，
在选中的漏洞跟踪和项目管理工具
中直接创建工单。持续集成服务器 
Hudson 和 Jenkins（上文有述）
也可以集成 Klaros。在 Hudson 或
Jenkins 中安装 Klaros 插件后，可
以通过 REST 接口将构建时生成的
测试用例结果导入 Klaros。导入标
记有相应的项目、测试环境和被测
系统 ID，并且可以根据需要上报

和分析测试结果。同样，也可以将
Selenium 之类的测试自动化工具
的测试结果导入并添加到手动测试
结果中。 

挑战 
支持以移动方式使用我们的项目应
用和功能是我们高品质服务的重
要元素。当您想要覆盖采用 iOS、
安卓和其他平台的手机、平板时，
测试场景矩阵可能会变得相当大。
加上众多生产商各自的不同之处，
全方位验证应用质量将会是一个挑
战。

我们已经在部分项目中尝试加
入商用产品库，提供各种带有自动
化测试功能（Device Anywhere 和
Perfecto Mobile 最常用）的设备。
然而，预算紧张的项目由于财务方
面的不可持续性不能长期使用这
些产品。我们尝试了使用 ADB 和
monkeyrunner 对安卓设备进行自
动化和脚本测试。MonkeyTalk 看
起来同时适用于 iOS 和安卓。然而，
创建和维护自动化移动测试用例集
所需要的资源并不总是合理的。尚
未证明大规模自动化测试适合具有
敏捷需求和紧迫期限的移动项目，
而对模拟器测试缺乏信心也是一个
问题。另一方面，可穿戴技术（例
如智能眼镜和智能手表）的出现进
一步拓展了视野，兴许会带来更具
战略性的方法。

我们已经发现需要优化的另一
方面是安全性测试。我们的许多项
目属于电子医疗、金融、个人数字
数据领域，明显需要保护用户数据。
持续关切的问题还有如何保护我们
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托管服务。我们
在某些项目上使用了 Netsparkers
社区版和其他免费工具，尝试确定
跨网站指令码、注入攻击等薄弱环
节。先前提到的代码评审团队会检
查项目使用的统计分析工具（例如 
Checkstyle 和 FindBugs），以发现
该层面上的缺陷。但是，我们觉得

借助 TSSG 在这个领域现有的专业
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个框架
和流程，为整体 VnV 流程提供更周
全的保障。 

结论
TSSG 的运作没有基线资金，必须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进行竞争才能
为项目筹集资金。带着通过所有项
目中 VnV 团队的角色来体现产品
卓越性的承诺，使用免费和开源软
件为我们的应用构筑层层质量保障
就成为必然。在寻求应用生命周期
管理的零成本解决方案时，上述工
具之间的多个集成点是另外一个益
处。本文所述工具只是 TSSG 流程
中使用的部分工具。在免费软件和
开源策略中，监控现有和新零成本
工具的演化是一项持续任务。 

  queue.acm.org 上的 
  相关文章 

在质量保证中采用 DevOps 做法 

詹姆斯·洛希
http://queue.acm.org/detail.cfm?id=2540984

建立 IDE 协作
Li-Te Cheng 等
http://queue.acm.org/detail.cfm?id=966803

打破主要的发布习惯
Damon Poole
http://queue.acm.org/detail.cfm?id=116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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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和工程创新需要统一历来相互独立的高性能
计算和大数据分析。

作者：DANIEL A. REED 和 JACK DONGARRA 

近两个世纪前，英国化学家 Humphrey Davy 写道：“没
有什么比新仪器的应用更能推动知识的进步了。人类
能够在不同时期收获劳动成果，主要得益于他们所掌
握的工具和人造资源的特定属性，而不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智力能力。”Davy 发现，拥有强大科学工具就意
味着占据优势，这在今天仍是一条金科玉律。2013 年，
Martin Karplus、Michael Levitt 以及 Arieh Warshel 凭
借计算机建模领域的研究成果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诺
贝尔奖委员会指出：“反映现实生活的计算机建模对
当今化学领域取得的大多数进展都功不可没。”17 而且
“计算机可以揭示一些化学过程，比如催化剂如何净
化废气，或是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高能量粒子加速器（如大型强子对撞机和 2013 年
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强大的天文仪器（如哈勃太
空望远镜，它增加了人类对宇宙膨胀和暗物质的认
识）、高通量 DNA 测序仪以及宏基因组生态学研究，
这些比以往更强大的科学仪器不断推动知识的进步。

以上科学仪器以及其他科学仪器无
不依赖计算来实现传感器控制、数
据处理、国际协作以及数据访问。 

但是，计算不仅仅是推动科学
技术发展的动力。计算机建模和数
据分析不同于那些局限于特定科学
领域的工具，它们可以应用于所有
的科学和工程领域，同时也为支撑
科学模型的数学基础注入活力。研
究人员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作出细
致入微的预测，更加高效地构建实
验。此外，他们还可以更加得心应
手地捕获和分析基于计算和微电子
技术进展的新一代科学仪器所生成
的实验数据洪流。 

计算建模可以解释复杂数学模
型的细微之处，也可以推进那些受时
间、成本或安全因素限制无法仅用
实验评估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发展。
天体物理现象的计算模型，在时间
和空间尺度上都复杂多样，包括行
星系统的形成、恒星动力学、黑洞
行为、银河系形成以及重子和假定
暗物质的相互作用，都为理论研究
增加了新观点，并且补充了实验数
据的不足之处。复杂气候模型旨在
捕获温室气体、森林砍伐以及其他
地球变化效应，对于了解人类行为
对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百亿亿次级计
算和大数据 

 重要见解
 ˽ 高性能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所使用的
工具和文化已经出现分化，这对两
个领域都是有害的。两个领域的统
一是解决一系列研究问题的先决条
件。 

 ˽ 巨大的系统规模加大了传输数据、
计算复杂函数或存储大部分数据的
难度；必须以全新的方法应对这些
挑战。 

 ˽ 尽管国际竞争使得科学过程的公开
性变得更加复杂，但科学本身的国
际性要求进一步开发先进计算体系
结构并建立处理数据的全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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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全球生态系统，以及先进计算
领导权的竞争。我们首先介绍先进
计算的历史。 

先进计算生态系统 
从定义上来看，先进计算生态系统
由硬件、软件和算法组成，用于确
保系统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内发挥
最高性能。如图 1 所示，计算和数
据分析生态系统的共性主要在于依
赖开源软件和 x86 硬件生态系统。
但是，二者的关注点和技术手段截
然不同。随着科学研究日益依赖高
速计算和数据分析，在先进计算和
数据分析环境这两大生态系统中提
供潜在的互操作性并逐步融合对未
来至关重要。 

科学计算。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向量超级计算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占
据主导地位， Seymour Cray 设计
的同名系统是此类计算机的代表。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 Thinking 

计算机科学和工程还能为多个
专业领域的设计与优化提供支持，
减少原型开发时间和成本。借助先
进的模拟器，Cummins（康明斯）
以更短的时间和更低的成本制造出
更好的柴油引擎；Goodyear（固
特异）在更短的时间内设计出更加
安全的轮胎；Boeing（波音）制造
出更加节能高效的飞机；Procter & 
Gamble（保洁）研制出更优质的
家用产品原材料。 

同样，“大数据”，机器学习
以及预测性数据分析已被誉为“科
学研究的第四个范式”12，也成为
研究人员从科学仪器和计算模拟中
提取洞见的主要手段。通过分析社
交网络、网络搜索查询以及医院数
据，机器学习为健康风险评估带来
了全新的洞见。机器学习也还是从
高能物理学到分子生物学等极为不
同的学科中实现事件检测和关联的
关键。 

正如历代的大型科学仪器一
样，每个新一代先进计算设施都会
带来新的能力，而技术设计难题和
经济权衡也会相伴而来。从广义上
讲，大多数科学领域的数据生成能
力的增长高于计算能力的增长，使
得这些科学领域呈现数据密集型的
特征。23 高性能计算机和大数据系
统关在广义的计算生态系统及其设
计和市场需求方面，必然会被联系
在一起。与大多数其他科学仪器不
同，高性能计算机和大数据系统还
能用来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并提高经
济竞争力。 

这种“双重用途”模式，计算
和数据分析系统规模增大造成的成
本上升，以及与巨大规模相伴而
来的新设计挑战，引发了关于先进
计算研究投资的优先级、设计和采
购模式以及全球协作和竞争的新问
题。本文讨论了一些技术挑战，包
括计算机建模和数据分析的相互依

图 1. 数据分析和计算生态系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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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s、Silicon Graphics 等公
司研发的大规模并行处理 (MPP) 和
共享内存多处理器 (SMP) 相继崛
起。而在十年前，商用集群 (Intel/
AMD x86) 和专用处理器（如 IBM 
的 BlueGene）是主流。 

如今，这些集群借助计算加速
器得到增强，这些计算加速器包括 
Intel 的协处理器和 Nvidia 的图形
处理器单元 (GPU)，也包括高速、
低延迟的互连结构（例如 Infini-
band）。存储区域网络 (SAN) 用于
持久性数据存储，而每个节点上的
本地磁盘用于存储临时文件。这种
硬件生态系统的优化原则是性能至
上，而不是成本最低。 

Linux 在集群硬件上提供系统
服务，在并行文件系统（如 Lus-
tre）和批处理计划程序（如 PBS 
和 SLURM）的协助下，管理并行
作业。MPI 和 OpenMP 用于节点
间和节点内的并行处理，借助库和
工具（如 CUDA 和 OpenCL）来使
用协处理器。数值库（如 LAPACK 
和 PETSc）和领域专用库使得软件
栈更加完整。应用程序通常是以 
FORTRAN、C 或 C++ 语言开发的。 

数据分析。就在几年前，即使
最大的数据存储系统也只包含几个
TB 的辅助磁盘存储（并由自动磁
带库进行备份）。如今，商用和科
研型云计算系统都包含了许多 PB
的辅助存储，而各研究实验室需要
例行处理由自己的科学仪器生成的
TB 字节的数据。 

正如高性能计算一样，由硬件
和软件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也伴随
大数据分析而兴起。与科学计算集
群相比，数据分析集群往往基于商
用以太网络和本地存储，以成本和
容量作为主要优化准则。然而，行
业目前使用 FPGA 和改进的网络设
计来优化性能。 

Apache Hadoop25 系统在这类
硬件上实现了 MapReduce 模型进
行数据分析。Hadoop 包含一个分

布式文件系统 (HDFS)，该系统用
于管理（以块复制的方式）分布在
集群本地存储中的大量大文件。
HDFS 和 HBase 是 Google BigTable 
键值存储的开源实现，与 3 也是 
Lustre 在计算科学中的作用相当，
尽管它们针对不同硬件和访问模式
进行了优化。

Pig18 等工具在 Hadoop 存储
系统，为两阶段的 MapReuce 模
型提供了高级编程模型。Hadoop 
生态系统结合了流数据（Storm 和 
Flume）、图计算 (Giraph) 以及关
系数据 (Sqoop) 支持，专为数据分
析而设计。此外，Mahout 等工具
还支持通过监督式和无监督式学习
实现分类、推荐和预测。不同于科
学计算，数据分析应用程序的开发
往往依靠 Java 和 Web 服务工具（如 
Ruby on Rails）。 

扩展难题 
由于技术变革速度飞快，领先的能
力已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目标。如
今的智能手机计算速度可与过去的
超级计算机并驾齐驱，如今的个人
音乐收藏规模可与过去的企业级存
储相提并论。 

尽管这似乎有些夸张，但 Ap-
ple iPhone 6 或 Samsung Galaxy S5 

的标准线性代数基准测试程序的实
测性能已经明显超过了 Cray-1 的同
类测试得分，后者是广泛认可的首
个成功的超级计算机。智能手机的
存储容量甚至可以容纳大型科研图
书馆的文本内容。 

就在几年以前，Tflops（1012

浮点运算 / 秒 } 级的运算速度和 TB
（1012 字节级）的辅助存储容量定
义了先进计算的前沿水平。如今，
这些相同的数值只能代表一台安装
了 Nvidia 或 Intel Xeon Phi 加速器
和本地存储的桌面个人电脑。如今，
先进计算意味着可执行每秒千万亿
次浮点运算（Pflops,1015 浮点运算
/ 秒 } 的超级计算系统和配备了包
含大量千万亿字节级 (PB) 的辅助存
储的云数据中心。 

图 2 展示了先进计算能力的
指数级增长，相关数据源自广泛
应用的高性能 LINPACK (HPL) 基
准测试 6，参与该测试的对象选自
全球 500 台运行速度最快的计算
机。16 尽管解决稠密线性方程组
不再是测量复杂科学和工程应用
程序的表现性能的最佳方法，但
这些历史数据可以解释高性能计
算的飞速演化。虽然高性能计算
和商用计算都得益于半导体的发
展，但系统规模和并行性的提高

图 2. 基于 HPL 基准测试的先进计算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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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计算建模社区代码的情况也是
如此。 

硬件、软件、数据和政治。在
过去，高性能计算的发展主要取决
于算法、软件、体系结构以及硬件
领域的共同发展，而后者的发展可
以为计算模型中的更高水平的浮点
运算性能提供支持。如今，数据分
析流水线、数据体系结构以及用于
管理大量科学和工具数据的机器学
习工具也决定了高性能计算的发展。 

然而，科学仪器规模的变化既
带来了全新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这些挑战不但来自技术方面，
也来自组织机构、文化和经济等方
面，并且随着系统规模变化，这些
挑战本身也发生变化。如今，百亿
亿次级计算系统仍然无法以成合理
的成本和可靠的方式制造，或者仍
然受制于资本及运营成本、可用
性和可靠性方面的现实工程技术限
制。由于商用或科研型先进计算和
数据分析系统的成本已从数百万美
元增长到数十亿美元，相关设计和
决策程序必然会更加复杂且充满争
议。在高能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
研究人员对这一经验教训并不陌
生，粒子加速器和望远镜已成为星
球规模的科学仪器 , 并受到国际协
议和全球政治的影响。先进计算也
不例外。 

据多数专家估计，百亿亿次级
计算系统的研发成本会超过 10 亿
美元，每年的运营成本还需上千万
美元。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政府和研究机构在数据保留和管理
方面的投入严重匮乏，相比之下，
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私人投资却高达
数十亿美元。最大的商用云数据
中心的平均建造成本超过了 5 亿美
元， 而 Google、Amazon、Micro-
soft、Facebook 和其他公司都运行
着由此类数据中心组成的全球性数
据中心网络。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基础研
究的支持力度在调整了通胀因素后

使得系统持续性能的以更快的速
度增长。 

个人数据、企业数据、政府数
据以及科研数据的增长速度更快，
而且有完善的历史记录。商用云提
供商正在着手构建全球性数据中心
网络，以支持 Web 搜索引擎、社
交网路和云服务，而每个数据中心
的成本都高达数亿美元。与此同时，
每年生成的大量科学数据为各国科
研机构的预算带来巨大挑战。 

如图 3 所示，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 存储对象的数
量呈指数级增长。在此类低级服
务的基础上，Netflix 等公司实现
了高级的推荐系统，可以向订阅
者推荐电影，并以流媒体形式播
放所选影片。科研人员也在开展更
多的工作，以探索如何利用此类云
服务。他们还更多地探讨如何利用
机器学习技术，以从科学图像、
图形和文字数据中获取洞见。数
据密集型科学与百亿亿次级计算 
面临着难题，也蕴含着技术经济协
同效应，只有在这两个领域取得进
展，才能在未来取得科学突破。数
据密集型科学依赖对海量数据的收
集、分析和管理，这些数据可能来
自科学模拟器或实验设施。在每种
情况下，“极大规模”系统的国家
和国际投资对于分析科学和工程领
域常见的大量数据都是必可不少的。 

未来趋势。就科学和工程计算
而言，百亿亿次级（1018 次运算 /秒）
将成为持续半个世纪的指数级性能
增长历程中的下一个目标。同样，
专业领域内及跨专业领域的大规模
数据保存和持续性、元数据创建和
多专业领域融合、数字隐私和安全
等构成了大数据的前沿。先进计算
的多重定义不仅包括对持续算术运
算速度或存储容量和分析速度的简
单量化测量，还涉及到对各种规模
的先进计算系统可用功能的质的改
进。因此，先进计算的目标是为各
专业领域的科学和工程研究人员提
供实用、可交付能力的新前沿。 

然而，要实现前所未有的先进
计算依然困难重重，所面临的挑战
包括但不限于系统能耗和环保冷
却、大规模并行性、组件故障、数
据和事务一致性、元数据和本体管
理、大规模数据下的精度和召回率
以及多专业领域数据的融合和保
存。 

最重要的是，先进计算系统不
能过于深奥和复杂，以致只有为数
不多的专家才能使用此类系统及相
关服务。随着开源工具包（如 Ha-
doop、Mahout 和 Giraph） 的 出
现以及领域专用工具和语言不断增
多，很多科研团队都将机器学习应
用于大规模科学数据的处理，而他
们并没机器学习算法的深层知识。

图 3. Amazon 存储对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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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近十年的低位 2，而且美国和
欧盟在经历了 2008 年的经济衰退
后，经济复苏一直缓慢。世界各国
对先进计算计算领导权的争夺与国
家安全需求、经济竞争力和主流计
算生态系统发展趋势相互渗透，这
使得挑战愈发严峻。 

从个人计算机到移动设备的转
变还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主导的 x86 
基础架构生生态系统与全球范围内
授权的 ARM 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同时，对国家主权、数据安全以及
互联网治理的担忧导致数据服务和
云计算业务领域呈现全新的竞争态
势，引发新的政治关切。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仍有理
由保持谨慎乐观态度。计算技术的
每一次发展都推动了产业创新和经
济增长，造福了与计算相关的各行
各业，从物联网的兴起到移动设备
的普及，再到全球最强大计算系统
和最大数据档案的问世，这样的例
子比比皆是。这些发展还推进了科
学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试图将这些技术、政治和经济
上的挑战问题孤立开来、逐一解决
将会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相反
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工业
界和学术界在数据共享和可持续研
究领域统筹规划、合作研发，并且
认识到竞争与合作是走向成功的关
键。大数据分析的未来和百亿亿次
级计算不应相互对立，二者共同决
定着先进计算和科学发现的未来。 

科学和工程机遇 
物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人员一
直都是先进计算和计算机建模的主
要使用者。随着大数据分析的兴起，
先进计算和计算机建模也开始应用
于生物、环境和社会科学。此外，
高级计算还在工程和高级制造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从理解气流在涡轮
机械中的微妙变化，到利用化学分
子动力学制造消费品，再到通过生
物质原料建模研发燃料电池，先进

计算已经成为多专业领域设计和优
化以及先进制造的代名词。 

展望未来，只需几个例子就足
以展现先进计算对科学和工程的深
层次多样化促进作用： 

生物学和生物医学。对大量遗
传学数据的获取转变了生物学和生
物医学。借助价格低廉的高通量基
因测序仪，研究人员得以捕获生物
体 DNA 序列，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
究调查人类疾病和人类菌群，还能
开展宏基因组学环境研究。一般而
言，生物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难题
来自序列注释和对比、蛋白质结构
预测、分子模拟和蛋白质机器、代
谢途径和调控网络、全细胞模型和
器官以及有机体、环境和生态系统； 

高能物理学。高能物理学既是
计算密集型也是数据密集型学科。
量子色动力学的第一原理计算模
型为标准模型提供了数值估计和验
证。同样，粒子探测器需要在大量
的观察结果（如每年可能观察 1016

次或更多粒子碰撞）中测量“有趣”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使用大型强子
对撞机开展实验的必要前提是，构
建用于数据共享和规约的全球性计
算网络，推动高级网络和协议以及
层次化数据存储库的部署。要发现
人类在长期寻找的希格斯玻色子，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气候科学。气候科学同样高度
依赖可靠的基础设施来管理和访问
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异构数据。从
本质上来说，气候科学是多个专业
领域相结合的产物，需要对地球上
的多个圈带（大气、陆地、海洋、
海冰）的物理过程和交换机制构建
模型，将这些模拟结果与从各来源
长期收集而来的数据进行比较和验
证。为支持气候科学领域的研究，
NASA 已通过 Amazon Web Services 
公开发布气候卫星和地球科学卫星
的数据； 

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目前，
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高度依赖先进

计算技术将迎来一种
重要的转折点，大到
先进的高性能计算，
小到半导体工艺都会
深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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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和数据挖掘。研究出版物
的爆炸式增长使得寻找和跟踪相关
研究变得日益困难。原因除了文
本量很大以外，还因为同样的原理
在不同领域被冠以不同或相似的名
称。文本分类、语义图可视化工具
以及推荐系统在查找研究主题和推
荐论文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 

这些科学和工程领域的难题都
围绕着两个共同的主题。第一个就
是，跨多个生物和物理过程的一系
列极其广泛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以及
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这对计算
机模拟提出了最苛刻的要求，研究
团队需要开展合作，并应用最大最
强的计算系统。在每个案例中，目
标都是预测性的模拟，或寻找可以
测试理论的洞见，识别细微互动，
以及指导新的研究。 

第二个主题就是，科学数据的
大规模和多样性，以及数据同化、
多专业领域关联和统计数据分析面
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从生物学到
物理学，从工程领域到商业领域，
大数据都激发了新的研究需求，带
来了全新的机遇。 

先进计算的技术难题 
先进计算和数据分析虽然为科学和
工程领域带来巨大机遇，但如何设
计、构建和运营规模史无前例的
先进计算和数据分析系统却难题重
重。虽然云计算中心和百亿亿次级
计算平台看似相当不同，我们在上
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但大规模系
统引入的底层技术难题是相似的，
众多公司和研究人员都在努力开发
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 

美国能源部在过去五年中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并列举了研发新一
代先进计算系统所面临的十大难题
10,15,24，我们将在以下逐一阐述，并
与云计算进行对比： 

高能效电路、电源和冷却技
术。如果使用当前的半导体技术制
造百亿亿次级计算系统，其能耗将

计算模型来了解恒星结构、行星的
形成、星际演化以及其他天体相互
作用。这些模型需要（在其他过程
中）结合流体过程、辐射传输、牛
顿引力、核物理以及广义相对论。
支撑这些模型的是一套基于自适应
网格加密和粒子模拟、多极算法、
蒙特卡罗方法以及光滑粒子流体动
力学的计算技术。

天文学。补充计算、全天空调
查以及新一代自动望远镜都提供
了全新的洞见。天文学家的工作
不是捕获观察数据来回答已知的
问题，而是要经常查询现有数据
集，从中发现过去并不知道的模
式和趋势。大数据规约和无监督
学习系统是这种探索性图像分析
的关键组成部分； 

癌症治疗。有效治疗癌症的关
键是及早发现病情，并通过手术、
放疗和化疗进行靶向治疗。而肿瘤
识别和治疗规划依赖于图象增强、
特征抽取和分类、分割、配准、3D 
重建和量化等技术。这些和其他
机器学习技术不但可以用来验证诊
断，还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对比和纵
向分析不同疗法； 

实验和计算材料科学。实验和
计算材料科学旨在研究材料属性和
工程选项，例如，研究人员利用中
子散射技术获得从原子尺度（原子
位置和原子激发）到中尺度（例如
压力效果）的各类材料的内部结构
数据，以了解材料和结构和属性、
大分子和生物系统以及中子的基本
物理属性， 

钢材生产。利用连续浇铸法制
造的钢材在全球能源消耗量和温
室气体排放量占有很大比重。即
使对该工艺稍加改进，也会带来
巨大的社会效益，节约数以亿计
美元的资金。研究人员使用高性
能计算机深入了解这一复杂工艺，
他们构建了完整的计算模型，并
利用模型寻找可以改进工艺的工
况；以及 

对计算机科学领域而
言，应设计出极少进
行通信的算法，最好
能达到所需通信量的
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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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数百兆瓦。因此，必须使用新
设计和技术，将能耗要求降低至更
加易于管理、经济可行的水平（如 
20MW-40MW），与现有的商业云
数据中心相近。 

高性能互联技术。在百亿亿次
级计算领域，迁移数据的能耗成本
将超过浮点运算的成本，因此，在
数十万个处理器之间交换细粒度数
据，必须使用高能效、低延迟、高
带宽的互连技术。即使能够设计出
这样的技术，还需要使用局部性感
知算法和软件，实现计算性能最大
化并降低能耗； 

由于必须控制成本，商用云计
算系统内置了商用以太网互连技
术，并使用批量同步并行计算模型。
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MapReduce 
工具箱（如 Hadoop）的广泛应用
即可证明这点。但是，一种更低成
本的、公共的互连技术，将使得计
算平台和数据密集平台都能受益，
并为细粒度数据分析带来全新可能
性。 

旨在提高容量的先进内存技
术。要最大限度降低数据迁移次数
和能源消耗量，需要依靠新的内存
技术，包括内存中的处理器（pro-
cessor-in-memory）、内存堆叠（早
期的例子如 Micron 的 HMC ）以
及非易失内存等。尽管计算和数据
分析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算法
决定的内存容量将是系统总成本的
重要因素，因为大型系统的每核心
内存必然会比当前设计更小。 

功耗和故障感知的可扩展系统
软件。在设计传统高性能计算软件
时，研发人员假设故障发生频率较
低。但在百亿亿次级，面对频发的
组件故障，全系统的弹性变得至关
重要。同样，无论是出于效益还是
技术考虑，系统软件必须包含动态
自适应能源管理功能。 

由于数据分析云服务都签订商
用服务质量协议，所以它们使用了
大量弹性技术，包括地理分布、

自动重启和故障转移、故障插入以
及内省监控；Netflix “Simian Ar-
my”a 就使用了这些技术。 

可处理数据量、速度和多样性
的数据管理软件。无论是通过计算
生成的数据，还是从科学仪器捕获
的数据，要想高效地进行现场数据
分析，就必须依据从商用数据分析
流水线获得的经验教训，使用全新
的数据协调、学习和挖掘技术，重
新构建科学工作流和应用程序。否
则，I/O 瓶颈将限制系统的实用性
和可用性； 

用于表达大规模并行性、数据
局部性和弹性的编程模型。广泛应
用的通信顺序进程模型（Commu-
nicating Sequential Process Mod-
el）（或 MPI 编程）将局部性和并
行性的负担转嫁给应用程序开发人
员。百亿亿次级计算系统将拥有十
亿量级的并行性，并且会频繁发生
故障。我们需要的是表达能力更强
的编程模型，它应能够处理此类行
为，简化开发人员工作量，同时支
持动态细粒度并行性。 

Web 和云服务值得借鉴，其
抽象层和领域专用工具箱支持开
发人员部署自定义执行环境（虚
拟机）并利用高级服务来进行复
杂数据规约。科学计算的难题在
于如何保留表达力和生产力，同
时实现高性能。 

重新形成科学问题和重构求解
算法。每年都有上千人年投入到当
前的科学和工程代码以及数据挖掘
及学习软件中。为十亿级的并行性
编写科学代码，需要重新设计、甚
至重新发明算法，还能需要重新表
达科学问题。将数据分析软件和工
具与计算集成同样棘手；编程语言
和模型各不相同，社区和文化也是
如此。是否知道如何高效完成以上
工作，将决定着能否解决关键性科
学难题； 

a http://techblog.netflix.com/2011/07/net-
flix-simian-army.html

发生故障时确保正确性、可重
复性和算法验证。由于暂时性和永
久性故障频发，集合通信缺乏可重
复性，以及新数学算法验证不足，
计算验证和正确性保证对新一代大
规模并行系统将更加重要，无论此
类系统是面向科学计算、数据分析
还是两者均有。 

数学优化和针对发现、设计和
决策的不确定性量化。大规模计算
本身就是探索数值模型样本空间的
实验。要了解计算预测对模型输入
和假设的敏感度，尤其是在涉及多
专业领域复杂应用程序的情况下，
必须使用新工具和技术来验证并评
估应用程序。对于大规模数据分析
和机器学习也有类似的评估标准，
即精度（检索出的数据中正确结果
所占的比例）和召回率（正确结果
中被检索出的比例）；以及 

为生产力提供支持的软件工程
和支撑结构。虽然编程工具、编译
程序、调试程序和性能加强工具决
定着各种计算系统的科研生产力，
对大规模计算机系统来说，通过程
序设计和管理来确保计算可靠、高
效且准确是极其困难的。除非科研
人员生产力提高，否则求解所需时
间仍取决于应用程序开发，而不是
计算。 

由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DARPA）特批的类似硬件和软件
研究 1,14 揭示了以下难题，其内容
与能源部研究结果相似： 

高能效操作。高能效操作可在
整体功耗制约下达到所需运算速度； 

内存容量。在功率制约下的主
存和辅助内存的容量和访问速度； 

并发性和局部性。并发性和局
部性需要满足性能目标，同时允许
一些线程在发生长时间延迟操作时
出现停滞。 

弹性。应对庞大的组件数量、
不断缩小的硅特征尺寸、低功耗运
算以及暂时性和永久性组件故障所
需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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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而不是可以纠正的软故障（利
用错误纠正编码）。 

除了弹性以外，巨大的系统规
模还带来了能源管理和散热方面的
新难题。当前的先进计算和数据
分析系统的功耗可达数百万瓦，冷
却能力和峰值功率载荷限制了许多
系统可以放置的地点。正如商业云
运营商所了解的那样，系统总成本
很大一部分来自能源基础架构和功
耗，因此，必须使用全新的基础架
构技术和运营模型，包括低功耗设
计、冷却技术、能源责任制以及高
效运算。 

软件和算法挑战。对于先进计
算和数据分析而言，大多数软件和
算法难题本身是由系统规模极大所
造成的。如前所述，先进科学计算
与 Web 和云服务面临着很多相同
的扩展难题，二者的区别在于性价
比优化平衡，是面向计算还是数据
分析来优化高层的性能。这一差别
对设计选择和优化标准至关重要。 

考虑到百亿亿次级计算系统的
规模和预期错误率，算法的设计和
实现根本原则都必须重新思考，包
括无全局同步（或至少最小化全局
同步）算法、故障忽略和容错算法、
适用于异构和层次化硬件的基础架
构感知算法，支持混合精度的算法
以及节能计算软件。 

局部性和规模。如上文所述，
设想中的极大规模计算系统设计可
能会需要十亿级的计算并发性和系
统各层级的激进并行性。在算法和
平台的各个层次结构维持负载平衡
是高效执行的关键。这可能需要动
态自适应运行时机制 4 和自我感知
资源分配，以便不仅可以容忍算法
中的不平衡，还可以处理硬件性能
和可靠性的变化。 

反过来，通信的能源成本和延
迟将比目前更取决于计算局部性。
与长期使用的模型相反，在极大
规模系统中，与通信相比，运算操
作所消耗的能源要少得多。算法复

应用程序扩展。受制于内存容
量和通信延迟限制的应用程序扩
展； 

管理并行性。在软件系统和可
移植编程模型（包括运行时系统、
调度程序和库）中表达和管理并行
性和局部性；以及

软件工具。用于优化性能、评
估正确性和管理能耗的软件工具。 

此外，美国国家科学院 (NAS)9

在 2011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
除非技术上有突破，否则半导体特
征尺寸缩小和体系结构创新带来的
性能指数速度增长已经接近尾声。
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都表
明，计算技术将迎来一个重要的转
折点，不管是在最大规模的领先的
高性能计算方面，还是在最小的尺
度上的半导体工艺方面。计算社区
在可行方法上仍然存在分歧，一些
人坚信能够克服限制当前技术手段
扩展的障碍，一些人则认为需要采
用更加激进的技术和设计手段（如
量子和超导体设备）。 

硬件和体系结构挑战。尽管全
面地阐述硬件和软件技术难题超出
了本文的范围，但从中选出一些例
子进行讨论有助于展示此类难题的
深度和广度，以及这将如何影响到
未来的先进计算以及新一代消费和
商用计算技术的广泛部署。 

Post-Dennard 扩展。几十年来，
摩尔定律的实现离不开人类的勤劳
与创造力，也离不开对工艺技术和
集成电路工厂的数十亿美元投资。
此外，Dennard 缩放定律也对摩尔
定律提供了支撑，5,13 前者提出了收
缩晶体管和制造拥有相同功率密度
的更小电路的方法。将晶体管的现
行尺寸缩小两倍，就可以将功率降
低四倍，或者将电压和电流同时减
半。 

尽管晶体管尺寸继续缩小，
22 纳米尺寸已成为常用规格，但晶
体管的功耗却不再相应地降低了。
这限制了芯片时钟频率和能耗，妨

碍了多核芯片的设计和暗硅的兴起
（考虑到发热和功率的制约，芯片
上包含的所有晶体管并不能同时激
活）。8 

为解决这些半导体方面的难
题，科研人员需要重新思考芯片设
计，确保体系结构技术（超流水线、
计分板、向量化和并行性）的能带
来的性能优势与能耗相平衡。更简
单的设计和专用功能的加速器通常
更有利于实现能耗与性能之间的平
衡。为支持现场数据分析和计算而
权衡整数、分支和浮点运算操作时，
这种体系结构上的转变格外明确。 

芯片功率受限提高了 ARM 处
理器生态系统的关注度。由于 ARM 
设计针对嵌入式移动设备进行了优
化，限制能耗一直都是设计上的
首要考虑因素，所以 ARM 的流水
线和指令译码器比 x86 设计更加简
单。 

在新时期，随着设备和软件系
统相互依赖度上升，硬件 / 软件协
同设计成为必然。这意味着通用性
能提升速度显著降低，硬件多样性
趋势加强、编程模型的多元优化（功
率、性能和可靠性）水平提高，系
统软件资源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大规模系统的弹性和能效。由
于先进计算和数据分析系统的规模
日益增大，假设运行完全可靠的做
法越来越不可行。虽然单个组件的
平均无故障时间继续延长，但这些
系统包含大量组件，这意味系统将
更频繁地发生故障。到目前为止，
实践已经表明，只有更加完善的组
件故障检测和理解技术，才能有效
管理故障。 

来自商用云数据中心的数据表
明，一些有关组件故障和寿命的根
深蒂固的观点是错误的。11,20–22Goo-
gle 在 2009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 22 显
示 DRAM 错误率比此前的报告数值
高出多个数量级，每年平均有 8% 
以上的 DIMMs 会发生错误。同样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错误都是硬故



2015 年  7  月  |  第  58 卷  |  第  7  期   |   ACM 通讯     65

投稿文章

杂性通常是按照执行的运算次数而
不是向存储器移动的数据量来表示
的。这与大规模计算预期的成本完
全相反。在大规模计算中，数据向
存储器移动的成本高昂，而计算成
本可以忽略不计，这对浮点运算密
集型算法和数据分析算法都具有重
要意义。 

数据移动的时间成本对传统算
法设计方法和比较优化提出了挑
战，使得冗余计算在有些情况下优
于数据共享，并且将通信复杂性提
升到与计算复杂性相同的水平。因
此，对计算机科学领域而言，应设
计出极少进行通信的算法，最好能
达到所需通信量下界。此外，还需
要利用模型和方法最大限度降低和
容忍（隐藏）延迟、优化数据移动
并移除全局同步。 

自适应系统软件。如今的高性
能计算系统的资源管理仍然基于
“天外救星”模型，使用协调调度
和严格同步通信。然而，极大规模、
硬件的异构性、系统功耗、散热制
约以及更高的组件故障率不但影响
到应用程序的设计与实现，还影响
到系统软件在能源管理和 I/O 等各
个方面的设计。同样，随着科学数
据量的增长，我们尚不确定科技计
算所使用的传统文件抽象和并行文
件系统能否扩展至千万亿规模的数
据分析。 

而新系统软件和操作系统设
计需要支持管理异构资源和非缓
存一致性的存储器层次结构，为
应用程序和运行时在任务调度策
略上提供更多的控制能力，以及
管理全局命名空间。此外，这些
设计还必须包含更精准的测量、
预测及功耗管理机制，支持调度
程序将计算映射到专用功能加速
器，并管理热度限制和应用程序
能源配置。商用云服务提供商已
经面临着其中的很多问题，而他
们在大规模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
对科学计算生态系统大有帮助。 

并行编程支持。随着先进计算
硬件日益繁多复杂，规模不断增大，
许多系统运营功能也融入了应用程
序，使得开发应用程序的复杂性和
难度也随之攀升。一些应用程序结
合了横跨一系列时空尺度和算法技
术的算法与模型，多专业领域的性
质日益显现，这进一步提高了应用
程序复杂性。 

以 典 型 的 单 程 序 多 数 据
（SPMD）并行编程或批量同步并
行（BSP）模型为例，其中的应用
程序数据划分和分布在单个存储
器或计算结点磁盘，结点以网络消
息传递方式分享数据。反过来，每
个结点上的应用程序代码管理本地
的多层计算结构（一般可能为多个
多线程异构核心，通常为 GPU 加
速器），并协调 I/O，管理应用程
序检查点，监控能耗预算和散热。
开发可靠的应用程序的复杂程度之
高、配置和优化之繁琐使得这项技
术只被少数专业人士所掌握。 

在理想情况下，未来的软件设
计、开发和部署将提高抽象水平，
性能和正确性是一开始就要考虑的
问题，而非额外的工作。除了设计
性能感知软件和研发基于集成性能
和准确性模型的应用程序以外，这
些工具必须与编译器和运行时系统
相集成，为异构硬件和混合编程模
型提供更多支持，实现更高级的数
据处理和分析。 

科学计算和大数据生态系统之
间的主要差别最可能体现在编程模
型和工具上。大数据生态系统注
重简单抽象（例如键值存储和 Ma-
pReduce）以及语义丰富的数据格
式和高级规格说明。因此，很多开
发人员可以创建复杂的机器学习应
用程序，尽管他们对底层硬件或系
统软件所知有限。相比之下，科学
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传统语
言和库。 

超越 C 语言和 FORTRAN 语言
的全新编程语言和模型可能会有所

科学计算和大数据生
态系统之间的主要差
别最可能体现在编程
模型和工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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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年销量
已超过个人电脑和服务器。 

这一消费者偏好和市场的持续
变化与另一项技术变革相伴而生。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基于 ARM 体
系结构的高能效微处理器（它是百
亿亿次级运算设计的核心构件）和
SOC 芯片。Intel 和 AMD 所设计
和制造的 x86 芯片广泛运用于个人
电脑、最先进的服务器和 HPC 系
统。但 ARM 与之不同，它不生产
自己的芯片，而是将芯片的设计授
权给其他公司。这些公司将 ARM 
体系结构运用于由台湾台积电公司 
(TSMC) 等全球半导体代工厂生产
的定制 SOC 芯片。 

各国的百亿亿次级项目。世界
各国围绕先进计算的竞争主要集
中于以下方面：经济竞争力、变
革中的技术生态系统（如 ARM 和 
x86）、商业和技术计算（比如云
计算服务和数据中心），以及科学
和工程研究。欧盟、日本、中国和
美国都启动了各自的百亿亿次级计
算项目，每一项目对硬件技术、系
统软件、算法和应用的侧重各不相
同。 

欧盟。2011 年 10 月，欧盟宣
布启动其百亿亿次级计算研究项
目，向欧盟第七框架计划投资 2500 
万欧元，用于开展三个相辅相成的
研究项目，即百亿亿次级计算大
型系统软件、工具和应用合作研究 
(CRESTA)，动态百亿亿次级计算入
口平台 (DEEP)，以及勃朗峰项目。
这三个项目将分别使用横跨硬件、
系统软件和软件应用的协同设计模
型研究百亿亿次级计算带来的不同
挑战。该项目是欧洲在百亿亿次级
计算研究方面的第一次持续投资。 

CRESTA 项目覆盖了欧洲五个
高性能计算中心：爱丁堡并行计算
中心（项目主导方）、斯图加特高
性能计算中心、芬兰的科学 IT 中
心有限公司、瑞典合作开发中心以
及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它将在性能

帮助。考虑到技术计算领域已有的
应用程序软件，过于激进的变化可
能并不现实。新语言（例如 Chapel 
和 X10）所呈现的编程特征已经间
接地影响到现有编程模型。Open-
MP 等现有编程模型得益于最新扩
展，即任务并行性、加速器以及线
程亲缘性。 

领域专用语言 (DSL) 是专门用
于某个领域的语言，代表一种依托 
DSL 扩展来扩展现有基本语言的方
式。嵌入式 DSL 是利用标准语言编
译器的高级分析和程序变换功能的
实用办法。开发人员使用高级原语
来编写应用程序，并通过编译器将
其转化为高效的底层代码，从而优
化底层平台的性能。 

算法和数学挑战。百亿亿次级
计算将在两个方面对算法提出更
高的要求：提高数据局部性程度
以高效执行计算，以及获取更高
级别的细粒度并行性（高端系统
支持越来越多的计算线程）。因
此，并行算法必须适应这种环境，
研发能够利用新硬件计算功能的
新算法和实现。 

要充分利用百亿亿次级计算
体系结构的能力，需要开展大量基
于百亿亿次级编程模型的模型开
发、算法重新设计、科学应用的
重新实现工作。从当前的亚千万
亿次和千万亿次级计算向百亿亿
次级计算过渡的复杂程度不亚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从矢量向计算并行
计算的过渡。 

经济和政治难题 
先进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所带来的技
术挑战，还受到更广泛的计算领域
的其它因素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和云计
算服务正在迅速取代个人电脑和本
地服务器，成为了新的计算标准。
这一变化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工业
和商业优势的竞争，致使各国家和
地区竞相投资新技术和系统部署。 

计算生态系统的变化。互联网
和 Web 服务方面的变革是全球性
的。美国的影响力虽然依然强大，
但正在减弱。尽管苹果取得了巨大
成功，大多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的设计、建造和购买已经全球化， 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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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方面提供专业知识。此外，
CRESTA 团队还汇集了来自欧洲学
界和业界的应用专家，以及 HPC 厂
商，包括 HPC 工具开发商 Allinea 
和 HPC 厂商 Cray 公司。CRESTA 
项目旨在将应用程序用作协同设计
驱动力，从而应用于软件开发环境、
算法与程序库、用户工具以及底层
技术和跨领域技术。 

在巴塞罗那超级计算中心的
领导下，勃朗峰项目汇聚了欧洲技
术提供商 ARM、Bull、Gnodal 以
及与欧洲先进计算合作伙伴计划 
(PRACE) 联系紧密的主要超级计算
组 织， 包 括 Juelich、Leibniz-Re-
chenzentrum、或 LRZ、GENCI 和 
CINECA。该项目拟部署一套使用高
能效嵌入式技术构建的第一代 HPC 
系统，并进行必要的研究以实现带
有节能设计的百亿亿次级计算。 

Forschungszentrum Juelich
领导的 DEEP 项目试图开发一个支
持百亿亿次计算的平台，并优化一
套重大挑战应用的代码。该系统基
于商用集群和加速器设计（集群
加速体系结构），作为十亿亿次 /
秒 PRACE 生产系统的概念验证。
除了 Juelich 作为项目的领导者，
该项目的合作伙伴还包括 Intel、
PARTEC、LRZ、海德堡大学、德
国仿真科学学院、Eurotech、巴塞
罗那超级计算中心、Mellanox 公司、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比利时天主教
鲁汶大学、欧洲科学计算研究中心、
塞浦路斯研究所、雷根斯堡大学、
CINECA（由意大利 70 所大学组成
的一个联盟）、法国地球物理公司
以及维尔软件公司。 

日本。2013 年 12 月，日本文
部科学省 (MEXT) 选择由日本理化
学研究所 (RIKEN) 在 2020 年之前
开发和部署百亿亿次级计算系统。
之所以选择 RIKEN 是因为它具有
开发和运营 K 计算机的经验。K 计
算机的计算速度为 10 千万亿次 /
秒，是 2011 年世界上运行速度最

快的超级计算机。该百亿亿次级计
算系统估计耗资 1400 亿日元（约
合 13.8 亿美元），主要由通用处理
器和加速器组合设计而成，涉及富
士通，日立和 NEC 三个重要的日
本电脑厂商，并由东京大学、筑波
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北大学和
理化学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中国的天河二号系统是
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
机。它包含 16000 个节点，每个
节点有两个 Intel Xeon 处理器和三
个 Intel Xeon Phi 协处理器。它还
配备一个名为“TH Express-2”的
专有高速互连，由国防科技大学设
计。国防科技大学对处理器、编译
器、并行算法和系统开展研究。在
此工作的基础上，中国有望在 2016 
年生产一套运行速度为 100 千万亿
次 / 秒的系统，该系统将完全由国
产芯片、神威处理器和互连技术制
造而成。天河二号的最高运行速度
预计将在 2015 年由 55 千万亿次 /
秒提升至 100 千万亿次 / 秒，但出
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商务部
已限制向国防科技大学以及位于长
沙、广州和天津的国家超级计算中
心出口 Intel 处理器。 

美国历史上，美国网络与信息
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横跨数个研究
任务和机构，主要由美国能源部、
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领导。美
国能源部是当今高性能计算系统最
积极的部署者，也是百亿亿次计算
计划最积极的制定者。相比之下，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
都更加注重广泛的网络基础设施以
及使能技术研究，包括云服务和大
数据分析。虽然美国仍在继续制定
规划，但它尚未发起与目前欧洲和
日本正在进行的计划类似的先进计
算计划。 

国际合作。虽然各国仍在争夺
先进计算和数据分析领域的全球领
导地位，但国际合作也非常活跃。
国际百亿亿次级软件项目 (IESP) 就

是在高级计算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
一个例子。各国政府在日本、欧盟
和美国投入种子资金，行业利益相
关者进行补充捐款，使得 IESP 得
以成立，并开展从现在到 2020 年
的超高分辨率和数据密集型科学和
工程研究。 

在一系列的会议中，国际 IESP 
项目团队制定了一个计划：为千万
亿次级或百亿亿次级计算系统构建
一个通用的高质量计算环境。根据
该团队的软件开发相关蓝图，该团
队将由当前水平升级到百亿亿次级
计算。7 

结论 
计算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将迎来重
要转折点。有关未来的百亿亿次级
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的探讨都将围绕
着以下的话题：Dennard 缩放定律
的终结及其对半导体设计发展的影
响，向移动和云计算的转变，科学、
商业、政府和客户数据的爆炸式增
长，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的新机遇，
以及科学和工程发展对更强大系统
的持续需求。然而，一些结论是显
而易见的： 

大数据和百亿亿次级计算。高
端数据分析（大数据）和高端计算
（百亿亿次级计算）将成为集成式
计算研究和开发计划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二者缺一不可，而且不能有
所偏废；

算法、软件、应用程序。对新
一代算法、软件和应用程序的研发
与对半导体设备和硬件的投资同等
重要，研究界过去在这些领域的投
入比较匮乏；

信息技术生态系统。全球信息
技术生态系统不断发生变化，将过
渡到新一代低功耗移动设备、云服
务和丰富数据分析；以及

私人和全球研究。私营部门之
间的竞争和全球性合作研究对设
计、测试和部署百亿亿次级计算和
数据分析功能都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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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计算在计算和数据分析领
域机遇和挑战并存。就像 Vannevar 
Bush 在 1945 年时所宣称的那样，
基于计算科学和数据分析的科学发
现的确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前沿领
域”。计算机科学各个领域都充满
挑战，不断研发并部署高性能计算
基础架构才能为科学发现提供必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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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的工作中，开放宇宙概率模型展现出了优点。

STUART RUSSELL

在早期的人工智能中，或许最能经受住考验的理念是
源于声明式系统的理念，它使用通用推理机，利用明
确表示的知识进行推理。此类系统需要一种形式语言
来描述现实世界；而且现实世界中包含有各种事物。
出于这一原因，经典的人工智能采用了一阶逻辑——
对象和关系的数学——作为其基础。

一阶逻辑的主要好处是它的表达力，它能让人获得
简洁——因此可学习的——模型。例如，用一阶逻辑
描述时，国际象棋的规则会有 100 页；用命题逻辑描述
时有 105 页；用有限自动机的语言描述时，有 1038 页。
这种能力源于把谓词与它们的论元分开，并量化这些
论元：所以人们可以书写与 On（p, c, x, y, t）（在 t 步时，
颜色为 c 的棋子 p 在方块 x, y 上）有关的规则，而不需
要给 r c, p, x, y 和 t 赋上特定的值。 

现代的 AI（人工智能）研究
处理了现实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属
性——有关其状态和动力学的普遍
的不确定性——使用了概率论。其
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是 Pearl 发展的
贝叶斯网络，它开创了概率模型使
用的形式语言，并让人们在推理、
学习、视觉和语言理解方面快速取
得了进展。然而，贝叶斯网络的表
达力是有限的。它们假定了一个固
定的变量集合，每个变量从一个固
定的范围内取值；因此，它们属于
命题形式主义，类似于布尔电路。
它们无法表达象棋的规则以及其他
很多域中的规则。

当然，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即经典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注意到
了普遍的不确定性，同时现代的人
工智能人员注意到了或记起了世界
中包含了各种事物。这两种传统最
后汇集到同一个地方：世界是不确
定的  以及 它包含了各种事物。为了
处理这一点，我们必须统一逻辑和
概率。

但 我 们 应 该 怎 么 做 呢？ 我
们甚至都不清楚这类目标的意
义。 在 Leibniz、Bernoulli、
De Morgan、Boole、  Peirce、
K e y n e s 和 C a r n a p（ 源 于
Hailperin12 和 Howson14 的 综
述文章）早期的尝试中，他们把
概率加在逻辑语句上。这一研

统一逻辑和概
率方面的最新
进展

 重要见解
 ˽ 一阶逻辑和概率论处理了知识表示
和推理的互补方面：用对象和关系
来简洁地描述复杂领域的能力以及
处理不确定信息的能力。它们的统
一将会为人工智能带来巨大的前
景。

 ˽ 用于定义开放宇宙概率模型的新语
言似乎能以自然的方式提供人们所
期望的统一。作为奖励，它们支持
对对象的存在和标识进行概率推
理；对于设法通过感知或文本输入
理解世界的任何系统而言，这点相
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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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影响了人工智能研究。
但是，当把它作为表达知识的 
工具时，它却有严重的缺陷。

另一种替代方法源于人工智能
的分支和统计学两个方面，它把逻
辑的句法和语义手段（可组合的函
数符号、逻辑变量、量词）与贝叶
斯网络的组合语义结合起来。由此
得出的语言能让人们构建非常大的

概率模型，它改变了人们对现实世
界数据的分析方式。

尽管这些方法取得了成功，但
是它们都忽略了在事物组成的世界
中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重要后果：与
世界中包含了哪些事物有关的不确
定性。真实的对象极少会贴上唯一
识别符的标签，或是像一出戏的演
员名单那样预先宣布自己的存在。

在视觉、语言理解、网络挖掘和计
算机安全等领域，对象的存在与否
必须从原始数据（像素、字符串等）
中推断得出，原始数据中并没有明
确的对象引用。

事先知道所有的对象与从观察
结果中推断对象的存在之间的差异
对应于封闭宇宙语言（如 SQL 和
逻辑程序）与开放宇宙语言（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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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对象外，不存在任何其他
对象。

这两个假设强制要求每个世界均包
含相同的对象，这些对象与语言中
的基本项存在一对一的关系（见图 
1b）。b 很明显，开放宇宙语义学
中的世界集合较大，异质化程度更
高，这使得定义开放宇宙概率模型
的任务更具挑战性。

逻辑语言的形式化语义定义了
可能世界中某个语句的真值。例如，
当且仅当一阶语句 A 和 B 指称世界
ω 中的相同物体时，A = B 在世界 ω
中为真；因此，在图 1a 中，它在
前三个世界中为真，在第四个世界
中为假。（在封闭宇宙语义学中，
它一直为假。）设 T(a) 为语句 a
为真的世界集合；那么， 如果 T(a) 
⊆ T(b)，则语句 a 蕴含 另一个语句 
b，写成 a  b。逻辑推理算法普遍
性的确定查询语句是否蕴含在已知
语句中。

在概率论中，多个可能世界的
可数空间 Ω 上的概率模型 P 为每个
世界赋了一个概率 P(ω)，使得 0 ≤ 
P(ω) ≤ 1 且 Σω ∈ Ω P(ω) = 1。给定一
个概率模型，逻辑语句 a 的概率是
a 为真的所有世界的总概率。

P(a) = Σω∈T(a) P(ω)。 (1)

给定某个语句，另一个语句的条件
概率是 P(a|b ) = P(a ∧ b )/P(b )，只
要 P(b ) > 0。随机变量是从可能世
界到固定值域的函数；例如，人们
可以定义一个布尔型随机变量VA = B，
它在图 1a 的前三个世界中为真，
在第四个为假。随机变量的分布是
与该变量的每个可能出现的值相关
的概率集合。例如，假设变量硬币
有值 0（正面）和 1（反面）。那么，
断言硬币  ∼ Bernoulli（伯努利）(0.6) 
指硬币有参数为 0.6 的 Bernoulli 
（伯努利）分布，也就是说，有 0.6
的概率为值 1，0.4 的概率为值 0。

与逻辑不同，在表达非平凡断
言的句法形式上面，概率论并没有

b 开放 / 封闭的区别也可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说
明。假设系统知道父亲 (William) = Bill 和父亲
(Junior) = Bill 那么 Bill 有几个孩子？在封闭宇
宙语义学中——例如，在数据库中——他只有
两个；在开放宇宙语义学中，他的孩子的数量
在 1 和 ∞之间。

全的一阶逻辑）之间的区别。本文
的重点特别放在开放宇宙概率模型
上。开放宇宙模型的部分描述了一
种用于编写该类模型的形式语言，
即贝叶斯逻辑或 BLOG。21 它给出
了几个例子，其中包括（以简化的
形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所
使用的全球地震监测系统。

逻辑和概率
本节解释了逻辑和概率的核心概
念，首先从可能世界开始。a 从任
何断言的真实性可被评估这方面来
说，可能世界是一个形式对象（可
想成”数据结构“）。

对于命题逻辑的语言【其中
语句由通过逻辑连词 （∧, ∨, ¬, ⇒, 
⇔）连接的命题符号 X 1, . . . , Xn 组
成】，可能世界 ω ∈ Ω 由对这些符
号的所有可能赋值（真  和假  ）组
成。在一阶逻辑中，增加了术语
的概念，即指称对象的表达式；
术语可以是一个常数符号、一个
逻辑变量或应用于作为论元的 k

a 在逻辑学中，可能世界可能会被称为模型或结
构；在概率论中，则称为样本点。为了避免混
淆，本文使用的“模型”仅指概率模型。

个术语之上的 k 元函数。命题符
号被原子语句所代替，它或是由
应用于术语之上的谓词符号组成，
或是由术语之间的相等关系组成。
因此，父母 (Bill , William) 和父亲
(William) = Bill 都是原子语句。
量词任给 ∀  和存在 ∃ 在所有对象
之间做出断言，例如

∀ p, c ( 父母 ( p, c) ∧ 男性  (p)) ⇔  
 父亲  (c) = p.

在一阶逻辑中，可能世界指定
了（1）一个域元素（或对象）的
集合 o1, o2, . . . 以及（2）从常数符
号到域元素的映射以及从函数和多
个谓词符号到域元素之上的多个函
数和多个关系的映射。图 1a 说明
了含有两个常数和一个二元谓词的
简例。请注意，一阶逻辑是一种开
放宇宙语言：即使只有两个常数符
号，可能世界也允许 1，2，或是实
际上任意多的对象。封闭宇宙的语
言会施加其他的假设：

–  唯一名称  假设要求不同的术语
必须指称不同的对象。

–  域闭包假设要求除了由术语命

图 1. （a）从特定的一阶开放宇宙语言所生成的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中选取的一些世界。该开放宇宙有
两个常数符号A and B 以及一个二元谓词R(x, y)。灰色的箭头说明了A 和B 的解释，黑色的箭头把
满足R 的对象对连接起来。（b） 在封闭宇宙语义学下的类似图形；此处，恰好只有四种可能的 x, y-
对，因此有 24 = 16 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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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左侧：拥有三个布尔型变量的贝叶斯网络，说明了在给定每个变量的父亲时，每个变量为真的
条件概率。右侧：方程（2）定义的联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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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广泛的一致。在统计学家的交
流中，英语和 LATEX 的组合通常
已经足够；但人们需要精确的语言
定义作为通用概率推理系统的“输
入格式”和通用学习系统的“输出
格式”。如前所述，贝叶斯网络 27

为命题场景提供了（部分的）句法
和语义。对于随机变量 X1, . . . , Xn，
贝叶斯网络的句法由有向无环图组
成，图中的节点对应随机变量以及
相关的局部条件分布。c 语义学将多
变量的联合分布规定如下：

P(ω) = P(x1, . . . , xn) = ∏i P(xi parents ( Xi)) .  （2）

这些定义具有我们期望的性质，即
每个结构良好的贝叶斯网络对应
于相关联的笛卡尔积空间上的适
当的概率模型。不仅如此，稀疏
图——反映了底层域中的稀疏因果
结构——能得出一种比对应的完全
列举小指数倍的表达方式。

图 2 中 的 贝 叶 斯 网 络 示 例 
（由 Pearl 提供）说明了两个独立
的原因（地震和盗窃）均会影响教
授Pearl的房屋中的警报是否响起。
根据方程（2），联合概率 P( 盗窃 , 
地震 , 警报 ) 由

P ( 盗 窃 )  P ( 地 震 )  
 P( 警报 盗窃 , 地震 ) 给出。

图中说明了该计算的结果。请注意，
这八个可能世界与具有相同符号的
命题逻辑理论中可能存在的世界是
相同的。

贝叶斯网络不仅是对多个世界
的分布的说明；它还是生成世界的
随机“机器”。通过按拓扑序列（即，
父节点先于子节点）对变量进行采
样，人们可以生成一个与方程（2）
中定义的分布完全相符的世界。当
把贝叶斯网络扩展到一阶的情况
时，这种生成的观点能提供帮助。

为逻辑加上概率
在统一逻辑和概率的早期尝试中，
人们把概率直接加在逻辑语句上。
第一次严格的尝试是 Gaifman 的

c 除表格之外，贝叶斯网络上的文本通常不会为
局部条件分布定义句法，虽然贝叶斯网络软件
包提供了这一功能。

6——但在这种情况下，概率是直接
被加在数据库的元组上。（在 AI 和
统计学中，概率被加在常规关系上，
而观察结果则被视为不可推翻的证
据。）虽然概率数据库能够为复杂
依赖关系建模，但在实践中，人们
往往会发现此类系统使用了跨多个
元组的全局独立性假设。

Halpern13 和 Bacchus3 采用并
扩展了 Gaifman 的技术方法，他们
把概率表达式 加到了逻辑中。因此，
人们可以写下列表达式

∀ h1, h2 盗 窃 (h1) ∧ ¬ 盗 窃 (h2)  
 Þ  P( 警报 (h1))  >  P( 警报 (h2)),

其中盗窃和警报是应用在单独的房
屋之上的谓词。新的语言更具表达
力，但并没有解决 Gaifman 面临
的难题——如何定义完整和一致的
概率模型。每个不等式约束了底层
的概率模型，使得它们处于概率模
型的高维空间中的半空间。对断言
的联合对应于求约束的交集。确保
交集得出一个单点并不容易。事实
上，Gaifman 的主要结果 8 是一个
单一的概率模型，该概率模型要求
（1）每个可能的基础语句（ground 
sentence）的概率以及（2）对无
穷多从存在方面进行量化的语句的
概率约束。

对于该问题，研究人员已经提
出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
案需要编写一个部分理论（partial 
theory），然后从允许的集合中挑
出一个规范模型来把它“补充完整“。
Nilsson23 提出，应选择与具体的约
束保持一致的最大熵模型。Paskin24 
发展了“最大熵概率逻辑”，他把
约束表示为附加在一阶子句上的权
重（相对概率）。此类模型通常被
称为马尔可夫逻辑网络（MLN）
30，它们已经成为在涉及关系型数据
的应用中使用的流行技术。然而，
使用此类模型时存在语义上的困难：
在某个场景中训练得出的权值不能
推广到对象数量不同的其他场景中。
不仅如此，通过在场景中添加不相
关的对象，人们可以把模型对给定
查询的预测变成任意内容。16,20

第二种方法刚好避免了刚刚提

命 题概 率 逻 辑 9。Hailperin12 和
Nilsson 使用算法分析增强了这一
尝试。23 在此类逻辑中，人们可以
做出下列断言：

P( 盗窃 ⇒ 地震 ) =0.997006, (3)

图 2 的模型中隐含了该断言。在八
个可能世界中的六个中，语句盗窃  
⇒ 地震为真；所以，依据方程（1），
断言（3）等于

P(t t t) + P(t t f) + P(f t t) + P(  f t f)  
 + P(f f t) + P(  f f f) = 0.997006 。

因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概率模型 m 都
会为每一个可能世界加上一个概
率，所以在 m 中，此类约束或为真，
或为假；因此，m（即在可能的命
题世界上的分布）作为一个单一的
可能世界，任何概率断言的真值均
依赖于它进行求值。然后，定义概
率断言之间的蕴含关系时，采用的
方法与普通逻辑中使用的方法完全
一致；因此，断言（3）蕴含了断言

P( 盗窃 ⇒ 地震 ) =0.997006,

因为在断言（3）成立的每一个概
率模型中，后者都为真。此类断言
的集合的可满足性可通过线性规划
确定。12 因此，从”时序逻辑“的
意义上讲，我们拥有了“概率逻
辑”——也就是说，专门用于概率
断言推理的演绎逻辑系统。

为了在如证明概率论中的定理
之类的任务中应用概率逻辑，我们
需要表达力更强的语言。Gaifman8

提出了一个一阶概率逻辑，其中可
能世界为一阶模型结构，而且概率
被加在（无函数的）一阶逻辑的语
句之上。

在 AI 领域中，这些理念激发了
很多成果，其中最直接的成果出现
在Lukasiewicz的概率逻辑程序中。
如 Hailperin 所建议的那样，其中
概率范围被添加在每个一阶 Horn
子句上，且推理通过求解线性规划
进行。在概率数据库的分支中，人
们也会发现有的逻辑语句标有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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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问题，d 它基于一个事实，即每
一个结构良好的贝叶斯网络必然会
确定一个唯一的概率分布——概率
逻辑的术语集合中的完全理论——
即它包含的多个变量之上的概率分
布。下一节将会描述如何把这种性
质与一阶逻辑符号的表达能力结合
起来。

带量词的贝叶斯网络
在贝叶斯网络出现后不久，把贝叶
斯网络用于应用的研究人员就面
临了命题语言的局限性。例如，
假设在图 2 中，有很多房子与教
授 Pearl 的房子处于相同的普通区
域中：每一栋房子都需要一个警报
变量和一个盗窃变量，它们使用了
相同的 CPT 并以相同的方式与地
震变量关联。在命题语言中，这种 
重复结构必须手工构建，一次构建
一个变量。在使用序列数据（如文
本和时间序列）的模型（它们包含
了完全相同的子模型的序列）中，
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而且，在贝叶
斯参数学习的模型中也出现了该问
题，其中每个实例变量都会以相同
的方式受到参数变量的影响。

起初，研究人员简单地编写程
序来构建网络，使用普通的循环来
处理重复结构。图 3 说明了为 R 个
地震断层区域构建警报网络的伪
码，其中每个区域内有H(r)栋房屋。

人们开发了图形记号板（plates）
来表示重复结构，而且，BUGS10 和
微软 infer.net 等软件工具也促进了
概率方法的应用的快速发展。在所
有这些工具中，模型的结构均通过
固定的程序构建，所以在每个可能
的世界中，均有以相同方式关联的
多个相同的随机变量。不仅如此，
人们并不认为某个学习算法可以输
出构建模型时所使用的代码。

Breese4 提出了一个更偏声
明式的方法，该方法带有 Horn
子句的影子。其他的声明式语
言 包 括 Poole 的 自 主 选 择 逻 辑
（Independent Choice Logic），
Sato 的 PRISM，Koller 和 Pfeffer

d 简而言之，通过对用于对象的存在以及对象属
性及关系的多个生成模型进行分隔并支持未被
观察到的对象，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的概率关系模型以及 de Raedt 的
贝叶斯逻辑程序（Bayesian Logic 
Program）。 在 所 有 这 些 场 景
中，每个子句的头部或依赖陈述
（dependency statement）对应于
一个参数化的子随机变量集合，其
中的父变量为子句体中的文字的对
应基础实例。例如，方程（4）说
明了与图 3 中的代码片段等同的依
赖陈述：

盗窃 ) ∼ Bernoulli(0.003) 地震 ) 
∼ Bernoulli(0.002) 警报 ) ∼ 

 CPT[. . .] ( 地震 Faultregion(h)),
盗窃 (h)) (4)

其中 CPT 指以对应论元为索引的
合适的条件概率表 . 此处，h 和 r
为逻辑变量，范围涵盖各房屋和区
域；它们隐含地被全部量化了。
FaultRegion（断层区域）是一个
关联房屋与其地质区域的函数符
号。结合列举每种类型的对象并规
定每个函数和关系的值的关系构架
（relational skeleton）后，诸如方
程（4）的依赖陈述集合对应于普
通但可能非常大的贝叶斯网络。例
如，如果在区域 A 中有两栋房屋，
在区域 B 中有三栋房屋，那么对应
的贝叶斯网络则如图 4 所示。

开放宇宙模型
如之前所述，封闭宇宙的语言不允
许世界中的事物具有不确定性；必
须事先了解所有对象的是否存在以
及它们的标识。

与此相反，开放宇宙概率模型
（OUPM）定义了可能世界的概率
分布，这些世界中包含的对象以及
符号到对象的映射均有所不同。因
此，OUPM 能够处理源于违反封闭
宇宙假设的数据源（文本、视频、
雷达、情报报告等）的数据。给定
证据后，OUPM 会学习世界所包含
的对象的知识。

我们回到图 1a，第一个问题
是如何确保该模型规定了可能世界
的异质无界集上的一个正常分布。
关键点在于把贝叶斯网络的生成观
点从命题扩展到一阶开放宇宙的情
况：

开放宇宙概率模型
（OUPM）定义了可
能世界的概率分布，
这些世界中包含的对
象以及符号到对象的
映射均有所不同。因
此，OUPM 能够处理
那些源于违反封闭宇
宙假设的数据源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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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叶斯网络按一次一个事件生
成命题世界；每个事件确定一
个变量的值。

–  一阶封闭宇宙模型【如方程
（4）】定义了所有事件类型
的生成步骤。

–  一阶开放宇宙模型包含了向世
界添加对象时的生成步骤，而
不仅仅是确定它们的属性和关
系。

比如，我们来考虑下方程（4）中
警报模型的开放宇宙版本。如果
人们怀疑存在多达三个地质断层区
域，每个区域的概率相同，那么可
把它表示为一个数值陈述（number 
statement）：

# Region（区域）∼ 
UniformInt (1, 3) . (5)

为了便于说明，让我们假设区域 r
中的房屋数量在 0 和 4 之间均匀抽
取：

# House (FaultRegion = r )  
 ∼ UniformInt(0, 4)  . (6)

此处，FaultRegion 被称为 源函数
（origin function），因为它把房
屋与它的来源区域联系起来。

依赖陈述（4）和两个数值陈
述（5 和 6）以及必要的类型签名
合起来确定了可用这一词汇表定义
的所有可能世界的完整分布。存在
着无穷多这样的世界，但是，因为
数值陈述是有界的，只有有限多
的——精确的讲是 317,680,374 个
世界有非零概率。图 5 说明了依据
这个模型构建的特定世界的示例。

BLOG 语言 21 为开放宇宙概率
模型提供了精确的句法、语义和推
理能力，这些开放宇宙模型由依赖
陈述和数值陈述组成。BLOG 模型
可以任意复杂，但是它们继承了贝
叶斯网络的关键声明式属性：每个
结构良好的 BLOG 模型规定了一个
在可能世界上定义良好的概率分布。

为了让这一论断变得更为简
洁，人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这些世界
是什么以及模型如何为每个世界赋
上概率。这些定义（ Brian Milch

的博士论文进行了详细论述 20）首
先从每个世界包含的对象入手。在
类型一阶逻辑的标准语义中，对象
只是拥有类型的已编号标记。在
BLOG 中，每个对象还有一个源，
说明它的生成方式。（稍后，您就
能清楚为什么我们使用这种结构稍
微复杂的构件）。对于无源函数的
数值陈述——比如，方程（5）——
对象的源为空；例如，〈 区域 , , 2〉 
指由该陈述生成的第二个区域。对
于带源函数的数值陈述——比如，
方程（6）——每个对象均记录了
自己的源；例如，〈房屋 , 〈断层区域 , 
〈 区域 , , 2〉〉, 3〉 是第二个区域内的
第三栋房屋。

BLOG 模 型 的 数 值 变 量 说

明了由每个可能的源所生成的
每 种 类 型 的 对 象 有 多 少 个；
因 此，# 房 屋 〈 断 层 区 域 ,〈 区 域 , ,2〉〉 
(ω) = 4 指 在 世 界 ω 的 区 域 2 中 
有 4 栋房屋。基本变量确定了所有
对象元组的谓词和函数的值；因为
地震 〈区域 , ,2〉 (ω) = 真指在世界 ω 中，
区域 2 发生了地震。一个可能世界
由所有的数值变量和基本变量的值
所定义。世界可通过在拓扑序列中
进行采样来从模型中生成，见图 5
中的示例。

按这种方式构建的世界的概率
为所有抽样值的概率的乘积在这个
例子中为0.00003972063952。现在，
已经清楚为什么每个对象要包含它
的源了：该属性确保每个世界能通

图 4. 给定区域A 有两栋房屋，区域B 有三栋房屋时，该贝叶斯网络对应于方程（4），

AlarmA,1 AlarmA,2

AlarmB,1 AlarmB,2 AlarmB,3

EarthquakeABurglaryA,1 BurglaryA,2

EarthquakeBBurglaryB,1 BurglaryB,2 BurglaryB,3

图 5. 通过对盗窃 / 地震模型进行采样来构建一个可能世界。每一行说明了被采样的变量，其收到的
值以及以之前的赋值为条件时该值的概率。

Prob.ValueVariable
#Region
Earthquake〈Region, ,1〉 false 0.998
Earthquake〈Region, ,2〉 false 0.998
#House〈FaultRegion,〈Region, ,1〉〉
#House〈FaultRegion,〈Region, ,2〉〉

2 0.3333

1 0.2
1 0.2

Burglary〈House,〈FaultRegion,〈Region, ,1〉〉,1〉 false 0.997
Burglary〈House,〈FaultRegion,〈Region, ,2〉〉,1〉 true 0.003

图 3.用于构建图2中的贝叶斯网络的说明性伪码，它处理了R 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有H(r)栋房屋。

loop for r from 1 to R do
add node Earthquaker with no parents, prior 0.002
loop for h from 1 to H(r) do

add node Burglaryr,h with no parents, prior 0.003
add node Alarmr,h with parents Earthquaker, Burglary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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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概率。e 每一个模型包含一个类
型声明，谓词和函数的类型签名，
每种类型的一个或多个数值陈述以
及每个谓词和函数的一个依赖陈
述。（在本文的示例中，如果意义
清晰，则会省略声明和签名。）依
赖陈述使用了 if-then-else 的句法
来处理所谓的场景特定的依赖，据
此一个变量可能是或可能不是另一
个变量的父亲，具体取决于第三个
变量的值。

引 文 匹 配。CiteSeer 和
Google Scholar（ 谷 歌 学 术 搜
索） 等 系 统 从 原 始 的 ASCII 引
文字符串中抽取了类似数据库
的 表 示， 把 文 章 和 研 究 人 员 
按作者和引文链关联起来。这些字
符串没有包含对象标识符，且包含
了句法、拼写、标点和内容方面的
错误，这反过来造成了抽取出的数

e 就 Prolog 而言，可能有无限多的，规模无界
的代入元素集合；为此类回答设计探索性的界
面是一个有趣的 HCI（人机交互）挑战。

据库中的错误。例如，在 2002 年，
Cite Seer 报告说 Russell 和 Norvig
共写了 120 多本不同的书。

该领域的生成模型（图 6）把
底层的，未被观察到的世界与观
察到的字符串联系起来：有研究人
员，他们有姓名；研究人员写论文，
论文有标题；人们引用论文，按某
种语法把作者的名字和文章的标题
（含有错误）纳入了引用的文本。
给定引用的字符串作为证据，经过
无监督学习训练后，该模型的多作
者版本在四个标准的测试集上的错
误率较 CiteSeer 低两到三倍。25 在
这种垂直整合的模型中，推理过程
还展示了一种集体的，受知识驱动
的消歧：给定论文的引用越多，对
每个引用的解析就更准确，这是因
为解析结果必须与有关论文的事实
保持一致。

多目标跟踪。给定一个由一些
未知的，随时间变化的对象集合所
生成的未标记数据点集合，我们的
目标是探测和跟踪底层的对象。例
如，在雷达系统中，雷达天线的每
次旋转都会生成一个光点集合。新
的对象可能出现，已有的对象可能
消失，而且还会发生误报和探测故
障。标准模型（图 7）假设了一个
独立的，线性高斯动力学和度量。
已经证明，准确的推理是难于求解
的，但在实践中，MCMC 通常工
作良好。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场景
的细化（编队飞行，朝未知目的地
飞行的对象，对象起飞或降落）可
通过对模型进行少量改变来处理，
而不需要新的数学推导和复杂的编
程。

核条约监控。验证《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的遵守情况时，需要
找出地球上所有超过最低震级的地
震活动。联合国 CTBTO（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维护了一个名
为国际监控系统（IMS）的传感器
网络；它的自动化处理软件基于长
达 100 年的地震研究开发，其探测
失败率约为 30%。基于 OUPM 的
NET-VISA 系统 2 显著降低了探测
失败的数量。

NET-VISA 模型（图 8）直接
表达了相关的地球物理学 知识。

图 6. 用于引文信息抽取的 BLOG 模型为了简化起见，该模型假设每篇文章有一名作者，并省略了
语法和错误模型的细节。OM(a, b) 为以 10 为底的离散的对数正态分布，也就是说，该数量级为
10a±b。

type Researcher, Paper, Citation;
random String Name(Researcher);
random String Title(Paper);
random Paper PubCited(Citation);
random String Text(Citation);
random Boolean Prof(Researcher);
origin Researcher Author(Paper);
#Researcher  ∼  OM(3,1);
Name(r)  ∼  CensusDB_NamePrior();
Prof(r)  ∼  Boolean(0.2);
#Paper(Author=r)

if Prof(r) then  ∼  OM(1.5,0.5) else  ∼  OM(1,0.5);
Title(p)  ∼  CSPaperDB_TitlePrior();
CitedPaper(c)  ∼  UniformChoice(Paper p);
Text(c)  ∼  HMMGrammar(Name(Author(CitedPaper(c))),

Title(CitedPaper(c)));

图 7. 用于雷达跟踪多个目标的 BLOG 模型X(a, t) 为航空器 a 在时刻 t 时的状态，Z(b) 为光点 b 的
观测位置。

#Aircraft(EntryTime = t)  ∼  Poisson(λa);
Exits(a,t) if InFlight(a,t) then  ∼  Boolean(ae);
InFlight(a,t) =

(t == EntryTime(a)) | (InFlight(a,t-1) & !Exits(a,t-1));
X(a,t) if t = EntryTime(a) then  ∼  InitState()

else if InFlight(a,t) then  ∼  Normal( F*X(a,t-1),Σx);
#Blip(Source=a, Time=t)

if InFlight(a,t) then  ∼  Bernoulli(DetectionProb(X(a,t)));
#Blip(Time=t)  ∼  Poisson(λf);
Z(b) if Source(b)=null then  ∼  UniformInRegion(R);

else  ∼  Normal(H*X(Source(b),Time(b)),Σb);

过恰好一次抽样序列来构建。如果
情况并非如此，那么该世界的概率
将会是创造该世界的所有可能的抽
样序列的概率之和。

开放宇宙模型可能有无穷多的
随机变量，所以完整的理论涉及非
平凡的度量 - 理论考量。例如，数值
陈述 # 区域 ∼ Poisson（泊松）( m)
把概率 e−m mk/k! 赋给了每个非负整数
k。不仅如此，该语言支持递归和无
穷多的类型（整型、字符串型等）。
最后，良构性不允许循环依赖和无
限追溯的祖先链；一般来说，这些
条件是不可判定的，但是我们能轻
松地检查某些句法上的充分条件。

示例
BLOG 的标准“用例”有三个元素：
模型，证据（给定场景的已知事实）
和查询，它可能是任何表达式，可
能带有自由逻辑变量。答案为根据
模型的情况，在给定证据下，自由
变量的每个可能的代入集合的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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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描述了给定时间段内事件数量
的分布（大多数事件是自然发生
的）以及它们的时间、震级、深
度和位置的分布。自然事件的位
置按从历史数据训练得出的空间
先验（类似模型的其他部分）进
行分布；根据条约的规定，假定
人为事件均匀发生。在每一个站
点 s，事件 e 的每个震相 ( 震波类
型）p 产生 0 或 1 的探测值（高
于阈值的信号）；探测的概率取
决于事件的震级、深度及其据站
点的距离（根据具体站点的率参
数，有时候会出现“虚假警报”的 
探测值）。到达时间、幅度和探测
d 的其他属性的测量值取决于源事
件的属性及其据站点的距离。

一旦训练完成后，该模型会
持续运行。证据由从原始 IMS 波
形数据中抽取的探测（90% 的探
测为误报）组成；在给定数据时，
查询通常会询问最可能的事件历史
（或简报）。由于之前解释过的
原因，NET-VISA 使用了专用推理
算法。迄今为止，得到的结果振
奋人心：例如，在 2009 年，联合
国的 SEL3 自动简报漏掉了震级为
3-4 的 27,294 次事件中的 27.4%，
而 NET-VISA 只漏掉了 11.1%。不
仅如此，在与稠密区域网络的对
比中，我们发现，与联合国的专
家级地震分析师所编制的最终简报
相比，NET-VISA 发现的真实事件
要多 50%。NET-VISA 还倾向于把
更多的探测结果与给定事件关联起
来，从而得出更准确的位置估计（见
图 9）。CTBTO 已经发表声明，表
达了尽快部署 NET-VISA 的愿望。

对示例的评论虽然表面上有一
些差异，但是这三个例子在结构上
是相似的：都存在未知对象（论文、
航空器、地震），它们按某种物理
过程（引用，雷达探测，地震传播）
生成知觉对象。对于数据库去重和自
然语言理解等领域而言，相同的结果
和推理模式也成立。在某些情况下，
推断某个对象存在与否时需要把知
觉对象归并成组——这个过程与机
器学习中的聚类任务相似。在其他
情况下，某个对象可能不会生成任
何知觉对象，但仍能让人推断出它

的存在——例如，天王星的观察结
果导致人们发现了海王星时的情况。
在图 7 中，如果允许对象的轨迹是
非独立的，便可支持做出此类推理。

推理
根据方程（1），给定证据 e 时，
封闭查询语句 a 的概率 P(a|e) 与满
足 a 和 e 的所有世界的概率之和成
正比，其中每个世界的概率为模型
参数的乘积（如之前解释的那样）。

有很多算法可用于计算或逼近
贝叶斯网络的这种乘积之和。因此，
为了生成一个贝叶斯网络，通过使
用“所有可能”的基本项来实例化
逻辑变量，从而为一阶概率模型确

定基础（grounding），这样考虑
相当自然（如图４所示）；然后，
便可应用已有的推理算法。

因为这些基础网络的规模庞
大，确切的推理通常都不可行。近
似推理的最通用方法是马尔可夫链
蒙特卡罗（MCMC）方法。MCMC
方法在可能世界中执行了一次随机
游走（random walk)，它受到了被
访问的世界的相对概率的引导，并
累加了每个世界的查询结果。在选
择随机行走的临近结构时，MCMC
的各种算法存在不同，而且在提议
分布（从该分布中中采用下一状态）
中它们也存在不同；依据这些选择
之上的遍历条件，各样本将会收敛

图 8.NET-VISA 模型 .

#SeismicEvents  ∼  Poisson(T∗λe);
Natural(e)  ∼  Boolean(0.999);
Time(e)  ∼  UniformReal(0,T);
Magnitude(e)  ∼  Exponential(log(10));
Depth(e) if Natural(e) then  ∼  UniformReal(0,700) else = 0;
Location(e) if Natural(e) then  ∼  SpatialPrior()

else  ∼  UniformEarthDistribution();
#Detections(event=e, phase=p, station=s)

if IsDetected(e,p,s) then = 1 else = 0;
IsDetected(e,p,s)  ∼

Logistic(weights(s,p), Magnitude(e), Depth(e), Distance(e,s));
#Detections(site = s)  ∼  Poisson(T∗λf(s));
OnsetTime(d,s)

if (event(d) = null) then  ∼  UniformReal(0,T)
else = Time(event(d)) + Laplace(mt(s),st(s)) +

GeoTT(Distance(event(d),s),Depth(event(d)),phase(d));
Amplitude(d,s)

if (event(d) = null) then  ∼  NoiseAmplitudeDistribution(s)
else  ∼  AmplitudeModel(Magnitude(event(d)),

Distance(event(d),s),Depth(event(d)),phase(d));
... and similar clauses for azimuth, slowness, and phase type.

图 9. 对 2013 年 2 月 12 日朝鲜核试验的位置估计：联合国 CTBTO 最近事件简报（绿色三角）；
NET-VISA （蓝色方块）. 隧道入口（黑色的叉）距 NET-VISA 的估计值 0.75 km。轮廓线说明了
NET-VISA 的后验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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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应于完全世界的不相交集。部
分世界为相关变量的子集的最小自
持实例化（minimal self-support-
ing instantiation） f，也就是说，
证据和查询变量的祖先。例如，
当 t 的值大于最后观察时间（或查
询时间，以较大的为准）时，变量
X(a, t) 是不相关的，所以算法可以
只考虑无限序列的有限前缀（finite 
prefix）。不仅如此，通过计算
MCMC 在不同规模的部分世界之间
进行转换所需的组合比，该算法消
除了对象重新编号时的同构。22

用于一阶语言的 MCMC 算法
还受益于计算的局部性  27：临近
世界之间的概率比（probability 
ratio）取决于恒定规模的子图（这
些子图与值出现变化的变量相一
致）。不仅如此，在每个被访问的
世界中，逻辑查询还可被增量式的
求值（通常情况下每个世界所需的
时间恒定）而不需要从头开始重新
计算。19, 31

尽管有这些优化措施，BLOG
和其他一阶语言的通用推理仍然太
慢。大多数现实世界的应用要求使
用专用的提议分布来减少混合时
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从若
干途径进行了探索：

–  编译器技术可以生成特定于模
型、查询和 / 或证据的推理代
码。微软的 infer.net 使用了
此类方法来处理数百万的变

f 如果集合中每个变量的父亲也在该集合
内，则该变量集合的实例化是自持的（self- 
supporting ）。

量。使用 BLOG 的实验说明有
超过 100 倍的加速。18

–  专用概率硬件—比如模拟设备
的 GP5 芯片——进一步提供
了常数因子的加速。

–  专用采样程序  联合采样受严格
约束的变量组。由此类采样程
序组成的库可让大多数用户程
序实现高效求解。

–  静态分析能通过变换程序来提
高效率 5, 15 并能确定确切可解
的子模型。7

最后，快速进步的提升推理
（lifted inference）29 技术旨在在
推理层级（inferential level）上联
合概率和逻辑，它借用并泛化了源
于逻辑定理证明的理念。通过操纵
大规模对象集合上的符号分布，
Van den Broeck 综述了这类方法 32

可以避免设定基础并利用对称。

学习
生成式语言（如 BLOG 和 BUGS）
自然地就能支持贝叶斯参数学习，
不需要任何修改：参数被定义为带
先验的随机变量，而且在给定的证
据下，常规的推理能得出后验参数
分布。例如，在图 8 中，我们可
以为地震率参数 λe 添加先验 λe ∼ 
Gamma(3, 0.1)，而不必事先固定
它的值；当数据到达时，会继续学
习，甚至在无监督的情况（此时没
有提供任何实际真实的事件）下也
是这样。例如，通过选择最大后验
值，我们能得到带固定参数值的“经
训练的模型”。采用这种方式后，
只要几行建模代码，人们就能实现
很多标准的机器学习方法。通过说
明某些参数是可学习的，可以把最
大似然参数估计添加进去，同时抛
弃它们的先验，并把最大化的步骤
插在 MCMC 的推理步骤之间，以
获得随机的在线 EM 算法。

结构学习—生成新的依赖和新
的谓词和函数——更难。研究人员可
以应用在适宜程度和模型的复杂性
之间做出权衡这一标准理念。而且，
某些源于归纳式逻辑编程领域的模
型搜索方法也可以被推广到概率的
情况中。但是，迄今为止，尚不知
道如何让这些方法在计算上可行。

到限制中的真后验上。MCMC 可以
轻易地按网络规模伸缩，但是它的
混合时间（mixing time）  （各样
本反映真后验之前所需的时间）对
条件分布的量化结构相当敏感；实
际上，难约束可能会阻止收敛。

BUGS10 和 MLNs30 把 MCMC
应用到预先构建的基础网络上，它
要求对可能世界的规模设定一个边
界，并为它们强加了一个命题的“位
向量（bit-vector）”表示。另一种
替代方法是直接在一阶可能世界的
空间上应用 MCMC26, 31; 这提供了
更大的自由来使用稀疏图，甚至是
关系型数据库 19 表示每个世界。不
仅如此，在这种场景下，很容易就
能看出，MCMC 的步骤不仅能够改
变关系和函数，还会添加或减少对
象并改变常数符号的解释；因此，
MCMC 可以在图 1a 所示的开放宇
宙世界中移动。

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典型的
BLOG 模型拥有无穷多的可能世界，
其中每一个世界的规模也可能是无
限的。以图 7 中的多目标跟踪模型
为例：函数 X(a, t) 指航空器 a 在时
刻 t 时的状态，它对应于无限序列
的变量（这些变量用于表示在每一
步中出现的无界数量的航空器）。
尽管如此，在通常的遍历条件下，
对于任何结构良好的 BLOG 模型，
BLOG 的 MCMC 推理算法均收敛
到了正确的答案上。20

通过不对完全说明的可能世界
采样，而对部分世界进行采样，该
算法实现了这一点，其中的部分世

图 10. 表达方程（4）-（6）中盗窃 / 地震模型的 CHURCH 程序

(define num-regions (mem (lambda () (uniform 1 3))))
(define-record-type region (fields index))
(define regions (map (lambda (i) (make-region i))

(iota(num-regions)))
(define num-houses (mem (lambda (r)(uniform 0 4))))
(define-record-type house (fields fault-region index))
(define houses (map (lambda (r)

(map (lambda (i) (make-house r i))
(iota (num-houses r)))) regions)))

(define earthquake (mem (lambda (r) (flip 0.002))))
(define burglary (mem (lambda (h) (flip 0.003))))
(define alarm (mem (lambda (h)
(if (burglary h)

(if (earthquake (house-fault-region h))
(flip 0.9) (flip 0.8))

(if (earthquake (house-fault-region h))
(flip 0.4) (fli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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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和程序
在定义具有表达力的概率模型时，
概率编程语言（PPL）17 代表了一
种独特但又紧密关联的方法。基本
的理念是，对于用普通编程语言编
写的随机算法，人们可以不把它看
成是需被执行的程序，而看成是一
个概率模型：在给定输入情况下程
序的可能执行轨迹的分布。通过固
定轨迹的任何一个方面，证据得到
了肯定，而查询则是轨迹上的任何
谓词。例如，人们可以编写一个掷
三个六面骰子的简单 Java 程序；把
和固定为 13；而且询问第二个骰子
为偶数的概率。答案是完整轨迹上
的各概率之和；某个轨迹的概率为
在该轨迹中做出的各种随机选择的
概率的乘积。

第一个重要的 PPL 是 Pfeffer
的 IBAL28，它是一个配有高效推理
引擎的函数式语言。Church,11 是
一种基于 Scheme 构建的 PPL，作
为一种为复杂的学习形式建模的方
式，它得到了认知科学社区的关
注；在可计算性理论 1 和编程语言
研究方面，它也引起了一些有趣的
关联。图 10 说明了 Church 中的
盗窃 / 地震示例；请注意，PPL 代
码明确地构建了可能世界的数据
结构。Church 中的推理使用了
MCMC，其中每一个步骤均重新对
生成当前轨迹所使用的随机原语之
一进行了抽样。

随机程序的执行轨迹可能在它
们所生成的新对象方面有所不同；
因此，PPL 有点开放宇宙的味道。
人们可以把 BLOG 看成是声明式的
关系型 PPL，但是这存在重要的语
义差异：在 BLOG 中，在任何给定
的可能世界里，每个基本项均有单
值；因此，按照定义，如 f (1) = f (1)
的表达式为真。另一方面，在PPL中，
如果 f 是一个随机函数，则 f (1) = 
f (1) 可能为假，因为每个 f (1) 的实
例对应于一片独特的执行轨迹。通
过记忆每一个随机函数（通过图 10
中的 mem），可以恢复标准语义。

前景
在统一逻辑和概率的过程中，这些
是早期的成果。在为范围广阔的应

用开发模型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
将揭示新的建模特性，并导致新的
编程结构。当然，推理和学习仍是
主要的瓶颈。

从历史上来说，AI 饱受隔绝和
碎片化的困扰。直到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之前，它仍然与众多领域（如
统计学和运筹学）保持隔绝，而它
的子领域——特别是视觉和机器人
学——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主
要的原因是数学上的不相容性：对
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统计学家而
言，虽然他通晓线性回归和混合高
斯模型，但他能给 AI 的研究人员
提供什么东西来帮助他们搭建去杂
货店购物的机器人呢？贝叶斯网络
已经开始重新把 AI 与统计学、视
觉和语言研究联系起来；一阶概率
语言（贝叶斯网络和一阶逻辑均是
其中的特殊情况）将扩展和拓宽这
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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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此类证明都处理了数组上的
命令式算法。为了把这一技术扩展
到函数式算法上，我们需要就对象
分配和垃圾回收的局部性做出假设。

Blelloch 和 Harper 提出，我们
可以通过假定在高速缓存中顺序分
配对象的存储空间（其中每个新的
对象均与之前分配的对象相邻，且
垃圾回收保持了这种分配顺序与存
储顺序之间的对应关系）来分析函
数式算法的开销。他们的这一关键
抽象定义了一个紧凑的数据结构，
对于该结构，存在一个独立于该结
构大小的固定常量 k，在遍历该数
据结构时，每个对象最多会出现 k
次高速缓存未命中。使用这一抽象
和两个假设后，文章的作者展示了，
如何使表达和分析高效的高速缓存
无关函数式算法可以像表达和分析
操作数组的命令式算法一样容易。 

虽然不是所有的存储分配器和
垃圾回收机制都能满足该文列出的
关键假设，但是有些确实能够满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速缓存无关函
数式算法会更为普遍，我们甚至能
期望有更多的实现能满足这些假设
（或者足够接近这些假设）。

毕竟，与物理学家相比，我们
这些计算机科学家拥有很大的优
势：通过改进我们建模所基于的现
实，我们可以同时改进模型的简单
程度和准确度。 

William D. Clinger （will@ccs.neu.edu）是马萨诸塞州波
士顿市美国东北大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学院的副教授。

译文责任编辑：陈海波

版权归属于作者。

科学模型是对杂乱无章的现实的
简化描述。

用于不同的目的时，某些模型
可能优于其它模型。好的模型的抽
象程度恰好，易于驾驭，同时精确
程度足够，能让我们得出与期望了
解的现实的各方面相匹配的结论。

但是即使好的模型也有局限
性，所以使用它们时我们必须小心
谨慎，只在它们的适用领域内使用。
计算速度相加时，伽利略定律相当
简单，在大多数场合下也足够精确，
但是，计算相对论性速度相加时，
则需要更复杂的定律。爱因斯坦的
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如何在没有加
速度和重力的情况下推导空间和时
间，但是，当引力效应相当明显时，
我们必须求助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论。迄今为止，广义相对论已经
通过了所有实验的检验，但我们知
道，它的方程在黑洞和其他奇点时
不成立。

总体来说，科学模型会在易驾
驭性和准确度之间寻求一种妥协。
在我们用于算法分析的开销模型
（cost model）中，这种妥协相当
明显。在后面的论文中，Blelloch 
和 Harper 提出并论证了一种用于
分析和描述函数式算法效率的更有
效的模型。

五十年前，把计算机系统的主
存建模成随机存取存储（RAM）简
单又准确。现在，该 RAM 成本模
型仍然简单易懂，但却不再准确。

对现实世界的性能的缓存感知
估算可能更精确，但也更复杂。即
使是理想的高速缓存模型（假设使
用了无法达到的完美替换策略）也

必须同时考虑空间局部性和时间局
部性。

不过，有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改
进易驾驭性和准确度，比如当我们
使用渐近记号来描述开销时。与统
计某次计算中执行步骤的准确数量
相比，得出执行步骤的渐近估计数
量更为容易。统计确切的步骤数更
为精确，但确切的总数却可能是反
映现实世界的不准确模型，因为编
译器优化和硬件的特性会与估计值
相违背。渐近估计的准确性则更鲁
棒，因为它们的精确度稍低：它们
用更高级别（以及更有用）的抽象
来表示开销。

高速缓存无关算法提供了另一
个例子，它利用抽象使准确的开销
估算与可驾驭性相结合。高速缓存
的大小 M 以及高速缓存线（块）
的大小 B 是抽象出来的参数，它们
可能会出现在高速缓存无关算法的
渐近复杂度里面，但不会出现在算
法本身里。

为了证明某个算法是与高速缓
存无关的，我们必须考虑它的空间
局部性和时间局部性。迄今为止，

技术视角 
试论高效利用缓存 
的函数式算法的简单性 
William D. Clinger

附带的论文 

请访问 doi.acm.org/10.1145/ 2776825。
rh

研究亮点 
DOI:10.1145/2776827

在 后 面 的 论 文 中，
Blelloch 和 Harper 提
出并论证了一种用于分
析和描述函数式算法效
率的更有效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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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利用高速缓存的函数式算法
Guy E. Blelloch 和 Robert Harper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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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展了已得到广泛研究的 I/O 和理想高速缓
存模型，用于解释在存储层次的不同级别中访存开销
所出现的巨大差异。上述两种模型均基于两级存储层
次，一级是大小固定为 M 的快速存储（高速缓存），
另一级是由大小为 B 的各块组成的，无容量限制的慢
速存储。开销的度量完全基于一级储存和次级存储之
间传输的块的数量。所有其他的操作都是无开销的。
研究人员用这些模型分析了很多算法。与标准的随机
存取机（RAM）模型相比，这些模型所预测的算法的
相对性能要准确得多。然而，这些模型要求使用者在
非常低的级别上详细描述算法，要求他们小心地把他
们的数据放在存储中的数组里，然后管理他们自己的
存储分配。

我们在文中提出了一个用于分析算法的内存效率
的开销模型，该模型以简单的函数式语言描述。我们
说明了，为什么以标准形式书写的某些算法【仅使用
列表和树（无数组）且不要需要明确进行存储配置或
存储管理】能在模型中达到高效。然后，我们描述了
该语言的一种实现方式，并说明了，在把我们的模型
中的开销映射到理想高速缓存模型时，存在可证明的
边界。这些边界意味着，对于基于列表和树的纯函数
式程序，即使不特别关注详细的存储配置，它们也能
与精心设计的命令式 I/O 高效算法的效率渐近相同。
例如，我们描述了一个  开销的排序算法，这
个算法在理想的高速缓存和 I/O 模型中最优。

1. 引言
在访问存储层次的不同层级（不管它是寄存器、多级
高速缓存中某一级、主存或磁盘）时，当今的计算机
展现了巨大的差异。例如，在当今的处理器中，访问
寄存器的时间和访问主存的时间相差一百倍，而访问
主存的时间与访问磁盘【即使是固态硬盘（SSD）】
的时间也相差约一百倍。开销之间的这种差异与标准
的随机存取机（RAM）模型存在矛盾，因为该模型假
定访问存储的开销是一致的。为了解释这种不一致性，
研究人员开发了若干开销模型，为存储层次的不同层
级设置不同的开销。

图 1 描述了广泛使用的，设计用于上述目的的 I/
O2 和理想高速缓存 11 机模型。这些模型基于两个参数，
内存大小 M 和块大小 B，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它们
当做变量，因此它们会出现在渐近界中。为了针对这
些模型设计出高效的算法，需要同时考虑时间局部性

（以利用有限大小的慢速存储）和空间局部性（因为
存储以连续的区块传输），这点相当重要。在本文中，
我们将使用源于理想高速缓存机模型（ICMM）的术语，
其中把快速存储称为高速缓存（cache），把慢速存储
称为主存（main memory），把块传输称为高速缓存
未命中（cache misses），把开销称为高速缓存开销
（cache cost）。

在这些模型中运行良好的算法通常被称为高效利
用高速缓存或 I/O。现在，高效利用高速缓存的算法
理论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参见相关调查 3, 6, 

12, 17, 19, 23）。与标准的 RAM 模型相比，这些模型描述
的真实机器上的算法开销确实更为准确。例如，这些
模型正确地指出，分块或分层的矩阵 - 矩阵乘法的开
销为

  (1)

这比简单的三重嵌套循环的效率要高得多，三重嵌套
循环的开销为 Q(n3/B)。不仅如此，虽然这些模型只考
虑了存储层次中的两级，但在 ICMM 中，但是对于在
代码中不使用参数 B 或 M 且高效利用高速缓存的算
法，它们在存储层次的所有层级均可同时达到高效。
按这种方式设计的算法被称为高速缓存无关算法。11

接下来我们看下利用这些模型分析一个算法的示
例，让我们考虑下递归的归并排序（mergeSort ）（见
图 2）。如果 n 个输入和输出均存放在数组中，那么
归并（merge）可以利用空间局部性，它的高速缓存
开销为 O(n/B)（见图 3）。拆分（split）可以在相
同或更好的边界内实现。对于递归的归并排序，一旦
递归达到了计算结果与缓存大小相符的这一阶段后，
所有子调用（subcall）均无开销，因为可以利用时间
局部性。图 4 说明了归并排序的递归树，并分析了总
开销，对于 n 个输入，总开销为：

  (2)

本文的最初版本题为“《高效利用高速缓存和 I/
O 的函数式算法》”，刊登在《第 40 届 ACM 
SIGACT-SIGPLAN 程序语言原理年会论文集》 
（POPL '13）39–5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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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开销较合理，比假定每次存储访问均有一次高速
缓存未命中要好得多。然而，这并不是该模型的最优。
稍后，我们会概述一个多路归并，它是最优的。它的
开销为

  (3)

该最优开销可能会比归并排序的开销低很多。例如，
如果 n £ Mk 且 M ³ B2（对于大多数情况而言，这些假
设较为合理）， 那么开销可以降至O(nk/B)。实际上，
所有最快的磁盘排序均使用了多路归并排序的某个变
体或者另一种基于样本排序的，高效利用高速缓存的
最优算法。21

1.1. 精心配置和精心分配
上述对归并排序的分析相对简单直接，但是我们只是
挑选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并略去了若干重要的细节。
在存储布局方面，对于一个有序序列，在存储中连续
地确定它的顺序相当简单，但对于很多其他的数据结
构而言，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一个矩阵是应该按
行优先次序、列优先次序还是某种层次顺序（比如 z-
顺序）储存呢 ？这些不同的顺序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
差异。对于基于指针的数据结构（如链表或树），又
该如何处理呢？如图 5 所示，遍历链表的开销将依赖
于链表在存储中的储存方式。

比存储布局更为微妙的是存储分配。在分配之后，
访问从未用过的存储会导致高速缓存未命中。因此，
妥善管理空闲存储的存储池相当重要。接下来，让我
们再次考虑下归并排序的例子。在我们的讨论中，我
们假设，一旦达到 2ni £ M 后，问题可以纳入快速存储，
因此无开销。然而，如果我们使用存储分配器来分配

CPU

Block

Fast memory

Slow memory

B

M/B

B
Cost = 1Cost = 0

图 1.I/O 模型 2 假定了一个由大小为M 的快速存储和无限大小的慢速存储组
成的存储层次。两类存储的内部均被划分为存储位置连续的，大小固定为B 
的多个块，CPU 和快速存储被当做标准的随机存取机（RAM）——CPU 访
问单独的字，而不是块。额外的指令允许人们在快速和慢速存储之间移动任
何一块。算法的开销依据块传输的数量进行分析——不考虑主存内部操作的
开销。除了程序只处理慢速存储以及“理想的”高速缓存使用最优替换策略
来决定在快速存储中缓存的块这两点不同，理想高速缓存机模型 （ICMM）
11 与此相似。访问快速存储（高速缓存）在此被看成无开销的，且慢速存储
和快速存储之间的传输拥有单位开销。在常数因子范围内，两个模型的开销
相等。在两个模型中，存储的两个层级或是代表主存和磁盘，或是代表高速
缓存和主存。

图 2. 递归的归并排序。如果输入序列为空或为单元素，那么算法返回相同
的值。其他情况下，算法会把输入拆分成大小大致相同的两个序列 L 和 H，
然后递归地为每个序列排序，并归并结果。

1 fun mergeSort([]) =[]
2 |  mergeSort([a])=[a]
3 | mergeSort(A) =
4 let
5 val (L, H) = split(A)
6 in
7 merge(mergeSort(L),mergeSort(H))
8 end

3 8 11 14

7 9 12 19

8

1 15 18 25 27 32 35 40X

6 20 21 26 28 2952Y

2 3 5 6 71Out

Blocks (B = 4)

图 3. 归并两个已排序的数组箭头沿两个输入和一个输出从左向右移动。在
每个点处，输入箭头中较小的值被复制到输出中，而那个箭头以及输出的箭
头会向右移动。在归并阶段，输入中的每个块只会被载入快速存储一次，而
且输出中的每个块只需要被写入慢速存储一次。因此，对于大小为 n 的两
个数组，归并的总高速缓存开销为O(n/B)。

mergeSort

mergeSort mergeSort

kn/B

Free

log2 (2n/M)

Total  = (kn/B) log2 (2n/M)

         = O(n/B log2 (n/M))

Cache cost

MS

kn/B

kn/BMS

size = M, just fits in cache

图 4. I/O 或理想高速缓存模型中归并排序的开销在从顶端开始的第 i 层中，
有 2i 次对归并排序的调用，每次调用的大小为 ni = n/2i。每次调用有开销
kni /B，其中 k 为常数。因此，每个层级的总开销约为 2ik B = kn/B。
如果某次调用可以被载入快速存储，那么排序的其他操作无开销。因为一次
归并需要约 2n 空间（用于输入和输出），所以当 M ª 2 时，会出现上
述场景。因此，有 log2(2n/M) 个层级的开销不为零，其中每个层级的开销
为 k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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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并所需的临时数组，那么这些位置可能是新的，访
问它们可能会引起高速缓存未命中。因为，可能不会
是无开销。事实上，因为接近递归树叶子的层级涉及
了很多小的分配，所以靠近叶子时开销可能明显变大。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程序员需要管理自己的存储。例如，
他们可以预先分配临时数组，然后把它作为一个额外
的参数传给递归调用，这样可确保所有的临时空间会
一直被再次使用。对于更为复杂的算法，分配可能也
会变得复杂得多。

总之，为这些模型设计高效利用高速缓存的算法
及编写代码时，需要精心安排数据在扁平存储中的位
置，并精心管理该存储空间。

1.2. 我们的目标
我们研究的目标是让研究人员能够利用理想高速缓存
模型。这样一来，符合该模型的机器便不需要人们精
心安排数据在存储中的储存位置，也不需要人工管理
存储分配。具体来说，我们希望利用递归的数据结构（指
针结构），如列表或树。不仅如此，我们希望利用带
垃圾回收的全自动存储管理程序，不需要（明确地）
说明数据在存储中的储存位置。这些目标看起来无法
实现，但是我们证明了它们是可以实现的，至少在某
些场合下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在纯函数式语言的背景
下证明了这点。与相关的会议论文 5 相比，为了简洁
和清晰起见，此处给出的公式稍微做了简化；我们建
议读者阅读该会议论文，获取更详细的解释。

现在我们考虑下图 6 所示的归并算法，以此为例
说明我们设法达到的目的。这个算法有些值得注意的
性质，首先它基于链表，而不是数组。不仅如此，因
为我们在函数的场景下工作，每个链表元素都是新创
建的（第 10 和 11 行中的 Cons 操作）。最后，算法
没有明确说明为元素分配的储存位置，也没有明确的
存储管理。给定这些性质后，看起来这段代码的高速
缓存效率可能极为糟糕，因为访问各元素的开销可能
很高，如图 5 所示。不仅如此，每次新的分配都可能
导致一次高速缓存未命中。而且，递归中还暗含了一
个堆栈，它对开销的影响有多大还不清楚。

不过，我们证明，使用合适的实现后，该代码的
高速缓存效率确实相当高，在归并排序中使用该代码
时，它的边界与方程（2）的边界相同。我们还描述了
与方程（3）中给出的最优排序边界相媲美的算法。该
方法并不限于列表，它还可用于树。例如，图 11 定义
了一种多个矩阵的表示法（它们被递归地划分成一颗
树）以及基于该树的矩阵乘法。该乘法的开销边界与
使用数组并精心确定程序存储配置的理想高速缓存模
型的矩阵乘法边界（方程 1）一样。

1.3. 开销模型和可证明的实现边界
实现我们目标的方式之一是参照特定的编译策略和特
定的运行时存储分配机制，对用高级代码编写的每个
算法进行分析。这项工作将极其繁琐，耗时，无法移
植并容易犯错误。它也不会引出切实可行的算法分析
方法。

与之相反，我们使用了直接定义编程语言开销的
开销语义学。这样一来，分析算法时可不考虑实现细
节（比如，垃圾回收机制的工作方式）。我们把使用
了我们的开销语义学的语言称为 ICFP，即理想 - 高速
缓存函数式编程语言。我们的目标则变成了把 ICFP
中的开销与 ICMM 中的开销关联起来。通过描述在
ICMM 之上实现的 ICFP 的仿真，并根据这一仿真证
明相对开销的边界值，我们做到了这点。具体来说，
我们说明，对于 ICFP 中参数为 M 和 B 且运行开销为
Q 的计算，它可以用快速存储的 M¢ = O(M) 个位置、
块大小B 和开销O(Q) 作为参数在 ICMM 上进行仿真。
图 7 说明了该框架。

1.4. 分配顺序和空间局部性
因为函数式语言对数据布局的决策进行了抽象，我们
把时间局部性（分配时间的临近度）作为空间局部性
（存储中分配位置的临近度）的代理。为此，ICFP 的
内存模型会由两部分快速存储组成：年轻代（nursery）

图 5. 内存中的两个列表遍历列表的开销由列表在存储中的储存方式决定，
差异巨大。在图中，顶部的列表随机存储，遍历时需要O(n) 步，而底部的
列表只需要O(n/B) 步。

327 15 25 33 14 18 335 11 32

Head of list

33 11 14 315 18 25 327 32 35

Head of list

1 datatype List = Cons of  (int * List)
2 |Nil
3
4 fun merge(A, B) =
5 case (A, B) of
6 (Nil, B) ⇒  B
7 | (A, Nil) ⇒  A
8 | (Cons(a, At), Cons(b, Bt)) ⇒
9 if (a < b)

10 then Cons(!a, merge(At, B))
11 else Cons(!b, merge(A, Bt))

图 6. 归并 两个列表所使用的代码如果列表为空，则代码会比较列表的两个
头，然后反复把较小的元素放到列表的表尾，再反复处理拥有较大元素的整
个列表。当递归调用结束时，会创建一个新的列表元素，其中较小的元素为
头，递归调用的结果为尾。第 3 节讨论了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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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新分配的数据）和读操作的高速缓存。年轻代
按时间排序，确保项目写入主（慢）存时是连续排列的。
例如，在归并时，输出的列表元素将依次存储在主存中。
为了形式化这一理念，我们引入了紧凑的数据结构这
一概念。粗略而言，如果在模型中能用 O(n/B) 的高速
缓存开销遍历大小为 n 的数据结构，则称该数据结构
是紧凑的。归并的输出在结构上是紧凑的。进一步地，
如果拟归并的两个输入列表均是紧凑的，那么我们可
以证明归并的高速缓存开销为 O(n/B)。紧凑的概念可
以推广到其他的数据结构，如树。

ICFP 的分配用高速缓存的另一特性是它只包含活
数据（live data）。这点相当重要，因为在某些算法（比
如矩阵乘法）中，生成临时存储的速度比生出输出数
据的速度渐近更大。因此，如果把所有的因素统计在内，
则会填满整个高速缓存，但是我们希望确保临时数据
所在的位置会被重复使用。而且，我们还希望确保临
时存储中的数据不会被转移到慢速存储中，因为这种
转移会导致额外的流量。不仅如此，临时数据最终可
能会分布在输出的数据元素之间，导致它们被分割在
各块中。在我们可证明的实现中，我们不要求精确地
跟踪活数据。与此相反，我们使用了年轻代（nursery）
大小为 2M 的分代收集器。此外，该仿真保留了快速
存储中的所有 2M 的位置，使得（新一代的内部）所
有的分配和收集均快速实现。

1.5. 相关研究
对于结合可证明的高效实现来使用基于开销语义学的
高级开销模型这一总体理念，它曾被用于并行成本模
型的场景中。4, 13, 15, 22。虽然已有大量的实验研究来说
明良好的垃圾回收如何促使高效利用高速缓存和磁盘
（Chilimbi 和 Larus7， Courts10，Grunwald 等人 14，
Wilson 等人 24 以及 Jones 和 Lins16 中的很多引用），
但是据我们所知，尚无人尝试过证明在操作递归的数

据类型（如列表或树）时函数式程序的算法边界。
Abello 等人 1 说明了如何使用函数式方式来设计高效
利用高速缓存的图算法。然而，他们假定数据结构为
数组（称为列表），并且假定人们已经提供和实现了
拥有最优渐近开销（大概是在较低的层级使用命令式
代码）的操作原语（如排序、映射、过滤和归约）。
因此，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在集合上编写这些高级操作
来设计图算法。他们没有解释如何处理垃圾回收或内
存管理。

2. 开销语义学
总体来说，一种语言的开销语义学定义了如何执行一
个程序以及该执行的开销。在函数式语言中，执行由
确定性策略组成，通过化简过程或者归约（reduction）
来计算表达式的值，这与我们在初等代数中学到的知
识类似。但与利用实数的情况不同，函数式语言中的
程序利用整数进行计算，采用了归纳型的数据结构（如
列表和树），其中的函数处理该类型的值，包括其他
函数。函数式语言的理论基础源于 Church 的 l- 微积
分。8, 9

在函数式语言中，计算的开销可以多种方式定义，
其中包括熟悉的度量，比如时间复杂度（定义为求某
个表达式所需的原子归约步骤数）和空间复杂度（定
义为求值时分配的基本数据对象的数量）。这些度量
的定义依照了语言本身的构件，而不是机器模型（比
如 RAM 或图灵机）上的实现。算法分析完全在语言
的层级上进行。实现的作用是确保抽象的开销能按所
述的边界在具体的机器上切实可行。

2.1. 高速缓存开销
本文关注的开销度量是高速缓存开销，它源于对程序
的时空行为的综合考虑。高速缓存开销可通过规定何
时分配和存取数据对象推断得出，就 ICMM 而言，
该开销拥有两个常量参数 B 和 M，它们控制了高速
缓存的行为。更具体一点来说，对表达式的求值会相
对于一个抽象存储（store）（s），它由主存（main 
memory）（ m）， 读操作的高速缓存（read cache）
（r）和年轻代（nursery）【即 分配区域（allocation 
area）】（ u）组成。该存储的结构如图 8 所示。主
存把抽象的位置映射到原子数据对象上，它的容量没
有限制。我们认为原子数据对象占据了一个存储单元。
主存中的对象会以稍后描述的方式聚集成大小为 B 的
块。在执行中，数据对象的块不会发生变化；一旦给
某个对象分配一个块后，在计算的后续步骤中它一直
是该块的一部分。

读操作的高速缓存（read cache）是多个位置到
多个数据对象的固定大小的映射，它最多包含 M 个对
象。像通常一样，读操作的高速缓存代表了主存的部
分视图。对象以大小为 B 的块的形式载入读操作的高
速缓存，具体由主存中对象的聚合决定。通过简单的
覆盖对象，可把对象从读操作的高速缓存驱逐出去；

ICFP
(B,M)

Cost Q
in

ICFP

Cost Q’
in

ICM

Implementation

Cost
analysis

Cost
analysis

Cost
translation

M’ = 4M + kB
Q’ = k’Q

ICM
(B,M’)

图 7.ICFP 的开销语义学及其向理想高速缓存模型的映射（ICMM）。值 k 
和 k¢ 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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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数的高阶计算。【对 ICFP 进行扩展以解释更
多类型的数据结构（如列表和树）以及解释面向硬件
的概念（如字和浮点数，我们在示例中假定了这一点）
相当容易。】

2.2. 开销语义学
ICFP 的抽象句法定义如下 :

此处 x 代表变量，它一直都代表被储存在存储中的一
个数据对象。表达式 z和 s( ) 分别代表 0 及其后继者。
条件检验 e 是否为 z，如果是，则转向 e0 分支，否则
转向 e1 分支，同时在该过程中用前驱（的位置）替代
x。写成 fun(x, y.e) 的函数绑定了一个代表函数本身的
变量 x 以及代表该函数参数的变量 y。（变量 x 用于实
现递归调用。）函数应用被写成 app(e1; e2)，它把表
达式 e1 给出的函数应用到表达式 e2 给出的参数值上。
ICFP 使用了标准的类型规则（见 Harper15 著作的第
10 章），为简洁起见，本处予以省略。

如果 ICFP 中某计算的开销只是时间复杂度，则
该语义可通过求值关系 e ßn v 进行定义。该关系说明，
按照具体的最外层策略，使用 n 个归约步骤对表达式
e 的求值得到 v。解释某个计算的高速缓存开销要略微
复杂一些，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执行所引起的访存流量。
为了做到这点，我们考虑了用下列形式表示的求值关
系：

s @ e ßn s¢ @ l

其中，表达式 e 的求值相对于存储 s 执行，它返回一
个由修改后的存储 s¢ 中的某个位置所代表的值。对存
储的修改反映了新对象的分配，它们向主存的转移以
及它们被载入读操作的高速缓存的情况。该求值关系
还规定了高速缓存开销 n，它完全由各块向主存的移
入和移出操作决定。所有其他的操作都被指定为零开
销。

ICFP 的求值关系通过规定其上闭包条件的衍生规
则定义。求值被定义为满足这些条件的最强关系。为
了一窥如何实现这一原理，我们在图 9 中提供了该规
则的简化形式，它被用于求函数应用 app(e1; e2)。该
规则有四个前提和一个结论，彼此之间通过水平线分
隔，它可被读成一个推论，其中说明如果所有前提是
可衍生的，则结果也是衍生的。

ICFP 的其他构件也通过类似规则加以定义，它们
合起来确定了求任何 ICFP 程序时的行为和开销。第 1
节和第 3 节给出了支撑这些分析的抽象开销语义学。
通过给出能在具体机器上实现这些开销的可证明实现
4, 13，该语义学给出的抽象开销得到了验证。在我们的

在函数式语言中，数据对象是不可变的，因此永远都
不需要写回主存。块则会根据（无法计算的）理想高
速缓存模型（ICMM）的规定被驱逐出去。

分 配 区 域（allocation area） 或 称 为 年 轻 代
（nursery）是多个位置到多个数据对象的固定大小的
映射，它也最多包含 M 个对象。年轻代中的位置并未
聚集成块，但它们会按自身的分配时间线性有序排序。
如果某个数据对象在序列中的位置比另一个数据靠前，
我们会说该数据对象比另一个更老。如果年轻代的某
个位置处于被求值的程序的内部，那么我们说该位置
是活的。18 所有的数据对象都被分配在年轻代内。超
出 M 个对象的容量后，最老的 B 个对象会形成一个被
移入主存的块，这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这些对象所属
的块。这一策略确保时间局部性隐含了空间局部性，
这意味着分配时间相近的对象将会在处于空间中临近
的位置中（即，占据相同的块）。具体来说，当对象
被载入读操作的高速缓存时，它所在的块中的邻居也
会与它一同载入。这些对象的存储位置都是在接近同
一时刻时分配的。

开销语义学的作用是让人们在不深入到实现层级
的情况下推断算法的高速缓存开销。为了支持证明，
该语义学必须以严格的数学方式进行表述，现在我们
会针对 ICFP 进行说明。ICFP 是 Plotkin 的语言 PCF
的一个简单的贪婪变体（simple eager variant）20，用

FP

Block

Nursery (n)
(size = M, not organized in blocks)

Main memory (m)

Cost = 1

Allocations
(writes)

M/B

B

Read cache (r)

Sorted by time
(live data only)

Cost = 0

Reads

Oldest

B

Toss

图 8.ICFP 开销语义学的内存模型它与理想的高速缓存模型相似，但拥有大
小为M 的两块高速存储：一块是用于新分配数据的年轻代，另一块是用于
已经转移至主存，并会再次被程序读取的数据的读操作的高速缓存，如理想
高速缓存模型那样，主存和读操作的高速缓存被组织成块，但是年轻代不是
按块分配的。与此相反，它由（活）数据对象组成，按它们被分配的时间线
性排序。语义学定义了哪些数据是活的（live），但是从概念上来说，它只
是说执行程序时可以获得该数据。如果某个分配导致年轻代溢出，则最老的
B 个实时对象会被当成一个块从高速缓存刷到主存中，以便为新的对象让出
空间。如果稍后要读这些字中的某一个，则整个块会被移入读操作的高速缓
存，在该过程中可能会置换另一个块。被置换出的块可以被抛弃，因为函数
式语言中唯一的写操作发生在分配存储时，在后续的执行中不会再进行任何
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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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低层级上。我们还可以从分配数据的特定代码方
面对其进行定义。这同样难于处理。与此相反，我们
从遍历该结构的高速缓存开销方面直接对它进行定义。
对于遍历，我们是指按特定顺序通过该结构，并接触（读
取）该结构中的所有数据。因为像树这样的类型可能
有多种遍历方式，所以我们会按一个特定的遍历顺序
进行定义。为此，我们定义了“紧凑”的概念。
定义 3.1. 在我们的开销语义学（对于某个常量 k，有 
M ³ kB）中，如果按给定遍历顺序遍历大小为 n 的数
据结构的高速缓存开销为 O(n/B) ，则称该数据结构对
于该给定的遍历顺序是 紧凑的。
我们现在可以证明，某一代码会生成相对特定顺序而
言紧凑的数据结构。我们注意到，如果列表相对某个
方向的遍历而言是紧凑的，那么相对于相反的方向而
言它也是紧凑的。

为了保持数据结构的紧凑性，不仅需要按与顶层
列表的分配顺序大致一致的方式访问该列表，而且在
遍历时算法接触的任何东西也需要按类似的顺序访问。
例如，如果我们对列表排序，那么除了“地址对（cons 
cells）”之外，键值也必须按列表的顺序进行分配（或
者，正如我们稍后证明的那样，逆序也可以）。为了
确保键值按正确的顺序分配，当把它们放入新列表时，
需要对它们进行复制。这种复制属于需要复制所有组
成元素的深层复制。如果所有的键值都是机器字，那

情况中，该实现从 ICMM 方面给出，它是对带分级存
储器的机器的公认具体表述。通过综合抽象语义学与
可证明的实现，对于用 ICFP 书写的算法，我们得到
了该算法在高速缓存复杂度方面的端到端边界，同时
我们不需要深入具体机器层级上进行分析，只需要在
编写算法所用的语言层级上进行分析。

2.4. 可证明的实现
图 10 描述了 ICMM 上 ICFP 的可证明实现。下列定理
总结了它的主要性质（获取高速缓存复杂度的端到端
边界时，这些性质相当重要）：
定理 2.1. 在 ICFP 中，带抽象高速缓存参数 M 和 B 的
求值 s @  e ßn s¢ @  l 可在  ICMM 上按具体的高速缓存
参数  4 × M + k × B 且 B 的高速缓存开销为  O(n) 来实
现（k 为常数）。
该定理的证明包括图 10 描述的 ICMM 上 ICFP 的实现
以及对 ICFP 的归约步骤可在 ICMM 上在（小）常数
因子内进行仿真的证明。相关的会议论文中给出了该
证明的全部细节以及对该定理更严格的说明。

3. 高效利用高速缓存的算法
现在，我们在 ICFP 中分析归并排序和矩阵乘法，并
给出最优 k 路归并排序的边界。该实现是完全不经修
饰的函数式程序，使用了列表和树，而不是数组。在
相关的会议论文中，我们描述了人们处理更高阶函数
的方式（比如把一个比较函数传入归并中），并定义
了为此使用的遗传有限值（hereditarily finite value）
概念，但是此处我们只考虑一阶的使用情况。

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述，访问递归数据类型的开销
取决于它在储存中的布局方式，而这又取决于分配顺
序。我们可以设法按列表在储存中的表示方式定义列
表是否有良好的顺序这一概念。但这难于处理，并且

σ @ e1 ⇓n1 σ�1 @ l�1 (evaluate function)

σ�1 @ l�1 ↓n�1 σ2 @ fun(x, y.e) (load function value)

σ2 @ e2 ⇓n2 σ�2 @ l�2 (evaluate argument)

σ�2 @ [l�1 , l �2 /x, y]e ⇓n σ� @ l (evaluate function body)

σ @ app(e1; e2 ) ⇓n 1 + n�1 + n 2 + n�2 σ� @ l�

图 9. 简化后的函数应用语义学该规则规定，使用参数 e2 时，某个函数 e1

的函数应用app(e1; e2)的开销以及求值。类似的规则管理了其他的语言构件。
请记住，所有的值均由储存中的（抽象）位置表示。首先，对表达式 e1 进
行求值（开销为 n1），以获取被调用的函数的位置 l1。然后从储存中读取该
位置，获取函数本身，即自指的 l- 抽象，开销为 n'1 。其次，对表达式 e2

进行求值，开销为 n2，以获取其值 l2。最后，把 l1 和 l2 代入函数体，然后
进行求值获取结果l，开销为n。总体的结果为 l ，其总开销为各部分开销之和。
唯一的非零开销源于对象的分配以及从存储中读取数据；所有其他的操作被
认为是无开销的，同 I/O 模型中的情况一样。

FP
on

RAM

Simulator cache
total size M’ = 4M + kB

Main memory

Allocations
(writes)

2M/B + k
read and stack
cache

B

2M/B nursery
using
generational GC

Reads

No longer live

Live stack frame

Live data

Unused

Next
free

Oldest

图 10. 在 ICMM 上仿真 ICFP 该仿真要求大小为 4 × M + k × B（k 为常数）
的高速缓存。分配和转移通过分代复制垃圾回收（generational copying 
garbage collection）管理，这要求使用高速缓存的 2 × M 字来管理M 个
实时对象。在年轻代中，对象的活性可在不访问主存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因
为在函数式语言中，较老的对象不能引用较新的对象。正如我们的分析所要
求的那样，复制回收保持了对象的分配顺序。因为在仿真时，位于相同抽象
块的两个对象可能被分隔到临近的多个块中，所以每次载入两块，这要求
ICMM 上的高速缓存拥有额外的 2 × M 个字。我们要求读操作的高速缓存
中拥有额外B 个字，以容纳使用分摊参数的控制堆栈所需的空间，而且程
序本身的存储分配也要在存储中占据固定数量的块。



2015 年  7  月  |  第  58 卷  |  第  7  期   |   ACM 通讯     107

 

么在实践中它们可能会被编译器以任何方式内联到地
址对中。然而，为了确保对象确实被复制了，我们将
使用操作 !a来说明 a的复制操作。

3.1. 归并排序
现在，我们考虑下如何在我们的开销模型中分析归并
排序，特别是图 2 和图 6 中给出的代码。我们不会讨
论拆分（split）的定义，因为它与归并类似。首先
我们分析归并。
定理 3.2. 对于紧凑的列表 A 和 B，以任何高速缓存状
态开始的，对 merge(A, B) 的求值将会有高速缓存开
销    （其中n = |A|+|B| ），并会返回一个紧凑的列表。

证明。我们考虑下进入递归以及从递归返回所涉及的
高速缓存开销。因为 A 和 B 都是紧凑的，所以我们只
需要把恒定数量的高速缓存块放在一边，然后遍历每
一块（根据定义）。回忆一下，在开销模型中，我们
有年轻代 n，它按创建的顺序维护了已分配的活值以
及栈帧的占位符。在归并时，从一个递归调用转向下
一个递归调用时，没有分配任何东西（地址对是在递
归返回的途中创建的），所以只有栈帧被存放在年轻
代中。在 M 次递归调用后，年轻代将会被填满，各块
必须被刷新到存储 m 中（如第 2 节所述）。归并将最
多调用 O(n/B) 次此类刷新，因为只创建了 n 帧。在递
归返回的途中，我们会为列表生成地址对，并复制每
个键值（使用 !）。注意，复制键值相当重要，这样
能让结果保持紧凑。地址对以及键值的副本将会按分
配顺序交叉存放在年轻代中，在年轻代填满后，会被
刷新到存储中。与上面一样，这一次还会以大小为 B
的块进行刷新，因此最多会有 O(n/B) 这种刷新。不仅
如此，因为列表中相邻的元素会在相同的块中，由此
得出的列表会是紧凑的。£

现在，我们从整体上考虑归并排序。
定理 3.3. 对于紧凑的列表 A，以任何高速缓存状态开
始的，对  mergeSort(A)  的求值将会有方程（2）给
出的高速缓存开销，并会返回一个紧凑的列表。
证明。正如数组时的情况一样，我们考虑了两种场景，
一种是输入能载入高速缓存，另一种是输入不能载入
高速缓存。归并排序的程序从来都不会要求超过 O(n)
个已分配的活数据。因此，如果对于某个（小）常数
k 有 kn £ M ，则所有被分配的数据均能载入年轻代。
不仅如此，因为输入列表是紧凑的，所以对于k¢n £ M，
输入能载入读操作的高速缓存（k¢ 为常数）。因此，
归并排序的高速缓存开销最多为把开始可能在高速缓
存内部的 O(n) 个项目刷出分配高速缓存的时间，再加
上把输入载入读操作的高速缓存的时间。该高速缓存
开销的边界为 O(n/B)。当输入不能载入高速缓存时，
我们必须支付的开销包括上文分析的归并开销加上递
归调用的开销。它的递推方式与使用数组时的情况相
同，因此也可求出所声称的结果。£

此处，我们只概述了 k 路归并排序算法，并说明
了开销边界，对于排序而言，它们是最优的。该排序
与归并排序类似，但它不是递归地拆分成两部分分别
进行排序，而是拆分成了 k 部分。然后，使用 k 路归
并来合并排序后的部分。k 路归并可使用优先队列实
现。ICFP 中的排序也有方程（3）中给出的排序最优
边界。

3.2. 矩阵乘法
我们最后的例子是矩阵乘法。图11说明了相关代码（我
们省略了对矩阵大小是否匹配的检查）。这是一个块
递归的矩阵乘法，其中的矩阵用树表示。我们按该树
的先序遍历定义紧凑性。因此，对于一个 n × n 的矩
阵（n2 片叶子），如果按该顺序进行的遍历能在高速
缓存开销为 O(n2/B) 的情况下完成，我们就称矩阵是
紧凑的。我们注意到，如果我们按先序遍历生成矩阵，
并在生成的过程中分配叶子，那么由此得出的矩阵将
会是紧凑的。同样，每一个递归的子矩阵本身也是紧
凑的。
定理 3.4. 对于紧凑的 n × n 矩阵 A 和 B，以任何高速
缓存状态开始的，对   mmult(A, B)  的求值将会有方
程（1）给出的高速缓存开销，并会返回一个紧凑的矩阵。
证明。矩阵相加的高速缓存开销为 O(n2/B)，它会生成
一个紧凑的结果，因为我们按先序遍历的顺序遍历了
两个输入矩阵且我们按相同的顺序生成了输出。因为
活数据永远都不会大于O(n2)，　所以对于某个常数 c，
n2 £ M/c，该问题能载入高速缓存。只要它能载入高速
缓存，载入输入矩阵和写出结果所需的开销就是 O(n2/
B)。当它无法被载入高速缓存时，我们必须执行八次
递归调用以及四次对矩阵加法的调用。这给出了下列
递推公式：

1 datatype M = Leaf of  int
2 | Node of  M * M * M * M
3
4 fun mmult(Leaf a, Leaf b) = Leaf(a × b)
5 | mmult(Node(a11, a12, a21, a22),
6 Node(b11, b12, b21, b22)) =
7 let
8 fun madd(Leaf a, Leaf b) = Leaf(a + b)
9 | madd(Node(a11, a12, a21, a22),

10 Node(b11, b12, b21, b22)) =
11 Node(madd(a11, b11),madd(a12, b12),
12 madd(a21, b21),madd(a22, b22))
13 in
14 Node(madd(mmult(a11, b11),mmult(a12, b21)),
15 madd(mmult(a11, b12),mmult(a12, b22)),
16 madd(mmult(a21, b11),mmult(a22, b21)),
17 madd(mmult(a21, b12),mmult(a22, b22)))
18 end

图 11. 矩阵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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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求出O 。因为对于它们生成的子矩阵而言，
对 mmult中 madd的四次调用按先序分配新结果的存
储空间，而且四次调用均按先序做出，所以该输出是
紧凑的。因此，返回的整个矩阵是按先序分配空间的。£

4. 结语
本文的研究拓展了 Blelloch 和 Greiner4, 13 的方法论，
用以解释用两个参数（即高速缓存的块大小和高速缓
存的块的数量）描述的算法的高速缓存复杂度。按照
第 2 节给出的 ICFP 的语义，本文开展了相关问题的
分析，并通过可证明的实现把这一分析转而应用到理
想高速缓存模型上，这些也在第 2 节中做了概略的
描述。该理念的核心是，常规的复制垃圾回收方法
（copying garbage collection）可被用于实现高效利
用高速缓存的算法，它不会因需要人工分配储存空间
和缓存数据对象而牺牲抽象程度。使用该方法后，我
们可以用高级函数式的方式来描述算法，使用践行了
固定大小的读和分配堆栈的理念的模型对它们进行分
析，而不必暴露实现的细节，同时它仍堪比使用低级
命令式技术（包括明确的内存管理）实现理想高速缓
存模型时所达到的渐近界。对于排序而言，该边界是
最优的。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是整合（确定性的）并行
性与当前研究。基于之前的研究成果 4, 13 ，我们期待
本文给出的求值语义学（evaluation semantics）会为
确定并行复杂度以及顺序复杂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其
中的复杂点之一是，在本处给出的开销模型中明确考
虑了存储因素，这要求研究人员必须考虑并行的线程
之间的相互作用。另外，为了解释并行性，还必须重
新考虑分摊参数（amortization argument）。最后，
虽然我们能够生成最优的，高速缓存感知的排序算法，
但尚不清楚在我们的模型中是否能够生成最优的，高
速缓存无关的排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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