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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封面： 

两种趋同的技术让人们对
生物系统信息处理与分布
式计算系统信息处理之间
的关系愈加感兴趣。本月
的封面故事（第 94 页）
探讨了一些前景不错的生
物和计算问题，以提高我
们对这两个领域的理解。

图片经美国地质调查局原
生蜂编目和监测计划许可

使用。图片经美国地质调查局原生蜂编目和监测计划许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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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可穿戴设备： 
智能手表时代终于来临了？  
智能手表是否迎来了春天，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筹项目之一。aPebble的故事证明了
市场对此类技术有着巨大的需求。
Generator研究预测，到2018年，智
能手表市场将增长至2.14亿台。b 

Pebble并不是第一款现代智能
手表，索尼的SmartWatch在它之
前已经问世。然而，索尼的设备需
要依靠蓝牙连接，以用作兼容的索
尼智能手机的辅助界面，因此Peb-
ble可以视为第一款完全独立的智
能手表。

大型消费电子厂商纷纷发布自
己的智能手表或制定未来智能手表

a OSv; https://github.com/cloudius-systems/
osv.

b 请参阅http://bit.ly/1ybRoEm

关
于将电脑捆绑到手
腕上的想法，我们
早已司空见惯。20
世纪中叶的科幻小
说对此已有诸多描

述，到了20世纪70年代，最早的
LED和LCD手表（例如Pulsar NL 
C81）已经问世。众所周知，英特
尔的Gordon Moore买下了Micro-
ma数字手表公司，希望开发更强
大的手腕式计算机。然而，该技术
在当时十分昂贵，而且在功能上相
比非数字手表也没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许多类似的项目，也都以
失败告终，例如Fossil腕部PDA和
IBM/西铁城WatchPad。

上个世纪，手表取代了怀表成
为一种更方便快速查询时间的手段。
此后，手机开始普及，由于它功能丰
富，还可以显示时间，因此许多人放
弃了手表这件多余的首饰，重新习惯
像看怀表那样看时间。 

现在，经过4 0多年的技术改
进，智能手表似乎向着智能手机的
方向发展：以丰富的功能为卖点。
智能手表不仅可以计时，而且俨然
是一台装有各种传感器的通用联网
电脑。此外，智能手表和智能手
机在技术趋势方面遵循着相似的规
律：其概念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
间，但要真正实现，需要经过漫长

的时间，等待技术的进步。随着近
年来小型化技术的发展，以及电
池、处理器、传感器和通信技术成
本的降低，智能手表从专业市场一
跃迈向主流。 

为了概括这些设备的研究潜力
及技术影响，我们简要介绍了当前
市场。我们根据市场现状、文献综
述和智能手机技术的相关评论，指
出了智能手表的限制和优势，并据
此来强调智能手表相关的研究挑战
和机遇。

市场需求和方向
2012年5月，Pebble手表设计师开展
了在当时的众筹史上最为成功的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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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完全独立的智能手表纳
入了自己的3G或GPS芯片，这种手
表的电池续航时间往往短得多。

优势 
但另一方面，相比其他设备，智能
手表拥有两项优势：安装位置以及
与皮肤的持续接触（后者或许更加
重要）。和增强现实眼镜类似，它
们的交互过程并不总是需要双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设备不需
要手持，不像智能手机那样需要完
全占用一只手。不过，智能手表的
用户需要变换手腕位置，并且如果
需要进行触摸或语音输入，则还要
用另一只手来交互。

智能手表直接穿戴在身体上，
其安装位置是明确且标准化的。这
样可以免去识别设备位置的麻烦，
从而有助于开展身体活识别研究。
人们通过移动设备开展了大量研究
来量化健康信息（移动医疗）。标
准化的安装位置克服了智能手机带
来的挑战，例如，在根据加速度计
数据测量用户的活动时，智能手机
的位置（是否装在衬衫口袋里、包
里或者裤袋里）会影响到数据的准
确性。 

智能手表往往和主人始终保持
接触，因而能够识别主人的身体活
动和位置。相比之下，智能手机
的局限在于：当用户没有握住手机
时，手机只能感应到用户的环境
（外部）而非用户的具体状况（内
部）。当用户携带智能手机外出
时，他们会将手机放在包或口袋等
不同位置。而在办公室或家庭等室
内环境中，智能手机往往不会移
动，而且很可能和主人不在一起。
智能手表与皮肤持续接触的特性可
能会在移动医疗研究领域掀起一场
革命。企业供应商已经意识到了这
一点，开始在Google Fit、Apple 
HealthBook、Samsung S.A.M.I和
Microsoft Healthvault等健康软件
开发套件中纳入相关数据。 

规范。有的公司，如三星和索尼，
开始将智能手表作为移动设备（智
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辅助界面
推出，有的公司则采用了混合方
案。例如，Android Wear手表需要
Android手机来安装应用，但手表
随后可独立运行，无需连接智能手
机。Apple Watch和Microsoft Band
同样可独立于智能手机运行，但在
某些通信中需要使用智能手机。智
能手表究竟是真正独立的计算设
备，还是因为功能有限亦或是市场
竞争，它们只不过充当远程接口或
基本的健身设备，现在判断还为时
尚早。然而，这一点却是分析智能
手表限制和优势的关键焦点所在。 

限制
智能手表一方面要保持足够小的尺
寸，以便佩戴在腕表上，另一方面
要应对两项限制因素：屏幕尺寸小
导致I/O受限，而硬件尺寸小导致
计算功能较弱，而且与较大设备相
比，其电池容量特别有限。尽管移
动设备近年来取得了进步，但如何
在减小尺寸的同时保持功能和电池
续航时间，仍是有待解决的难题。

屏幕尺寸小限制了输入和输出
能力。例如，与智能手机相比，在
智能手表屏幕或腕带上安装键盘的
难度更高。尽管业界努力实现在智
能手表上进行多媒体显示，但由于
其屏幕尺寸小，实在不适合作为视
频或图像的媒体播放器。微型投影
仪是诱人的解决方案，但该产品在
发布几年之后，价格依然令人望尘
莫及，因此，可穿戴投影仪3在近
期不太可能成为可行的方案。将屏
幕绕着手腕弯曲，从而增大屏幕，
似乎是解决尺寸问题的一个方案，
但要集成键盘，光做到这一点还不
够。LG等多个品牌纷纷推出了曲
面屏幕电视，三星也于近日发布了
配备曲面屏的Samsung Gear S智
能手表。大多数传统手表的屏幕轻
便、防水、耐刮擦。曲面屏幕能在

何种程度上保持这些特性，还有待
观察。屏幕方面的限制迫使厂商从
全新的角度思考用户界面 (UI) 的设
计，以及3D手势识别等新型交互技
术。c谷歌的Andriod Wear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语音输入来实现简单的用
户交互，而这可能会影响用户执行
更复杂的任务。

硬件尺寸小意味着计算能力降
低，电池容量变小，传感器精确度
减弱。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都面临
着这些挑战——尽管智能手机在这
方面的问题较小。软件和硬件提供
商已着手解决资源相关的问题，虽
然进展缓慢，但从未停止努力。例
如，GPS系统通常功耗较高。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本地化服务尝试采
用GSM、Wi-Fi及GPS等传感器的组
合，从而降低功耗。 

虽然传感器技术和电子器件的
进步使得硬件组件越来越小，7但
尺寸减小意味着与智能手机相比，
智能手表的普适计算功能更少。大
部分依赖于智能手机的智能手表通
过以下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将耗电
的传感和计算操作的负载分流到手
机，并使用低功耗蓝牙进行通信。
这样一来，智能手表就能与智能手
机实现通信，同时依靠智能手机卓
越的计算能力来完成计算任务。
通过这种方式，高耗电芯片（如
GPS）可以利用手机的大容量电池
供电，并直接将手表用作便捷的用
户界面，而手机仍然拥有大部分的

c Chirp手势界面：http://bit.ly/1zM3tSP

相比其他设备，智能手
表拥有两项优势：安装
位置以及对皮肤的持续
接触（后者或许更加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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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的智能手表。谷歌面向智
能手表和其他可穿戴设备发布了更
轻量的Android版本——Android 
Wear。尽管Android是目前最流行
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但该操作系
统显然需要针对更小型的设备进行
优化。三星在部分可穿戴设备中使
用了针对可穿戴设备优化的操作系
统——Tizen。苹果和微软采取了
类似的方法来创建面向腕带式设备
的新型操作系统。显然，操作系统
开发人员可以在这方面加以研究，
以确定是要创建新的操作系统，还
是针对智能手表定制现有的操作系
统，使之足够轻便。

智能手表很有潜力在市场上占
据一席之地。正如平板电脑没有取
代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也没有取
代电视遥控器，智能手表或许无需
取代其他设备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位置。普适计算研究的新舞台正在
搭建，这个舞台有可能吸引众多研
究人员和企业家，他们关注的领域
包括数据分析、自我量化以及硬件
设计、人机界面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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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的安装位置还便于记
录心率、心率变异性、体温、血氧
量和皮肤电反应 (GSR)。GSR可用
于识别生理唤醒，与心率和心率变
异性等指标相结合时效果尤佳。人
的情绪有两个维度：情绪的效价
（正与负）和唤醒（高与低）。4

自动情绪量化方法（基于图像识别
的方法除外）限定于唤醒，而不涉
及效价。因此，为了收集效价，现
有的情感识别系统要么依靠图像识
别，要么依靠用户手动输入。由于
用户输入是主观的，它的准确度经
常受到质疑。随着智能手表和有效
多传感器数据采集的出现，我们有
可能开发出可识别效价而无需处理
面部图像的算法（用于传感器数据
融合）。 

研究机会和未来愿景
根据上述讨论的限制和优势，我们
可以发现能促进智能手表进步的诸
多研究机会。

 ˲ 要使智能手表为市场所认可，
电池续航时间和成本或许是最重要
的成功因素。从微软SPOT（智能
个人对象技术）的失败1（主因便
是成本和电池的限制）以及Apple 
Watch的延迟发布上可以看出，对
这两项因素加以考虑极为重要。优
化资源（尤其是功耗）的挑战将是
一项长期的研究课题。这是一个融
合多学科知识的挑战。我们可以对
最终用户应用、内部硬件（轻量级
电池，硬件小型化）和外部硬件
（无线感应充电或将锂离子替换为
固体电解质等其他材料）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关于收获动能运动和身
体热量用于发电的研究也可能有一
定的价值。然而，设备制造商关注
的重点仍然是重塑电池及其充电过
程，例如磁感应无线充电。我们尚
未看到任何革命性的改进。

 ˲ 智能手表可能为移动医疗技术
带来重大福音。身体活动传感已应
用于许多智能手表和健身追踪器，

如Nike+ SportWatch、Fitbit、Jaw-
Bone、Basis和Microsoft Band，
旨在鼓励用户寻求更积极的生活方
式。智能手表还可以承载更多生物
传感器，相比简单的基于加速度计
的腕带，其测量更精确。此外，还
需要进一步开发专注于节能型活动
识别并将原始生物学数据转换为高
级数据的算法。  

 ˲ 功能增强的同时，业界的责任
也愈加重大。智能手表可以轻松感
测和记录最隐私的信息，如性生
活、敏感医疗信息以及主人的重要
缺陷。鉴于智能手表在感测和记录
个人行为及生理反应方面潜力巨
大，如何保持这类信息的隐私性成
为了另一项研究难题。 

 ˲ 目前智能手表的触摸屏很小，
侧面的按钮很少，甚至没有。这意
味着人们需要新的交互技术，例如
语音、触觉、手势界面、投影以及
近场通信 (NFC)。有的品牌，如An-
droid Wear，通过极为可靠的语音
命令进行交互。有的品牌则正在研
究通过加速度计和触觉反馈进行交
互。因此，新的交互算法乃至新的
UI模式可能会问世，而现有的方法
可能会经过优化，以提高小屏操作
的精确度并减少资源使用。对于依
赖智能手机的智能手表而言，交互
技术同时分布于两种设备，例如，
支持通过智能手机进行键盘输入，
并通过智能手表进行语音输入。

 ˲ 关于新技术对于记忆力2,5,6的负
面影响，业界已经过了广泛的讨
论，而智能手表则是又一款占据人
们注意力和认知力的设备。尽管它
们的I/O能力有限，有可能会使用
户无法实现大量交互，但它们对人
们身体活动以及记忆和认知的影响
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 最好的智能手表操作系统是什
么？三星和高通等一些供应商已推
出了第一代配备Android操作系统
的设备，而WIMM实验室在2012
年被谷歌收购之前，正在开发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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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是一个无需透彻了解的话题，除非出现
了问题（数据丢弃），或者事情太过顺利（用户
过多）。数据库就像一个带有 API 的黑匣子，其内部
工作机制常被忽视。它似乎很神奇，可以对数据进行
存储和提取。在数据存储技术的所有应用中，只有存
取这两项操作最明白易懂。因此，人们常以存取功能
为标准，对比不同数据存储技术。

比较基准通常以每秒钟的操作数量为单位，但操作
究竟是什么？在数据库领域，操作具有多种含义。操
作是一项事务，还是数据索引，亦或是基于索引的检
索？操作会将数据存储到硬盘等耐用的介质上，还是
利用激光束将数据发送至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这些歧义使软件行业蒙受巨大损失。如果对数据库
系统的功能和保证存在误解，轻则会使用户对系统缓
慢或停用感到惊慌失措，重则会因数据丢失而蒙受经
济损失，甚至牢狱之灾。

数据库的范围非常大。从技术
角度讲，任何用来存储数据以供后续
检索的都可以被称为数据库。虽然数
据库的定义很宽泛，但数据库的功能
大多相通。本文深入探讨了数据库的
各项功能，希望为读者提供一套用于
评估数据库功能优劣的评价体系。尽
管这一主题值得详细讨论，但本文无
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列举了一些补
充阅读文献。其中的话题可能会成为
后续文章的论题。

注重功能的研究方式有助于读
者评估自身需求并通过搭配功能来
对比不同技术。从这一角度来看，
只有当数据库执行同等工作并提供
相同保证时，比较基准才有效。

在深入研究数据库的各项功能
前，我们先来讨论用户为何不必拥
有所有这些功能。最简单的答案
是，每项功能都伴随着性能成本或
复杂性成本。

数据库运行的大多数功能以及
实现数据库的算法都旨在绕过硬盘
的性能瓶颈。如果您要求数据（和
元数据）可以保存长久，那么您必
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承担相应
惩罚。

硬盘
在常见服务器（Ivy Bridge 体系结
构）中，串行 ATA (SATA) 总线的
理论最大带宽为  750 MB/秒。该
数值看起来很高，但远远不及 PCI 
3.0 总线和内存总线（至少四条通
道），二者的理论最大带宽分别
为 40 GB/秒和 14.9 GB/秒（每条通
道）。在现代服务器（不包括外
设）中，SATA 总线的数据路径带
宽是最低的。5 

除了带宽的瓶颈外，还需要考
虑延迟问题。在数据中心内发生的

消除数据库 
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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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这正是关系数据库的优势所
在。关系数据库允许数据库设计器
执行规范化流程，从而将数据重复
率降至最低。7

近年来，随着磁盘存储的成本
大幅下降，3关系数据库的经济因素
变得无足轻重。尽管如此，它们仍然
凭借灵活易懂的数据模型而被广泛应
用。此外，SQL（关系数据库的通用
语）也是程序员们众所周知的。

关系数据库允许创建任意表
格，并利用它们将数据整理到列的
集合中。表格的每行都包含了来自
每列的字段。习惯的做法是，将数
据整理到逻辑上独立的表格，然后
将这些表格关联起来。这样就可以
单独修改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

关系数据库的主要缺点是，它
的存储模型不适用于存储或检索大
量数据。针对关系表格的查询操
作通常需要访问多个索引并对来自
多个表格的结果向量进行合并和分
类。这些复杂的方案可用于 1GB 数
据，但不适合 1TB 数据。

关系数据库涉及一项基本的取
舍问题：节约磁盘空间，还是承担
更多 CPU 和磁盘负载。

关系数据模型的优点有很多，
它使用的磁盘空间最少，是易于理
解的模型和查询语言，可以支持众
多用例，并且具有模式强制的数据
一致性。

该模型的缺点包括：它的速度
往往最慢；其模式会使迭代变化的
程序员开销更大；它的复杂程度较
高，并且带有很多调试按钮。

键值模型。在永久存储问世
时，键值存储就已经出现。如果关
系系统的复杂性和开销是不必要
的，就可以使用键值存储。键值存
储是简单而高效的存储模型，具有
运行时开销低的特点，与关系数据
库相比，它们通常可以在每秒钟管
理多达若干数量级的操作。最近，
键值存储已被用作事件日志收集
器。此外，键值存储也因为简单而

延迟最高的操作是寻找硬盘上的随
机位置。目前，7200RPM 硬盘的
寻道时间约为 4 毫秒。这意味着，
该硬盘可以在 1 秒钟内进行约 250 
次新位置查找和读取。如果服务器
应用程每次收到请求后都要寻找
磁盘上的某位置，那么它每秒钟在
每个磁盘上最多可以处理 250 个请
求。4

一旦位置被找到后，在该位置
进行连续追加和读取操作的成本会
显著降低。这称作顺序读取或顺
序写入。自旋转磁盘问世以来，关
于数据存储和检索的算法就针对该
情况进行了优化。通常情况下，人
们提到的文件操作有随机和顺序两
种，人们也知道后者的成本远远低
于前者。

固态硬盘 (SSD) 在延迟和吞吐
量方面改进明显。SSD 的寻道速度
比硬盘快 60 倍左右。然而，SSD 
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例如，SSD 中
的存储单元的寿命是固定的，也就
是说，它们在处理一定数量的写入
后就会报废。为此，SSD 利用专用
固件将磁盘上的写入分散开来，还
运用了垃圾回收机制，并且会执行
其他记账操作。所以，SSD 的可预
见性能特征较少（虽然它们的速度
比硬盘更快）。

页面缓存
由于硬盘具有延迟高、吞吐量低的
缺陷，页面缓存（或缓冲区缓存）
几乎成为所有操作系统的优化措
施。顾名思义，页面缓存可将文件
内容存储在由操作系统内核映射到
磁盘上的内存页中，从而显著优化
磁盘访问成本。其想法是，磁盘或
文件的相同本地部分将在短时间内
被多次读写。页面缓存通常适用于
数据库。

当读取操作发生时，如果页面
缓存的内容与磁盘已经同步，那么
来自内存的内容将被传回。反之，
写入操作将修改缓存中的内容，而

不必写入硬盘本身。这样可以尽量
避免磁盘访问。

假设写入某数据记录用时 5 毫
秒，共有 20 个不同记录需要写入
磁盘，如果先在页面缓存执行这些
写入操作，然后再将记录刷新到磁
盘中，那么只需进行 1 次磁盘访问
即可，而不是 20 次。考虑到访问
计算机主内存比查找硬盘上的数据
快 40,000 倍，性能节约很快就能积
少成多。

各操作系统使用不同模型将更
改刷新到磁盘中，但多数会与调度
器协同工作，找到将内存数据自动
同步到磁盘的恰当时间点。文件和
页面也可以手动刷新到磁盘中。如
需确保数据发生永久性改变，手动
刷新是很有效的。8

请注意，页面缓存既是重要的
优化源，也可能构成危险源。页面
缓存的写入被刷新到磁盘以前，如
果电源、磁盘或内核发生故障，那
么数据就会遗失。在分析仅将缓存
页面用于持久性操作的数据库解决
方案时，请特别留心这一点。

数据库特征
数据库有多种分类方式。商业或
免费数据库系统多达数百种，它
们都可以归入这些分类中。本文
略去了分类方法，但提供了评估
框架，读者可据此按照数据库特
征来进行评估。

本文探讨了以下五类特征：数
据模型、API、事务、持久化以及
索引。

数据模型。数据模型基本可
以分为三类：关系数据模型、键
值数据模型以及层次型数据模
型。大多数数据库都可以明确地
归为其中一类，但也可能具有其
他两类的功能。

关系模型。关系数据库在近代
一直深受青睐。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数据库的主要
要求是节约稀少而昂贵的硬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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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嵌入应用程序中用作内部数据
存储。

键值存储的工作方式是将键
（通常是某字节块）与值（通常是
另一字节块）关联起来。此外，由
于记录往往具有同质性，并且包含
重复数据。因此，可以先将记录深
度压缩，然后再将其存储到磁盘
中。这样可以大大降低 SATA 总线
的带宽要求并带来性能提升。

借助智能行列创建、甚至模式
应用，一些键值存储能够提供关系
数据模型的子功能，但是它们提供
的数据建模功能往往少于关系数据
库系统。如果需要多个索引，可以
使用额外的键值查找来模拟。

键值存储是一种快速、相对灵
活并且易于理解的存储模型，但往
往不受模式支持，不具备一致性检
查，并且应用逻辑更加复杂。

层次型模型。层次型模型（又
称“文档数据模型”）在近年来日
渐普及。其主要优势在于人机工程
学。在数据库中存储和检索数据的
方式与在应用程序对象中存储数据
的方式相同。

层次型模型倾向于将所有相关
数据存储到单个记录中，该记录包
含了多个键与值的描述，其中的值
也可以代表键与值的其他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真实对象的所
有数据都可以在单个记录中发现。这
意味着，与关系模型相比，层次型模
型有必要使用更多存储空间，因为它
要对数据进行复制而不是引用。该模
型也简化了查询模型，因为需要从单
个表格中检索的只有一个记录。

由于存储中的数据具有异构性
质，压缩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因
此并不常用。

层次型数据库往往可以提供关
系功能，比如外来引用和多个索
引。此类数据库大多不受任何模式
支持，因为数据结构是任意的。

层次型模型是最灵活的模型。
该模型的任意索引支持数据便捷访

问，并且实现了应用程序数据结构
和磁盘上数据结构的最大保真度。

该模型的缺点是：磁盘空间使
用率最高，不具备模式，数据布局任
意，因此缺少模式或一致性检查。

API
简而言之，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是用户及程序与数据库进行
交互的方式。API 可以从多个不同
角度分类，我们先从以下两种分类
入手：

进程中 API 与进程外 API如果
数据库与客户端应用程序在相同进
程（至少部分相同）中运行，那么
通常会存在可以直接调用数据库引
擎中方法的函数调用库。这种紧密
耦合可以带来最低的可能延迟,以及
最高的带宽使用（内存）。但是，
由于每次只有一个客户端应用程
序可以访问数据，灵活性便有所降
低。此外，附加风险也不可忽视：
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崩溃，数据库
也会随之崩溃，因为它们共用相同
进程。

如果数据库在单独的进程中运
行，通常会使用 基于TCP/IP 的协
议。目前，很多关系数据库管理
系统 (RDBMS) 和其他类型数据库
都支持开放式数据库连接 (ODBC) 
协议或 Java 数据库连接 (JDBC) 协
议。这样可以简化客户端应用程序
的创建，因为可利用这些协议的库
非常多。网络协议可以显著改进数
据库的灵活性，但与内存直接访问
相比，TCP 传输要承担延迟和带宽
惩罚。

SQL 与非 SQL。SQL 是一种说
明性语言，最初是用来简化关系数
据存储与检索的机制。SQL 的用途
极其广泛，因此很多开发人员可以
熟练地使用该语言。这也有助于数
据库的应用。

大多数NoSQL 数据库所宣扬的
最大创新之处是通过删除事务和关
系表格来实现更快的操作速度。很

由于硬盘具有延迟
高、吞吐量低的缺
陷，页面缓存（或缓
冲区缓存）几乎成为
所有操作系统的优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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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外部者想查看已完成步
骤的部分集，结果将在“有趣”到
“严重错误”之间变动。隔离性可
以保证上述情况不会发生。在某事
务成功完成前，其他事务的所有操
作都会被隐藏。

持久性。持久性是一项重要的
特性，可以保证操作结果在事务完
成后成功地存留在特定存储介质上
（一般为硬盘）。

事务实现。ACID 事务共有的
六个步骤分别为：

1. 将收到的请求记录到事务日志
（又称“预写日志”）中的永久存
储。如果系统出现故障，这样可以
保护数据。在最坏的情况下，事务
可以在系统启动时从日志中重启。

2. 以不会干扰现有操作的方式，
将新值串行化到索引和表格数据结
构。

3. 在所有需要修改的单元格上获
取写锁定。整个表格、行或者内存
页都可能被锁定，具体情况视相关
操作和数据库而定。

4. 将新值移动到位置。
5. 将所有更改刷新到磁盘。
6. 在事务日志中将该事务记录为

已完成。
事务会产生性能影响。事务可

以使逐个执行的操作加速，因为所
有磁盘操作都被批量处理为单个操
作集。此外，ACID 事务是一种并
发控制形式。由于此类事务位于数
据本身，它们通常比应用程序内的
定制并发解决方案更加高效。

事务的缺点是不适用于高并发
应用程序。极具争议的操作将产
生过多重启和中止（导致更多重
启）。事务也非常复杂 - 需要提供
事务的所有移动部分会添加到更大
且更不易维护的基本代码中。

持久模型
如上文所述，事务、甚至索引都是
数据库可选项。但是，持久性是数
据库存在的理由。

多NoSQL 数据库都开始支持 SQL 
作为一项 API 语言，尽管它们不使
用关系功能。查询、筛选和聚合等 
SQL 功能都十分有用。一些专家认
为，NoSQL 数据库应该改称NoAC-
ID 数据库（原子性、一致性、隔
离性、持久性），因为它们缺少事
务支持。在 2015 年，很多非 SQL 
数据库都会带有事务性支持。到那
时，将NoSQL 数据库称作非关系数
据库可能更为确切，但NoSQL 数据
库听起来更好，也足够贴切。

SQL 存在的问题是它必须经
过数据库引擎解析和编译后才能使
用。这会带来运行时开销。为避免
这一问题，大多数数据库引擎或客
户端 API 在首次运行时，会将基于 
SQL 的函数调用预编译或编译为准
备好的语句。随后，经编译后的版
本会被保存并用于未来的调用。

SQL 无法有效地描述所有数
据关系。比如，层次型关系难以在 
SQL 中描述。此外，由于 SQL 具有
说明性质，迭代或其他命令性操作
无法在 SQL 核心规范中描述。该规
范经过扩展后已经纳入递归，以解
决迭代和层次型关系。此外，供应
商提供了各自的非标准扩展。针对
此类扩展的支持和相关的使用知识
均未普及。9

在很多情况下，数据库的功能
非常匮乏，索引和聚合等功能均不
具备。认为 SQL 解析和执行引擎十
分复杂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键值
存储往往属于这类。

事务
数据库事务的定义是以连贯而可靠
的方式处理的工作单元。数据库最
常用的技术是 ACID。很多数据库
系统都声称可以支持事务或“轻量
级”事务，但它们很可能仅能提
供那些便于支持的 ACID 功能。比
如，许多分布式数据库中的事务概
念并不包含隔离步骤。这意味着，
数据会就地进行修改，修改过程中

的数据可以被其他事务查看。如果
可以预测到该行为，就可以避免这
一问题。如果不能作出预测，后果
将十分惨重。

我们先来简单地关注 ACID 保
证，然后再了解数据库提供该保证
的方法。

原子性。事务内部可能包含多
个操作。原子性可以保证所有操作
全都成功或者全都失败。操作失败
的原因有很多：

 ˲ 约束。违反了逻辑约束，如外
键或唯一性。

 ˲ 并发。进程将要修改某字段，
但该字段却被其他进程修改完毕，
继续这样做就会违反事务的原子性
保证。

 ˲ 失败。硬件堆栈或软件堆栈出
现故障，致使某项操作失败。

在繁忙的并发数据库中，失败
是频繁发生的。如果缺少原子性，
数据很快就会进入不一致状态。因
此，原子性是 ACID 下一个属性中
的关键组成部分。

一致性。一致性保证意味着数
据库在事务发生前、进行中和结束
后均对所有用户处于有效状态。数
据库可就数据本身作出特定保证。
可串行性等基本保证意味着操作将
按照使用顺序予以处理。这听起来
很容易。但是，如果包含多线程的
多个应用程序同时在系统上运行，
那么必须采取（成本昂贵的）措施
才能做到这点。

关系数据库通常会制定一套更
大的一致性保证，包括外键约束、
依赖类型级联操作或可作为该操
作一部分执行的触发器。就性能而
言，这意味着这些操作可能全部同
时运行，而行和/或列则被锁定且无
法编辑，因此任何其他客户端在该
时段都无法使用系统中的这些组成
部分。此外，请求的往返时间也会
明显受到影响。

隔离性。事务不会立即发生，
而是按步骤进行。就像原子性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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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磁盘存在性能成本（页面
缓存有数据丢失的风险），数据的
存储和检索方式之间必须作出权
衡。大多数高度专业化的数据结构
均针对不同访问模式而设计。一般
而言，某个数据结构在某领域性能
突出，它在其他领域则表现平平。
如果某方案以连续方式插入大量传
入事件，该方案可能无法在随机更
新方面表现出色（甚至根本无法提
供该功能）。

在所有可能的数据存储和检索
方案中，四类应用最广泛的方案分
别为：基于行的方案、列存方案、
仅内存方案以及分布式方案。

基于行的方案。最常用的存储
方案是将数据以树状结构或其他紧
凑数据结构分行地存储到本地硬
盘。尽管真实的数据结构和访问模
式各不相同，但该机制是普遍应用
的。

在基于行的存储中，行本身在
内存中是连续的。这通常意味着，
存储模式针对整行数据区域的单次
提取进行了优化。

用于存储行的常见数据结构有
两种。B+ 树针对随机检索进行了
优化，日记结构合并 (LSM) 树针对
大容量顺序写入进行了优化。

B+ 树。B+ 树是 B树样式的索
引数据结构，专为最小化磁盘寻道
而进行了优化。B+ 树是用于表格
存储的最常用的数据库存储机制之
一，也是几乎所有现代文件系统的
首选数据结构。一般而言，B+ 树
是带有高分支系数的搜索树，每个
节点都是包含多个键的连续内存
块。其设计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提
高多个键与磁盘单次数据检索进行
对比的几率。1

图 1 展示了基于行的 B树存储
在内存中的布局方式。每个树叶节
点都带有四个键的空间，从而降低
了每行需要执行的磁盘查找次数。
树上的键指向磁盘或内存中存储了
行的区域，这些行按列连续排列起

来。还需注意，在每个节点上，并
不是所有单元格都需要填充，它们
可以保持空白，以便在今后填入
值。

日志结构。LSM 树是一种更新
颖的磁盘存储结构，针对大容量顺
序写入进行了优化。LSM 树用于
处理大量流式事件，比如实时接收 
Web 服务器访问日志以供后续分
析。

尽管 LSM 树起源于日志式事
件收集，它已经开始用于关系数据

库。LSM 树的主要制约是，在用作
标准数据路径组成部分的 LSM 数
据结构中无法进行删除或更新。此
类事件会在日志中记录为新记录。
在阅读 LSM 树时，可以先从后部
入手，阅读最新版本数据。

后续删除或更新所引起的过时
记录必须作为垃圾定期收集。这通
常叫做压缩过程。一些 LSM 系统
利用运行时的单独线程进行压缩；
其他系统则试图就地进行增量压
缩。6

图 1.基于行的 B树存储在内存中的布局。

6 15 22 36

8 1863 Gettysburg Address 3 1215 Magna Carta

1 4 5 7 8 9 10 25 27 29 3216 19 20

…

图 2：列存数据文件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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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计算机的内存上会有一定风
险。如果计算机发生崩溃，数据就
会完全丢失。如果将数据在多台计
算机之间复制，那么数据全部丢失
的风险就会降低。计算机发生故障
的概率以及可接受的风险水平都由
应用程序开发者决定。

页面缓存的考虑
如果选择将数据存储到磁盘上，很
可能会用到页面缓存。直接访问磁
盘过于繁琐。由于磁盘会受到不必
要的独占，系统中运行的其他应用
程序的也会受到影响。

设计数据库时需要考虑的最重
要问题可能是，确定何时将页面缓
存刷新到磁盘，因为这将准确地揭
示数据丢失的风险有多大。

很多数据库宣称可以支持每秒
钟进行成千上万次操作。这些数据库
往往完全在页面缓存中的内存页映射
数据结构内运行。它们通过处理内存
数据结构来实现速度和吞吐量，并将
所有的刷新和同步操作交由操作系统
处理。这就意味着，内核将决定缓存
中的数据应在何时持久保留到磁盘
中。内核不但会考虑数据库，还会考
虑所有在系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实
际的数据暂留将由操作系统处理，但
操作系统无法理解应用程序域或数据
可靠性要求。

如果持久性不是一项严格要
求，那么交由操作系统处理的方法
是可行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一定要了解数据行对页面缓存的行
为。

对于自动同步的系统：
 ˲ 如果刷新过于频繁，其性能就

会不佳。
 ˲ 如果刷新不频繁，速度就会变

快，但存在数据丢失隐患。
更好的方式或许是，为数据库

使用手动同步方案，因为这样可以
提供控制，以匹配应用程序所需的
保证。这也会增加应用程序的复杂
性。对于高并发系统，难度程度会

列存方案。基于列的数据存储
的优化之处是针对数据相同列（而
不是行）的区域的检索。为此，连
续的列可以连续存储在内存中。

由于列中的所有数据类型都必
须是相同的，压缩可以带来显著的
积极效果，从而提高了可通过总线
存储和检索的数据总量。此外，将
数据分解为多个文件，使每列包含
一个文件，这样就可以同时利用多
个磁盘的并行读取和写入。

基于列的数据库的缺点是不够
灵活。一个简单的插入或更新需要
大量协调和计算。由于数据通常被
紧密地打包（并压缩）在列中，就
地查找并更新数据很难进行。

为确保“行”在各列文件中保
持同步，列字段在很多时候都会包
含主键副本（若没有键，则为行 
ID）。这有助于将数据重组到行
中，但降低了存储和检索的效率。2

图 2 展示了列存数据文件。每
个数据类型都在各自的连续区域
内布局，其偏移在主列中显示。列
文件通常批量创建或重建，以用于
面向大量数据集的数据仓库应用程
序。

仅内存方案。在很多情况下，
持久性不再是一项要求。缓存等系
统大多如此，它们更新频繁，并且
仅针对访问速度进行优化。由于缓
存中的数据往往生存期较短，可能
无需持久保存到磁盘中。这正是内
存数据库的闪光点。由于不必从磁
盘上进行存储和检索，可以利用更
加多样化的复杂树。

分布式方案。分布式数据库是
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需以专项系
列文章进行适当探讨。在持久保存
环境中，一项相关事实不容忽视：
在数据中心内通过网络复制数据集
比将数据集存储到本地硬盘上更
快。

如果要在速度和暂存之间实现
平衡，分布式数据库可以作为一项
有趣的可选方案。将数据仅保存

真实对象的所有数据
都可以在单个记录中
发现。这意味着，与
关系模型相比，层次
型模型有必要使用更
多存储空间，因为它
要对数据进行复制而
不是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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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因为某应用程序的磁盘操作
可能会严重干扰其他应用程序。

事务等系统和最后同步的批量
操作是有益的。这可以减低磁盘访
问次数，但如何将数据刷新到磁盘
仍是一项非常明显的保证。

索引
数据很少作为孤立的值进行存储。数
据通常是组成记录的异构字段集合。
在关系数据库中，这些字段称作列，
它们被固定在定义表格的模式中。

在非关系数据库中，异构字段
仍然会被调节甚至编入索引。如果
希望通过指定记录中的某个字段来
查询表格，那么该字段必须包含在
索引中。索引是用于在给出指定字
段或指定字段元组（若支持）的情
况下执行随机查找的数据结构。

树结构与非树结构。由于 B- 树
也是磁盘上的数据结构，并且可以
高效支持硬盘，它是适用于大多数
查找索引的首选工具。不同于存储
数据的 B+ 树，查找索引针对向数
据引用的存储进行了优化。B树可
以有效地调节插入，并且不必为每
项操作分配存储单元。它还倾向于
使用扁平结构，减少了需搜索的节
点数量，因此降低了潜在的磁盘寻
道次数。

但是也存在其他选择。比如，
位图索引是一种可以高效进行多个
表格连接查询的数据结构。

树形索引会根据索引中的项目
数量而呈线性增长，搜索时间会随
着树形的深度而增加（总深度的对
数函数）。

位图索引则随着索引中不同项
目的数量而增长。顾名思义，位图
索引会生成一张代表所有相关列的
值成员的位图。对位图索引进行多
个布尔运算是非常快速的，而且会
生成可作为搜索结果高效缓存的全
新位图。

位图索引的另一项主要创新
是，它可以进行压缩，甚至可以在

压缩过程中执行查询操作。这项创
新使存储检索速度更快，也使位图
索引更加 CPU 缓存友好，从而进一
步降低延迟。由于位图索引更新流
程更为复杂，其往往应用于重读取
系统，尤其是带有 OLAP 立方（在
线分析流程）等多维度查询的系
统。

索引性能总结。除非仅有的数
据访问模式为针对数据大型区域的
完整扫描，否则很可能需要用到
索引。但是，数据集每多用一个索
引，磁盘和 CPU 的复杂性都会增
加，插入的延迟也会提高。

如果系统为重读取系统，列中
包含的数据种类相对较少（基数
低），那么就可以利用位图索引。
对于其他系统，可以使用树索引。

多数索引都要求以唯一的键指
向一个记录。指向记录的唯一键称
为主键。即使少模式数据库通常
也支持这种索引约束。它有助于确
保一致性，并在加载数据时检测错
误。

就性能而言，仅有一项基本规
定需要遵守：尽可能使用少量的索
引。所有支持添加索引的数据库
基本上都允许在数据加载后添加索
引。如果确实有需要，在随后进行
添加。使用唯一索引可以获得确保
数据一致性的双重收益。

如果一次性加载所有数据（可
能以数据市场模式），在随后创建
索引时就有可能受益。这甚至还会
提高索引的效率。过多插入和更新
会引起碎片，索引会因此受到不利
影响。

结语
磁盘性能和安全性不可兼得，必须
做出取舍。只有选择专为访问模式
构建的数据库，才能最大限度提
高性能和安全性。必须花时间透彻
理解访问模式，了解哪些功能是必
需的，为提高性能哪些功能可以放
弃。

如果不需要保证每项操作的即
时持久性，可以通过利用内存映射
的数据结构来推迟将操作结果存储
到到磁盘。请记住，如果依靠内存
来提速，随时都存在数据丢失的风
险。一旦发生故障，挂起的写入都
会消失。

无论使用哪种应用程序，都必
须花时间了解操作系统中的页面缓
存。看似安全的写入可能并非如
此。写入同样可以利用众多设置来
微调性能。写入可以设置为偏执但
繁忙或者空闲且快速。必须知道数
据库写入磁盘的方式和时间。如果
数据库将写入交由操作系统处理，
那么请采取措施以确保数据库行为
正确且适合用例。

验证预期与现实是否相符是值
得的。数据可能会因此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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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系统应当能够逐步引导用户找到相关的信息，尽
管这种相关性在最初可能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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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I MYLLYMÄKI 和 SAMUEL KASKI 

意图建模与可视化用户界面的结合可以帮助用户发现
新的信息，显著提高他们的信息探索能力。

目前，搜索引擎每天接受为数十亿请求，并在分毫
之间返回对搜索查询的响应。它们是求证事实和查询信
息的必备工具用户能轻松创建查询的信息（如“寻找
最近的餐馆”或“寻找某书的评论”）。但搜索引擎

并不善于支持那些超越简单关键字
查询的复杂信息探索和发掘任务。
在信息探索和发掘（常被称为“探
索式搜索”）中，用户或许难以表
达他们的信息需求，而且新的搜索
意图可能只有在对获得的信息进行
思考后才会发觉。8,9,18 这一发现可
以回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
“词汇不匹配问题”13，此问题目
前依然难以在信息检索 (IR) 系统中
加以解决（请见附文“背景”）。
本质上，该问题指的是在人们交流
过程中，撰写文档的作者和搜索这
些文档的用户在表达意图时所使用
的语言和词汇可能差异很大。8,21 

由于日常搜索行为繁杂多样，
从简单的信息检索，到一系列更复
杂的信息探索23，如何在搜索过程
中协助用户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
是当用户的搜索意图不明确和需求
不停变化的时候。   

我们将介绍交互意图建模，这
种方式提倡在人和 IR 系统之间进行
丰富的交互，从而实现超越搜索的信
息发掘。它向用户提供要探索的可能
意图，将它们可视化呈现为用户当前
位置周围的信息空间中的方向，并允
许通过交互来改善对用户搜索意图的
估测，以此解决词汇不匹配问题。 

交 互 意 图 建
模：超越搜索
的信息发掘 

 重要见解

 ˽ 当前搜索引擎在复杂搜索任务中提
供的协助有限；用户注意力分散，
必须将认知活动集中在寻找导航线
索上，而不是学习和选择相关的信
息。 

 ˽ 交互意图建模通过计算建模（针对
交互进行可视化呈现）增强人类信
息探索能力，通过用户界面帮助用
户进行搜索和探索。这些用户界面
应该高度功能化但不是杂乱或令人
分心的。 

 ˽ 交互意图建模可以将任务级信息查
找表现提升 1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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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意图建模基于两条科学原
则（见图 1）： 

可视化。可视化呈现当前搜索
意图和信息空间中的方向；以及 

适应性。意图模型的交互式
适应，平衡对信息空间的探索和
对用户反馈的利用；意图模型必
须能够严谨地处理因交互有限、
甚至不是最优的用户反馈而带来
的不确定性。 

通过可视化呈现查询和数据元
素（如关键字），这种方式可使系
统向用户显示其对用户搜索意图的
理解，同时展示用户在信息空间中
当前位置周围的可用搜索方向。初
始状态下可用于判断用户搜索意图
的迹象通常十分有限。因此，只有

系统能够预测具有潜在相关性的意
图的一个充分大的子集，意图模型
才对用户可用。鉴于意图模型的可
视化呈现及其与信息空间的关系，
用户能够为意图模型提供反馈，让
系统改善后续迭代中的意图估测，
对数据进行检索和排序，并更新信
息空间中方向的可视化呈现。

交互意图建模示例 
用于科学文献搜索的 SciNet 系统 
(http://augmentedresearch.hiit.fi/) 
展示了交互意图建模中的这两条原
则（图  2）。20该系统目前建立了 
5000 多万篇科学文章的索引，旨在
通过快速反馈循环帮助用户探索与
特定研究主题相关的信息，并理解

与最初的查询上下文相关的可用信
息。14,20 

在图 2 的场景中，用户试图了
解“3D gestures”并键入了相应的
查询。系统为该用户可视化呈现对
其当前搜索意图的估测，并以雷达
图的方式提供可能的意图和信息空
间中的方向。用户随后直接在界面
上浏览系统所推断的各种意图。 

图  2 a  是系统对“3 D  g e s -
tures”初始搜索的响应，提供了
相关指引，如“video games”、
“user interfaces”、“gesture 
recognition”和“virtual reali-
t y”。在图  2 b  中，用户选择了
“gesture recognition”，于是获
得了更多选项来继续探索更加具体



88    ACM 通讯    |   2015 年  1  月  |  第  58 卷  |  第  1  期

投稿文章

这些估测有关的不确定性。搜索意
图被可视化呈现为关键字，而选择
对哪些意图进行可视化呈现，则
是通过“探索-利用”范式来确定
的。诀窍在于不仅向用户提供被最
具相关性的，还提供可信度最高的
关键词。用户决定要进行探索还是
利用，因为相关的和不确定的关键
字都已可视化呈现；例如，如果用
户先选择“gesture recognition”
而后再选择“hidden Markov mod-
els”，那么系统会建议手势识别中
的特定的隐 Markov 模型应用（这
属于利用，因为它们被判断为最具
相关性），同时允许用户继续探索
更为不确定的方向（如手势识别中
的其他算法技术）。 

虽然从基于最大相关性原则的
传统 IR 角度而言，为用户提供不
确定的交互选项是违反直观性的，
但我们的交互意图建模可以帮助用
户克服词汇不匹配问题，因为系统
为他们提供交互资源，以持续引导
搜索并主动探索相关的的信息、尽
管其相关性最初不明显。实验表

的主题（如“nearest neighbor ap-
proach”和“hidden Markov mod-
els”），以及更为宽泛的主题（如
“pointing gestures”和“spatial 
interaction”），系统根据用户的

交互历史估测这些主题具有相关
性。这种建模的基础是用于判断任
务层面搜索意图的快速在线回归模
型。20该模型根据用户反馈估测与
潜在搜索意图有关的相关性以及与

图 1.通过交互意图建模探索信息基于两大原则：可视化呈现当前的搜索意图和方向；以及平衡探索
和对用户反馈的利用。由于识别事物更加轻松，而不必在重组查询时记住它们，因此用户的认知活动
因此得以减少。 

Relevance

feedback

Recognize

directions

Explore and   

exploit user

feedback

Visualize

search 

directions

图 2.SciNet 系统搜索用户界面。 

(a)  用户发出查询“3D gestures”，系统在雷达图中可视化呈现意图模型，其中包含可能感兴趣的意
图（关键字）和按评分排列的文档列表。为用户可视化呈现估测的意图（内圈暗灰色区域），并在
右侧检索其结果。角度距离对应于意图的相似性，而距中心的径向距离则对应于相关性。预测的潜
在未来意图可帮助用户在雷达图中自我定位，它们已可视化呈现在外圈（浅灰色）区域。用户通过
将关键字拖到更靠近雷达中心的位置来提供正面的反馈，通过拖动它们远离中心来提供负面反馈。
每一迭代中可以拖动多个关键字。在线学习方法可以使系统在不到一秒时间内做出响应。

(b)  用户通过将对应的关键字拖向雷达图中心，提高
了“gesture recognition”的相关性。系统然后将新
估测的相关意图可视化呈现为关键字（如“pattern 
recognition”、“pointing gestures”、“recognition 
rates”、“nearest neighbor approaches”和“hidden 
Markov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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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用户任务的表现可以得到大幅
提高。 

为对这一功能提供这一支持，
该界面提供一种非侵入式相关性反
馈机制，在该机制中，用户将关键
字拉往雷达图的中心以提高其重要
性，将关键字推离雷达图中心来降
低其重要性。可以通过鱼眼镜头来
放大关键字，这个鱼眼镜头会跟随
鼠标光标出现在雷达图上的任何位
置。作为响应，系统会更新意图的
可视化呈现和搜索结果。与自由度
更高或更低的其他可视化方式相
比，雷达图的放射状布局意味着在
显示的信息量与可理解性之间达成
良好的平衡，而前者可能会让与可
视化呈现的交互变得更加困难。 

搜索意图和方向的交互可视化 
SciNet 示例演示了如何利用可视
化来诱导反馈。反馈的目标可以直
接对准意图模型（图 2 中雷达图的
内圈），或者指向可能的未来方向
（图 2 中雷达图的外围）。由于词
汇不匹配问题，用户常常难以将它
们的需求表达为书面查询，因而可
能会以不精确的查询开始他们的搜
索。因此，引导用户就如何在后续
迭代中指引其搜索提供反馈的交互
与反馈机制至关重要。它的基础是
著名的认知科学理论，即用户会发
现识别比回忆来得容易。3人们识别
所看到的某一事物通常要比从头开
始描述要容易。 

然而，IR 研究中越来越多的
证据佐证了以下发现：虽然相关性
反馈有益于使系统更好地服务于用
户搜索意图，但在大多数情形下，
用户实际上不使用反馈机制。18这
一发现与另外两个认知科学结论相
关：用户识别较小的事物要比较复
杂的事物容易，他们理解与特定参
考点相关的信息要比理解孤立的信
息容易。6评估完整文档的相关性这
一任务可能要比表述新的查询还要
艰巨。 

信息可视化可以将繁冗的相关
性评估转变为更加流畅的识别任
务；例如，对于识别有助于寻找相
关信息的重要方向而言，可视化呈
现基本文档内容的速度要快于强迫
用户从原始文档中阅读此信息。1,17 

最近在搜索任务中运用的可视
化通过逐渐交互式地探索数据网
络，支持对参考文献数据进行解
读。10尽管这些系统展示了可视化
对意义构建的重要性，但它们的局
限在于不允许用户与系统协商其意

图模型，仅允许通过网络数据中现
存的直接链接来探索信息。1 

通过可视化呈现潜在的意图，
IR 系统可以以适合人类视觉系统
进行快速处理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一
连串的选择，即时当交互发生时数
据产生动态变化也不例外。这样的
界面要求具备可以在线计算的高级
数据驱动型可视化。此外，可视化
不应只包含用户已经熟悉的信息，
因为那样虽然有利于识别，但会导
致意图模型陷入“上下文气泡”

近期的行为学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用户信息查找活动是探索性的，
并以复杂和演进的用户信息需求性质为特征。18 因此，用户面临的问
题是要输入正确的词语来描述他们的搜索意图，以便之后的迭代中
能够检索到他们想要的信息。这是信息寻找研究的重大发现之一。
Furnas 等人、13Saracevic 和 Kantor 21 以及 Bates 分别开展了相关的
研究，7,8 这些研究均表明，人类交流模式不太适合编写的查询词。
例如，在 Furnas 等人13 的研究中，两个研究对象选用同一搜索词的
概率小于 0.2，这在许多常见搜索情形中导致了 80%–90% 的错误率；
Saracevic 和 Kantor21，以及 Zhao 和 Callan25 后来也获得了相似的结
果。这些发现令基于编写查询词搜索界面的多种设计方法难以取得成
功，因此，如果有用户界面能够对用户潜在的、尚未指定的搜索意图
进行建模与发掘，将具有极大价值。 

当前一代搜索引擎的搜索界面过于简单，不仅迫使用户将认知活
动集中在发现可能与他们的搜索意图相关的信息上，而且在大多数情
形中，它们也只能提供支持这一活动的搜索结果列表。系统在发掘可
能相关的搜索意图上的能力原本就应该得到搜索引擎的更好支持。由
于用户对信息需求的表达通常欠佳，仅仅反映他们真实搜索意图的部
分痕迹，因此 IR 软件开发者有机会专注于找出使用户能够与搜索引
擎协商的方法，来更好地捕获他们的需求。在搜索过程中更有效地利
用人类信息处理系统这一目标促使研究人员结合来自人机交互、信息
检索和机器学习方面的工作成果，打破了仅依赖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
技术与搜索引擎所运用的计算方法之间的壁垒。 

其他研究人员研究了自适应和交互式搜索用户界面，以及它
们对检索表现的影响。例如，Hearst 等人16 开发了多种搜索用户界
面，它们利用各种筛选和可视化技巧，如分层多面元数据24 和搜索结
果群集化，16以及查询词语与结果词语之间的相似性的可视化等。15 
Marchionini18 提出了支持探索性搜索的用户界面，包括浏览和检索
视频内容。虽然这些技术功能性都很强，也提高了搜索效率，但它们
仅仅利用了搜索引擎响应用户查询时已经找到的信息，而并没有考虑
到信息需求的初始表达和之后的调整常常是不甚理想的，12尤其是当
用户不熟悉相关领域及其词汇时。 

此外，在搜索过程中，随着用户理解信息空间，他们也在学习
搜索词汇。例如，当用户搜索“search engines”时，若某技术利用
的是搜索引擎已经找到的结果，则可能会限制用户超越初始找到的结
果进行探索的选择，因为这些技术没有向用户呈现同样高度相关的
其他主题的不同词语（如“information retrieval”和“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除了这些发现外，大多目前的IR系统理论是
针对在搜索过程中用户参与有限且被动的系统。 

背景



90    ACM 通讯    |   2015 年  1  月  |  第  58 卷  |  第  1  期

投稿文章

在线学习方法能够通
过逐次观察来更新模
型，这样在收到反馈
时可以立即做出后续
的预测。 

在因用户有限的先验知识而预先确
定的上下文气泡中；例如，搜索
“3D gestures”的用户可能绝不会
去探索“pointing gestures”，因
为最初的查询范围可能已经太过具
体而不允许进行这一探索。要收集
允许进行探索的反馈，强化学习中
的“探索-利用”范式就是一种有前
景的解决方案。5在这种解决方案
中，模型及其环境（用户）形成一
个在线循环，学习过程中涉及在探
索（显示未知信息空间中的项目以
征求反馈）和利用（根据当前用户
意图模型显示最可能具有相关性的
项目）之间寻找平衡。 

因此，可以通过在线学习意图
模型（基于根据用户提供的关于模
型的反馈），引导用户在不确定条
件下的搜索。由于可用反馈有限且
不完善，关于用户意图的不确定性
程度可能相当高。因此，IR 系统务
必要使用能够以严谨的方式处理不
确定性的模型。可以在探索-利用困
境的利用部分中使用概率性在线学
习模型；此外，由于是概率模型，
估计结果的不确定性可以被量化，
并用于来判断向用户可视化呈现的
最佳替代选择。5 

从效用到任务表现 
在研究旨在协商用户搜索意图的 IR 
系统时，务必要认识到，这些系统
要提高的实用性不在于查询-响应级
别上的效用，而在于任务层面上的
表现。在交互式 IR 系统中，用户
常常被要求执行较多的工作来完成
他们的任务；虽然其中一些可能被
浪费，但他们可能会在更正最初的
次优操作方面获得更大的成功。为
获得表现的全貌，应当同时测量 IR 
系统的两个方面：IR 系统效用（鉴
于信息需求的完整描述）和人为任
务表现（鉴于系统的交互模式）。 

最近在基于任务的实验中对 
SciNet 系统进行了研究。在该实
验中，用户在 30 分钟时间内利用

中。相反，必须向用户提供信息空
间的未知部分，借助这些部分与已
经熟悉的信息之间的关系来促进意
义构建。 

平衡探索与利用 
由于搜索具有演化性（如涉及 
SciNet 的搜索示例中所示），不仅
要利用从用户身上诱导出的反馈，
而且要将它与探索平衡，这一点很
重要。用户必须能够聚焦于信息空
间中某一具体位置（利用），也要
能够通过更加宽泛的领域拓宽其搜
素范围（探索）。 

这一点对于探索不熟悉的信息
的用户而言尤为重要。用户常常会
遭遇心理学家称为“锚定效应”的
问题，即在不确定前提下作出判断
时倾向于对初始值作出不充分的调
整。22因此，用户可能会不愿意放
弃他们对信息需求的初始表达，或
者不想过多地调整它们，从而导致
后续的信息需求表达偏向于他们现
有的知识。这种偏差会降低他们发
现新事物的可能性。 

这种行为学结论对搜索意图建
模所需的机器学习方式存在影响。
要做到在预测意图的同时依然允许
用户掌控搜索流程，一个颇有前景
的方向来自可在线学习的机器学习
方法。在线学习方法能够通过逐次
观察来更新模型，这样在收到反馈
时可以立即做出后续的预测。就搜
索而言，在线学习的目标是以交互
的方式预测内容的相关性，也就是
说，在作出预测后不久，就能从
用户反馈中收到关于其有用性的评
判。IR 系统随后会使用此信息来完
善该方法所用的预测假想。 

在线预测的标准机器学习无法
解决下面这一问题：发现哪些交互
选项对允许学习方法改善其估测结
果、进而为用户创建最为有用的可
视化呈现。直接通过选择当前被估
测为最具相关性的方向有可能会导
致收敛到次优目标，并将用户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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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含 5000 多万篇学术文章的数
据库基础上运行的 IR 系统来完成
研究任务。我们将具有交互意图建
模的系统设置与传统 IR 系统（具
有基于列表的可视化呈现并通过键
入式查询的交互）进行了对比。
我们分别对检索信息的质量、可
视化呈现的采信度，以及反馈机
制进行了量化。14,20我们发现，交
互搜索意图建模可以大大提高用户
任务表现。我们也发现，任务成果
的专家评分也有了提高，并且该搜
索用户界面不仅增强了交互体验，
也不牺牲任务执行时间。我们将任
务表现的改善归功于检索信息质量
的改进，以及该系统提供的可视化
和交互模式的改善。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交互意图建模改善了对新信
息的回忆，而且不会丧失精确度。
这一表现展示了交互建模技术的力
量，能够支持对难以通过传统搜索
用户界面找到的信息进行探索和发
掘（见下表）。 

使意图建模具有普适性 
对于提供更出色的交互模式，降低
与用户表达搜索意图相关的不确定
性的系统而言，吸引用户与 IR 交
互至关重要。虽然前文所述 SciNet 
系统示例中用户任务表现有显著的
提升，但对于将以人为中心的计算
作为搜索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仅是
浅尝辄止。意图感知型 IR 系统可
以至少在两个方面从普适计算中获
益，如下文所述。 

可穿戴用户界面和增强现实 
IR 系统可以扩展为将预测用户可
能认为有用的内容在头戴式显示器 
(HMD) 上显示为增广现实，从而增
强现实场景。用户对可视化内容的
隐式和显示反应可以展现他们的意
图，帮助改善已情景化为直接设置
的用户意图模型。图 3a 显示了用
户可识别并操作的适当信息（如主
题、研究组和出版物）如何可视化

呈现在叠加于真实场景的 HMD 上；
2例如，在用户来到大会的海报区
域时通过可视线索和信息增强其环
境，可以帮助系统收集与该用户的
意图相关的信息，即使用户并没有
主动与搜索引擎交互也同样如此。 

来自生理学计算的隐式反馈最
近在可穿戴计算领域取得的进步促
进了对用户情感和认知状态的捕获
（如可穿戴脑电图即 EEG 系统）。
此外，其他生理传感器（如皮电反
应和心率传感器）正在集成到智能
手表等腕式可穿戴产品中。此类生
理信号给予了研究人员过去无法获
得的额外反馈信息来源。 

研究表明，情感状态信息可用
于相关性判断预测，4而情感和心理

生理信号已运用到多媒体搜索系统中
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19图 3b 显示了 
EEG 传感器设置，该设置用于展示如
何从大脑信号预测词语相关性。该实
验表明，可以通过分析参与者的神经
活动，同时提供与给定主题文本搜索
词的相关性判断，来直接从大脑信号
自动检测为用户可视化呈现的文字信
息的相关性。11 IR 系统开发人员可以
将此类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相关性检测
运用于对可视化信息的隐式相关性反
馈，以此改善意图模型的预测，从而
补充或替代显式用户相关性评定。 

总结 
近期的研究表明，在为使用探索性
搜索的用户提供支持方面，仍有大

交互意图建模的关键优势。 

改进任务表现 与先进的检索方式和其他搜索界面技术相比，交互意图建模
可以提高用户的任务表现。20

检索信息质量 交互意图建模有助于用户超越初始的查询上下文，使他们能
够大大改进回忆，同时维持准确性（尤其是对于新信息而
言），使会话级改进达到 100%。14,20 

增强交互 交互式可视化呈现可以增强交互体验，而不牺牲任务执行时
间。我们实验中的用户选择了可视化作为其主要的用户界面
组件，以理解返回的信息并表达他们的搜索意图。20 

图 3.使意图建模具有普适性。 

(a) 用户可识别并操作的适当信息作为增强现实可
视化呈现在显示屏上。2 当用户来到大会的海报区
时，IR 系统通过数据眼镜上的增强现实来提供信
息建议。然后，系统根据隐式和显示交互，迭代
意图模型并提议新的信息。 

(b) 此实验通过 EEG 从大脑信号预测词语相关性，
从而直接从大脑信号检测文本信息的相关性。可穿
戴 EEG 和其他技术可用于隐式相关性反馈，以此
改进意图模型的预测，从而补充或代替显示相关性
判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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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改进空间。总体而言，研究人
员已认识到对融合了人类和计算机
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搜索与信息探索
系统的需求。 

交互意图建模是一个有理论基
础发起，并经过实践证明可以为信
息探索和发掘提供支持的方式。它
借助可帮助用户浏览复杂信息空间
的计算技术，提高用户的信息处理
和发掘能力。 

交互意图建模为用户提供额外
的资源，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信息空
间，同时为系统提供更多的反馈，
使它能够有效调整对用户搜索意图
的理解。 

吸引用户将交互反馈机制运用
到信息探索和理解上，需要用户界
面技术突破单纯的搜索框和链接列
表，让用户可以更好地与系统交互
并掌控他们的搜索结果。在交互发
生时对用户意图在线建模，以及在
用户次优并存在噪音的反馈中对用
户意图建模，要求机器学习模型可
以在线学习，并且能够进行探索而
不仅仅是利用。IR 系统设计最终必
须整合交互式可视化呈现、意图预
测、多媒体反馈，以及更高层面的
任务和目标。 

IR 系统必须能够帮助用户完成
任务，而不仅仅是检索文档。用户
需要搜索引擎和用户界面能够适应
其能力和搜索行为，而不是让用户
适应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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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统与计算系统中分布式计算异同之探讨

SAKET NAVLAKHA， ZIV BAR-JOSEPH

生物系统的范围广阔，包含从分子经细胞到有机体级别
的各类系统。它们是分布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作
时都无需集中控制。此类系统必须解决的信息处理问题
往往与计算系统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这些问题包括协
调决策、29 领导者选举、2 路由选择及导航 52 等。42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研究生物系统并对其建模的能
力突飞猛进。使用了先进的测序技术后，我们现在可
以确定成百上千种有机体的基因结构。对于特定的细
胞和组织，我们可以查询活跃基因的集合，它们表达
水平以及它们在不同情况下及随时间的应变变化情况。 

生物系统 
与分布式计算系统
中的信息处理

 重要见解
    在生物系统和计算系统中，通常
需要解决相似的分布式信息处理问
题，其中包括协调决策、领导者选
举、路由选择及导航。

    随着描述生物系统的大规模定量数
据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节尺度，
我们获取此类数据集的能力也与日
俱增，再加上新兴的各种新计算技
术（无线技术、传感器和移动计算），
我们已经打开了一扇通向跨这两个
领域进行研究的大门。

    在双向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一个
领域的理念研究另一个领域。此类
研究不仅可以从生物学角度激发研
究人员创造更好的算法，还可以让
研究人员从新奇的计算角度理解生
物系统的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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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确定，细胞中哪些分子会
发生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
连接起来形成调控细胞活动的控制
图。使用这些数据后，我们可以构建
细胞内部和细胞间的信息处理模型，
并解答有关生物系统使用何种方法实
现其目标的问题。即使在短短几年前，
这些答案还遥不可及。这些数据还能
帮助我们理解生物系统正在解决的计
算问题以及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方法。而这些反过来又能引出让计算
系统受益的特定算法。

无线和移动计算设备的最新改
进和广泛使用已经转变了分布式计

算的理论研究。这些技术引入了新
的计算问题，而传统的、基于有线
连接的分布式系统通常不会面临这
些问题。33 即使在有些情况下，可
以使用原本设计用于有线网络的算
法，仍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来考虑移
动设备所造成的动态性质和新的约
束（包括节能、4 有限的传输范围、
28 对广播通信的依赖 33 以及很多的
其他因素）。

随着这两种技术变化不断趋于
融合，在最近的几项研究中，已经
有研究人员使用一个领域（或是生
物学，或是计算机科学）的理念研

究另一个领域。此类双向研究不仅
可以从生物学角度激发研究人员创
造更好的算法，还可以让研究人员
从新奇的计算角度理解生物系统的
作用方式，这反过来又能引出新的，
可验证的假说（例如，Tero 等人
52 和 Afek 等人的论文 2）。在最近
的几篇综述中，研究人员探讨了一
些专注于计算问题的类别的研究 42 
（网络相关的、协调和计算机视觉）
或特定的生物系统及其建模（结队
飞行的鸟、社会性昆虫）14,22。 

本文的目的旨在重点探讨两个
领域内使用的约束、目标和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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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那些网络通常需要利用有限的
资源和能量进行长时间的工作。4 

大多数分布式通信模型基于消
息传递。在此类模型中，即使是在
简单的算法中，消息规模也达到
了参与节点数量的对数级别，它允
许消息中包含用于标识发送者和接
收者双方的唯一标识符【例如，
PRAM（并行随机存取机器）中的
著名 Luby 算法 36 。这个算法也可
以被调整以运行在消息传递模型
中】。与通信网络的大多数流量需
求（比如，下载电影）相比，虽然
此类消息相当小，但在有些情况
下，即使是对数级别的消息规模也
会引发问题。例如，在拥塞的无线
网络中，干扰会造成较大的消息丢
包或丢失，51 ；在传感器网络中，
实现节能需要使用较小的消息。生
物学中的信息处理往往也基于消息
传递。细胞分泌蛋白质与（临近的
或遥远的）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激
活各种信号网络。虽然可分泌出的
蛋白质数量及其水平或许相差甚
大，但最近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生

异同，特别是它们如何使用分布式
信息处理。我们希望这一视角能帮
助这两个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让他
们集中精力探索双向研究能够且应
该关注的，最有前景的问题。首先，
我们讨论了几个约束因素，它们会
影响两个领域中各实体（分子、细
胞、移动设备等）之间的通信模型（图
1）。然后，我们提出，虽然速度（或
运行时间）是计算算法的关键优化
目标，但对生物系统而言，速度的
重要性往往要低一点，因为它更关
注鲁棒性和适应性。最后，我们讨
论了在不同约束下这两种系统实现
目标时使用的算法策略的异同。

在分布式计算和生物学的交叉
领域中，研究成功的关键在于确定
特定的问题。在那些问题中，相似
的约束和目标可应用于两类系统。
网络是众多流行的抽象模型之一。
理解大型分布式系统时，这些模型
的作用相当大。在生物学领域，网
络描绘了分子（ 代谢物、蛋白质）、
细胞（细菌、神经元）或有机体（蚂
蚁）相互作用，共同解决问题和协

调响应的方式。在计算机科学中，
它们描绘了处理器、机器和设备之
间交流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在生物
学这一侧，涉及动态网络和（细胞
内部及细胞之间，或者种群中的成
员之间）消息传递的系统通常非常
适于应用“分布式的思维方式”。
从计算机的角度来看，移动和传感
器网络是理想的候选对象，它们可
得益于新的模型和算法。在本文中，
我们从广义的网络角度研究了生活
的各个层面，用以论证如何在以后
的研究中应用分布式视角，并以之
引导研究工作。

通信模型
大多数生物系统是分布式的，必须
在缺少集中协调者并受严格约束
（节能、通信范围有限、消息语言
有限等）的时候做出决策，对刺激
做出反应。虽然计算机科学家研究
分布式计算算法的历史已长达数十
载，但他们最近才开始研究受严格
限制的通信模型，且这种研究多是
因需要支持移动和传感器网络而兴

图 1 计算系统与生物系统的特征之异同

最上一行：本行列出的模型、目标和算法策略在传统分布式系统中经常使用，但在生物信息处理中极少
使用。最下一行：动态分布式系统和生物系统均包含的特性这些特性和其他共同的方面构成了研究的基础，
让研究人员为生物学构建信息处理模型，或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构思算法解决分布式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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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通信使用了有效信息内容极小的
消息 31（一比特的数量级）。例如，
Cheong 等人 15 最近证明，细胞无
法区分某类蛋白质输入的不同水
平，所以通过分泌该蛋白质只传输
了有效的二元消息。

除了使用有限的通信语言（通
常规模恒定）之外，两个领域均包
含的另一个目标为不断降低整体的
消息复杂度。复杂度降低后，可更
高效地使用可用的资源和能量（生
物学中是代谢物，计算机系统中则
是电力）。

在相似需求的驱动下，最近的
分布式计算和系统生物学理论研究
已经着手分析极弱的通信模型的能
力，以解决重要的计算问题，并解
释关键生物过程中的活动。在这两
种情况下，重点都放在限制消息的
大小和复杂度上，但往往牺牲了运
行时间。在本文中，我们举例说明
了拟用于此类系统的通信模型，并
探讨了如何使用它们求解基本的分
布式计算问题以及如何应用它们研
究复杂的生物过程活动。

蜂鸣：蜂鸣模型 17 （图2a）假定，
发送或接收的唯一消息为蜂鸣（一
元信号）。该模型假定了一个匿名
广播网络，其中的节点不知道网络

的拓扑结构，甚至也不知道其规模
的上界。在每个时隙时，节点可以
发出蜂鸣，或保持沉默。在某个特
定的时隙时，发出蜂鸣的节点接收
不到反馈（它们无法确定其他节点
是否也在发出蜂鸣），而沉默的节
点只能区分两种状态：所有邻节点
均未发出蜂鸣，或至少有一个邻节
点发出蜂鸣。这种该模型还适于本
文讨论的细胞信号网络。

即便通信受到了此类严格的限
制，仍可解决几个重要的分布式问
题。蜂鸣模型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
区间着色（顶点着色的一个变体）。
17 给定资源的集合后，区间着色的
目标是为每个节点分配一大段连续
的资源，同时保证相邻节点的资源
不相交。使用蜂鸣后，该问题可在 
O(log n) 的时间内求解。在使用不
受限的消息长度时，有很大的概率

堪比O (√ log n)。最近，蜂鸣还被用
于求解更难的协调问题：最大独立
集 （MIS）MIS 会尝试在网络中找
出满足以下条件的节点子集：（1）
每个节点或是 MIS 节点，或与 MIS
节点直接相连；以及（2）集合中
的任意两个节点彼此均不相连。
MIS 不仅是分布式计算的基本程
序，还是几个算法（包括路由选择

和聚类）的构件。增加中等的假设
条件后（节点可被相邻节点的蜂鸣
唤醒），使用蜂鸣模型可在O(log2 n)
的时间内求解 MIS。与此相比，使
用较大的消息长度（Luby 的算法 1）
时，经典的求解方法需要O（log n）
的时间，或是求解时需要使用拓扑
的知识（Metivier 的算法 39）。蜂
鸣模型还引出了最优的通信负荷，
尽可能地降低了整体的系统要求。2

后续的研究还说明，假定使用发送
者碰撞检测后，使用蜂鸣模型可在
对数时间内求解 MIS 问题。49

感觉器官前体细胞（SOP）选择。
为了说明蜂鸣模型在研究生物系统
时的作用，让我们来考虑下 SOP 选
择的过程。这是果蝇大脑发育的关
键步骤。在该过程中，需要选择随
后会发育成为果蝇前额处感觉鬃的
细胞子集。与 MIS 问题类似，这
种选择要求：两个相邻细胞不能同
时成为 SOP（在生物学中称为侧抑
制），且每个细胞或是 SOP，或与
SOP 相连。细胞之间会进行通信，
确定谁会成为 SOP。虽然之前有几
个数学模型研究了侧抑制中涉及的
双向信号（SOP 及其近邻之一的相
互作用），但是直到最近生物学家
才从更广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如

图 2 分布式通信模型 

蜂鸣模型假定了一个拥有同步通信机制的匿名广播网络，并且只允许发送一元消息（蜂鸣）。Stone-age
模型也假定了一个匿名广播网络，但允许异步通信；与蜂鸣模型相比，它还允许使用更丰富的消息语言，
但它为每个节点提供的计算能力稍弱。群体协议假定代理之间存在随机、异步和成对的相互作用，但存
储和计算能力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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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念还可用于领导者选举和
一致。6

蚂蚁觅食。虽然某些蚂蚁通过
留下信息素轨迹的方式沟通，但是
有几种收获蚁只通过直接的物理接
触互动。然而，这些蚂蚁仍然能够
找到食物源，同时还能招募其他蚂
蚁一同搜索并确定环境中存在的食
物数量。最近的研究证明，使用有
限的通信后，蚂蚁可以通过实现某
个版本的传输控制协议（TCP）解
决觅食问题。在互联网中，选择数
据包的路由时，会使用 TCP 协议
确定可用的带宽。46 如果很快就收
到了确认包（ACK），则发送者假
定有空闲带宽，然后增大传输量；
如果隔很长时间才收到 ACK，则发
送者假定网络拥塞，然后降低传输
量。与此类似，蚁群中的重要因素
为当前在巢的蚂蚁与成功回巢的蚂
蚁（带了食物）之间触角接触（二
元指标）的比率。如果接触的比率
很高，则意味着环境中的食物充足，
所以向外爬出的蚂蚁也会以更快的
速度离巢。

共享内存模型。上文中的模型
假设节点通过交流消息进行通信。
另一种流行的分布式通信方法则使
用了共享内存。37 在此类模型中，
读取器从共享内存中读出数据，写
入器把数据写入共享内存，而擦除
器（可能是写入器，也可能不是写
入器）则擦除共享内存中的数据。
有数篇论文探讨了消息传递与共享
内存模型之间的关系。该领域中的
经典结果是，任何消息传递算法均
可用共享内存框架解决，7 反之亦
然，虽然运行时间可能会迅速增大。

染色质计算（Chromatin com-
putation）。 虽然生物学中的大多
数通信通过消息传递实现，但在最
近数年内，共享内存也开始成为细
胞内蛋白质之间的新通信方式。具
体而言，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蛋白
质可修改 DNA（通过留下、擦除或
读取名为组蛋白的蛋白质集合上的

何从细胞的整个群体中选出细胞子
集。蜂鸣模型的变体可用于解释该
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蜂鸣为特定
类型的蛋白质，名为 Delta）。2 这
一洞察，再加上新显微实验取得的
成果（这些实验观察了培育的果蝇
进行 SOP 选择后的情况），促成研
究人员发现了新的、用于确定细胞
命运的随机反馈过程，同时还促成
研究人员发现了用于 MIS 的新分布
式算法，该算法使用了之前讨论的
蜂鸣模型。

Stone-age 分布式计算。虽然
蜂鸣使用了极为有限的消息集合，
但它假定节点可以访问内部的存
储，以执行数量为网络规模对数的
计算（也就是说，节点可计数至 
O(log n)）。Emek 等人 20 提出了
一种基于有限状态机网络（nFSM）
的新通信模型（图 2b）。该 nFSM
模型假定了更丰富的消息集合，该
消息集合源于一种固定规模的语
言。这些消息会异步地发给接收节
点的一个专用信道（与相互作用的
细胞中的接收者类似）然而，与蜂
鸣模型不同，在 nFSM 中，节点只
能计数到一个恒定的数值。换言之，
向新的状态转移时，节点会依据一 -
二 - 多的原则评估所传入的消息集
合（消息来自所有的相邻节点，虽
然这些相邻节点是异步的）：一个
节点只能计数到某个预先确定的数
值，而无法区分所有超出这一阈值
的值。如之前所述，此类模型符合
最近的生物学发现。在这些发现
中，细胞具有有限的能力，可以“计
数”所传入的蛋白质的水平。15 使
用这种 nFSM 模型后，Emek 等人
证明，MIS 可在 O(log2 n) 的时间内
求解，且它还可被用于用 3 种颜色
在 O(log n) 的时间内着色无向树，
并可达到该问题的最优边界。

神经元的概率推理。举例而
言，nFSM 模型的潜在用途之一为
大脑的尖峰神经元网络。神经科学
家已经通过实验证明，神经元往往

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在相
同的输入条件下，神经的输出具有
显著的尝试 -尝试差异（trial-to-trial 
variability）。19 这说明，神经元群
通过对底层的概率分布进行抽样来
对信息进行编码。这些分布表示了
外部世界的内部模型，其中融合了
新的感官刺激、先验知识和记忆。
引人注目的是，最近的计算研究已
经证明，由随机点燃的神经元组成
的网络可以具备概率推理，其方式
与分布式系统的马尔可夫链蒙特卡
罗抽样相似，11 而且此项研究还促
成了几项可在实验中验证的，与神
经元集合的点燃动力学有关的预
测。45神经元也使用了类似的一 -二 -
多的原则。具体来说，它们在时间
窗内对输入进行计数，直到达到某
个阈值，然后再点燃。依神经元的
类型不同，点燃的阈值有异。实验
工作还证明，这种内部表示通常是
稀疏的（每个刺激只涉及少量的神
经元）。这一情况说明，此类节能
的表示方式还可应用于无线传感器
网络中的信息处理问题。27

群体协议（Population proto-
cols）。与前文依赖广播的两个模
型不同，群体协议基于代理对之间
的直接、异步的物理相互作用 6（图
2c）。这种交互模型本质上非常
普通。事实上，群体协议的开发得
到了基于鸟群模型的传感器网络
的推动，并在最近被用于研究基于
斑马模型的分布式传感器网络。9

该模型假设，每个时隙内均有相互
作用会发生在某对代理之间，这种
相互作用允许代理直接交换消息、
更新状态。但是，与标准的网络
不同，这些相互作用或是随机的，
或是受对手的调度，并且还需满足
公平性约束。这样的话，只能为每
对代理最终互动的能力提供弱保
证。在这种模型下，有几种类型的
问题可以采用分布式的理念解决，
其中包括 OR 计算、多数、求和。
增加一些有关输入的假设条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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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布式计算和生
物学的交叉领域中，
研究成功的关键在
于确定特定的问题。
在那些问题中，约
束和目标可应用于
两类系统。 

特定标记。DNA 被包裹在组蛋白
内）。在控制基因的表达和活动方
面，这些标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很多蛋白质（处理器）与这些组
蛋白互动，其会产生下游效应，影
响邻近已标记位点的基因的表达水
平。虽然对此类修饰的大规模研究
仍处于萌芽阶段，分布式算法已经
处理的问题——包括竞争、共享内
存访问的顺序以及能访问特定位点
（存储区域）的蛋白质集合——在
分子生物学领域意义重大。30 最近
的研究提出了此类过程的计算模型
10。同时，研究人员普遍相信，组
蛋白修饰和其他表观遗传事件在发
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除了特定的通信类型（广播或
物理）、消息大小（一元、固定或
对数的）和缓冲区大小之外，在使
用有限的通信协议研究生物学和计
算系统的场景中，还可以研究其他
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各种碰
撞检测模型、异步及同步（或弱同
步）模型、1、有界同步模型 44 及唤
醒协议。8 在所有的情况下，生物
学系统和计算系统的对比均能激发
新的洞见，让两个领域均受益。

速度与鲁棒性的权衡
与使用较大消息的方法相比，使用
受限的通信模型的算法通常需要更
长的运行时间。这并不是巧合。生
物算法往往需要在速度、准确性和
鲁棒性之间做出取舍，碰到嘈杂的
环境时，这表现得更为明显。16 如
文中所述，通过使用几乎不需要假
设条件的、极弱的通信模型，可以
提高鲁棒性。接下来，我们会讨论
另一个影响鲁棒性的问题：网络拓
扑。

在此处的场景中，鲁棒性指
算法容错的能力。在基于常见故
障类型的分布式计算的文献中，
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很多模型，
包括链路故障（其中，网络中的
单边丢失）、节点故障以及拜占

庭错误（某个节点被攻陷，并可
参与敌对攻击）。研究人员已经
提出了很多算法来解决上述故障
模型中的关键分布式计算问题，
但是他们通常假定使用固定的拓
扑，比如环或团。37 在生物学系
统中，连接和节点故障也相当常
见；例如，突变或蛋白质错误折
叠可能引起特定的互作丢失，57

而且基因突变还可能会导致基因
的完全丢失。例如，在宿主 - 病原
体互作中，对于特定节点的针对
性攻击也相当常见，其中病毒蛋
白攻击寄主蛋白，以图感染宿主
细胞。32 对于任何自我维持的生
物系统而言，克服这几类故障是
一项关键的要求。

虽然计算系统和生物系统均需
处理类似的故障，但它们使用的方
法有所不同。在分布式计算中，主
要通过多数表决法、37 专用故障检
测器 25 或密码机制处理故障。41 相
比之下，大多数生物系统依赖各种
网络拓扑特征处理故障。举例而
言，我们来看下故障检测器的使用
情况。在分布式计算中，这些检测
器或在硬件中实现，或在专用的附
加软件中实现。相比之下，生物学
通过依赖备份节点 24 或备选途径实
现了隐含的故障检测机制。若干蛋
白拥有旁系同源（paralog），也就
是结构相似的蛋白。在大多数情况
下，它们发源于相同的祖先蛋白（约
40% 的酵母和人类蛋白拥有至少一
个旁系同源 26）。在若干场景中，
如果某个蛋白失效或被修改，它的
旁系同源能自动取代它 24 或保护细
胞免于突变。26 因此，通过在蛋白
互作网络中保留备份功能，细胞能
够克服节点故障，而不需要明确地
使用故障检测机制。虽然细胞内部
也会发生节点故障，但是更常见的
是需要处理充满噪声及不可靠的输
入的场景。例如，不断变化的环境
条件会让细菌很难确定是形成孢子
或是萌发。38 在分子网络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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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统中使用最广的策略之
一是随机决策。生物过程使用随
机性来消除对称性、2 克服噪声并
确保种群能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生
存。34 给定之前提出的相似之处后，
出于极为相似的目的，研究人员长
期以来在分布式算法中也使用了随
机性，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例
如，在领导者选举中，已经证明，
如果所有过程的初始状态完全相
同，在不使用随机算法的情况下，
无法选出领导者（使用随机算法
时，只能利用高概率得出该问题的
解 5）。与此相似，即使只有一个
节点失效，非确定性算法也能求出
一致，但随机算法则可以处理此类
失效并挫败敌方。37 另一个广泛使
用的策略是反馈，包括正反馈和负
反馈。使用反馈时，要求网络包含
几个（通常相当短的）环路。例如，
反馈抑制是一种用于控制由生化途
径生成的某种物质的数量或浓度，
使之达到合适水平的重要机制，而
无论其当前状态或环境活性。自我
平衡的可塑性是另一种反馈机制，
它把神经元的活动水平调控在特定
的范围内，进而控制回路活动，防
止发生失控的兴奋（癫痫）。反馈
还是若干计算路由选择和初始化算
法的核心要素（使用各种类型的反
向确认）。虽然反馈有用，但它也
会放大系统中的错误和噪声。在很
多消息传递方案中，当错误或恶意
的信息通过网络随时间扩散和放大
时，均会发生这种情况。如前文所
述，通过调整网络拓扑，生物系统
能够处理这种情况。

常见的差异之一在于是否为节
点指定唯一标识符。正如前面通信
模型部分所述，消息的大小通常为
一比特或恒定的大小。这说明，与
很多传统的分布式算法不同，生物
过程没有使用这种识别符来标识发
送者和接收者。虽然生物学中确实
也存在针对性的交互（例如，两个
神经元细胞之间的突触，或调解蛋

噪声会让它很难确定需要哪种类型
的调控反应，以及调控反应的速度
应该多快。噪声可以在网络中扩散，
以类似流行病毒传播模型的方式影
响与之通信的伙伴。为了处理这种
类似拜占廷的故障，生物系统优化
了它们使用的网络拓扑（图 3）。
43 例如，带有类似团结构的稠密拓
扑通常用于预计几乎没有噪声的情
况；如果预计网络会面临更多的噪
声，则会倾向于使用更稀疏的拓扑。
40当然，拓扑越稀疏，效率就越低（例
如，从路由选择的距离方面衡量），
这也意味着此类拓扑中的执行时间
会更长。另一方面，弱联系的模块
可以把偶发的噪声隔离在各自有效
运作且几乎独立的模块之内。56

在实现鲁棒性的同时，生物算
法的设计还具有适应性，这反映在它
们底层的网络拓扑上。例如，活动依
赖的突触可塑性是众所周知的现象。
通过这一特性，环境刺激可以塑造神
经网络。这些信号以流的方式被处
理，且输入模式可改变设计用于处理
它们的网络拓扑。研究人员也已证
明，觅食粘菌可依据区域内食物源的
分布以及是否可获得的情况自适应

地调整它们的管状连接点网络，这通
常是一种未知的先验。52 这种自适应
的行为通常会牺牲运行时间和资源。
事实上，虽然大多数身体器官在幼小
的婴儿时已经发育完好（即便它们仍
会长大，它们的功能却不会改变），
人类的大脑在发育时会多生产 50% - 
60% 的突触。而且，只有在青春晚期
时，大脑才会把它们收敛成更为稳定
的神经回路。粘菌还会使用真实的细
胞材料进行广度优先搜索。随后，在
找到最优路径时，会进行剪枝。在这
两种情况下，这些系统均牺牲了速度
和资源，以确保由此生成的网络的鲁
棒性。（动态网络结构和参与的）这
些问题也是移动自组网 33 设计时的关
键因素。在处理通信网络面临的问题
时，本文提及的生物系统的理念可能
会被证明有用。

分布式算法使用的策略
我们已经描述了适用于生物系统和
计算系统的运行限制（通信模型）
和目标（速度和鲁棒性）。在本节中，
我们会着重探讨实现这些目标时两
个领域使用的算法策略的差异以及
如何使用这些策略。

图 3. 拓扑对速度和鲁棒性的影响 

依路由选择的距离衡量，团的效率相当高，而且也能容忍任何单节点故障，但它会很快被连锁故障
或噪声所瘫痪。弱连通网络的效率稍低，也无法挫败对针对瓶颈的攻击，但是它们通常能够把连锁
故障隔离在局部化的模块内。稀疏连通的网络选择路由的时间较长，但却能更好地克服上述两种类
型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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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互作的域），但是接收两条消息
的节点通常无法区分这些消息是来
自同一节点，或是两个不同的节点。

最后，虽然若干分布式计算算
法使用了多数表决 37 来解决协调问
题，生物系统往往会使用加权表决
机制。这可让某些节点基于自己的
观点对整个群体施加更大的影响。
例如，在细菌群中，觅食时子群可
能会找出一条不良的路径，把整个
群体引入歧途。研究人员发现，为
了克服这一点，细菌会根据自己的
信心和从其他细胞处接收的消息动
态调整自己的决定。50 虽然研究人
员尚未找到它们使用的众多规则以
及其他的加权表决系统，但将来有
可能把它们用于类似的计算场景
中。例如，为分布式的机器人群体
编制程序，用于搜救行动。

讨论
最近几年中，研究人员重新燃起了
研究分布式生物系统如何处理信息
并解决计算问题的兴趣。该复兴大
致由下列两种现象触发：首先，使
用各种新的技术设备后，我们具有
了在实验中探索分子和细胞系统内
部工作原理的能力；其次，广泛存
在的移动、无线和传感器设备激发
出了新的分布式计算模型。总之，
新的数据和通信模型提供了独特的
机会，让研究人员结合上述手段为

生物系统建模，分析生物系统，并
从中学习。

为了有效地实施此类双向研
究，有一点很重要，即研究人员要
了解在两个领域中使用的模型、目
标和算法的异同。大多数分布式计
算模型允许使用大消息和高通信负
荷。在此类模型中，处理问题的算
法往往关注速度（循环），假定全
连通网络，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确定
性的，通过依赖唯一识别符来破坏
对称。与此相反，生物系统中的信
息处理使用了更小的消息（二元或
恒定大小），通常强调鲁棒性胜过
速度，使用不完全的网络（有时甚
至是稀疏的），而且通常是随机的。
这些约束、目标和方法适于某些计
算问题，但并不适于所有（或者，
甚至是大多数）计算问题。附表中
列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利用源于
生物系统的洞见后，这些问题已经
得到了处理。在某些情况下，还需
要开展其他的实验来理解如何从生
物学角度解决该问题，并从中推导
出用于对应计算问题的算法。

虽然我们讨论了某些在两类系
统内部使用的，反复出现的算法策
略（例如，随机性和反馈），但这
方面的未知因素更多。在分布式计
算这一侧，需要新的模型来处理通
讯的动态层面（例如，节点加入和
离开网络，以及在网络中添加和删

除边）。在移动计算场景中，也会
涉及这些层面。不仅如此，虽然我
们讨论的所有生物系统均在缺少单
一集中控制器的情况下工作，但术
语“分布式”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体。
例如，在分层分布式模型中，较高
的层会利用可能的反馈“控制”较
低的层。与不分层的传统分布式系
统相比，这种分层模型代表了一种
更为结构化的控制系统类型。基因
调控网络 55 和神经网络（分层柱状）
均使用了此类层次结构。在很多不
同的物种中，这种结构也保存良好，
这说明了它们对计算的重要性。然
而，在分布式计算的文献中，此类
模型受到的关注较少。3 分析生物
系统时，还用了很多其他的抽象手
段，范围从离散数学和图论延伸到
非线性动力学和微分方程。53 此类
分布式计算模型可能有助于这两种
分析模式。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经数
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所设计的生物算
法并不保证最优性，47 因此不宜用
不现实的术语描述。事实上，本综
述中探讨的某些结果（例如，网络
基序 40 和基因备份关系 24）基于高
通量生物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可能
充满噪声，有时甚至互相矛盾。12 
因此，通过分析多个数据集来确定
概括的结论是否成立时，需要小心
谨慎。然而，进化会微调生物过程，

生物系统和与之相似的计算系统的示例

生物系统 计算系统 通信 拓扑 是否随机？
是否相
似？ 参考号

粘菌 网络路由选择 Stone-Age 不完全 是 是 35,48,52 48

蝇脑 最大独立集 蜂鸣 稀疏 是 是 1,2

收获蚁 TCP 拥塞控制 群体 随机 否 是 46

蚁群 分布式搜索 群体 随机 是 是 23,50

植物 一致 Stone-Age 不完全 否 是 21

鱼群 一致 群体 随机 是 否 29

细胞周期开关 近似大多数 群体 随机 是 是 13

尖峰神经元 概率推理 Stone-Age 不完全 否 是 11,45

树突分支 分布式 MST Stone-Age 不完全 否 是 18

塘鹅栖息地 空间划分 群体 随机 否 是 54

蛋白质互作 网络设计 群体 随机 是 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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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优化功能，这点毫无疑问。在
应急系统的特性中，有很多与人造
分布式系统中渴望的特性相同。它
们也会在不同的优化准则之间做出
有趣的取舍（比如，在效率和鲁棒
性之间，或者在运行时间和消息复
杂度之间进行取舍）。我们可以从
中学习，特别是在改进容错和可塑
性方面进行学习。在生物学这一侧，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分子和细胞
层级的决策机制会变得清晰。我们
相信，在理解局部和分布式的规则
如何产生健壮的全局系统方面，计
算的视角至关重要。

鸣谢
本文的部分资助来源于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项目编号 F32-
MH099784 至 S.N.），麦克唐纳基
金会复杂系统研究项目的资助以及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项目
编号 DBI-0965316 和 DBI-1356505
至 Z.B.-J. 

参考资料
1. Afek, Y. et al.Beeping a maximal independent set.

Distributed Computing;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D. Peleg, Ed.(2011).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32–50.

2. Afek, Y. et al.A biological solution to a fundamental 
distributed computing problem.Science 331, 6014 
(2011), 183–185.

3. Aida, K., Natsume, W. and Futakata, Y. Distributed 
comput ing  wi th  h ierarch ica l  master-worker 
paradigm for parallel branch and bound algorithm.
In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luster Computing and the Grid. IEEE Computer 
Society, Washington, DC, 2003. 

4. Anastasi, G., Conti, M., Di Francesco, M. and Passarella, 
A. Energy conservat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A 
survey.Ad Hoc Netw.7, 3 (May 2009), 537–568.

5. Angluin, D. Local and global properties in networks of 
processors (extended abstract).In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Annual ACM Symposium on Theory of Computing.
ACM, New York, NY, 1980, 82–93.

6. Aspnes, J. and Ruppert,  E. 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protocols.Middleware for Network Eccentric 
and Mobile Applications.B. Garbinato, H. Miranda, and 
L. Rodrigues, Eds.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09, 97–120.

7. Attiya, H., Bar-Noy, A. and Dolev, D. Sharing memory 
robustly in message-passing systems.JACM 42, 1 (Jan. 
1995), 124–142.

8. Babaoglu, O., Binci, T., Jelasity, M. and Montresor, A. 
Firefly-inspired heartbeat synchronization in overlay 
networks.In Proceeding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lf-Adaptive and Self-Organizing Systems 
(2007), 77–86.

9. Beauquier, J., Blanchard, P., Burman, J. and Delaët, S. 
Tight complexity analysis of population protocols with 
cover times—the Zebranet example.Theor.Comput.
Sci.512 (Nov. 2013), 15–27.

10. Bryant, B. Chromatin computation.PLoS ONE 7, 5 
(2012), e35703.

11. Buesing, L., Bill, J., Nessler, B. and Maass, W. Neural 
dynamics as sampling:A model for stochastic 
computation in recurrent networks of spiking neurons.
PLoS Comput.Biol.7, 11 (Nov. 2011), e1002211.

12. Bushman, F. et al.Host cell factors in HIV replication: 
meta-analysis of genome-wide studies.PLoS Pathog.5, 
5 (May 2009), e1000437.

13. Cardelli, L. and Csikasz-Nagy, A. The cell cycle switch 
computes approximate majority.Sci Rep. 2:656 (2012).

14. Chazelle, B. Natural algorithms and influence systems.
Commun.ACM 55, 12 (Dec. 2012), 101–110.

15. Cheong, R., Rhee, A., Wang, C.J., Nemenman, I. and 
Levchenko, A. Information transduction capacity of 
noisy biochemical signaling networks.Science 334, 
6054 (Oct. 2011), 354–358.

16. Chittka, L., Skorupski, P., and Raine, N.E.Speed-
accuracy tradeoffs in animal decision-making.Trends 
Ecol.Evol. 24, 7 (July 2009), 400–407. 

17. Cornejo, A. and Kuhn, F. Deploying wireless networks 
with beeps.In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Computing (2010).Springer-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48–162.

18. Cuntz, H., Forstner, F., Borst, A. and Hausser, M. One 
rule to grow them all:A general theory of neuronal 
branching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PLoS Comput.
Biol.6, 8 (2010).

19. Destexhe, A. and Contreras, D. Neuronal computations 
with stochastic network states.Science 314, 5796 (Oct. 
2006), 85–90.

20. Emek, Y. and Wattenhofer, R. Stone age distributed 
comput ing .In  P r o c e e d i n g s  o f  t h e  2 0 1 3  AC M 
Symposium on Principles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 
(2013).ACM, New York, NY, 137–146.

21. Falik, O., Mordoch, Y., Quansah, L., Fait, A. and 
Novoplansky, A. Rumor has it ... :Relay communication 
of stress cues in plants.PLoS ONE 6, 11 (2011), 
e23625.

22. Feinerman, O. and Korman, A. Theoretical distributed 
computing meets biology:A review.Distributed 
Computing and Internet Technology.C. Hota and P. 
Srimani, Eds.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7753 
(2013), 1–18.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18.

23. Feinerman, O., Korman, A., Lotker, Z. and Sereni, 
J-S.Collaborative search on the plane without 
communication.In Proceedings of the ACM Symposium 
on Principles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 (2012).ACM, 
New York, NY, 77–86.

24. Gitter, A. et al.Backup in gene regulatory networks 
explains differences between binding and knockout 
results.Mol.Syst.Biol.5, 276 (2009).

25. Gupta, I., Chandra, T.D., and Goldszmidt, G.S.On 
scalable and efficient distributed failure detectors.In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Annual ACM Symposium on 
Principles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 (2001).ACM, New 
York, NY, 170–179.

26. Hsiao, T.L. and Vitkup, D. Role of duplicate genes in 
robustness against deleterious human mutations.PLoS 
Genet.4, 3 (Mar. 2008), e1000014.

27. Hu, T., Genkin, A. and Chklovskii, D.B.A network of 
spiking neurons for computing sparse representations 
in an energy-efficient way.Neural Comput 24, 11 (Nov. 
2012), 2852–2872.

28. Hu, Z. and Li, B.  Fundamental performance limits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2004), 81–101.

29. Ioannou, C.C., Guttal, V. and Couzin, I.D. Predatory fish 
select for coordinated collective motion in virtual prey.
Science 337, 6099 (Sept. 2012), 1212–1215.

30. Jakovcevsk i ,  M.  and Akbar ian ,  S .  Ep igenet ic 
mechanisms in neurological disease.Nat.Med.18, 8 
(Aug. 2012), 1194–1204.

31. Jongeneel,  C.V.  et al .An atlas of human gene 
expression from massively parallel  s ignature 
sequencing (MPSS).Genome Res 15, 7 (July 2005), 
1007–1014.

32. Kitano, H. and Oda, K. Robustness trade-offs and host-
microbial symbiosis in the immune system.Mol.Syst.
Biol. 2:2006.0022 (2006).

33. Kuhn, F., Lynch, N., and Oshman, R. Distributed 
computation in dynamic networks.In Proceedings of 
the 42nd ACM Symposium on Theory of Computing 
(2010).ACM, New York, NY,  513–522.

34. Levy, S., Kafri, M. Carmi, M. and Barkai, 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a dual-transporter system.
Science 334, 6061 (Dec. 2011), 1408–1412.

35. Li, K., Thomas, K., Torres, C., Rossi, L. and Shen, C-C. 
Slime mold inspired path formation protoco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In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warm Intelligence 
(2010).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99–311.

36. Luby, M. A simple parallel algorithm for the maximal 
independent set problem.In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Annual ACM Symposium on Theory of Computing 
(1985).ACM, New York, NY, 1–10.

37. Lynch, N.A.Distributed Algorithms. Morgan Kaufmann, 



104    ACM 通讯    |   2015 年  1  月  |  第  58 卷  |  第  1  期

以容忍。还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
对于不同的程序，这些提升和能
耗降低并不需要使用不同的加速
器实现方式——它们通过相同的
近似加速器得到，那些加速器可
用于所有程序中所有类型的可近
似代码区。

除了文中描述的之外，通过让
近似计算引擎在明显低得多的电压
下运行，还能节约更多的能源。业
界增长的真正引擎——登纳德缩放
（Dennard scaling）——允许晶体
管减少尺寸，同时消耗更少的能源，
得到更高的性能。但是登纳德缩放
正趋近极限。设备的尺寸已经缩减
到了原子级别。而且，在不牺牲设
备可靠性的情况下，无法继续显著
降低电压。新技术会带来不错的能
耗性能，但由于需要利用冗余来补
偿它们的不可靠性，这一优势被抵
消了。因此，对于传统的交易系统
而言，未来的技术不大可能大幅提
升其能耗性能。然而，对于那些生
成近似结果的系统（比如作者描述
的系统），需要的冗余可能有所不
同且要简单得多。对于这些系统类
型，低电压运行是可行的。

未 来， 当 我 们 使 用 缩 小 的
CMOS 和后硅技术，利用海量计算
处理世上产生的海量数据时，近似
计算似乎是我们最有可能取得成功
的希望。下面的文章就是为实现此
目标所需开展的工作的一个很好的
例子。 

Ravi Nair （nair@us.ibm.com）是纽约州约克敦海茨 IBM 
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的杰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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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数据的迅猛增长有良好的记
录佐证。这些数字数据由各种类型
的系统和设备产生。研究表明，
在 2010 年以前，世界上数字数据
的数量还远不能与模拟数据的数量
相提并论。如今，生成、传输和  
使用的所有数据几乎都采用了数字
形式。

商用计算机在数字世界中的大
部分数据都是交易型数据的环境下
逐步发展。如今，交易型数据虽在
不断增大，但占数字世界的比例要
小得多。在数字世界中，居主导地
位的是消费者的图片、监控录像、
娱乐信息、社交媒体和传感器数据。
然而，现今的大多数系统（包括个
人计算机）使用了本质上同类型的
处理器，相同的存储器体系以及相
同的计算模式，而这些均由交易系
统所开创。

为支持交易处理（如金融交易）
而构建的系统具有特殊的需求。在
这些系统的处理器中有很多复杂机
制，用于满足高可靠性、高精度的
要求并提供定义清晰的操作顺序。
这些特性有助于推演和调试程序。
但是，有的程序执行的操作和阶段
原本可以放松要求，现在却需要承
担代价。

如果我们只需要处理这种新
型的非交易型数据，系统会变成
什么样呢？在挖掘和处理这些数
据的典型应用中，通常可以容忍
较低的精度、不精确的顺序，甚
至系统操作中的某些不可靠性。
因此，与延迟或是以更大代价提
供最新和准确的信息相比，立即
提供偶尔过期或近似正确的信息，
作用往往更大。

人们可能会争辩说，近似计算
让人很难从逻辑上推断程序生成的
结果。然而，即使在传统的计算中，
这种推断往往也不容易——机器
一直无法精确地表示实数；多处理
器访问共享变量的顺序往往无法预
测，并可能导致不确定的结果；而
且基本无法从任何系统中完全清除
所有的潜在的硬件和软件错误源。
与传统的计算不同，近似计算理所
当然地认为错误会发生，并把容错
的责任转交给了运行时环境、编译
器或甚至是应用本身。

下面的文章论证了通过近似计
算可从成本、能量和延迟方面获得
明显的优势。文中的程序设计模型
支持程序员把程序的某个部分视为
可近似的。编译器会为可近似的代
码生成两个版本，其中一个运行在
主机上，另一个则运行在单独的加
速器上。这个加速器的计算速度可
能更快，能耗可能更低，但是结果
可能会与主机生成的确切结果存在
偏差。

论文的作者假定，在很多可
近似的程序的解空间中，通过了
解程序过去如何处理一系列输入，
可以很好地预测程序如何处理某
个新输入。作为可近似区域的加
速器，他们使用了学习引擎来获
取近似正确的结果。作者选择的
学习引擎是一种数字神经网络。
在执行可近似部分的主机版本时，
使用了典型输入集或随机输入集。
此次执行得到的输出用于训练神
经网络加速器。对可容忍近似的
多类程序，作者指出，这种方法
使得性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能
耗也明显降低，且质量的下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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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需要近似计算
Ravi N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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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每个晶体管速度和能效的改进程度逐渐减少，为
了持续改进通用处理器的性能和能效，我们需要从根
本上脱离传统的方法。脱离的方法之一是近似计算。
在近似计算中，计算的错误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在传
统鲁棒的数字抽象机制中近乎完美的准确度也得到了
松弛。在高能效计算中，传统方法会搜索性能和能量
这两个维度的设计空间，而且传统上不能两者兼顾。
通用的近似计算探讨了第三个维度——错误——通过
牺牲计算的准确度获取能耗和性能两方面的收益。利
用少量错误获取大量节省的技术并不容易找到。本文
描述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使用了基于机器学习
的变换机制来加速容忍近似的程序。其中的核心理念
是，训练一个学习模型获取可近似的代码区  ——即可
产生不精确但可接受的结果的代码——的行为方式，
然后用经学习得出的模型的高效计算替代原有的代码
区。我们使用神经网络学习代码的行为，并进行近似。
我们描述了鹦鹉算法变换（Parrot algorithmic trans-
formation），其利用了简单的程序注解（“apprx-
imable”( 可近似 )）来把某个代码区从冯·诺依曼模型
变换成神经模型。过了学习阶段以后，编译器会把原
来的代码替换成对名为神经处理单元（NPU）的低功
耗加速器的调用。NPU 与处理器的流水线紧密耦合，
即使变换的代码区不大，仍能获得可观的加速。与执
行原来的代码相比，卸载可近似的代码区至 NPU 后速
度更快，也更节能。在一些不同类型的应用中，NPU
加速可让整个应用的加速比达到 2.3 倍，平均节能 3.0
倍，而平均的质量损失最多不超过 9.6%。NPU 组成了
一类新的加速器，并证明了在通用计算中对传统抽象
机制的近乎完美的准确度进行松弛后，性能和能效均
可获得明显的提升。

1. 引言
众所周知，能效现在从根本上限制了微处理器的性能
收益。随着晶体管密度的增加，CMOS 缩放已经无法
继续提供与之相称的能效收益。7, 15 因此，半导体业
和研究社区越来越把目光聚焦在专门的加速器上。通
过限制受益的工作负载，这些加速器可以提供相当大

的能效和性能提升。在最近的研究中，通用处理器和
ASIC 之间的效率差别已经达到了三个数量级。14 在这
方面，社区也正在面临一个“铁三角”；我们可以选
择性能、能效和通用性中的任意两者，但却会牺牲第
三者。在晶体管缩放的传统趋势——登纳德缩放 5——
失效前，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能够同时提升这三个因素。
在后登纳德缩放时代，如果解决方案能在提升性能和
能效的同时尽量保持通用性，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因此，
人们对于 GPGPU 和 FPGA 的兴趣剧增。此类可编程
的加速器利用了应用领域的某个特性来实现能效提升，
但牺牲了通用性。例如，FPGA 利用了大量的细粒度
不规则并行性，而 GPU 则利用了很多线程及数据级的
SIMD 并行。应用是否可以有效地使用加速器主要取
决于该应用在何种程度上展现出了加速器所需的特性。

对近似的容忍是此类程序特性之一。最近，越来
越多的研究 2, 4, 8, 19, 26, 27 已开始关注近似，把它作为一
种提高能效的策略。很多类型的应用能够容忍输出中
的少量错误，不会对结果质量  （QoR）成可识别的影
响。这些应用在移动、嵌入式和服务器系统较为常见，
它们可归为以下四个大类：

1.使用模拟输入的应用。这一类应用包括图像处理、
传感器数据处理、语音识别等，它们使用了充满
噪声的现实世界数据。它们在本质上对某类噪声
具有弹性，可以处理近似产生的“额外噪声”。

2. 生成模拟输出的应用。这些应用包括多媒体、图
像渲染、声音合成等。它们的输出用于人类感知，
本质上可以容忍用户无法察觉的错误。

3. 答案不唯一的应用。这一类应用包括网络搜索、
机器学习和自治代理等，它不提供唯一的答案，
可接受多个可能的答案。

4.迭代和收敛的应用。这一类应用包括数据分析和

本文以前的版本曾在《第 45 界微体系结构会议论
文集》（2012 年 12 月）发表。本文的部分内容曾
在《IEEE Micro 2012 年度计算机体系结构会议顶
级论文》 （2013 年 5/6 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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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它们迭代地处理大量数据。它们通常
抽样数据，提前终止收敛过程，或应用近似启发
式算法。因此，这种应用能够自然而然地从近似
技术中获益。

对于这几类应用，牺牲计算的准确度后，有可能
会得到更大的性能和能效提升。如图 1 所示，大家也
可以把这些取舍想象成在处理器设计空间中找到帕累
托最优点。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对于任何工作负载集合，
均可规划出可能的处理器实现集合，其中的能效是一
个轴，性能是另一个轴，而最佳的实现则处在二维边
界上。在支持了近似技术之后，允许的错误程度代表
了第三个轴。在这种三维空间中，帕累托面代表了性能、
效率和错误的最佳点。然而，现在我们还不能充分地
理解这个面。

通过开发一种新型的可编程加速器，本文定义了
该帕累托平面上的一些新点。这些加速器利用近似来
提升性能和能效。其中的核心理念是，学习可近似代
码区 的行为，然后自动地用经学习得出的模型的高效
计算替代原有的代码区。我们的方法与近似计算之前
的研究不同，以前的方法扩展了传统的微体系结构以
支持选择性地近似执行，但会产生用于记录指令的开
销 4, 8, 19 或需要迥然不同的编程模式。2, 21 与新兴的灵
活加速器类似，11, 12, 29，我们的技术会自动卸载用主流
语言编写的程序中的代码段。然而，与之前的研究不同，
我们的技术还利用了被卸载的代码的语义变化以及计
算的本质。因为被变换的代码区是可近似的，能够容
忍少量的错误，所以这种变化是可能的。

NPU- 启用的系统依赖我们基于学习的算法变换，
我们将其称之为鹦鹉变换（Parrot transformation）a。

这种变化在编译时把可近似的通用代码转变成为神经
表示——具体来说，多层感知器。在运行时，处理器
在执行程序时调用 NPU，而不是运行原始的代码区。
NPU 产生了相当大的性能和能耗收益，因为它们包含
了代码区，消除了几乎所有的取指、解码等开销。该
代码区在处理器上执行时原本会产生这些开销。我们
用对神经硬件的单一、有效的调用取代了这些开销，
这些硬件利用了硬连线控制来获取额外的效率。如图
2 所示，与用于特定任务的加速器相比，NPU 加速提
供的通用性更好，因为鹦鹉变换把很多独特的代码模
式转变成了通用的表示，而这种表示可在单一的物理
加速器上运行。事实上，我们的鹦鹉算法变换用神经
网络替换了非结构化的串行代码。这些神经网络拥有
结构化的细粒度并行，在高效的，静态调度的硬件结
构（NPU）上执行。因此，把各种不同的代码区转换
成为常用的神经表示后，会获得明显的性能和能效提
升，因为神经网络由简单、规则和并行的操作组成。

通过加速各种不同的应用【包括 FFT、博弈、聚
类和视觉算法（第 6 节）】，我们证明了使用神经网
络替换命令式代码区不仅可行，还有利可图。这些应
用不属于通常使用神经网络的建模和预测性任务。对
于每一种应用，我们变换了那些占据大部分程序运行
时间的单一可近似函数。就基准程序而言，NPU 加速
为整个应用提供了平均 2.3 倍加速比，3.0 倍的平均能
效，而在所有情况下，平均的准确度均大于 90%。

鹦鹉算法变换和 NPU 加速架起了连接冯·诺依曼
和计算的神经模型之间的桥梁。这些技术使得研究人
员可以通过传统的编程语言为神经硬件编程，让那些
硬件的用途超越了预测和建模，进而用于加速通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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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通用处理器的设计空间中加入错误的维度后，找出帕累托边界的问题
变成了找出帕累托平面的问题。在这种三维空间中畅游，找出并理解这种帕
累托平面是一个迷人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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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鹦鹉算法变换把不同的代码区转变成为常用的神经中间表示。作为一
个常用的表示，神经网络使用单一的物理 NPU 支持了不同应用的加速。

a 我们把我们的算法变换称为鹦鹉变换——因为它的输出是一个模仿原代码
区的学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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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文中的结果说明，对具有近乎完美的准确度的传
统抽象手段进行松弛后，不同的计算模型可以融合在
一起，取得相当大的性能和能效提升。

2. 概述
如图 3 所示，鹦鹉变换是一种把命令式代码区转变成
神经网络的算法变换。因为神经网络引入了大量的并
行性且由简单的操作组成，所以它们可通过专用硬件
被有效地加速。因此，鹦鹉变换能够产生显著的性能
和能效提升。这种变换利用了基于训练的方法来生成
神经网络，近似候选代码的行为。变换后的代码主要
运行在主核心上，并调用辅助的硬件结构（NPU）来
执行神经运算，而不是执行被替换的代码。图 3 概述
了鹦鹉算法变换，其包含三个关键阶段：程序设计，
此时程序员标出可被转换的代码区；编译，此时编译
器选择和训练合适的神经网络，并用对神经网络的调
用替换原来的代码；以及执行。

程序设计。在鹦鹉变换的一开始，程序员识别可
近似的候选代码区。因为容忍近似是一种语义属性，
所以程序员有责任选择那些近似执行后不会削弱应用
整体可靠性的代码。在近似计算的文献中，这一需求
现在已是惯例。4, 8, 26

编译。如图 3 所示，一旦程序员为源代码添加注
解后，编译器会按下列三个步骤应用鹦鹉变换：（1）
代码观察；（2）神经网络选择和训练以及（3）二进
制生成。

训练任何任务的神经网络时，均需要用于捕捉任
务函数的成对输入 - 输出集合。因此，在代码观察步骤
时，编译器会通过记录输入和输出日志来观察候选代
码区的行为。这一步骤与程序剖面技术（profiling）相似。
编译器插桩程序以探测候选函数的输入和输出。然后，
使用代表性输入集（比如测试集的一部分）运行被插
桩的程序。探针记录了候选函数的输入和输出。记录
的输入 - 输出对构成了下一步骤中的训练和验证数据。

编译器使用收集到的输入 - 输出数据配置和训练
用于模仿候选代码区的神经网络。编译器必须找出提
供可接受误差的最简单的神经网络拓扑，因为越复杂
的网络提供的 QoR 回报越小。编译器还需要找出网络
的突触权重。它结合了反向传播算法 25 与拓扑搜索来
配置和训练神经网络。

鹦鹉变换的最后一步是代码生成。编译器首先生
成 NPU 的配置，该 NPU 实现了训练后的神经网络。
然后，编译器用一系列调用 NPU 的特殊指令代替对
原函数的每次调用，发送输入并接收计算后的输出。
NPU 的配置和调用通过附加在核心上的 ISA 扩展执行。

执行。在部署时，变换后的程序开始在主核心上
执行，并配置 NPU。在执行的整个过程中，调用了
NPU 来执行神经网络估值，并以此代替原代码区的执
行。NPU 作为处理器流水线上的紧耦合加速器被集成。
与执行原来的代码区相比，调用 NPU 后速度更快，也
更节能，所以从整体上来说，程序被加速了。

如图 4 所示，有很多种可行的 NPU 实现，从纯软
件的执行直至专用的模拟电路。因为鹦鹉变换的效用
依赖于神经网络计算的效率，所以 NPU 的调用需要相
当快，耗能相当低，这点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描述
了基于数字神经网络 ASIC 的高性能硬件 NPU 设计和
体系结构支持，以实现低延迟的 NPU 调用。

3. 程序设计模型
鹦鹉变换开始时，程序员标识出候选代码区。本节
描述了识别时使用的这些准则以及程序员可使用的
具体语言接口。在标识出候选区后，鹦鹉变换完全
自动执行。

3.1. 代码区的准则
鹦鹉变换的候选代码必须满足三个准则：必须经常被
执行（即，“热”函数）；必须容忍计算中的不精确性；
以及必须拥有明确的输入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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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鹦鹉变换一瞥：从包含注解的代码到 NPU 增强的核心上的加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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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代码（Hot code）。与其他加速技术类似，
鹦鹉变换应该替换热点代码。鹦鹉变换可应用于各种
代码，其范围广泛，从小函数延到整个算法。代码区
可包含函数调用、循环和复杂的控制流，这些开销可
通过鹦鹉变换被避免。当用于较小的代码区时，NPU
调用的开销需要相当低才能保证变换有利可图。传统
的性能剖面工具可以找出热点代码。

例如，边缘检测是广泛使用的图像处理计算。在边
缘检测的很多实现中均使用了 Sobel 过滤器。Sobel 过滤
器是一种 3 × 3的卷积矩阵，它近似了图像的亮度梯度。
如图5a底部的方框所示，局部的Sobel过滤器计算（sobel
函数）在边缘检测时执行了多次，所以在整个算法中卷
积是一个热点函数，一个适于鹦鹉变换的候选对象。

可近似性。在执行时，鹦鹉变换的代码区的执行
将体现出近似性。因此，程序必须具有应用级的容错
机制，能容忍不精确性。这要求程序员确保候选区的
不精确结果不会引起灾难性失败。正如此前关于近似
规划 1, 4, 19, 26, 27 的研究所述，确定代码区是否可近似并
不难。

除了确定代码区可安全地产生不精确的结果之外，
程序员并不需要推导代码和神经网络之间的映射。虽
然使用神经网络实现某些函数比实现另一些函数更精
确，但我们发现，它们可以准确地模仿真实程序中的
很多函数（见第 6 节）。然而，从直觉上来判断，它
们有效地近似混沌函数的可能性较低，因为即使用很
大的训练集也无法捕捉足够的函数行为来概括其功能，
以满足处理新输入的要求。不过，可从经验的角度对
神经网络近似的效用进行评价。程序员应该利用注解
标出所有近似代码；然后，编译器可以评估用训练后
的神经网络代理各函数后的准确度，并只选择那些神
经网络可良好匹配的函数。

在 Sobel 过滤器的例子中，处理像素的部分代码
可被近似。对于计算像素地址并构建 sobel 函数窗口
的代码区（图 5a 底部方框中的第 8 行），需要保证精
确，以避免内存访问冲突。然而，sobel 函数基本上
是近似的，因为它用于估计像素的亮度梯度。因此，
该函数的近似执行不会引起灾难性失败。不仅如此，
它也不大可能引起整个边缘检测质量的重大恶化。这
些性质让 sobel 函数成为适于近似执行的候选区。

CPU NPU

CPU GPU FPGA
Digital
ASIC 

FPAA
Analog
ASIC 

图 4.NPU 实现的设计空间。本项工作专注于精确的数字 ASIC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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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 = (p[0][2] + 2  ∗  p[1][2] + p[2][2]);
y += (p[0][0] + 2 ∗  p[1][1] + p[2][0]);

7 r = sqrt (x ∗  x + y ∗  y);
if (r >= 0.7071) r = 0.7070;

9 return r;
}

2
for (int y = 0; y < srcImg.height; ++y)

4 for (int x = 0; x < srcImg.width; ++x)
srcImg.toGrayeScale(x,y);

6 for (int y = 0; y < srcImg.height; ++y)
for (int x = 0; x < scrImg.width; ++x){

8 p = srcImg.build3x3Window(x, y);

10 dstImg.setPixel(x, y, pixel);
}

12 }

p[0][0]

p[1][0]

p[2][0]

p[0][1]

p[1][1]

p[2][1]

p[0][2]

p[2][2]

...

r
Input Layer Hidden Layer Output Layer

(b)

2

4
srcImg.toGrayeScale(x, y);

6 for (int y = 0; y < srcImg.height; ++y)
for (int x = 0; x < scrImg.width; ++x){

8 p = srcImg.build3x3Window(x, y);
NPU_SEND(p[0][0]); NPU_SEND(p[0][1]); NPU_SEND(p[0][2]);

10 NPU_SEND(p[1][0]); NPU_SEND(p[1][1]); NPU_SEND(p[1][2]);
NPU_SEND(p[2][0]); NPU_SEND(p[2][1]); NPU_SEND(p[2][2]);

12 NPU_RECEIVE(pixel);
dstImg.setPixel(x, y, pixel);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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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 x, 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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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edgeDetection (Image& srcImg, Image& dstImg){
2 float [3][3] p; float 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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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oid edgeDetection (Image& srcImg, Image& dstImg){
2 float [3][3] p; float pixel;

for (int y = 0; y < srcImg.height; ++y)
4 for (int x = 0; x < srcImg.width; ++x)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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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4 }
}

float sobel [[approximable]] (float[3][3] p){

pixel = sobel(p);

图 5. 对使用 Sobel 过滤器的边缘检测算法进行变换时涉及了三个阶段：（a）Sobel 过滤器的原始实现，（b）把 sobel 函数变换称为 9 Æ 8 Æ 1 NN 以及
（c）经鹦鹉变换后的代码；NPU 调用取代了函数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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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该阶段的输出为训练数据集：每个输入 - 输出
对代表训练算法一个样本。

观察阶段类似与程序剖面指导的编译技术中使用
的剖面运行。具体来说，它需要某应用的代表性测试输
入。这些输入可能是已有测试集的一部分，或随机生成。
在很多情况下，少量的应用测试输入便足以训练神经网
络，因为在单次的应用运行时，候选函数会被执行多次。

4.2. 训练
编译器使用训练数据生成用于取代原函数的神经网络。
文献中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工神经网络，但我们把搜
索空间限定在多层感知器（MLP）内，因为它们的应
用范围较广。

编译器使用了反向传播算法 25 来训练神经网络。
反向传播是一种梯度下降算法，它会根据每个输入 -
输出对的情况反复地调整神经网络的权重。

神经网络的拓扑选择。除了运行反向传播之外，该
阶段还会选择用于平衡准确度和效率的网络拓扑。一个
MLP 由全连通的神经元集合组成，这些神经元会分为
几个层级：输入层、任意数量的“隐藏”层，以及输出
层。更大、更复杂的网络会提供更好的准确度潜质，但
与小规模的、简单的神经网络相比，它可能更慢，能效
更低。我们的目标是找出准确度可接受的最小神经网络。

为了选择拓扑，我们使用了简单的搜索算法，根据
神经网络在观测数据的未见子集（译者注：即测试集，
见下段）上测试所得到的均方差进行拓扑结构的评估。
这种错误评估使用了典型的交叉验证法：在观察阶段时，
编译器把收集到的数据分为训练集（70% 的观察数据）
和 测试集（剩余的 30%）。拓扑搜索算法使用训练集训
练很多不同的神经网络拓扑，然后选择在测试集上准确
度最高，且NPU上的延迟最低的拓扑（优先考虑准确度）。

该阶段的输出包括神经网络拓扑——确定层级的
数量以及各层神经元的数量——以及各神经元的权重，
各输入和输出的归一化范围。

在线训练。当前的系统在部署前执行观察和训练；
另一种设计可以在执行操作的同时训练神经网络。在
线训练能够提高准确度，但会导致运行时的开销。为
了解决开销问题，在线训练系统能够把神经网络的训
练和配置卸载到远程服务器上。使用非现场的训练后，
部署的多个应用实例能够集中它们的训练以增大对输
入空间的覆盖率。

4.3. 代码生成
在训练阶段完成后，编译器会生成插桩的二进制代码。
该二进制会运行在处理器核心上并调用 NPU，而不是
调用原来的函数。在第一次载入程序时，程序会通过

明确的输入和输出。鹦鹉变换用具有固定数量的
输入输出的神经网络取代了代码区。因此，它对实际
可替代的代码区提出了两种限制。首先，候选区的输
入和输出必须具有固定的大小，且在编译时已知。例如，
代码不可以动态地把无限的数据量写入可变长的数组。
其次，代码不能通过系统调用造成副作用。系统会对
这两个准则进行静态检查。

图 5a 中的 sobel 函数符合这些要求。它采用了九
个静态可识别的浮点数作为输入，生成一个输出，且
无任何不良影响。

3.2. 标注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鹦鹉变换应用到了整个函数上。
为了确定候选函数，程序员对它们进行了标注（例如，
使用 C++11 [[approximble]] 语法），如图 5a 所示。程
序员负责确保函数拥有明确的输入和输出。所有输入
均包含在参数列表中，且所有输出均为返回值的一部
分。每个参数类型和返回类型必须具有固定的长度；
然而，它们可包含多个元素（例如，固定长度的数组
或记录）如果有任何类型为指针类型，那么指针必须
指向固定长度的值；然后，被引用的值会被视为神经
网络的输入或输出，而不是指针本身。如果函数需要
返回多个值，则它可以返回固定长度的数组或 C 结构
体。程序员标注了候选函数后，鹦鹉变换是完全自动
和透明的；不再需要程序员的干预。

与此前的近似计算研究类似，我们承认，在确定
可容错的代码时，一些程序员的指导是至关重要的。1, 4, 

8, 19 , 26 容忍近似本质上是特定于应用的性质。尽管我们
发现简单明了的函数标注用起来直接了当（见第6节），
还可以使用静态分析技术进一步简化标注过程，大大
提升注解自动化的程度。

4. 编译工作流
在程序员为程序添加注解后，编译工作流便会按下列
三个步骤实现鹦鹉变换：观察、训练和插桩二进制代
码生成。

4.1. 代码观察
训练任何任务的神经网络时，均需要用于捕捉任务函
数的成对输入 - 输出集合。因此，在第一阶段，编译
器会为目标代码收集成对的输入 - 输出。这些数据反
映了真实的程序执行情况。这种基于上下文的观察允
许编译器利用真实的数据集训练神经网络。编译器会
生成有监测的源程序二进制代码，其中包括已注解函
数的输入和输出上的探针。每次执行函数时，探针都
会记录其输入和输出。我们会使用测试输入反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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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变换为不同的代码区生成了不同的神经网络
拓扑。因此，我们的可重构 NPU 加快了对各种神经拓
扑的评估。如图 6 所示，NPU 包括八个完全一样的处
理引擎（PE）和一个缩放单元。如有需要，缩放单元
会使用 NPU 配置过程中定义的缩放因子缩放神经网络
的输入和输出。

NPU 中的 PE 是静态调度的。调度信息是 NPU 配
置信息的一部分，其基于训练过程中推导出的神经网
络拓扑。在 NPU 的调度中，神经网络中的每个神经元
会被分配给八个 PE 中的某个 PE。神经网络的拓扑决
定了一个静态调度，该静态调度用于控制 PE 计算、总
线访问和队列访问的时刻。NPU 在其循环调度缓冲区
内保存了总线的调度信息（见图 6）。图 6b 说明了单
个 PE 的内部结构。每个 PE 为分配给它的所有神经元
执行计算。换言之，因为 NPU 实现了 sigmoid 激活的
MLP（sigmoid-activation MLP），每个神经元计算其

输出为 y = sigmoid （Si（xi × wi）），其中 xi 为神经
元的输入，wi 为其对应的权重。权重缓冲区也是循环
缓冲区，它保存了权重。当 PE 从总线处接收输入时，
它会把值放入自己的输入 FIFO。当每个 PE 的神经元
权重被配置后，它们会被放在权重缓冲区内；编译器
指导的调度确保输入到达的顺序与其对应权重在缓冲

向 NPU 发送拓扑参数和突触权重来配置 NPU。然后，
编译器用特殊指令代替对原函数的调用，向 NPU 发送
输入并收集其输出。

5.NPU 加速的架构设计
由于鹦鹉变换的候选代码区可能是细粒度的，NPU 调
用的开销必须相当低才能得到收益。理想情况下，
NPU 应该与处理器的流水线紧密集成。处理器的 ISA
也需要进行扩展，以支持程序在执行时配置和调用
NPU。

5.1.NPU 加速的 ISA 支持
NPU 是延迟可变的紧耦合加速器，它与处理器核的其
他部分通过 FIFO 队列通信。CPU-NPU 接口包含三个
队列：一个发送和接收配置的队列，一个发送输入的
队列以及一个获取神经网络输出的队列。ISA 扩展了
四个指令来访问这些队列。这些指令假设，处理器只
配置了单独的一个 NPU；如果架构支持多个 NPU 或
支持为每个 NPU 设置多套存储配置，那么可以使用识
别目标 NPU 的操作数来参数化指令。

•	 enq.c %r: 把寄存器r的值加入配置FIFO。
•	 deq.c %r: 让配置FIFO的配置值出队进入寄存器r。
•	 enq.d %r: 把寄存器r的值加入输入FIFO。
•	 deq.d %r: 让输出FIFO的队列头出队进入寄存器r.

为了设置 NPU，程序执行一系列 enq.c 指令来发送
配置参数——输入和输出的数量、网络拓扑和突触权
重——至 NPU。操作系统使用 deq.c 指令在上下文切
换时保存 NPU 的配置。为了调用 NPU， 程序反复执
行 enq.d，把输入发送给配置好的神经网络。当神经
网络的所有输入进入队列后，NPU 会马上开始计算，
并把结果放入它的输出 FIFO。程序反复执行 deq.d 来
获取输出值。

5.2. 神经处理单元
如图 4 所示，NPU 本身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可能
性。神经网络之前曾以软件的形式在 CPU 或 GPU、
13FPGA、30 数字ASIC6、甚至模拟电路或FPAA17 上实现。
如图 6 所示，我们设计了一个可重新配置的数字 NPU
电路，它运行时的电压和频率与主核心相同。更多的
NPU 设计细节请参见 Esmaeilzadeh 等人的论文 9。该
实现反映了效率和复杂度之间的合理取舍。然而，我
们相信，模拟的 NPU 具有明显的潜力，而且我们也计
划在将来的工作中继续对其进行探索。

图 6. 可重新配置的 8-PE NPU：（a）8-PE NPU，（b）单处理引擎（PE）
以及 （c）NPU 的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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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出现的顺序相同。采用这种方式后，PE 可以按输
入进入 PE 输入 FIFO 的顺序执行乘法和加法操作。

由于神经网络的计算只需要简单的操作（这些操
作局限于乘法 - 加法和 sigmoid 查找），PE 的结构相
当简单。不仅如此，神经网络计算暴露出了细粒度的
规则并行性。通过包含多个完全一致的 PE，我们在
NPU 设计中利用了这种并行。事实上，我们的鹦鹉算
法变换用神经网络替换了非结构化的串行代码。这些
神经网络拥有结构化的细粒度并行，在高效的，静态
调度的硬件结构（NPU）上执行。

6. 评估
为了评估鹦鹉变换的有效性，我们把它用于不同应用
领域的几个基准程序上。对于每个基准，我们确定了
易于进行鹦鹉变换的代码区。我们使用精确周期模拟
和功耗模型评价了整个应用的加速和节能情况。我们
还检查了因此牺牲的计算准确度。有关评估的更多详
情，还请读者阅读原论文。9

6.1. 基准程序
表 1 列出了在不同域中可容忍近似的各种应用，我们
用这些应用来评估我们的技术的广泛适用性。所有这

些基准程序均用 C 语言编写。选择这些应用领域——
信号处理、机器人学、博弈、压缩、机器学习和图像
处理——是因为它们的通用性以及它们对不精确的容
忍。这些领域与此前对近似计算的研究评价相一致。
8, 19, 26, 27 为了从概念上评价鹦鹉变换的效果，我们选择
了若干生成图像输出的基准程序，然后比较使用和未
使用变换时的输出图像。我们没有根据性能、能耗或
准确度的不足而拒绝任何应用。

表 1 还列出了用于评价性能、能耗和准确度的输
入集。这些输入集与鹦鹉变换训练阶段使用的输入集
不同。对于使用随机输入的应用，我们使用了不同的
随机输入集。对于使用图像输入的应用，我们使用了
不同的图像。

代码标注。我们按第 2 节描述的方式为每个基准
程序的 C 源码添加了标注：我们确定了拥有固定长度
的输入和输出的单一纯函数。我们没有为了适应鹦鹉
变换对基准程序做任何算法上的改变。挑选目标代码
时，有很多选择。对于某些程序而言，多个 NPU 本来
可能是有利的。然而，基于本次评价的目的，我们为
每个基准程序选择了一个容易被识别、常被执行（以
便考虑效率提升）并易于被神经网络学习的单一目标

表 1. 经评估的基准程序、每个被变换函数的细节、输入数据以及鹦鹉变换的结果

描述 类型 评估用输入集
函数调用
的次数

循环的
数量

判断语
句（if/
else）
的数量

×86-64 
指令的数

量
训练用输入
集

神经网络
的拓扑 NN MSE 错误度量 误差

fft 2 基底库利 -
图基快速傅里
叶（Rad ix -2 
Cooley-Tukey 
fast Fourier）

信号处理 2048 个随机
浮点数

2 0 0 34 32,768 个随
机浮点数

1 ® 4 ® 4 
® 2

0.00002 平均相对
误差

7.22%

inversek2j 双关节臂的逆
运动学

机器人学 10,000 （x, y）
个随机坐标

4 0 0 100 1 0 , 0 0 0 
（x, y）个随
机坐标

2 ® 8 ® 2 0.00563 平均相对
误差

7.50%

jmeint 三角形的相交
检测

3 维游戏 3 维三角形坐
标 的 10,000 
个随机对

32 0 23 1079 3 维 三 角
形 坐 标 的
100,000 个
随机对

18 ® 32 ® 
8 ® 2

0.00530 丢失率 7.32%

jpeg JPEG 编码 压缩 220 × 200 像
素的彩色图片

3 4 0 1257 三 张 512 × 
512 像 素 的
彩色图片

6 4  ®  1 6 
® 64

0.00890 图像的差
别

9.56%

kmeans K 均值聚类 机器学习 220 × 200 像
素的彩色图片

1 0 0 26 50,000 对随
机 （r, g, b）
值

6 ® 8 ® 4 
® 1

0.00169 图像的差
别

6.18%

sobel Sobel 边缘检
测器

图像处理 220 × 200 像
素的彩色图片

3 2 1 88 一 张 512 × 
512 像 素 的
彩色图片

9 ® 8 ® 1 0.00234 图像的差
别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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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x86 操作码来增加对 NPU 队列指令的支持。我们
使用 C 内联汇编的方法来增加 NPU 的调用代码。我
们使用 GCC 版本 4.4.6 及 -O3 标记编译了基准程序，
以启用激进的编译器优化。在报告的所有结果中，基
线指不使用鹦鹉变换时整个基准程序在核心上的执行
情况。

能耗建模。在程序的精确周期模拟期间，
MARSSx86 生成了事件日志。由此得出的统计数据被
发给了修改后的 McPAT18，以估算各次执行的能耗。
我们使用 McPAT 和 CACTI 6.520 为内存阵列、总线和
控制逻辑的监测结果构建了 8-PE NPU 的能耗模型。
我们使用了 Galal 和 Horowitz10 的结果来估计乘法和
加法操作的能耗。我们构建了 45nm 工艺的 NPU 和核
心的模型。NPU 的工作频率和电压与主核心相同。我
们设置的频率为 2080 MHz，电压为 Vdd = 0.9 V，因为 
Galal 和 Horowitz10 的能耗结果使用了这种频率和电
压设置。

6.3. 实验结果
图 7a 说明了使用 8-PE NPU 替代各基准程序中的目标
函数时，应用的加速情况。代码的其他部分运行在核
心上。基线为在 CPU 上执行所有的未经变换的基准程
序。这些图还说明了可获得的加速潜力：当 NPU 计
算只需要零周期时，可以获得的假设加速。在所有的
基准程序中，inversek2j 的加速最高 （11.1 倍） ，因
为鹦鹉变换使用相对较小的 NN （2 ® 8 ® 2）替换
了大部分的应用。在另一方面，kmeans 的速度降低
了 24%，虽然它在限值范围内有 20% 的加速潜力。
kmeans 中的已变换代码区由 26 个主要执行算术的指
令构成。这些指令能够高效地在核心上运行，而这一
基准程序的 NN （6 ® 8 ® 4 ® 1）相对复杂，与原代
码比需要更多的计算（84 次乘法 - 加法和 12 次 sig-
moid）。平均来说，通过NPU加速，基准程序出现了2.3
倍的加速。

图 7b 说明了每个基准程序的能耗降低情况。基线
为在未经修改的 CPU 上运行整个基准程序所消耗的能
量以及在假定零能耗的 NPU 上取得的理想节能。鹦鹉
变换避免了很大一部分动态指令的执行。如果不使用
该变换，这些指令需流经 OoO（乱序） 流水线中的高
耗能阶段。动态指令数量的减少以及 NPU 的高能效设
计取得了 3.0 倍的平均应用节能。

为了更详细地研究应用级的质量损失，图 8 描绘
了应用输出中各元素的最终误差的 CDF（累积分布函
数）图。各基准程序的输出由元素集合组成——图像

代码区域。从定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发现在每个基准
程序中确定合理的候选函数相当简单。

如表 1 所示，在我们检查的大多数基准程序中，
目标代码包含了复杂的控制流，包括条件、循环和方
法调用。在 jmeint 中，目标代码包含了算法的大部
分，包括很多嵌套方法调用和很多条件判断。在 jpeg
中，变换包含了离散余弦变换和量化阶段，其中包含
了函数调用和循环。在 fft、inversek2j 和 sobel 中，
目标代码主要由算术操作和较简单的控制流组成。在
kmeans 中，目标代码是欧几里得距离计算，它相当
简单，粒度也细，并被频繁执行。在每个场景中，目
标代码均无副作用，且输入 / 输出的数量是静态可识
别的。

训练数据。为了训练每个应用使用的 NPU，我们
使用了（1）典型的程序输入（例如，样本图像）或（2）
有限数量的随机输入。对于使用随机输入的基准程序，
我们首先确定代码中参数的允许范围，然后生成该范
围内的均匀随机输入。对于基于图像的基准程序，我
们使用了用于评价图像处理算法的三张标准图像。对
于 kmeans，我们为代码区提供了随机输入，以避免
因特定测试图像而造成的训练过度。

输出质量。我们使用了应用特定的错误度量来评
价各基准程序的 QoR。在所有的情况中，我们均对比
了未经变换的原始应用的输出和变换后的应用的输出。
对于 fft 和 inversek2j（它们生成了数值输出），我们
测量了平均相对误差。jmeint 计算了两个三维三角是
否相交；我们报告了误识率。对于 jpeg、kmeans 和
sobel（它们生成了图像输出），我们使用了平均均方
根来衡量图像的差别。

如表 1 最后一列所述，应用的平均错误率范围为
3% 至 10%。这种 QoR 下降与牺牲质量的其他研究相
一致。1, 8, 26

6.2. 实验设置

模 拟。 我 们 使 用 了 周 期 精 确 的 x86-64 模 拟 器 
MARSSx86 22 来评估鹦鹉变换和 NPU 加速的性能效
果。我们配置模拟器来模仿英特尔的 Penryn 微体系结
构 b，这是一种激进的乱序设计。我们使用精确周期
NPU 模拟器增强了 MARSSx86 的功能，并通过未使

b 处理器：处理器：取指 / 发射宽度：4/6, INT ALUs/FPUs:3/2, 加载 / 存储 
FUs:2/2, ROB 条数：96, 发射队列条数：32, INT/FP 物理寄存器：256/256, 
分支预测器：Tournament 48KB, BTB Sets/Ways:1024/4, RAS 条数 :64, 加载
/ 存储队列条数：48/48， 依赖预测器：4096- 条布隆过滤器，ITLB/DTLB 条
数：128/256, L1:32KB 指令 , 32KB 数据 , 线宽：64 字节，8 路，延迟：3 周期 , 
L2:2MB, 线宽 64 字节，8 路，延迟：12 个周期，内存延迟：50 ns （104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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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的输出元素中，绝大部分（80–100%） 的误差
低于 10%。

7. 相关工作
本文融合了三大研究领域：近似计算、通用可配置加
速和硬件神经网络。从基础上来说，鹦鹉变换利用了
硬件神经网络为近似程序创造新型的可配置加速器。

近似计算。之前的研究已经探讨了松弛后的硬件
语义及其对带“软”输出要求的应用的影响【它们同
时作为（1）传统架构的扩展 4, 8, 19 并（2）以完全近似
处理单元的形式出现】。2, 21 与此相比，NPU 加速了
较大应用中的粗粒度代码块。利用近似单元时，不需
要编写任何特殊的代码；只需要添加轻量级的标注。
某些研究已经引入了编程语言中的松弛语义，让程序
员控制软件的准确度。1, 4, 26 作为近似语义的一种实现
方式，鹦鹉变换与这些程序设计模型完全吻合。

通用可配置加速。鹦鹉变换把之前的研究拓展到
了可配置计算、合成、专门化和加速中，其着重于为
高效的硬件结构编译传统的命令式代码、。一个研究
方向是力图整合高效电路或配置 FPGA，以加速通用
代码。23, 24 与此类似，对于不规则和遗留的代码，静
态专门化（static specialization）已经展现了显著的
性能提升。29 最近，研究人员还提出了可配置的加速器，
允许主 CPU 把某些代码卸载到小型高效的结构上。11, 

12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专注于加速近似代码。NPU
带来了一个机会，让研究人员有可能在不需要严格正
确性的场景中取得更大的效率提升。

神经网络。无论是数字 6 还是模拟的方式，神经
网络的硬件实现（神经硬件）都存在大量的研究成果。
17 其他的研究也已经调查了硬件神经网络的容错性。
16, 28 最近的研究 3 表明，在 PARSEC 程序集中的 13 个
应用中，有 5 个可以通过人工重新实现，进而利用各
种类型的神经网络。

8. 局限和未来的方向
我们的结果说明，鹦鹉变换和 NPU 加速可以提供显著
的性能和能耗提升。然而，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下文
列出的鹦鹉变换的三大局限：（1）适用性；（2）程
序员的工作；以及（3）质量和错误控制。

适用性。因为神经网络本质上会产生近似结果，
并不是所有的代码区都能符合鹦鹉变换的条件。如第
3.1 节所列，目标代码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该区必须是可近似的。换言之，程序必须容忍应
用级的不精确性，能够容忍候选区的结果中的不
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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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性能和能效提升：（a）使用 8-PE NPU 时的总应用加速；以及（b）
使用 8-PE NPU 时的总应用节能。

图 8. 应用输出误差的累积分布函数（CDF） 图点（x, y）指 y 部分的输出
元素出现的误差低于或等于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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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像素组成，向量由标量组成等。误差 CDF 解释了输
出误差在应用输出元素中的分布情况，并证明只有极
少的输出元素出现了很大的质量损失。在各个变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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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与原始函数的输出，运行中的系统可偶尔测量
误差。如果抽样得出的误差大于阈值，则可重新训练
神经网络。

9. 结论
从传统上来说，由于缺少传统的编程模型，神经网
络的硬件实现被限制在特定类型的学习应用上。在
本文中，我们证明，使用它们模仿和加速可容忍少
量错误的通用程序时，存在着相当大潜力。我们的
学习变换架起了神经网络和计算的冯·诺依曼模型之
间的桥梁，唤起了用于神经硬件的通用用例。NPU
的加速能力与晶体管和应用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因为不仅晶体管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不精确的应用
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证明，神
经加速器能够成功地模仿各种不同的可近似命令式
代码。鹦鹉算法变换把不同的代码区转变成为常用
的神经网络表示。使用神经网络作为常用表示后，
可以使用新型的加速器（NPU），NPU 产生了明显
的应用级能耗和性能提升。引入的错误水平与此前
的近似计算技术中出现的错误水平基本相当。除了
介绍鹦鹉算法变换和新型的加速器之外，本文还带
出了下列两个其他的关键洞见：首先，程序变换必
须考虑一系列的神经网络拓扑；在跨不同应用时，
单一拓扑无效。其次，加速器必须与处理器的流水
线紧密耦合。这样的话，即使只变换了细粒度的代
码区，仍能获得可观的加速。通过提供端到端的解
决方案来满足这些关键需求，评估中的应用集平均
运行速度快 2.3 倍 ，而其使用的能量低至原来的 3.0
分之一，且在所有情况下，其准确度均高于 90%。
NPU 成了一种新型的可训练加速器，它可以在数字
域和模拟域这两个域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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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区必须包含数量有限的静态可识别输入和输
出。

•	 该区必须是程序热点，这样才能从加速中受益。

虽然这些准则成为了程序员或编译器识别鹦鹉变换候
选区的基础，但是它们并不确保由此得出的神经网络
会准确地近似代码区。不存在任何简单的准则能让某
个任务（此处为候选区）适于用神经网络学习。然而，
我们的实验和结果说明，实证分析是把种类繁多的近
似函数归类为是否适于 NPU 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识
别某些静态代码特征（哪些特征有助于指明代码适合
使用基于学习的加速），后续的研究可改进实证分析。

程序员的工作。在本文中，鹦鹉变换要求程序员（1）
识别可近似的代码区以及（2）提供应用的输入用于收
集训练数据。

与确保近似计算的安全和避免灾难性失败的其他
方法一样，26 程序员必须明确地向编译器提供信息，
确定哪些代码区的近似是安全的。如第 3.2 节勾勒的
那样，将来的工作应该探讨允许编译器自动推断哪些
代码块适于近似。

因为 NPU 加速依赖于代表性的测试集，它类似于
大部分的其他技术。那些技术使用了程序员提供的测
试输入，包括质量保证（例如，单元和集成测试）以
及剖析驱动的编译器。在将来的工作中 , 应该把传统
的覆盖测量和改进技术（例如测试生成）应用到鹦鹉
变换上。然而，一般而言，我们发现，为我们检查的
程序提供足够的输入相当简单，这部分是因为在单次
的应用运行时，候选函数会被执行多次，所以少量的
输入便足够。不仅如此，如第 4.2 节提及的那样，如
果无法在部署前获得代表性的测试数据，鹦鹉变换工
作流的在线版本可以使用部署后的输入样本。

质量和错误控制。本文的结果说明，NPU 加速能
有效地近似代码，其准确度与最新的近似计算技术相
同。然后，总有这样一种可能：对于某些输入，NPU
计算的结果明显低于平均质量。换言之，在没有穷尽
NPU 输入空间的情况下，无法对它在最坏情况下的准
确度做出任何正式保证。

对于其他的近似技术来说，这种不可预测性也相
当常见。8, 26 只要低质量结果的频率相当低，且应用
能够容忍这些罕见的大误差，类似 NPU 的近似技术
就能奏效。出于上述原因，将来的研究应该探索能够
降低此类低质结果的频率的各种机制。其中的一个机
制为预测 NPU 执行候选区的结果是否能够接受。例
如，具体实现时可以检查输入是否在训练时碰到的输
入范围之内。如果预测是否定的，那么应调用原来的
代码，而不是 NPU。另一种选择是，通过比较 N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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