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Structured Parallel Programming: Patterns for Efﬁcient Computation

背景知识
要编写良好的并行程序需要关注并行计算机的理论及实际。本章涵盖的背景资料适用于
大部分形式的并行编程，包括相关计算机架构的（简短）回顾和性能分析等主题。2.1 节介
绍了本书中模式和算法所使用的基本词汇和图形符号。2.2 节定义且命名了设计并行算法的
一些通用策略。2.3 节描述了现代处理器中用于执行并行计算的一些通用机制。2.4 节介绍了
基本的机器架构，着重于并行计算和通信的机制，强调了这些机制对并行软件设计的影响。
2.5 节从理论角度解释了性能问题，以便为并行算法的设计提供指导。2.6 节介绍了并行编程
中的一些常见陷阱以及怎样避免它们。本章结束后，读者应该对现代处理器如何执行并行程
序有一个基本认识，并了解一些扩展并行应用程序性能的经验法则。

2.1

名词和符号
算法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任务和数据。任务的操作基于数据，无论是对其进行修改，

还是创建新的数据。在并行计算中，需要管理和协调多个任务，尤其要考虑任务之间的依
赖。依赖导致需要对特定的一对任务进行排序。依赖通常与任务之间的数据传输相关联，但
也不总是这样。特别地，当一个任务所需的数据由另一个任务生成，它无法在这些数据生成
之前执行，这样就产生了数据依赖。另一种依赖通常叫作控制依赖，是由于某些事件或其相
关情况需要排序而产生的，如由于 I/O 操作造成的排序。本书将不区分这两种依赖，因为在
任意情况下，基本要求是任务需要及时排序。
本书经常用 Fork-Join 模式来进行任务管理。在 Fork-Join 模式中，通过在分叉点处拆
分现有的串行控制流来创建新的串行控制流，而通过将两个独立的串行控制流在汇合点合并
以实现同步。在单个串行控制流中，任务根据通常的串行语义进行排序。由于在分叉点和汇
合点前后存在隐式串行控制流，在这些点之间以及任务前后也存在控制依赖。一般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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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考虑所有的依赖，甚至是由串行控制流生成的依赖。
本书使用如图 2-1 所示的图形符号来表示这些基本概念。这些符号表示任务、数据、分
叉点、汇合点以及依赖。在图形中使用它们以表现本书中的模式，也用于描述并行算法。后
面还会随时增加其他符号，比如多边形表示子图或者流程图中的通用串行控制流构造，又如
菱形表示选择。
任务

图 2-1

数据

分叉点

汇合点

依赖

本书使用的描述算法基本组件的图形符号——任务和数据。本书使用两个额外符号来表示串行控
制流的拆分与归并：分叉和汇合。还使用箭头表示依赖

2.2

策略
实现可扩展并行的最佳策略是数据并行 [HSJ86，Vis10]。数据并行的定义多种多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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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狭义的定义仅仅是指面向集合的操作，如对数组中所有元素执行相同的操作，或对数组求
和。本书采用更为广义的概念，把随着数据集的增长而增加并行性的方式都看作数据并行，
或者更一般的，也包括随着问题大小的增长而增加并行性的方式。通常情况下，这些数据被
“分割”成块，并且由单独的任务处理。这种分割可能是直观的；也有可能是递归的，只要
能让更大的数据集产生更多的任务就行。
是否对数据块实现类似或不同的操作与本书对数据并行的定义无关。无论问题是否是规
则的，都可以使用数据并行。例如，15.4 节中对称秩校正的并行操作就不相同：两个对称秩
归约操作和一个矩阵乘操作。这是不规则计算的示例，其中可扩展的数据并行性来自于递归
地应用这种三路分解。
事实上并行地执行多个不同的操作会使程序很难理解，至少在指定的概念层面上是如
此。然而，对细节的关注程度决定了一些操作是否被看成是不同的。例如，考虑编译一组源
文件。在较高层次，可以看成在所有源文件上应用相同的“编译文件”操作。但每个编译可
能会涉及完全不同的控制流，因为每个源文件可能包含完全不同的内容。当考虑这些底层细
节的时候，这些操作看起来就不同了。因为工作量会随着输入文件数量的增加而增长，所以
这也是数据并行的一种。
与数据并行相对的是函数分解——一种并行运行不同程序函数的方法。在最好的情况
下，函数分解能提高常数倍的性能。例如，如果程序中有函数 f、g、h，则并行运行它们可
提高多达三倍的性能，但这只发生在所有三个函数执行时间完全相同且不相互依赖，还没有
额外开销时，不然性能的提升会较少。
有时函数分解可以提供额外的一些并行性来达到提高性能的目的，但鉴于这种方式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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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所以不应该把它作为主要策略。例如，考虑交互式石油勘探的可视化应用，它模拟地
震波传播、油藏动态和地震图生成 [RJ10]。使用函数分解并行运行这三个模拟，能够产生
足够的加速度以达到目标机器上的帧速率要求，否则无法满足。然而，对应用程序扩展性来
说，如使用高分辨率的显示器，则需要采用数据并行，比如将模拟区域分割成块并分别用独
立的任务模拟。
本书特意避免了任务并行性这一麻烦的术语，因为它的含义有很多。某些程序员用它表
示（不可扩展的）函数分解，而另一些程序员又用它表示（可扩展的）递归的 Fork-Join，还
有一些程序员用它表示任何控制流中多个不同任务的并行。
另一种更有用的区分方式是任务间依赖的规律性程度。本书使用以下术语来描述：
● 规则并行：任务相似，且依赖可预测。
● 非规则并行：任务不相似，且依赖不可预测。
将密集矩阵乘法分解成一系列点积就是规则并行的一个例子。所有的点积是相似的，并
且数据依赖性是可预测的。稀疏矩阵乘法的规则性就减少了——任何不可预测的零都降低了
密集情况下存在的依赖性。更加不规则的是象棋程序中在决策树上进行的并行递归搜索，该
树上的分支限界优化可以动态地剔除一些分支，导致该树的并行分支间不可预测的依赖性。
任何实际应用程序都倾向于在并行中混合使用不同的方法，而且还可能将并行策略和串
行策略混合使用。例如，应用程序可能使用一系列（串行的）的并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
己的并行策略。在单个并行阶段中，计算最终由串行代码执行，因此串行代码的高效实现仍
然很重要。2.5.6 节形式化了这种直觉：为了充分发挥并行的优势，串行代码的性能不容忽视。
想要获得良好的整体性能，那么良好的串行代码和良好的并行化战略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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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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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支持并行计算的硬件机制有很多，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是线程并行和向量并行：
● 线程并行：从硬件上对每个工作单元都使用单独的控制流以实现并行化的机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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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支持规则并行，也支持不规则并行，甚至还支持函数分解。

CHAPTER 2 Background

● 向量并行：从硬件上对多个数据元素均使用相同的控制流以实现并行化的机制。向
量并行自然支持规则并行，也可用于具有某些限制的非规则并行中。

硬件线程是能够独立执行程序（包含数据相关控制流的指令流）的硬件实体。特别是，
more software threads to exist than there are actual hardware threads by mapping software threads
它具有独立的“指令指针”或“程序计数器”
。由于硬件的不同，一个内核可能有一个或多
to hardware threads as necessary. A computation
that employs multiple threads in parallel is called
个硬件线程。软件线程是虚拟的硬件线程。通过将软件线程按需映射到硬件线程上，操作系
thread parallel.
Vector parallelism refers to single operations replicated over collections of data. In mainstream
统通常允许创建比实际硬件线程多得多的软件线程。采用并行执行多个线程的计算称为线程
processors, this is done by vector instructions that act on vector registers. Each vector register holds
并行。
a small array of elements. For example, in the Intel Advanced Vector Extensions (Intel AVX) each
向量并行是指在数据集合上复制单一操作。在主流处理器中，它是通过作用于向量寄存
register
can hold eight single-precision (32 bit) floating point values. On supercomputers, the vectors
may be much longer, and may involve streaming data to and from memory. We consider
of these
器上的向量指令来实现的。每个向量寄存器均可容纳一小组元素。例如，在
Intelboth
高级向量
to
be
instances
of
vector
parallelism,
but
we
normally
mean
the
use
of
vector
instructions
when
we use
扩展（Intel AVX）中，每个寄存器均可以容纳 8 个单精度（32 位）浮点值。在超级计算机
the term in this book.
中，向量内容可能更长，并且可能涉及与内存交互的流数据。虽然这两种都是向量并行的实
The elements of vector units are sometimes called lanes. Vector parallelism using N lanes requires
例，但在本书中向量并行通常是指向量指令的应用。
less hardware than thread parallelism using N threads because in vector parallelism only the registers
and向量单元的元素有时被称作通道。使用
the functional units have to be replicated N Ntimes.
In contrast, N-way threadN parallelism
requires
个通道的向量并行比使用
个线程的线程并
replicating the instruction fetch and decode logic and perhaps enlarging the instruction cache. Fur行需要更少的硬件，因为在向量并行中只有寄存器和函数单元必须被复制 N 份，而 N 路线
thermore, because there is a single flow of control, vector parallelism avoids the need for complex
程并行还需要复制指令获取和解码逻辑，并可能增加指令高速缓存的使用。此外，向量并行
synchronization mechanisms, thus enabling efficient fine-grained parallelism. All these factors can
also lead to greater power efficiency. However, when control flow must diverge, thread parallelism is
是单一控制流，避免了对复杂同步机制的需求，从而实现了高效的细粒度并行。以上这些因
usually more appropriate.
素也会提高电源的使用效率。然而，当控制流必须岔开时，线程并行通常会更合适。
Thread parallelism can easily emulate vector parallelism—just apply one thread per lane. However,
this线程并行很容易模拟向量并行——只需对每个通道创建一个线程。只是这种方法效率很
approach can be inefficient since thread synchronization overhead will often dominate. Threads
差，因为线程同步的开销很大。线程和向量操作的内存使用方式也不相同。特别是，向量并
also have different memory behavior than vector operations. In particular, in vector parallelism we
often want nearby vector lanes to access nearby memory locations, but if threads running on different
行中经常要求相邻的向量通道访问相邻的内存位置，但是在不同内核上运行的线程访问相邻
cores access nearby memory locations it ca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performance (due to false
的内存位置会对性能造成负面影响（因为高速缓存中存在假共享，见 2.4 节）。调和这两个问
sharing in caches, which we discuss in Section 2.4). A simple way around both problems is to break
题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将大向量操作拆分成块，对每个块创建一个线程来执行，在块的内部可
large vector operations into chunks and run each chunk on a thread, possibly also vectorizing within
each chunk.
以进行向量化。
Less obviously, vector hardware can emulate a limited form of thread parallelism, specifically
虽然不是很明显，向量硬件也能模拟特定形式的线程并行，尤其是包含控制流的元素函
elemental functions including control flow. We call such pseudo-threads fibers.1 Two approaches to
数。本书称这样的伪线程为纤程
。用控制流实现元素函数的两种方法是掩蔽和打包。后一
implementing elemental functions with
control flow are masking and packing. The latter implemen种实现机制也被称为流压缩
[BOA09，Wal11，LLM08，HLJH09]。
tation mechanism is also known
as stream compaction [BOA09, Wal11, LLM08, HLJH09].
Masking conditionally executes some lanes. The illusion of independent flows of control can be
掩蔽可以选择性地在某些通道上执行操作。试想为了实现独立的控制流，可以为每个通
achieved by assigning one fiber per lane and executing all control-flow paths that any of the fibers
道分配一个纤程，并执行任何纤程可能涉及的所有控制流路径。当执行的路径代码没有被特
take. When executing code for paths not taken by a particular fiber, that fiber’s lane is masked to
定纤程使用的时候，该纤程通道被遮蔽而无法执行，或者至少不会更新任何内存或引起其他
not execute, or at least not update any memory or cause other side effects. For example, consider the
following code:
副作用。例如下面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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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f (a&1)
a = 3*a + 1;
else
a = a/2;

This definitionWindows
of “fiber”中定义“纤程”为应用程序调度的软件线程，这里不要与其混淆。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meaning on Microsoft Windows, where it means an
注意：Microsoft
application-scheduled software thread.

1 Warning: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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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asking approach, the vector unit executes both both a=3∗a+1 and a=a/2. However, each
a=3*a+1
a=a/2
a&1
is zero or not. It is as if
lane is masked off for one of the two
statements,
depending
upon
whethera&1
在掩蔽方法中，向量单元既执行
，也执行
。但根据
是否为零，每个通道
the
code
were
written:
都遮蔽了两个语句中的一个。就好像代码被写成：
p = (a&1);
t = 3*a + 1;
if (p) a = t;
t = a/2;
if (!p) a = t;

43

if(...)a=t
其中
表示执行条件赋值的单一指令，而不是分支。带掩蔽的控制流模拟实现相
where
if (...)a
= t represents a single instruction that does conditional assignment, not a branch.
Emulation
of
control
flow with masking does not have the sam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s true
if
对不规则计算所使用的真实线程具有不同的性能特性。使用掩蔽，向量单元执行了原始
threads for irregular computation. With masking, a vector unit executes both arms of the original if
语句的所有两个分支，但仅保存其中一个结果。而线程只执行相应的一个分支。可是，如果
statement but keeps only one of the results. A thread executes only the arm of interest. However, this
掩蔽中所有测试结果都为真值或假值，那么就可以通过代码的实际分支来优化
[Shi07]。这
approach can be optimized by actually branching around code if all test results in the mask
are either
true or false [Shi07]. This case, coherent masks, is the only case in which this approach actually avoids
种情况称为一致掩蔽，是该方法执行条件分支时真正避免计算的唯一一种情况。这通常与在
computation when executing conditionals. This is often combined with using actual multiple threads
向量化块上使用真正的多线程相结合，使得掩蔽只需在块内一致就能避免执行。循环也是可
over vectorized chunks, so that the masks only have to be coherent within a chunk to avoid work.
以被模拟的。所有通道一直迭代直到全部满足退出条件，迭代过程中已经满足退出条件的通
Loops can be also be emulated. They are iterated until all lanes satisfy the exit conditions, but lanes
道继续执行但不写回其结果。
that have already satisfied their exit conditions continue to execute but don’t write back their results.
Packing is an alternativ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that rearranges fibers so that those in the same
打包是一种可以替代掩蔽的实现方法，它重新组织纤程，使得同一向量中的纤程具有相
vector have similar control flow. Suppose many fibers execute the previous example. Packing first
似的控制流。假如很多纤程都执行上面的示例，打包方法首先要对所有纤程并行地测试分支
evaluates the condition in parallel for all fibers. Then, fibers with (a&1)!= 0 are packed into a single
(a&1)!=0
的纤程被打包成单个连续向量，并对该向量的所有元素都执行
条件。然后，满足
contiguous vector, and
all elements
of this vector execute a = 3*a + 1. All fibers with (a&1)== 0
are packed
into another
continguous
vector and execute a = a/2. Note that packing
can in theory
a=3*a+1
(a&1)==0
a=a/2。注意一点，
。而满足
的所有纤程被打包成另一个连续向量，并执行
operate
in
place
on
a
single
vector
in
memory
since
we
can
pack
the
false
and
true
values
into opposite
理论上打包可以对内存中的单个向量进行操作，它可以将假值和真值分别打包在单个向量的
ends of a single vector. This is sometimes also known as a split operation. Finally, after the divergent
两端。这种方法有时也叫作拆分操作。最终执行完不同的计算后，计算结果交错变换（解包）
computations are performed, the results are interleaved (unpacked) back into a single result vector in
回原始顺序的单个结果向量。虽然打包保留了真实线程的渐近性能特性，但它引入了额外的
their original order. Though packing retains the asymptotic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rue threads,
it involves extra overhead that can become prohibitive when there are many branches. One option to
开销，所以当分支很多时就得不偿失了。规避开销的一个方案是仅对可以分摊这些开销的
avoid the overhead is to only use packing for “large” blocks of code where the cost can be amortized,
“大”代码块使用打包，另外的情况用掩蔽。
and use masking otherwise.
2.4.3
节更详细地描述了如何在向量硬件中模拟带有控制流的元素函数（同时作用于集合
Section
2.4.3 says more about the emulation of elemental functions (functions which act on all
elements of a collection
中所有元素的函数）
。 at once) with control flow on vector hardware.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code to vector instructions is called vectorization. When applied
将代码编译成向量指令的过程称为向量化。当自动应用于串行代码时，又被称为自动向
automatically to serial code it is called auto-vectorization. Auto-vectorization is fairly limited in
量化。自动向量化的适用性相当有限，因此通常需要以显式的方式获得最佳性能。
applicability so often explicit approaches are necessary to get the best performance.
向量内联函数是显式向量化的一种底层且直接的方法。内联函数是直接映射到特定硬
Vector intrinsics are a low-level, direct approach to explicit vectorization. Intrinsics are special
data types and functions that map directly onto
instructions. For __mm_addps(x,y)
example, on x86 processors
执行向
件指令上的特殊数据类型和函数。例如在
x86specific
处理器上，内联函数
the intrinsic function mm addps(x,y) performs vector addition of vectors x and y. Both arguments
量 x 和 y 的向量加法。两个参数必须是以内置类型 __m128 定义的 4 元向量。向量内联函数
must be 4-element vectors declared as intrinsic type m128. Vector intrinsics are not the same as
与汇编语言不同，因为仍然需要编译器处理寄存器分配等其他事情。但是内联函数无疑是底
assembly language since the compiler still handles register allocation and other matters. However,
intrinsics are definitely low level. Relatively simple mathematical formula become obscure when
层的。使用内联函数描述时，相对简单的数学公式都会变得晦涩，并且最终代码也变得依赖
expressed with intrinsics, and the resulting
code becomes dependent on4 元内联函数编写的代码
a particular instruction set
于特定指令集和硬件向量长度。例如当
8 元向量单元可用时，使用

就不是最优的了。本书的重点是高层次的、允许可移植且高效的向量代码的、机器无关的
方法。
任务用来表示使用独立控制流的有并行工作潜力的单元。任务的执行过程是通过将其调
度到软件线程上，进而被操作系统调度到相应硬件线程上。单个软件线程可以运行多个任
务，虽然它在同一时间只能运行一个任务。将软件线程调度到硬件线程通常是抢占式的——
它可能在任意时间点发生。相比之下，将任务调度到软件线程上通常是非抢占式（协作式）
的——线程仅在可预测的切换点切换任务。非抢占式调度能够显著降低开销，并且与硬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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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抢占式调度相比，它能更好地推断空间和时间需求。因此，任务更偏向于使用软件线程
作为可扩展并行的抽象。
总之，线程和向量是程序并行执行的两个硬件特征。线程可以处理各种并行，但在硬件
上复制控制流会带来额外的开销，无论这种复制是否需要。在规则计算中，当存在适当的向
量指令时，使用向量更高效，但其也能模拟不规则计算，只是具有一定的限制且低效。在最
好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大规模的规则计算而言，精心的设计可以将这些机制相结合以成倍地
提升效果。

2.4

计算机模型
为了编写高效的程序，具有清晰的思维模型以组织所用到的硬件资源很重要。我们可以

在不深入了解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为了编写可移植的程序，该模型需要一
些必要的抽象。不管怎样，大多数现代计算机共有的核心机制很可能也存在于将来的计算机
中。这些概念包括内核、向量单元、高速缓存和非统一内存系统。此外，异构计算还引入了
附加协处理器的概念。这里介绍这些关键概念，并定义本书后文使用的术语。

2.4.1

计算机模型概述

图 2-2 是典型的多核处理器的示意图。每个内核内部有多个函数单元，每个这样的函数
单元能够进行独立的算术运算。通过将函数单元而不是内核看成计算的基本单元，就能够
解释线程并行和向量并行。高速缓存和内存分层结构是用来管理内存性能和容量的典型折中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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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带有分层高速缓存的多核处理器。每个内核有多个函数单元和（典型的）一个指令高速缓存和一
个数据高速缓存，然后在分层结构中，随着内核数的增加，它们之间共享更大、更慢的高速缓存

1. 指令并行
由于内核通常具有多个函数单元，所以即使在单个内核中也经常可以并行执行多个算术
运算。在单个内核中并行使用多个函数单元可以隐式地通过串行指令的超标量执行实现，也
可以通过硬件多线程实现，还可以通过显式的向量指令实现。以上三种在单核设计上都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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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超标量处理器通过分析指令流能够并行地执行多个指令，只要它们彼此不依赖。带有
硬件多线程的内核支持同时运行多个硬件线程，它有多种实现方法，包括同步多线程和事件
切换多线程。在同步多线程中，来自多个流的指令被馈送到超标量调度器 [TEL95，KM03] ；
而在事件切换多线程中，当长延迟操作发生时，如读取内存，可通过硬件快速切换到不同的
硬件线程 [ALKK90]。向量指令通过在一小组数据元素上指定操作，可以显式地同时使用多
个函数单元。例如，在 Intel 架构的流式 SIMD 扩展（SSE）中的向量指令允许在 128 位向量
上指定操作，这个向量可以是两个 64 位值、4 个 32 位值、8 个 16 位值或者 16 个 8 位值。
新的高级向量扩展（AVX）将此特性扩展成 256 位向量，而集成众核（MIC）架构再次将其
扩展成 512 位向量。
2. 多级内存
处理器还具有多级内存结构。最接近函数单元的是小而非常快速的内存，被称为寄存
器。函数单元可直接操作寄存器中存储的值。接下来是指令和数据高速缓存，在这一层次，
指令与数据分开存放，因为它们的使用模式不同。这些高速缓存比寄存器稍慢，但有更大的
45

空间。之后是一层层的附加高速缓存，每一层高速缓存都比上一层更慢但容量更大，通常都
相差一个数量级。访问主存通常比访问最后一级高速缓存慢两个数量级，但是容量更大，目
前在大型服务器上可达数百 GB。当今，大的片上高速缓存在 10MB 数量级，尽管如此，这
在现代计算机中仅仅是总的可用物理内存的一小条。
高速缓存被组织为成块的存储单元，称为缓存行。缓存行通常比一个字大很多，而且
经常（但不一定）比向量要大。现在一些常见的高速缓存行大小是 64 字节和 128 字节。相
比 16 字节宽的 128 位 SSE 寄存器，这些高速缓存行是 4 ～ 8 个 SSE 向量寄存器的宽度。当
从内存读取数据时，高速缓存每次填充一整个缓存行，这允许之后快速访问同一缓存行的相
邻数据。从缓存外的内存传送整个缓存行使其能够分摊启动传输造成的开销。在芯片上可以
用较宽的总线来增加其他各级存储间的带宽。然而，如果访存是随机地在内存中跳转，那么
高速缓存读取到的额外数据将不可用。因此，峰值访存性能仅发生在访问连续内存时，因为
其充分利用了整行传输。数据写入通常比读取的开销更大，因为写入实际上需要读取整行数
据、修改写入的部分，并且（最终）将这一行写回。
说到访存，还要考虑两个与时间有关的参数：延迟和带宽。带宽是每单位时间能够传输
的数据量。延迟是完成传输请求所需的时间量，它通常是影响性能的重要因素。例如随机
读取，由于“指针追踪”会使处理器将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等待数据从片外存储中取回。这在
说明单核上的硬件多线程有好处这一点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当一个线程等待内存读取
时，可以让另一个线程完成计算。
高速缓存维护数据副本，而这些数据存储在别处，通常是在主内存中。由于高速缓存比
主存容量小，所以只能存储内存（或更大的高速缓存）中数据的子集，并且要对需要维护的
数据登记以跟踪数据来源。这是使用缓存行的另一个原因：分摊登记的成本。当访问一个地
址时，需要快速搜索高速缓存以确定该地址的数据是否在高速缓存中。全关联高速缓存允许
任何地址的数据存储在缓存的任何地方。它是最灵活的高速缓存，但硬件开销很大，因为读
取数据时必须搜索整个缓存。为了快速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并行硬件比较器。
另一种不同的高速缓存是直接映射高速缓存。直接映射高速缓存通常使用地址的模函
数，将数据放置在高速缓存的唯一位置，计算非常简单。然而，如果程序恰好访问了映射到
高速缓存中相同位置的两个不同的主存位置，数据将被反复地在同一位置替换，从而使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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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失效，这被称为高速缓存冲突。在直接映射高速缓存中，具有冲突的主存储位置被设置
得相隔很远，因此在理论上发生冲突是相当罕见的。然而，这些位置通常具有 2 的幂次方的
间距，因此某些操作（如访问尺寸为 2 的幂次方的大图像中的相邻行）可能导致出问题。
全关联高速缓存和直接映射高速缓存的一种常见折中方案是组相联高速缓存。其中每个
内存地址可以映射到高速缓存中的一组位置；因此在高速缓存中搜索一个地址仅需要搜索其
映射的那组位置，而不是整个缓存。有可能发生许多访问都命中同一组的“病态”情况，但
比直接映射高速缓存的频率要低。有趣的是，k 路组相联缓存（每组位置具有 k 个元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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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 k 个直接映射高速缓存加上少量附加外部硬件实现。通常 k 是比较小的数字，如 4 或
8，但在一些最新的 Intel 处理器上它会大至 16。
更底层的高速缓存通常也被更多的内核共享。特殊的硬件使高速缓存的内容保持彼此一
致。当内核使用“共享内存”通信时，真实情况通常只是通过高速缓存一致性机制进行通信。
当两个内核访问的数据恰好位于同一高速缓存行时就发生了另一种“病态”情况。通常，高
速缓存一致性协议将一个内核（最后修改该高速缓存行的内核）指定成该高速缓存行的“所
有者”。如果两个内核重复写入同一个高速缓存行，它们就会争夺所有权。重要的一点是，
即使内核不是写入缓存行的同一部分，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被称为假共享，它会显
著降低性能。特别的，在 2.3 节提到的并行的线程和向量机制中，这会导致内存一致性带来
的优势发生显著不同。
3. 虚拟内存
虚拟内存允许每个处理器都使用自己的逻辑地址空间，这些逻辑地址空间通过硬件被
映射到实际的物理内存。这种映射通过页面实现，其中页面是相对较大的内存块，大约
4 ～ 16KB。虚拟内存允许运行数据集比物理内存还要大的程序。部分未使用的虚拟内存空
间保存在称为交换文件的磁盘文件中，这样物理内存可以重新映射到正在使用中的其他本地
地址上。在某种意义上，主存相当于磁盘中存储的数据的高速缓存。然而，由于磁盘访问延
迟比内存访问延迟差不多要慢几百万倍，缺页（尝试访问不在物理内存中的位置）可能需要
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如果缺页率很高，则性能会变得很差。虚拟内存最初是为了满足许
多用户分时共享一台计算机的情况所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用户不活动时，应用程序将
被“换出”，而且很多进程可用来隐藏延迟。在其他情况下，虚拟内存无法有效地提供大内
存空间的假象，但仍然能用于提供进程间隔离和简化内存分配。
一般来说，数据局部性在虚拟内存级别很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良好的性能要求缺
页率要低，这意味着访问数据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要使进程的工作集（在相对磁盘访问更
短的时间段内需要访问的物理内存的总量）适应能分配给该进程的物理内存页面集。第二，
地址必须能很快地从虚拟地址转换到物理地址，这由被称为转译后备缓冲区（TLB）的专用
硬件完成。TLB 是专用高速缓存，它将逻辑地址转换为一小组活动页面的物理地址。与普通
高速缓存类似，它也可以分层，并且可以把指令和数据分开。如果内存访问的页面目前不在
TLB 中，则发生 TLB 失效。TLB 失效时需要在内存中遍历页表来查找此转换。遍历过程由
专用硬件或操作系统中的陷阱来实现。由于 TLB 空间有限，更新 TLB 通常需要移出一些其
他的转换条目。
重 要 的 问 题 是：TLB 中 页 面 转 换 条 目 的 数 量 相 对 较 小， 对 于 一 级 TLB 来 说 大 约 为
8 ～ 128 个条目，并且 TLB 失效虽不如缺页开销大，但也不小。因此，在短时间帧内访问
大量页面会导致 TLB 抖动，TLB 失效率太高可能会显著降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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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的典型范例是在大型 3 维数组上的模板（stencil）。假设程序以明确的顺序（行、
列、页面）扫描数组，访问每个位置在模板上对应的相邻元素。如果单行扫描所涉及的页数
大于 TLB 的大小，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过高的 TLB 失效率。即使缺页率较低，也是如此。当
然，如果 3 维数组足够大，那么也会导致过高的缺页率。重新排序模板以提高局部性（见第
10 章示例）可以降低 TLB 失效率以提高性能。另一种解决方法是使用大页面，使得给定数
量的 TLB 条目可以覆盖更大的物理内存。一些处理器将 TLB 划分成两部分，分别用于小页
面和大页面，使得大页面能用在有利的地方，而不是弊大于利的地方。
4. 多处理器系统
多个处理器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多处理器系统。在现代多处理器系统中，每个处理器上
都直连一块内存，处理器间（实际上是它们的高速缓存间）也通过快速点对点通信信道互连，
如图 2-3 所示。这些系统也遵循高速缓存一致性协议，而且处理器可以通过通信信道访问其
他处理器连接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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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多处理器系统结构。每个处理器都拥有自己的内存组，并且处理器间使用点对点通信信道互连。
处理器能直接访问自己的内存组，还能通过通信信道访问其他内存组。桥芯片能将其他设备连接
到处理器，通常要借助诸如 PCIe 之类的总线。通信设备（网络接口控制器，NIC）和其他处理器
（GPU 或附加协处理器）都可以连接到 PCIe 总线上（实际上，PCIe 总线不是真正的共享总线，而
是另一组点对点数据链接）

然而，访问远端连接的内存比访问本地内存要慢（延迟高，并且带宽通常也小）。这就
导致非统一内存访问（NUMA）。在理想情况下，线程应该被调度到靠近被处理数据的内核，
反之亦然。这对具有少量处理器的计算机没有太大效果，但在大型机器上效果显著。因为
NUMA 还影响高速缓存一致性，所以假共享之类的其他问题在多处理器计算机中也很突出。
并行计算有一个基本理论模型，称为并行随机存取机（PRAM），它做了一些简化，假设
访存时间统一。已经有人尝试搭建类似这样的真实机器 [Vis11]。然而，高速缓存和 NUMA
都令这种假设无效。高速缓存使访问时间取决于之前的访问，而 NUMA 使访问时间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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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位置，相差的常数还不小，访问主存可能比访问高速缓存慢数百倍。设计算法以具有
良好的高速缓存行为对串行程序很重要，对并行程序来说更加重要。
还有一些通过扩展 PRAM 来量化处理器间通信开销的理论模型，包括同步并行（BSP）
模型 [Val90] 和 LogP 模型 [CKP+96]。
5. 附加设备
处理器也会连接其他设备，如允许终端用户通过 PCIe 总线安装设备。网络接口控制器
（NIC）是一个典型的提供网络访问的 PCIe 设备。高性能的 NIC 需要高带宽，并且集群的整
体系统性能主要取决于通信延迟。PCIe 总线协议允许这种设备进行直接内存存取（DMA），
即直接向内存读取或写入数据而无须主处理器介入（协调除外）。
具有高内存需求的其他设备也可以使用 DMA，包括图形加速器和众核处理器之类的附
加处理单元。
这种协处理器本身就可能是相当复杂的系统。例如，Intel 的集成众核（MIC）架构是
一个具有大量简单内核（超过 50 个）以及内置高速缓存和内存系统的高性能处理器。每个
MIC 内核还有 512 位宽的向量单元，这是 AVX 的两倍。这些特性使其更适用于具有高度并
行性和向量化的规则数据并行工作，比针对高标量性能进行优化的多核处理器要好。
虽然图形加速器的主要功能是生成图像，但它也可提供一些额外的处理能力，因为它们
也具有宽向量单元和很多内核。用作计算引擎的图形加速器通常使用 2.4.3 节所述的 SIMT
模型，通过 OpenCL 或（用于 NVIDIA 图形加速器的）CUDA 之类的编程模型实现。
48

MIC 架构上能运行完整的操作系统（Linux），并且在此多核处理器上几乎可以用任何并行编

~

然而，虽然图形加速器的编程必须使用 OpenCL 之类的专用编程模型，但在 Intel 的
程模型来编程，包括（但不限于）本书提到的所有编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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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影响性能的关键因素

考虑到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不同计算机会显著不同的事实，对于一系列的计
算机体系结构，应该怎样优化代码的性能？
诀窍是了解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两个关键假设：数据局部性和并行操作可行性。拥有
了这些特性，在很多机器上都可达到良好的性能，虽然也许需要对一些单台机器进行微调。
然而，如果违背这些假设，无论做多少底层微调，也不能期望达到良好的性能。本节也会讨
论一些有用的策略以避免依赖于特定的机器配置：缓存参数无关算法和参数化代码。
1. 数据局部性
高效使用内存带宽和充分利用高速缓存都取决于良好的数据局部性，即使用空间上和时
间上位置相近的数据。要想得到良好的数据局部性，应该借助于下列一个或多个策略来设计
算法：
● 将工作分解成适合于高速缓存的块。如果工作块的工作集不适合高速缓存，它将无
法高效运行。
● 组织数据结构和内存访问，以尽可能在本地重用数据。避免不必要地访问内存中相
距很远的数据，尤其是同时访问相距 2 的幂次方的多个内存位置。最后要考虑的是：
避免弱相关高速缓存上的高速缓存冲突。
● 为避免不必要的 TLB 失效，避免一次性访问过多页面。
● 将数据与高速缓存行边界对齐。避免来自不同内核的不相关数据访问使用相同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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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缓存行，以避免假共享。
其中一些可能需要更改数据布局，包括重新排序数据项和添加填充项，以实现（或避免）
与硬件体系结构的对齐。将工作分解成块并与高速缓存对齐，这些优化不仅有利于并行化，
而且也会对单核性能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在编写可移植的代码时，这些指导方案可能难以遵循，因为预先不知道高速缓存
行的大小、高速缓存的结构或高速缓存的总大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能够定制到机器上的
内存分配例程并参数化代码，以便动态选择粒度（工作块的大小）。如果代码以这种方式参
数化，那么当移植到新计算机上时，调整过程将只是为这些参数寻找最优值，而不是重新
编码。自动完成对最优参数的搜索的过程被称为自动调整，这也可能对多种算法变体进行
搜索。
另一种调整粒度的方法是使用递归分解设计算法，使得它们在所有尺度上都具有局部
性。这种所谓的缓存参数无关方法无须知道高速缓存的大小或结构来调整算法，8.8 节有更
多介绍。
另一个影响算法性能的因素是运算强度，即计算与通信的比率。片上计算性能仍然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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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管的数量增加而上升，但是片外带宽并没有迅速提升，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可扩展的
并行，应该寻求有高运算强度的方法，这意味着应当为每个片外内存访问安排大量的片上计
算操作。本书探论了几个旨在增加运算强度的优化，包括融合和分块。
有时较小的粒度（对应并行度高）和高运算强度间存在冲突。例如，在 2D 递推分块
（见第 7 章）中，当通信以 Θ(n) 增长时，分块中的工作量会以 Θ(n2) 增长。在这种情况下，
运算强度以 Θ(n)=Θ(n2)/Θ(n) 增长，这倾向于更大的粒度。在实践中，适合于高速缓存的最
大粒度极有可能以最小的开销给出最好的性能。然而，粒度太大也会降低可用并行性（“并
行冗余”），因为它会减少工作单位的总数。
2. 并行冗余
并行冗余是可用的、高过使用并行硬件资源所需最小值的“额外”并行量（见 2.5.6 节）。
提供大量的多于硬件实际并行能力的潜在并行性，可使底层软件和硬件调度器更灵活地利用
机器资源。
通常我们选择将工作单元尽量划分得最小，以合理地分摊调度它们的开销，并提供良好
的运算强度。将问题分解成与计算机可用内核一样多的工作块很有诱惑力，但这不一定是最
优的，即使我们知道计算机中内核的个数。如果每个内核只分配一个或几个任务，那么一个
内核的延时（可能由于操作系统中断）极有可能会使整个程序延时。
在 Intel Cilk Plus 和 Intel TBB 任务调度器上，拥有大量并行冗余能很好地工作，因为
它们被设计为充分利用冗余。相反，当使用 OS 线程接口（如 POSIX 线程）时，太多实际的
并行能力可能有害处。这种问题的出现通常不是故意的，而是由于直接使用线程实现嵌套并
行。假设在 16 核系统上，算法 f 创建了 15 个额外的线程来辅助它的调用线程，并且每个线
程调用一个库程序 g。如果 g 的实现者使用相同的逻辑，那么现在有 16×15 个线程同时运
行！由于这些线程具有强制并发语义（它们必须并行运行），因此操作系统必须以时间片的
形式执行所有的 240 个线程，从而导致上下文切换和重新加载数据项到高速缓存的额外开
销。这里最好使用任务来代替，因为任务具有实际并行可选择的语义。这使得任务调度器能
够自动将实际并行度与硬件能力相匹配，即使并行是嵌套的或是不规则的。
如前所述，当内核支持硬件多线程时，比内核数更多的潜在并行性也可能提高性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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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依赖内存读取的指针追踪代码无法避免，那么额外的并行性可以使硬件多线程隐
藏内存读取的延迟。然而，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额外的并行性，那么需要考虑总的
工作集，让所有并发活动线程不能超过高速缓存的大小。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增加并行
性，那么为了获得最佳性能，可能需要减小粒度。

2.4.3

Flynn 分类法

一种粗略表征处理器中可用并行性的分类方式是它们如何将控制流和数据管理组合起
来。Flynn[Fly72] 的经典分类法将并行处理器，根据其是否有多个控制流或多个数据流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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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有进行分门别类。
● 单指令单数据（SISD）：这只是一个标准的非并行处理器，通常将其称为标量处理器。
根据 Amdahl 定律（见 2.5.4 节），标量处理的性能很重要，如果该处理缓慢，可能最
终对性能产生决定性影响。
● 单指令多数据（SIMD）：单个操作（任务）同时在多个数据元素上执行。SIMD 操作
中的元素数目多种多样，小到几个，如短向量指令中 4 ～ 16 个元素，大到上千，如
在流向量处理器中。SIMD 处理器也叫作阵列处理器，因为它们由具有共享控制器的
函数单元阵列组成。
● 多指令多数据（MIMD）：独立的指令流（且都有自己的控制流）对独立的数据进行操
作。这描述了在单个处理器上使用多个内核、在单台计算机上使用多个处理器，以
及在一个集群中使用多个计算机。对于使用不同架构的多个处理器存在于同一个计
算机系统中，这被称为异构计算机，如具有不同指令集的主机处理器和协处理器。
最后一种可能的组合是 MISD，不是特别有价值，所以不被使用。
另一种常用的计算机分类方式是：是否每个处理器都可以访问公共共享内存，或是否每
个处理器只能访问其本地内存。后一种又称为分布式内存。很多分布式内存系统都有本地
共享内存子系统。特别地，集群是通过将很多共享内存计算机（节点）通过高速通信网络连
接而成的大型分布式内存系统。因为集群是通过连接不同的独立系统而成，因此几乎全是
MIMD 系统。共享内存计算机通常也有实际的分布式内存系统；只是通过隐含的通信来创建
共享内存表象。
还有一种主要是 GPU 供应商使用的相关分类方式：单指令多线程（SIMT）。与多个
SIMD 处理器所组成的平铺 SIMD 架构相对应，SIMT 中的每个 SIMD 处理器使用掩蔽模拟
多个“线程”（本书称为纤程）。SIMT 处理器可能看起来有上千个线程，但实际上这些都以
块的形式共享一个控制处理器，并且其中分散的控制流会显著降低效率。另一方面，纤程之
间的同步基本上没有额外开销，因为用掩蔽模拟控制流时所有纤程总是同步运行的。
内存访问模式也会影响使用 SIMT 模型的处理器的性能。通常 SIMT 机器的每个 SIMD
子处理器都设计为使用高速缓存行的数据。如果来自不同纤程的内存访问访问了完全不同的
高速缓存行，那么性能就会骤降，因为处理器通常需要多个内存周期来处理内存访问。这被
称为分散内存访问。相反，如果 SIMD 内核中的所有纤程都访问相同的高速缓存行，那么可
以合并内存访问并提升性能。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纤程真的是独立的线程，做法完全相反。如
果纤程在不同内核上运行，那么就要避免它们访问同一个高速缓存行。因此，当使用多个内
核上的硬件线程来实现用到纤程的代码时，在内存访问上对纤程进行合理优化的代码实际上
对线程来说并不是最优的。

52

42

第2章 背景知识

2.4.4

革新

预测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它涉及未来的时候。——尼尔斯·玻尔
计算机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数据局部性和并行的基本原理一直很重要。最近的重要趋
势是发展附加处理，如专用于高度并行工作负载的图形加速器和协处理器。
图形加速器又被称为 GPU。虽然最初是为图形计算设计的，但现在 GPU 已变得很通用
了，可以用于其他计算任务。
本书相对简要地介绍了一种叫作 OpenCL 的标准语言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用
于对多个供应商（包括 GPU）的众核设备进行编程。NVIDIA 的 GPU 也可以用称为 CUDA
的专有语言编程。OpenCL 绝大部分地复制了 CUDA 的功能，还提供了额外的可移植性。
OpenCL 将使用 GPU 计算的想法推广到多种附加处理设备上。通过使用 OpenCL 可以编写
可移植的并行程序，它能运行在主处理器、协处理器或 GPU 上。然而，GPU 的局限性也影
响了 OpenCL 编程模型的语义。
在加速器或协处理器上运行计算通常被称为分载。作为 OpenCL 或 CUDA 的替代，一
些编译器（包括 Intel 编译器）现在已支持分载编译指令，以便最少地更改代码而将计算和
数据迁移到加速器或协处理器上。分载编译指令允许在原始源代码上添加注释，而不是像
OpenCL 一样使用独立的语言重写“内核”。然而，即使使用分载编译指令语法，被分载的
代码仍然需要受到分载加速器或协处理器中的语义限制。分载目标的限制可能会要求有代码
的多个版本。例如，如果目标处理器不支持递归或函数指针，那么将用到这些语言特性的代
码分载到该处理器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些特性被隐式使用也一样。例如，支持 C++ 类继承
的“虚函数”在其实现中使用了函数指针，如果目标硬件不支持函数指针，就不可能分载通
用 C++ 代码。
分载的代码通常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即使语义是匹配的。例如，GPU 设计为以相对
较小的工作集和相对较高的一致性来处理大量的细粒度并行性。与传统通用 CPU 不同，它
们有相对较小的片上内存，并且依赖于大量活动线程来隐藏延迟，使得数据可以从片外内存
读入。它们还具有宽向量单元，并用含掩蔽的控制流同时模拟许多纤程（伪线程）。
某些类型的应用程序可以在这些架构选择中做良好的折中，这引入一个术语——异构计
算，其主要思路是：不同处理器的设计适合于不同类型工作负载，因此计算机应该包含不同
类型的多个核心。这将允许应用或应用的一部分能使用最高效的内核。这个概念还能够继续
扩展，甚至可以将更专用的硬件集成到处理器中，如视频解码器，尽管它通常指多种类型的
可编程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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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不是唯一可用的分载设备，还可以使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之类的可编程
硬件，以及 Intel MIC（集成众核）架构之类的由众核处理器组成的协处理器。MIC 架构的编
程方案既支持 OpenCL，也支持标准的 CPU 编程模型。然而，MIC 架构具有比大多数 CPU
多得多的内核（超过 50 个），并且每个内核都有宽向量单元（16 个单精度浮点）。在某些方
面，这与 GPU 架构类似，并且能够实现高峰值浮点性能。相应地其也有一些不同，每个内
核的缓存空间较少，因此在实现中好的数据局部性更重要。
然而，MIC 和 GPU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所支持的各种编程模型：MIC 是一个运行标准
操作系统（Linux）的通用处理器，完全支持 C/C++ 和 Fortran 编译器，也可以作为网络上的
分布式内存节点出现。因此，MIC 架构不受 OpenCL 或 CUDA 限制，可以使用在主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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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可行的任何编程模型（包括 MPI）。因此，MIC 架构不受 OpenCL 或 CUDA 限制，可以
使用在主流处理器上可行的任何编程模型（包括 MPI），这还意味着分载编译指令语法不受
主机处理器和目标处理器间语义差异的限制。
目前，GPU 主要作为 PCIe 总线上的分离设备使用，并且不与主机共享内存。这也是
MIC 协处理器当前使用的模型。然而，该模型的效率很低，因为在处理数据前必须通过
PCIe 总线将数据传送到设备的本地内存。
作为另一种可能用于计算机系统中集成加速器或协处理器的模型，AMD 和 Intel 都把具
有宽向量单元的 GPU 核心与主处理器内核集成到了同一个芯片中。对于嵌入式和移动市场，
NVIDIA 还使用 ARM 主内核制造了集成 CPU/GPU 的处理器。在这些设计中，物理内存由
GPU 和 CPU 处理器共享。最近，API 和硬件支持迅速发展为不复制而允许数据共享。这种
进展将允许更细粒度的异构计算，而且处理器有可能还会革新，使得在单个芯片上简单集成
各种特性的多核，而不是分开的 CPU、GPU 和协处理器。
无论并行程序执行在 CPU、GPU 还是众核协处理器上，基本要求都相同：软件必须为
高层次并行和良好的数据局部性而设计。最终，这些处理器类型也没什么不同，它们仅象征
设计范畴中不同的点，即它们支持的编程模型不同。

2.5

性能理论
如本书所述，并行化的主要目标是性能。那么什么是性能？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 减少计算单一结果所花费的总时间（延迟，见 2.5.1 节）。
● 提高计算一系列结果所体现的速率（吞吐量，见 2.5.1 节）。
● 减少计算的功耗（见 2.5.3 节）。
所有这些对“性能”的有效解释，都可以通过并行化实现。
提高性能以降低成本和提升性能以如期完工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降低成本是在固定的机

器或功耗预算中完成更多的工作，通常不希望增加总的计算工作量。而为了如期完工就可能
希望增加总工作量，如果这能让工作尽早完工。例如，在交互式应用程序中，要满足特定的
帧率或响应时间就可能需要足够快速地完成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冗余计算或推测计算等额
外的工作可能有助于达到时间要求。不过这种额外的工作的选择要谨慎，因为它确实会降低
性能，如 2.5.6 节所述。
一旦定义了性能目标，通常应该迭代地修改应用程序以提升其性能，直到达到目标。在
这个优化过程中，重要的是从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实现开始，并且在每次修改程序后验证结
果的正确性。快速计算但答案出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强烈建议进行不断的验证，以避免在
已经出错的实现上浪费时间。
根据程序的原始目的，应该仔细考虑验证过程。如果修改算法是为了支持并行化，那么
要得到与串行程序严格相同的结果有时是不现实的。有时并行程序的结果虽然不同，但事实
上可能与原始串行程序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甚至效果更好。
在优化过程中，应该及时对性能进行度量以确定进展是否顺利。性能既能用真实的硬件
实际测量，也能基于理想理论机使用分析模型估算。这两种方法都是有意义的。实际测量考
虑了现实世界的影响，但往往很难洞察其根本原因，因此对于如何提高性能和为何性能受限
等问题，其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指导。分析度量，特别是 2.5.6 节中介绍的工作量 – 跨度模型，
忽略了一些真实世界的影响，但明确给出了并行算法的根本扩展限制。分析度量方法还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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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于实际执行的成本对并行化策略进行比较。本书建议使用分析度量来指导算法的选择，
并进行保守的合理估计。算法实现后，再使用实际测量来了解并处理在分析模型中忽略的
影响。

2.5.1

延迟和吞吐量

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称为延迟。它的计量单位是时长，可能从几纳秒到很多天，延迟越
短越好。
计算完成一系列任务所体现的速率被称为吞吐量。它的计量单位是单位时间的工作量，
吞吐量越大越好。一个相关的术语是带宽，它指频域内的吞吐率，特别是用于内存或通信事
务时。
提高吞吐量的一些优化可能会增加延迟。例如，对于一系列连续的任务可以用流水线并
行处理，其中不同的处理阶段可以重叠。但流水线增加了额外开销，因为阶段间肯定需要同
步和通信，因此通过整个流水线完成一个任务会比简单串行实现花费更长的时间。
与延迟相关的就是响应时间，经常用于 Web 服务器之类的事务处理系统，这种系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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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很多不同来源的事务。为了维持一定的服务质量，每个事务都应当在一定的时间量内
得到处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也为了提高吞吐量而牺牲一些延迟。特别是任务会
被排队，在队列中的等待时间也会增加任务的延迟。然而，任务的排队提升了计算资源的整
体利用率，因此提高了吞吐量并降低了成本。
“额外”并行性也可用于延迟隐藏。延迟隐藏实际上不减少延迟，相反，当任务需要等
待一个高延迟操作时，通过快速切换到另一个任务来提高利用率和吞吐量。2.5.9 节会做进
一步说明。

2.5.2

加速比、效率和可扩展性

与性能和并行化相关的两个重要指标是加速比和效率。加速比对在解决同一计算问题
时，使用单个硬件单元（“工作单元”）的延迟与使用 P 个硬件单元的延迟做了比较：
加速比 = S P =

T1
TP

（2.1）

其中 T1 是使用单个工作单元的程序的延迟，TP 是使用 P 个工作单元的延迟。
效率是加速比除以工作单元的数量：
效率 =

SP
T
= 1
P PTP

（2.2）

效率度量硬件投资的回报率。理想效率是 1（经常报告为 100%），对应于线性加速比，
但很多因素会使效率低于该理想值。
如果 T1 是使用单个工作单元执行并行程序的延迟，那么式（2.1）被称为相对加速比，
因为它表示了使用 P 个工作单元的改善效果。这是用并行算法的串行执行作为基准。然而，
有时还会有更好的串行算法，但它的并行化并不好。如果是这样，那么使用该算法得出的 T1
更为公平，只要两个算法都解决了相同的计算问题，这样能得出绝对加速比。否则，使用过
于低劣的基准等于人为地增加了加速比和效率中的水分。
在某些情况下，只要是根据问题的定义解决相同的问题，即使算法产生的答案在数字上
有些不同，那也是合理的。特别的，浮点运算的重新排序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浮点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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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具有可结合性，重新排序可能会导致输出有差异，而且如果将浮点数的比较用于控制
流的分支，那么输出有时根本不同。串行或并行结果哪个更贴近事实要取决于具体情况。
并行计算机的广告上会看到加速比，而不是效率，因为加速比的数字会大得令人印象深
刻。而效率一般不会超过 100%，听起来经常低得令人扫兴，除非有特殊情况。加速比为 100
听起来比效率为 10% 要好很多，即使都是在有 1000 个内核的相同机器上运行相同的程序。
如果一个算法在 P 个处理器上运行要快 P 倍，就可以说这个算法有线性加速比。线性
加速比在实际中很罕见，因为并行程序还涉及一些分配工作到处理器上并协调它们的额外工
作。此外对于单个问题而言，最优的串行算法可能比最优的并行算法在整体上的工作更少，
因此即使在理想的理论机器上，能达到的加速比也会低于线性加速比。线性加速比通常被认
为是最优的，因为如上所述，可以将并行算法串行化并在串行机器上运行，以线性减速后的
延迟作为最差的基准。
然而，作为此规律的例外，偶尔程序能表现出超线性加速比——大于 100% 的效率。一
些常见的原因包括：
● 为并行执行而重构程序，令其更好地使用高速缓存，即使是在单个工作单元上运
行！但如果仍用来自旧程序的 T1 计算加速比，那么就可能出现超线性。如 10.5 节关
于重组的示例，它通常能够显著降低 T1。
● 程序的性能非常依赖于拥有充足的高速缓存，而单个工作单元无法达到那个使用量。
如果多个工作单元满足了这个使用量，由于它们并不全都共享相同的高速缓存，那
么绝对加速比真的可能超线性。
● 并行算法可能比等效的串行算法更高效，因为并行算法可能避免串行算法被迫做的
工作。例如，在搜索树问题中，并行搜索多个分支有时可能比串行代码更快地出现
剪枝（通过使用在兄弟分支中计算的结果）。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次线性加速比更常见。
2.5.4 节介绍了加速比的一种重要限制，即 Amdahl 定律。它在问题大小保持固定的
情况下考虑了加速比随 P 的变化，又被称为强可扩展性。2.5.5 节介绍了另一种限制，即
Gustafson-Barsis 定律，它假定问题大小随 P 的增长而增长，又被称为弱可扩展性。但是，
在进一步介绍加速比之前，先介绍并行化的另一个动机：功耗。

2.5.3

功耗

并行化可以降低功耗。CMOS 是当前计算机硬件中最主要的电路技术，CMOS 功耗是
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之和 [VF05]。记电路供电电压为 V，工作频率为 f，CMOS 动态功耗由
它们的乘积得出：
Pdynamic ∝V2f
频率相关性实际比上式所示更严重，因为 CMOS 电路工作的最高频率大致与电压成正比。
因此，动态功耗随最高频率的立方变化。而静态功耗表面上与频率无关，但与电压相关，这
个关系比动态功耗更复杂，但是为了便于说明，假定它与电压的立方成正比。因为所需电压
与最大频率成正比，所以静态功耗也与最大频率的立方成正比。在这个假设下，我们得到一
个简单的整体模型，其中总功耗与频率的立方成正比。
假设并行化方案可以在两个内核上加速应用程序 1.5 倍，那么这个加速比可以用来减少
延迟或降低功耗。如果本来就满足延迟要求，那么将内核的时钟频率降低 1.5 倍可以节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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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功耗。令 P1 是在一个内核上运行该应用程序串行版本的功耗。那么在两个内核上运行
该应用程序并行版本的功耗可以由下式得出：
3

 1 
P2 = 2 
 P1
 1.5 
≈ 0.6 P1
其中因子 2 是因为有两个内核。使用两个内核以较低的时钟速频率运行该应用程序的并行版
本时延迟相同，但（在这种情况下）功耗降了 40%。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目前芯片有太多的晶体管，为了避免过热，频率和电压已
经降低得接近于下限，因此没有太多余地来提高频率。例如，Intel 的睿频加速技术允许内核
进入休眠状态，以便在保持芯片散热设计的功耗限制前提下将功耗用于其他内核。表 2-1 展
示了一个示例，该表还表明，在这个芯片上甚至较低的并行效能都要比串行执行的性能好。
表 2-1

运行更少的内核更快 [Cor11c]（该表显示了 Intel 内核 i5-2500T 芯片的最大内核频率与活动内
核数量的关系。最后一列显示了与使用单个活动内核时的速度相同的并行程序在所有四个内
核上的总效能）
活动内核数

最大频率 /GHz

4

2.4

34%

3

2.8

39%

2

3.2

52%

1

3.3

100%

盈亏效能

另一种节省功耗的方法是“快速进入休眠”[DHKC09]。该策略即设法尽快地完成计算
（具有最低的延迟），以便所有内核可以进入睡眠状态，从而达到非常少的功耗。如果无论有
多少内核正在运行，唤醒功耗这一重要部分都是固定的，那么该方法就很有吸引力。
特别是在移动设备中，并行可用于减少延迟，这减少了设备（包括它的显示屏和其他组
件）的开机时间，不仅改善了用户体验，而且降低了执行用户任务的总功耗——双赢。

2.5.4

Amdahl 定律

……努力提高并行处理的效率是没用的，除非串行处理的效率也达到同样量级的提升。
——吉恩·阿姆达尔 [Amd67]

58

阿姆达尔认为程序的执行时间 T1 可分为两大类：
● 完成不能并行的串行工作所花费的时间。
● 完成能并行的工作所花费的时间。
将它们分别记为 Wser 和 Wpar。那么由 P 个工作单元完成这个可并行的工作，相应的串行执行
时间和并行执行时间分别是：
T1 = Wser +Wpar
TP ≥ Wser +Wpar /P
假设 TP 不会有超线性加速比，那么只有当这个可并行的工作能够完美地并行时上式才是严
格相等的。将这些关系代入加速比的定义中，就得到了 Amdahl 定律：
Wser + Wpar
SP ≤
≤
Wser + Wpar / P
图 2-4 形象说明了这个界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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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P=2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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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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छᎢ㵸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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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Amdahl 定律。加速比受工作中不能并行的串行部分限制

Amdahl 定律有一个重要推论。令 f 为总工作中不能并行的串行部分的占比，就可以得
到下面各式：
Wser = f T1
Wpar = (1-f )T1
将其代入公式（2.3）并简化得：
S P≤
≤

1
f + (1 − f ) / P

（2.4）

现在，考虑 P 趋于无穷的情况：
1
（2.5）
f
即使使用无穷多个处理器，加速比也会受工作中不能并行的部分的限制。如果应用程序的
S∞ ≤
≤

10% 无法并行化，那么其最大加速比为 10。如果应用程序的 1% 无法并行化，那么其最大加
速比为 100。而实际上使用无穷多个处理器是不可能的。使用的处理器越少，加速比就会越
低，这给出了加速比的上限。图 2-5 展示了不同 f 值和 P 值的 Amdahl 定律上限。例如，发
现即使在 f=0.001（即应用程序中仅有 0.1% 是串行的）且 P=2048 时，程序的加速比上限才到
672。加速比的这种限制也可看作大量串行部分对并行硬件资源的低效利用，如图 2-6 所示。
ߌ䕋℀

1000
672

͞㵸ࢌ℀
0.1%
1%
10%

100

30%
50%

10

3
2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1
512 1024 2048

҈ࢁ⮰ٯ䛻

图 2-5

Amdahl 定律：加速比。并行化的可扩展性受到工作负载中无法并行化（串行）部分的限制。串
行占比是代码中未并行的百分比

59

48

第2章 背景知识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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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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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2-6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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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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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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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1024 2048

Amdahl 定律：效率。即使能够加速，效率也容易变差。串行占比是代码中未并行的百分比

Gustafson-Barsis 定律

……应该根据处理器的数量把问题进行扩展来度量加速比，而不应该固定问题的大小。
——John Gustafson [Gus88]
Amdahl 定律认为程序是固定的，而计算机是可变的。但是经验表明随着计算机获得新
的能力，应用程序也会随之改变以利用这些功能。如今大部分应用程序都无法在 10 年前的
计算机上运行，也有很多程序在 5 年前的计算机上运行就已经很差。这个现象不限于游戏之
类常见的应用程序，对于办公应用、网络浏览器、图片软件、DVD 制作和编辑软件以及谷
歌地图等应用程序而言也是如此。
在 Amdahl 定律出现 20 多年以后，John Gustafson 指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一些项目
一

的加速比超过了 1000。显然，Amdahl 定律能够被回避。
Gustafson 指出，随着计算机的发展，问题的规模也在增长。随着问题规模的增长，问
题中并行部分的工作常常要比串行部分增加得更多。如果给出的应用程序真的是这样，那么
随着问题规模的增加，串行部分占比会减小，加速比就会增加。
假设当并行部分随着问题的规模而线性增长时，串行部分是不变的，图 2-7 对其进行了
可视化。左侧是只有一个工作单元运行的应用程序。随着工作单元的增加，应用程序能用相
同的时间解决更大的问题，而不是用更少的时间解决相同的问题。串行部分仍然花费相同的

~

60

时间执行，但在整体中的占比减少了。一旦串行部分变得微不足道，加速比实际上以等同于

61

处理器数量的速率增加，从而达到线性加速比。
Amdahl 定律和 Gustafson-Barsis 定律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玻璃杯半空”还是“玻
璃杯半满”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是要使程序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运行得更快，还是要使
程序在相同时间内处理更大的负载？历史发展明显倾向于使程序更加复杂、解决更大的问
一

他在论文中将功劳归于 E. Barsis，因此称之为 Gustafson-Barsis 定律，有时简称为 Gustafson 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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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所以 Gustafson 的观察报告符合历史趋势。然而，当需要使应用程序在相同的工作负载
下运行得更快，以满足一些延迟目标时，Amdahl 定律仍然会造成影响。
P=1 P=2
͞㵸䘔ܲ

P=4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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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Gustafson-Barsis 定律。如果问题的规模随着 P 增加，而串行部分增长缓慢或保持固定，那么随
着工作单元的增加，加速比也会增加

此外，Gustafson-Barsis 的观察报告并非意味着可以轻视这个问题。为了保持这种处理
更大负载的趋势，关键是要保证串行工作增长得比并行工作慢得多，而且同步性和其他形式
的额外开销也是可扩展的。

2.5.6

工作量 – 跨度模型

本节介绍了并行计算的工作量 – 跨度模型。工作量 – 跨度模型比用于估计程序运行时间
的 Amdahl 定律更有用，因为它还考虑了不完美的并行。此外，它不仅仅给出了上限，也提
供了下限。它能够用两个数字 T1 和 T∞ 来估计 TP。
在工作量 – 跨度模型中，任务形成一个有向无环图。在这个图中，如果一个任务的所有
先导都完成，那么它就准备好可以运行了。基本的工
作量 – 跨度模型忽略了通信和内存的访问成本。它还
假设任务调度是贪婪的，就是说有任务准备运行时，
调度从不允许硬件工作单元处于空闲。
P=1 和 P=∞ 时的极限时间非常重要，所以它们
都有自己的名字。时间 T1 称为算法的工作量，它是
算法串行运行所需的时间，简单地说就是完成所有任
务所需的总时间。时间 T∞ 称为算法的跨度，它是在
有无穷多个处理器的理想机器上运行并行算法所需的
时间。跨度等于关键路径的长度。关键路径是必须一
个接一个按顺序执行的任务的最长链。在一些文献中
跨度也称为步骤复杂度或深度。
图 2-8 展示了一个示例，其中每个框都表示一个
消耗单位时间的任务，箭头表示依赖关系。因为有
18 个任务，所以其工作量是 18 ；又由于必须按顺序

图 2-8

工作量和跨度。箭头表示任务间
的依赖关系。工作量是总计算量，
而跨度由关键路径算出。在本例
中，如果每个任务消耗单位时间，
那么工作量为 18，跨度为 6

执行的最长链包含 6 个任务，所以其跨度是 6。
工作量和跨度都给出了加速比的限制。在工作量 – 跨度模型中不可能具有超线性加速比：
T
T
S P =1 ≤
P
≤ 1 =
（2.6）
TP T1 / P
在理想机器上使用贪婪调度策略，增加处理器肯定不会使算法变慢：
T1
T
S=
≤ 1
≤
P
TP T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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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更通俗地：
加速比≤

工作

跨度
例如，图 2-8 中的加速比永远不会超过 3，因为 T1/T∞=18/6=3。真实机器有同步开销，
不仅包括同步结构本身，还包括通信。加上这些开销的跨度称为负荷跨度 [HLL10]。
跨度不仅提供了加速比的上限，还可以估算在理想机器上加速比的下限。一个被称为
Brent 引理 [Bre74] 的不等式用工作量 T1 和跨度 T∞ 界定了 TP：
TP ≤ (T1-T∞)/P+T∞

（2.8）

下面给出此引理的论证。总工作量 T1 可以分为两类：完全并行的工作和不完全并行的
工作。无论有多少工作单元，不完全并行的工作使用时间 T∞。在单个工作单元上完全并行
63

的工作仍然需要 T1-T∞ 的时间，并且由于它是完全并行的，如果用 P 个工作单元处理它，它
将加速 P 倍。但如果不是所有 P 个工作单元都在工作，那么至少有一个工作单元正处理 T∞
的部分。这个论证类似于 Amdahl 的论证，只是将实际串行的工作部分的概念推广到不完全
并行的工作。
虽然这个论证类似于 Amdahl 的论证，但它证明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Amdahl 的论
证给出了 TP 的下限，而且只有当程序的可并行部分完全并行时，它才能严格相等。Brent 引
理给出了 TP 的上限，它说明了当选择了任务到工作单元的最差分配方案时发生的情况。
一般来说，工作量 – 跨度分析比 Amdahl 定律的指导意义要好很多，因为它通常提供更
严格的上限，而且还提供下限。图 2-9 基于图 2-8 中的任务图，分别用 Amdahl 定律和工作
量 – 跨度分析给出了相应的界限并进行对比。它有 18 项任务，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任务构成
了串行工作，而其他任务构成了并行工作。因此，串行工作的占比是 2/18=1/9。根据 Amdahl
定律，加速比的极限是 9。工作量 – 跨度分析说明加速比受限于 min(P,T1/T∞)=min(P,18/6)，
最大是 3，是 Amdahl 定律结果的 1/3。这种区别来自于工作量 – 跨度分析考虑了并行工作真
正的并行过程。图中底部的曲线是由 Brent 引理提供的下限。例如，它表明无论任务是如何
分配给工作单元的，4 个工作单元的加速比保证能达到 2。
ߌ䕋℀⩸䭼

6
Amdahl
5
4

T1 /T∞
P

0

图 2-9

3

T1 /(T1 /P +T∞)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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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喋҈㏫⼷⮰䛻喌

2

16

1

Amdahl 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此图使用图 2-8 中的工作量和跨度数据，表明 Amdahl 定律的上限通
常比工作量 – 跨度分析要高很多。此外，假定在理想机器上使用贪婪调度，工作量 – 跨度分析也
给出了加速比的下限

第2章 背景知识

51

Brent 引理给出了一个由工作量 T1 和跨度 T∞ 估计 TP 的有用的公式。为了获得更高的加
速比，T1 必须显著大于 T∞。在这种情况下，T1-T∞ ≈ T1，而且式（2.8）的右侧也说明了它
是对 TP 很好的下限估计。因此下面的近似式在实践中对估计运行时间效果很好：
当 T∞ T1 时，TP ≈ T1/P+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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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近似式还表明：
● 总工作量 T1 的增加会成比例地降低并行执行。
● 即使 P 是有限的，跨度 T∞ 也会影响可扩展性。
当设计并行算法时，为了更好地实现并行化，应该避免创建太多工作量，并且由于跨度
在可扩展性上是基础的渐近极限，所以应该着重减少跨度。增加工作量只有在能够急剧减小
跨度时才有意义。扫描模式就是这样的示例，通过将工作量加倍，扫描模式的跨度可以从线
性复杂度降低到对数复杂度（见 8.11 节）。
过度分解的正式提出也缘于 Brent 引理。由式（2.8）可以获得以下条件：
当 T1/T∞ P 时，SP = T1/TP ≈ P

（2.10）

这表明如果问题被过度分解而创建了比可使用的硬件还要多的潜在并行性，那么贪婪调度就
能达到线性加速比。这种多余的并行被称为并行冗余，定义如下：
S
T
并行冗余 = ∞ = 1
P PT∞

（2.11）

实际上，并行冗余不小于 8 时效果才不错。
如果关于并行程序时间估计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公式（2.9）。由此公式，只需要
知道工作量 T1 和跨度 T∞，就可以得到性能的估计。然而，此公式做了三个重要假设，如下：
● 内存带宽不构成资源限制。
● 没有投机的工作，即并行代码会执行 T1 的所有工作量或阶段。
● 调度器是贪婪的。
Intel Cilk Plus 和 Intel TBB 的任务调度器接近于贪婪，所以只要能避免加锁，就可以使
用这种近似估计。加锁使调度变得不再贪婪，因为工作单元可能会被卡住以等待获取竞争
锁，而无法执行其他工作。通过公式（2.9）进行性能预测是避免加锁的另一个原因。使得
调度器不再贪婪的另一个特性是需要特定任务在特定内核上运行。对于贪婪调度器，如果一
个内核空闲，那么它应该能立即开始工作以处理任何可用的任务。

2.5.7

渐近复杂度

渐近复杂度是比较算法的关键。比较绝对时间不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硬件
上会有所不同。渐近复杂度揭露了关于算法的不依赖于硬件的更深层的数学关系。
在串行设定中，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总结了算法的执行时间是如何随着输入规模增长的。
与之类似，空间复杂度总结了算法所需的内存大小是如何随着输入规模增长的。这两种复杂
度衡量都忽略了常数因子，因为它们取决于指令集或时钟频率等机器细节。复杂度的衡量不
依赖于特定机器，反而注重渐近的增长趋势，所以能够在不考虑特定硬件的情况下对不同算
法进行比较。对于足够大规模的输入，相较于任何恒定因子，渐近的效果是最主要的。
工作量 – 跨度模型计算得出的渐近时间复杂度作为预测性能的工具并不完美。标准的工
作量 – 跨度模型只考虑计算，而不考虑通信和内存影响。然而，理想化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就像物理课中使用的理想的无质量滑轮和无摩擦平面。渐近复杂度等价于算法分析中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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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它在问题规模足够大时是性能的重要指标，并说明了算法的根本限制。
首先大致了解一下渐近复杂度的符号 [Knu76]：
●“大 Ο 符号”表示一组有上限的函数。O(f(n)) 是所有满足以下条件的函数 g(N) 的集
合：存在正常数 c 和 N0，对任意 N ≥ N0 满足 |g(N)| ≤ c·f (N)。
●“大 Ω 符号”表示一组有下限的函数。Ω(f (n)) 是所有满足以下条件的函数 g(N) 的集
合：存在正常数 c 和 N0，对任意 N ≥ N0 满足 g(N) ≥ c·f (N)。
●“大 Θ 符号”表示一组既有上限又有下限的函数。Θ(f (n)) 是所有满足以下条件的函数
g(N) 的集合：存在正常数 c1、c2 和 N0，对任意 N ≥ N0 满足 c1·f (N) ≤ g(N) ≤ c2·f (N)。
本书遵循惯例，在复杂度符号中复用“ = ”，并根据上下文表示集合的从属关系或者
集 合 的 包 含 关 系。 等 式 T(N)=O(f (N)) 的 实 际 意 义 是 从 属 关 系 T(N)∈O(f(N))。 也 就 是 说，
T(N) 的上限即前文所述的 c·f(N)，其中 c 和 N 都足够大。类似，等式 O(f(N))=O(h(N)) 的
实际意义是集合包含关系 O(f(N))⊆O(h(N))。所以在写 T(N)=O(N2)=O(N3) 时，实际意味着
T(N)∈O(N2)⊆O(N3)，但后者不符合惯例。
在对串行程序进行渐近分析时，“ Ο ”是最常见的，因为通常需要证明程序的时间上限
或空间上限。而对于并行程序，“ Θ ”通常会更有用，因为经常需要证明加速比之类的比值
的下界，而这需要计算分子的下界和分母的上界。例如，证明一个并行算法使用 P 个工作
单元执行能比串行版本至少快 P 倍。也就是说，要证明加速比的下限（“ Ω ”），这就需要
证明串行执行时间的下限（“ Ω ”）和并行执行时间的上限（“ Ο ”）。在计算加速比时，分母
需要并行执行时间，分子需要串行执行时间，并行执行时间越大则加速比越小，而串行执行
时间越大则加速比越大。然而，相比于像这样为每个相关的度量值计算单独的界限，计算
“ Θ ”界限通常更容易。
考虑一个并行渐近复杂度的简单示例，使用 P 个工作单元计算两个长度为 N 的向量的
点积。可以在这 P 个工作单元上划分这个向量来计算，所以每个单元计算长度为 N/P 的点
积。这些子点积可以通过计算树的方式求和，假定 P ≤ N，则树的高度为 lgP。注意，本书
使用 lg 指底数为 2 的对数。因此，渐近运行时间是：
TP(N)=Θ(N/P+lgP)

（2.12）

现在，分析一下此公式。只要 lgP 远小于 N/P：
66

● 如果 P 固定，输入规模加倍则时间加倍。
● 如果 N 固定，工作单元数量加倍则执行时间减半。
● 输入规模和工作单元数量同时加倍，则执行时间大致相同。换句话说，代码存在弱
扩展性。
此公式还说明如果 lgP 不是远小于 N，则工作单元数量加倍不能使执行时间减半。

2.5.8

渐近加速比和渐近效率

加速比和效率也可以使用 Θ 复杂度的比值渐近地描述。对于上面的点积示例，渐近加
速比是：
T1
Θ (N )
=
TP Θ ( N / P + lg P)


N
=Θ 

N
/
P
lg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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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lgP 远小于 N 时，渐近加速比为 Θ(P)。渐近效率为：


T1
N
=Θ 

P ⋅ TP
 N + P lg P 

（2.13）

当 N=Θ(PlgP) 时，渐近效率为 Θ(1)。要注意额外的 lgP 因子，仅按系数 P 将输入扩大，不
足以使 Θ(1) 随着 P 的增长而弱扩展。
记住，如果有更好的串行算法，但其并行化不好，那么在进行算法的比较时，这种算法
作为 T1 更为公平。如果并行算法不能达到接近 100% 的并行效率，请不要失望（虽然有少量

(

)

算法确实能达到）。实际上，效率为 Θ 1/ P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平衡”。直到世纪之交，
串行计算机的处理速度以芯片上晶体管数量平方根的速度增长，而现在增加晶体管带来的速
度提升正在变慢。因此，如果 P 个工作单元的晶体管都致力于使单个超级工作单元更快，那
么该超级工作单元将加速 P 倍，而效率只有 1/ P 。因此，如果一个算法的效率明显优于
1/ P ，那么它在并行革新中仍然是受益的。

2.5.9

Little 公式

Little 公式将系统的吞吐量与延迟和系统的并发性关联起来。考虑处于稳定状态的系统，
它要处理的项目以规则时间到达，其中，期望的吞吐率是每单位时间 R 个项目，处理每个项
目的延迟是 L 个单位时间，系统的并发项目数是 C。Little 公式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C=R·L

（2.14）

并发类似于并行，但不等同于并行。并行中所有工作都在同时进行，而并发是同时处理
的任务总数，它们可能没有全部同时运行。并发是一个更通用的术语，包括实际的并行，也
包括模拟的并行，如在标量处理器上进行时间片并行。
当每个任务都有长延迟的操作时，可以使用额外的并发以提高吞吐量。例如，相对于处
理器执行指令的速度，高速缓存读取缺失后的内存读取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当处理器正在
等待这样的长延迟操作完成时，如果有其他工作可以做，处理器可以切换到其他任务。相同
的概念可用于隐藏磁盘事务的延迟，但是由于磁盘事务的延迟要高得多，因此隐藏它需要更
多的并行性。
假设内核在每个时钟周期执行 1 个操作，并且每个操作以 3 个时钟周期的延迟 L 等待一
个内存访问。当等待期间存在 C=R·L=1·3 个操作时，延迟就能被完全隐藏。为了让这些
操作能并发，它们需要相互独立。硬件通常尝试在单线程中检测这样的机会，但往往很难达
到期望的并发数 C。如果程序员能给出足够的并行性来保持所有硬件线程都处于忙碌状态，
那么硬件多线程就能用于增加并发的操作数。在最有名的 Tera MTA 中，每个处理器有 128
个线程，每个线程最多能有 8 个内存取址操作在等待 [SCB+98]。这可以很好地隐藏内存延
迟，以至于其设计者完全取消了高速缓存的使用！
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通过并行化来隐藏延迟，并通过过度分解问题为每个物理单元提供
额外的并发以最大化吞吐量。
但是，需要注意硬件多线程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延迟更严重。这是因为多个线程通常共享
一个固定大小的高速缓存，如果其中 n 个线程访问的内存位置集合互不相交，那么每个只能
使用高速缓存的 1/n。如果并发不足以完全隐藏额外的高速缓存失效带来的延迟，那么运行
单个线程可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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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并行陷阱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并行任务之间存在依赖关系，都要注意并行编程中的一些陷阱。并

行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进行同步：太少的同步可能导致非确定状态，太多的同步可能对
扩展造成多余的限制，更糟糕的情况会导致死锁。

2.6.1

竞态条件

当并发任务在相同内存位置上执行一些操作时，如果它们没有适当地同步，并且这些内
存操作中有写入，就会发生竞态条件。包含竞
态的代码有时能正常运行，有时又会失败，完

表 2-2

全不可预测。考虑表 2-2 中的代码，其中两个

两个任务都竞争去更新共享变量 X（交
错执行会导致其中一个更新丢失）

任务分别试图将共享变量 X 加 1 和加 2。预期

任务 A

任务 B

的结果应该是执行如 X+=3。但由于缺乏同步，

a = X;

b = X;

也可能产生其他两个结果：X+=1 或 X+=2。要

a += 1;

b += 2;

知道其中一个更新操作是如何丢失的，需要考

X = a;

X = b;

虑一下两个任务在另一个任务写入 X 之前读取
X

时会发生什么。当写入 X 执行时，第二次写入操作会使第一次写入的结果丢失。不用临时

变量而直接写入 X+=1 和 X+=2 不起作用，因为编译器无论如何都会生成多个指令，或者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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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甚至会将“ +=”转换为多个操作。
竞态条件危害很大，因为它们不一定会产生明显的失败而只是引起数据错误 [Adv10，
Boe11]。不幸的是，一个存在竞态条件的程序在测试过程中能够正常工作，但到客户手上却
发生了问题。竞态条件不仅限于内存位置，也可能发生在文件和 I/O 中。例如，如果两个任
务同时试图输出 Hello，那么结果可能会是 HeHelllloo。
出乎意料的是，分析指令所有可能的交织也不足以预测竞态条件的结果，因为不同硬
件线程可能以不同的顺序得知相同事件的发
生。原因并不是物理的相对论现象，而是内存

表 2-3

系统。然而，效果同样会很反常。表 2-3 展示
了这样的示例，它表示某个同步算法的关键部
分。 假 设 X 和 Y 开 始 均 为 零， 在 任 务 A 和 B
执行相应代码后，a 和 b 可能是什么值？直观
的方法是假定串行一致性，意思是这些指令表
现为一些串行序列的交错。图 2-10 总结了可

竞态不能用串行交错来解释（假设 X 和
Y 开始都为零。在两个任务都完成之后，
a 和 b 可能都为零，即使指令流再如何

串行交错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任务 A

任务 B

X = 1;

Y = 1;

a = Y;

b = X;

能的交错情况。前两个图展示了两种可能的交错情况，最后一个图展示了包括四种交错情况
的部分顺序，每个图下面是相应的 a 和 b 的最终结果。
然而，当在现代硬件上运行时，所有可能的结果也会包括 a=0 和 b=0 ！现代硬件往往不
是串行一致的。例如，编译器或硬件可能会对操作重新排序，使得任务 A 看到的任务 B 是
在写入 X 之前来读取 Y，任务 B 也可能看到任务 A 以类似的方式重新排序。每个任务都能
看到自己以正确的顺序执行指令，而看到另一个任务发生偏差。表 2-4 展示了两个任务可能
看到的内容。两者都是正确的，因为没有对不同内存位置的操作进行全局排序。有一种系统
一

作者笔误将 X+=2 写为 Y+=1。——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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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能够避免编译器或硬件对操作重新排序，称为内存屏障 [AMSS10,Cor11a,TvPG06]，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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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内容都超出了本书的范围。相应地，本书将侧重于机器无关的技术来完全避免竞态
条件。
Y= 1

x=1

b =X

a =y

X= 1

Y= 1

a =Y

b =X

ϐ䩅ᗱۡ喝

㏿喝

图 2-10

X= 1

Y= 1

a =Y
a = 1, b = 0

b =X
a = 0, b = 1

a = 1, b = 1

表 2-3 的所有串行一致的结果。这些图总结了表 2-3 中所有可能的指令交错情况，而实际硬件
可能出现 a=0 和 b=0 的结果

表 2-4

没有对不同位置的操作进行全局排序（硬件可能会对表 2-3 中的操作重新排序，使得不同任务
看到这些操作以不同的顺序执行。在每个视图中，任务都能看到自己的操作按照原始程序指
定的顺序执行）

一

任务 B 的视角

任务 A 的视角

任务 B 的视角

任务 A 的视角

a = Y

b = X

Y = 1

X = 1

b = X

a = Y

X = 1

Y = 1

这里的介绍可能会让读者觉得竞态条件很棘手。幸运的是，本书中的模式以及本书将介
绍的编程模型使读者避免了竞态条件，而不必考虑棘手的内存排序问题。这是一件好事，因
为将来内存排序可能随着硬件而改变，过度依赖当前内存系统的底层实现可能导致代码难以
移植到未来的处理器上。

2.6.2

互斥和锁

锁是一种消除竞态条件的低级方式。本节解释了什么是锁以及为什么它应该是万不得已
的手段。也许很出乎意料，本书剩余部分的示例都不需要用到锁，虽然锁有时是在程序中同
步一部分最好的方法。
表 2-2 中的竞态条件可以用互斥域消除。使用互斥，任务可以协调为轮流更新 X，而不
是两者同时试图那样做。互斥通常用锁来实现，经常称为互斥锁。互斥锁有锁定和解锁两种
状态，以及两种操作：
● 锁定：将状态从解锁改为锁定。
● 解锁：将状态从锁定改为解锁。
这些操作都是原子实现，意味着它们对于其他任务来说是瞬时的，而且是串行一致的。
对锁定的互斥锁进行锁定操作必须等到互斥锁变成解锁状态。任务一旦完成锁定操作，
就被称为拥有互斥锁或持有锁，直到该任务对它进行解锁。表 2-5 展示了如何使用互斥锁去
除表 2-2 中的竞态条件。假定在声明 X 时声明互斥锁 M，更新 X 前后的锁定 / 解锁操作确保
线程轮流更新 X。此外，锁定 / 解锁操作对标定了一个“笼子”，禁止指令的重新排序，不再
允许“笼内”的指示在“笼外”执行，以防止反常的意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其他线程
一

表 2-4 有误，每个视角中 4 个指令的中间两个应该调整一下顺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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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看到写在“笼外”的指令在“笼内”执行。
表 2-5

互斥锁消除了表 2-2 的竞态条件（互斥锁 M 顺序化了 X 的更新，因此所有更新都不会打断另
一个）
任务 A

任务 B

extern tbb::mutex M;

extern tbb::mutex M;

M.lock();

M.lock();

a = X;

b = X;

a += 1;

b += 2;

X = a;

X = b;

M.unlock();

M.unlock();

对于使用互斥锁有一点很重要：应该用它保持逻辑不变性，而不是内存位置。在本例
中，逻辑不变是指“ X 的值是所有加到 X 的值的总和”。这意味着在互斥区域之外，不变性
是永真的，但在该区域内可能存在一系列操作会临时违背它。然而，互斥锁将这些操作组合
在一起，所以它们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不违背不变性的单个操作。仅在每个单独的读或写操作
前后都使用互斥锁能保护内存位置，但不会保护不变性。特别是这种安排会暴露程序中违背
不变性的临时状态。在更复杂的示例中，比如使用了数据结构，互斥锁需要保护多个位置之
间的不变性。例如，保护链表的互斥锁应该保护“每个元素的 next 字段指向链表中的下一
个元素”的不变性。在这种情况下，任务在任何时候遍历列表时必须首先锁定互斥锁；否则
71

它可能使用另一个任务正在构造的 next 字段。

2.6.3

死锁

当至少有两个任务彼此等待，并且双方都要等待对方任务继续进行才能恢复的时候，就
发生了死锁。当代码需要同时锁定多个互斥锁时，很容易发生死锁。如果任务 A 需要锁定
互斥锁 M 和 N，它可能首先锁定 M，再尝试锁定 N。与此同时，如果任务 B 需要相同的两个
锁，但是先锁定 N，再尝试锁定 M。如果两者在尝试进行第二个锁定操作前都已经执行了第
一个，那么 A 和 B 都将永远等待。这种情况称为死锁。只有当一个任务释放其持有的锁时，
才能解决此僵局。
以下几种方法可以避免由互斥锁引起的死锁：
1）尽可能避免使用互斥锁。可以考虑复制由互斥锁保护的资源，或者使用更高级的模
式对访问进行同步。例如，12.2 节介绍了如何使用 tbb::pipeline 串行访问输入和输出文
件，而不使用互斥锁。在 Intel Cilk Plus 中，超对象（见 8.10 节）经常通过隐式复制的方式
来消除显式互斥的需求。Intel ArBB 编程模型使用确定性数据并行模式，并且也不用锁进行
管理。TBB 并发集合基于原子操作，而不是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于共享数据结构。
2）每次最多持有一个锁。此规则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在持有锁时从不调用他人代码，
除非确定其代码不会获取锁。
3）总是用相同的顺序锁定多个互斥锁。在前面的示例中，如果任务 A 和任务 B 在试图
锁定互斥锁 Y 之前总是先尝试锁定互斥锁 X，那么就能避免死锁。
一些实现“相同顺序”策略的通用方法如下：
1）互斥锁分层。为每个互斥锁分配一个级别，使得同一级别的两个互斥锁不会同时被
锁定，从而始终按级别顺序获取锁。例如，在树中每个节点都有一个互斥锁，锁的级别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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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其在树中的级别。
2）对将锁定的互斥锁排序。如果在获取锁之前就知道将要获取的整组锁，那么对互斥
锁的地址进行排序，并按该顺序获取锁。注意：如果每次运行程序时内存分配都不相同，这
可能是意外（非确定性内存分配），也可能是故意的（随机内存分配以提高安全性），那么在
不同的运行、复杂调试和分析中加锁顺序可能会不同。
3）回退。当获取一组锁时，如果有任意一个锁无法立即获取，就释放所有已获取的锁。
这种方法需要互斥锁支持“尝试锁定”操作，即无法获取锁时能立即返回。
锁本身是无害的。有时它们是解决同步问题的最佳方案。实际上，TBB 提供了好几种
互斥锁，以便与其他编程模型一起使用。但如果可能，可以考虑用锁的替代品以避免使用
锁。如果必须使用锁，小心避免可能造成死锁的情况。
并不是只有锁才会引起死锁，编写任何涉及“等待某事发生”的代码时，都需要确保
“某事”不依赖当前的任务来做其他任何事。

2.6.4

扩展性抑制

死锁不是同步带来的唯一潜在问题。根据定义，互斥锁将执行串行化并且增加了潜在的
Amdahl 瓶颈。当任务竞争同一互斥锁时，可能会对扩展性造成严重影响，如果受保护的代
码是串行的，甚至会更糟糕。这不仅增加了 Amdahl 瓶颈，而且受保护的内存位置的状态必
须在内核之间通信，因此也增加了等价的串行代码无须消耗的通信成本。
在分析一段并行代码时，分析报告有时显示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锁操作上。通常有种误
解将其归因于互斥锁的实现，认为“如果有更快的互斥锁就好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使
用互斥锁这种方式。互斥锁只是做了它应该做的——串行化执行。
互斥锁只是潜在的瓶颈。如果任务几乎不竞争相同的互斥锁，那么互斥锁对扩展性的影
响就很小。实际上，细粒度锁定技术用多个无竞争的锁取代了单个竞争度高的锁，从而可
以通过减少竞争来提高可扩展性。例如，如果矩阵的不同行之间没有不变性约束，那么它的
每一行都可以由单独的互斥锁保护，而不是对整个矩阵用一个锁。只要任务对同一行的竞争
很少，那么它对扩展性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但细粒度锁定很难，所以本书将不会深入介绍
它。有时它用在 Intel Cilk Plus 和 Intel TBB 的实现中，但读者无须知晓。关键是如果滥用互
斥锁，将会限制可扩展性。本书的高级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避免互斥锁的使用。
最后需要注意，有时如果逻辑不变性只涉及单个内存位置，就可以使用原子操作代替互
斥锁。在 Intel Cilk Plus 和 Intel TBB 中就有很多同步结构是由原子操作构成的。在 C.10 节
对原子操作进行了简要介绍。

2.6.5

局部性不足

局部性是进行扩展的另一关键。记住影响并行程序性能的三个关键问题是工作量、跨度
和通信。局部性涉及内核访问一个位置后，将来内存访问的两种赌注：
1）时间局部性：内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再次访问相同位置。
2）空间局部性：内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访问相邻位置。
程序中有良好的局部性意味着硬件可以在“打赌”中获胜，因为上面的声明为真的可能
性更大。基于这些假设为真的硬件能减少通信。例如，在 2.4.1 节中，一次内存访问将与该
内存位置所在的整个高速缓存行（一小块内存）读取到芯片上并放入高速缓存。当高速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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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驻留时，重复使用该行上的数据比多次从内存读取它快数倍。为了利用这点，编写程序时
应该使其在处理其他数据之前彻底且完全地处理当前数据。这增加了在高速缓存中找到数据
的次数，并且会避免多次从片外内存读取相同的数据。缓存参数无关算法 [ABF05]（8.8 节）
是利用此原则的正规方法。此算法被设计成在多个尺度上都具有良好的局部性，因此高速缓
存行的具体大小对其来说并不重要。
通信的代价如此之大而计算的代价如此之小，所以有时用工作量的增加来换取通信的减
73

少。在当前硬件上，一次高速缓存失效可能要消耗数百个时钟周期去获取数据。因此，往往
选择重复计算，而不是试图在一处计算出结果并共享来完成，并且还有一些关于通信避免算
法的初步研究 [GDX08]。

2.6.6

负载不均衡

负载不均衡是工作在工作单元中的不均衡分布。图 2-11 展示了负载不均衡会怎样影响
可扩展性。在此图中，并行工作被分解为任务，每个工作单元对应一个任务。运行最久的任
务所花费的时间决定了跨度，这限制了并行部分能运行多快。
负载不均衡可能通过过度分解来减轻，将工作分成比工作单元更多的任务。就像用行李
箱打包，比起少量的大件物品，较多的小件物品更容易均匀地散布。如图 2-12 所示，某些
处理器的任务比其他处理器更少。还存在一种可能，在运行结束时将会调度一个很长的任
务，但是并行冗余仍然能提高并行执行时间的可预测性。
P=8
͞㵸䘔ܲ
छᎢ㵸䘔ܲ

͞㵸䘔ܲ

图 2-11

负载不均衡。并行任务执行时间的不同会降低可扩展性
P=8
͞㵸䘔ܲ
छᎢ㵸䘔ܲ

图 2-12

过度分解可以提高负载均衡。将并行工作细分为比工作单元更多的任务允许调度器将任务打包
到工作单元上，并提高负载均衡

2.6.7

额外开销

并行化引入了启动和同步任务的额外开销，如图 2-13 所示。此开销既增加了工作，又
增加了跨度。过度分解带来的额外任务往往会增加这类开销，因为管理每个任务通常都有固
定量的开销。将任务划分得太细可能增加执行时间，也可能降低运算强度。因此，并行化有
相互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要提供足够的过度分解以平衡负载，另一方面要使任务足够大以
74

分摊同步开销并最大化运算强度。
精心的同步设计能减少额外开销，但不能完全消除。在图 2-13 的示例中，启动和同步
大量独立任务的开销可以使用树状结构，因此启动的开销是工作单元数量的对数，而不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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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并行任务都由一个任务启动造成的线性开销。这使得启动和同步时间是工作单元数量的对
数，而不是线性，但毫无疑问，它还是随着工作单元的数量而增长。
P=8
͞㵸䘔ܲ
सₑ
Ꭲ㵸䘔ܲ

图 2-13

额外开销会降低可扩展性。将任务分配给工作单元、启动任务和同步完成会增加执行时间。基
于树的框架可以减少这种开销，但不能消除

2.7

小结
本章介绍了很多理论和实践背景。虽然本书并不打算介绍计算机体系结构，但也简要总

结了计算机架构的当前趋势，作为后续介绍的基础。
本章还介绍了很多与性能相关的因素，并提出了一些关键定义，包括延迟和吞吐量。还
介绍了 Amdahl 定律和 Gustafson 定律，并给出了性能界限，但强烈建议使用更准确的工作
量 – 跨度模型。工作量 – 跨度模型不仅描述了不完美的并行化，还给出了加速比的下限和
上限。
本章还介绍了几个会导致并行程序出问题的“陷阱”，如降低可扩展性、不正确的程序
行为等。通过精细的设计可以避免竞态条件和死锁。假设我们已经实现了正确的程序，然后
当然希望在性能上对其扩展。可扩展性很难实现，但有一些重要的规则：
● 使用数据创建可用的并行扩展。
● 保持短的跨度，避免为并行添加额外的工作。
● 过度分解以提供并行冗余。
● 最小化同步，避免使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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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机会就充分利用向量和线程并行。

~

● 使用局部性以最小化内存通信量。注意，内存通信量的单位量是一个高速缓存行。
本书的其余部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结构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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