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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AI
看懂深度学习真的

那么难吗？初中数

学，就用10分钟

作者：杨安国/林师授

来源：51CTO

部分都不太适合初学者。杨老师总结了几个原

因：

1、深度学习确实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如果
不用深入浅出地方法讲，有些读者就会有畏难的
情绪，因而容易过早地放弃。

2、中国人或美国人写的书籍或文章，普遍比
较难一些。

深度学习所需要的数学基础并没有想象中的那
么难，只需要知道导数和相关的函数概念即可。
高等数学也没学过？很好，这篇文章其实是想让
文科生也能看懂，只需要学过初中数学就完全可
以。

其实不必有畏难的情绪，比较推崇李书福的精
神，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李书福说：谁说中国人
不能造汽车？造汽车有啥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
加两排沙发嘛。当然，他这个结论有失偏颇，不
过精神可嘉。

导数是什么？无非就是变化率。

今天，面对AI如此重要的江湖地位，深度学

习作为重要的一个研究分支，几乎出现在

当下所有热门的AI应用领域，其中包含语义理

解、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等，

更有人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等同于深度学习领

域。如果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作为一个有理

想抱负的程序员，或者学生、爱好者，不懂深度

学习这个超热的话题，似乎已经跟时代脱节了。

但是，深度学习对数学的要求，包括微积分、
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要求，让大部分
的有理想抱负青年踟蹰前行。那么问题来了，理
解深度学习，到底需不需要这些知识？关子就不
卖了，标题已经说明。

前段时间，编辑闲逛各大社区论坛，发现一篇
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的深度学习的回复帖子，用
风趣的白话和例子深入浅出的分析了深度学习的
过程，非常通俗易懂。通过与在西门子从事人工
智能领域的杨安国老师沟通，获得内容编辑授
权，把内容重新整理修正，内容更加通俗易懂，
希望人人都能够理解深度学习。

关于深度学习，网上的资料很多，不过貌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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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王小二今年卖了100头猪，去年卖了90头，前年卖了
80头。。。变化率或者增长率是什么？每年增长10头猪，多简
单。这里需要注意有个时间变量---年。王小二卖猪的增长率是10
头/年，也就是说，导数是10。

函数y=f(x)=10x+30，这里我们假设王小二第一年卖了30
头，以后每年增长10头，x代表时间（年），y代表猪的头数。

当然，这是增长率固定的情形，而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变
化量也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增长率不是恒定的。比如，函数可
能是这样: y=f(x)=5x²+30，这里x和y依然代表的是时间和头
数，不过增长率变了，怎么算这个增长率，我们回头再讲。或者
你干脆记住几个求导的公式也可以。

深度学习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学概念：偏导数，偏导数的偏怎么
理解？偏头疼的偏，还是我不让你导，你偏要导？都不是，我们
还以王小二卖猪为例，刚才我们讲到，x变量是时间（年），可是
卖出去的猪，不光跟时间有关啊，随着业务的增长，王小二不仅
扩大了养猪场，还雇了很多员工一起养猪。所以方程式又变
了：y=f(x)=5x₁²+8x₂ + 35x₃ +30

这里x₂代表面积，x₃代表员工数，当然x₁还是时间。

上面我们讲了，导数其实就是
变化率，那么偏导数是什么？偏
导数无非就是多个变量的时候，
针对某个变量的变化率。在上面
的公式里，如果针对x₃求偏导
数，也就是说，员工对于猪的增
长率贡献有多大，或者说，随着
（每个）员工的增长，猪增加了
多少，这里等于35---每增加一个
员工，就多卖出去35头猪. 计算偏
导数的时候，其他变量都可以看
成常量，这点很重要，常量的变
化率为0，所以导数为0，所以就
剩对35x₃ 求导数，等于35. 对于
x₂求偏导，也是类似的。

求偏导我们用一个符号表示：
比如 y/ x₃ 就表示y对 x₃求偏导。

废话半天，这些跟深度学习到
底有啥关系？当然有关系，深度
学习是采用神经网络，用于解决
线性不可分的问题。关于这一
点，我们回头再讨论，大家也可
以网上搜一下相关的文章。这里
主要讲讲数学与深度学习的关
系。先给大家看几张图：

图1. 所谓深度学习，就是具有
很多个隐层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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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单输出的时候，怎么求偏导数

      图3.多输出的时候，怎么求偏导数

后面两张图是日本人写的关于深度学习的书，

感觉写的不错，把图盗来用一下。所谓入力层，
出力层，中间层，分别对应于中文的：输入层，
输出层，和隐层。大家不要被这几张图吓着，其
实很简单的。再举一个例子，就以撩妹为例。男
女恋爱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初恋期。相当于深度学习的输入层。别人吸
引你，肯定是有很多因素，比如：身高，身材，
脸蛋，学历，性格等等，这些都是输入层的参
数，对每个人来说权重可能都不一样。

2.热恋期。我们就让它对应于隐层吧。这个期
间，双方各种磨合，柴米油盐酱醋茶。

3.稳定期。对应于输出层，是否合适，就看磨
合得咋样了。大家都知道，磨合很重要，怎么磨
合呢？就是不断学习训练和修正的过程嘛！比如
女朋友喜欢草莓蛋糕，你买了蓝莓的，她的反馈
是negative，你下次就别买了蓝莓，改草莓了。

看完这个，有些小伙可能要开始对自己女友调
参了。有点不放心，所以补充一下。撩妹和深度
学习一样，既要防止欠拟合，也要防止过拟合。
所谓欠拟合，对深度学习而言，就是训练得不
够，数据不足，就好比，你撩妹经验不足。要做
到拟合，送花当然是最基本的，还需要提高其他
方面，比如，提高自身说话的幽默感等，因为本
文重点并不是撩妹，所以就不展开讲了。这里需
要提一点，欠拟合固然不好，但过拟合就更不合
适了。过拟合跟欠拟合相反，一方面，如果过拟
合，她会觉得你有陈冠希老师的潜质，更重要的
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像深度学习一样，训
练集效果很好，但测试集不行！就撩妹而言，她
会觉得你受前任(训练集)影响很大，这是大忌！如
果给她这个印象，你以后有的烦了，切记切记！

深度学习也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刚开始定
义一个标准参数（这些是经验值，就好比情人节
和生日必须送花一样），然后不断地修正，得出
图1每个节点间的权重。为什么要这样磨合？试想
一下，我们假设深度学习是一个小孩，我们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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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看图识字？肯定得先把图片给他看，并且告
诉他正确的答案，需要很多图片，不断地教他，
训练他，这个训练的过程，其实就类似于求解神
经网络权重的过程。以后测试的时候，你只要给
他图片，他就知道图里面有什么了。

所以训练集，其实就是给小孩看，带有正确答
案的图片，对于深度学习而言，训练集就是用来
求解神经网络的权重，最后形成模型；而测试
集，就是用来验证模型的准确度。

对于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如下图所示，权重
（w1，w2...）都已知。

图4

图5

我们知道，像上面这样，从左至右容易算出
来。但反过来我们上面讲到，测试集有图片，也
有预期的正确答案，要反过来求w1，w2......，怎
么办？

绕了半天，终于该求偏导出场了。目前的情况
是：

1.我们假定一个神经网络已经定义好，比如有
多少层，每层有多少个节点，也有默认的权重和
激活函数等。输入（图像）确定的情况下，只有
调整参数才能改变输出的值。怎么调整，怎么磨
合？刚才我们讲到，每个参数都有一个默认值，
我们就对每个参数加上一定的数值∆，然后看看结
果如何？如果参数调大，差距也变大，你懂的，
那就得减小∆，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差距变小；
反之亦然。所以为了把参数调整到最佳，我们需
要了解误差对每个参数的变化率，这不就是求误
差对于该参数的偏导数嘛。

2.这里有两个点：一个是激活函数，这主要是
为了让整个网络具有非线性特征，因为我们前面
也提到了，很多情况下，线性函数没办法对输入
进行适当的分类（很多情况下识别主要是做分
类），那么就要让网络学出来一个非线性函数，
这里就需要激活函数，因为它本身就是非线性
的，所以让整个网络也具有非线性特征。另外，
激活函数也让每个节点的输出值在一个可控的范
围内，这样计算也方便。

貌似这样解释还是很不通俗，其实还可以用撩
妹来打比方：女生都不喜欢白开水一样的日子，
因为这是线性的，生活中当然需要一些浪漫情怀
了，这个激活函数嘛，我感觉类似于生活中的小
浪漫，小惊喜，是不是？相处的每个阶段，需要
时不时激活一下，制造点小浪漫，小惊喜。比
如，一般女生见了可爱的小杯子，瓷器之类都迈
不开步子，那就在她生日的时候送一个特别样
式，要让她感动得想哭。前面讲到男人要幽默，
这是为了让她笑，适当的时候还要让她激动得
哭。一哭一笑，多整几个回合，她就离不开你
了。因为你的非线性特征太强了。

当然，过犹不及，小惊喜也不是越多越好，但
完全没有就成白开水了。就好比每个layer都可以
加激活函数，当然，不见得每层都要加激活函
数，但完全没有，那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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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怎么求偏导。图2和图3分别给了推导的
方法，其实很简单，从右至左挨个求偏导就可
以。相邻层的求偏导其实很简单，因为是线性
的，所以偏导数其实就是参数本身嘛，就跟求解
x₃的偏导类似。然后把各个偏导相乘就可以了。

这里有两个点：一个是激活函数，其实激活函
数也没啥，就是为了让每个节点的输出都在0到1
的区间，这样好算账嘛，所以在结果上面再做了
一层映射，反正都是一对一的。由于激活函数的
存在，所以在求偏导的时候，也要把它算进去，
激活函数，一般用sigmoid，也可以用Relu等。
激活函数的求导其实也非常简单

：

求导： f’(x)=f(x)*[1-f(x)]

这个方面，有时间可以翻看一下高数，如果没
时间，直接记住就行了。至于Relu，那就更简单
了，就是f(x) 当x<0的时候y等于0，其他时候，y
等于x。当然，你也可以定义你自己的Relu函数，
比如x大于等于0的时候，y等于0.01x，也可以。

另一个是学习系数，为什么叫学习系数？刚才
我们上面讲到∆增量，到底每次增加多少合适？是
不是等同于偏导数（变化率）？经验告诉我们，
需要乘以一个百分比，这个就是学习系数，而
且，随着训练的深入，这个系数是可以变的。

当然，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基本知识，比如
SGD（随机梯度下降），mini batch 和 epoch（

用于训练集的选择），限于篇幅，以后再侃吧。
其实参考李宏毅的那篇文章就可以了。其实上面
描述的，主要是关于怎么调整参数，属于初级阶
段。上面其实也提到，在调参之前，都有默认的
网络模型和参数，如何定义最初始的模型和参
数？就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不过对于一般做工
程而言，只需要在默认的网络上调参就可以，相
当于用算法；对于学者和科学家而言，他们会发
明算法，这有很大的难度。向他们致敬！

最后，杨老师推荐一篇非常不错的文章：《1
天搞懂深度学习》，300多页的ppt，台湾李宏毅
教授写的，非常棒。不夸张地说，是关于深度学
习最系统，也最通俗易懂的文章。

这是slideshare的链接：

http://www.sl ideshare.net/tw_dsconf/ss-

62245351?qid=108adce3-2c3d-4758-a830-

95d0a57e46bc&v=&b=&from_search=3

没梯子的同学，可以从杨老师的网盘下载：

http://pan.baidu.com/s/1nv54p9R 密码：3mty

本文内容引用杨老师在知乎上的回复：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006703/

answer/129209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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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后端开发情何以堪？

前端程序猿薪资大曝光

最近一位在后端工作几年

的程序猿在网上提出了

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前端的

东西那么容易，感觉没那么值

钱，为什么薪资那么高”，笔者

问了下业界的前端开发者，普遍

认为，将薪资和所从事工作的难

易程度挂钩，并不是互联网思

维，有时候甚至从某种宏观的结

构性变化，也不会因为难易度而

被淘汰！

因此，大家开始隔三差五在

网上讨论，开始为未来后端开发

工作担忧，甚至考虑转型的问

题。也就是说，大家在现在这个

商业社会上，拿多少钱和学的东

西的难度并没有直接关系，就好

像学习人工智能又要学习抽代和

数理逻辑，然后薪资会比其他开

发者的高了？不好意思，现在这

个互联网还并不需要那么多人用

人工智能，一切以社会需求为

主。

回到刚刚的话题，前端是直

接能够面向客户（花钱的主），

无论是在PC还是移动应用，需

求量特别大，在商业社会中的地

位显得较为重要，需求量大，所

以薪资自然就高。也许有很多人

会反驳说，按照这样，那么所有

人都往前端上转，那么后端这些

事情怎么办？不做了？没有后

端，前端就是个X。然而这并没

有卵用，别的前端就站出来反

驳，也许你说的对，但是幕后英

雄还是有的，遵循商业市场规

律，哪能说打破就打破，要不然

让老板退你半年的工资作为补

偿。

话术把前端后端薪资的钩做

的那么直，并没有考虑过鱼的感

受。但是鱼龙混杂的行业里，有

很多初学者去培训机构培训两月

就出来漫天要价，技术也良莠不

齐，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满地是坑

的技术价值和商业需求话题？

近日，51CTO作为钻石级别

的 合 作 伙 伴 与 M i c r o s o f t 、 

Amazon、intel、Ubuntu等互联

网大咖携手VisionMobile深度调

研了全球开发者动态趋势。作为

2017年第一季度，调研报告通过

不同规模的互联网企业及软件巨

头，以及不同规模的技术社区和

具有代表性的开发者样本，与

21200名受访者进行深度接触。

在五花八门的创业项目，横扫各

个领域，创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

环境相对于早些年，也复杂了许

多，而互联网行业竞争依旧残

酷。

调研内容分别从移动、桌面、

物联网、云、增强与虚拟现实、

作者：Liam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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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以及数据科学家这些群体，追踪开发

者在不同平台、收入、应用、语言、API、细分市

场及区域中的实际从业经验。

第一章：最具经济价值的机遇

各领域中的开发者拥有较高复杂性的技术水

平，或者身处刚刚起步的新兴领域，入门壁垒较

高，因此开发者的薪酬水平较其它行业更高。以

西欧为例，后端开发者的中等收入相较于Web开

发者中等薪酬高12%; 机器学习开发者的薪酬水平

则高出28%。Web与移动开发工作商业化水平最

高。

下面我们以Web为代表，仔细分析目前互联网

行业最赚钱的职业发展机遇到底在哪里。

出色的软件技能在如今的人才市场上非常稀

缺，这也意味着出色的开发人员往往成为各类企

业的争夺目标。另外，开发人员具有流动性，这

意味着他们能够轻松走出偏远地区前往更认可其

职业水平的区域与市场。那么，您应该如何对相

关职业进行选择？

人们在选择工作时往往抱有多种考量与诉求，

但坦言地讲，开发者显然有资格拿到更高薪酬，

特别是考虑到其在全局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作

为本份报告的第12个年度版本，我们第一次向开

发者们询问了其薪酬水平或者能够从承包合约中

赚得多少回报。通过结果数据，我们整理出一部

分重要结论，能够帮助开发人员提高自身工资水

平，亦可反过来帮助企业有机会找到更符合自身

要求的开发人才。

首先，不同地区与不同软件开发方向的从业者

通常拥有差异巨大的薪酬水平。在调查中，我们

发现薪酬水平最高的开发者群体所拿到的收入可

达到薪酬最低受方者群体的数十甚至数百倍。这

种差异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我

们将在稍后的文章中对此进行阐述。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开发者的技能、知识与声誉

决定着其薪酬水平。只要在这些方面作出投资，

则必定能够获得回报。

技能稀缺性提升开发者服务平均价格水平。

在技能方面，那些拥有更高复杂度技能的开发

者——这意味着其从来入门门槛更高，因此相关

开发者数量更少——普遍拥有更高薪酬水平。从

事云计算及其它后端服务的开发者在薪酬方面通

常高于前端Web应用程序开发从业者。机器学习

专家的收入甚至比后端开发者更高。以西欧市场

为例，Web开发者的中位年薪水平为35400美

元，后端开发者的中位年薪水平为39500美元，

而机器学习开发者的中位年薪水平为45200美

元。这种薪酬递进关系在不同地区间皆普遍存

在，即全球范围内皆呈现出后端高于前端、机器

学习高于后端的薪酬设置。Web与移动开发最具

商业化特性; 开发简单应用或者网站的入门门槛也

相对较低，因此此类任务往往能够轻松在其它地

区找到外包合作方。

这一点在新兴开发领域同样表现明显，具体包

括增强及虚拟现实或者物联网领域，但往往体现

在高端大规模层面。新兴领域能够为高端开发者

提供理想的薪酬回报，但水平较低的开发者则应

尽可能选择更为成熟的行业。以北美的增强现实

与后端开发者群体为例，该地区的AR开发者平均

工资为71000美元，低于后端开发者的中位年薪

79200美元。然而在高端层面，AR开发显然更有

利可图。在前四分之一高薪酬群体中，AR开发者

的年薪已经增长至132300美元，而后端开发者

则为122800美元。而在前十分之一高薪酬群体

中，这一差异开始变得更为显著：AR开发者中位

年薪达到219000美元，而后端开发者则仅为

169000美元。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薪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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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是因为AR/VR乃至物联网市场的商业化程度

仍然不高。各企业尚处于早期摸索阶段，且乐于

为技术水平较高的开发者支付可观薪酬。与此同

时，经验较为匮乏的开发者则主要受到市场炒作

的吸引，但相对较低的技能水平与更为稀缺的市

场招聘量导致其薪酬无法达到理想水平。

同样的，这种模式亦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惟

一的例外为南亚人才市场。由于该地区大力推动

外包这一软件开发模式，因此开发者普遍负责遗

留代码维护工作而较少参与创新性活动（这一结

论亦得到我们开发者人口规模研究的支持）。

在本章节开头，我们提到开发者可根据自身选

择脱离所在地区的限制享受更为有利的薪酬待

遇。然而从数据来看，距离开发者市场全球化演

变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举例来说，北美的Web

开发者平均年薪为73600美元，而西欧Web开发

者的平均薪酬仅为其一半水平——35400美元，

这显然不是最近英国脱欧与欧元汇率危机所能解

释的。其它地区的Web开发者在薪酬水平方面又

仅为西欧市场的一半——南亚市场为11700美

元，而东欧则为20800美元。这种差异不仅存在

于世界各个地区与国家之间，甚至与您身处的城

市亦有很大关系。

我们距离开发者市场全球化演变还有很长的道

路要走。

这显然为那些喜欢接受远程工作者的企业带来

了机遇。您完全可以雇佣10%的东欧后端开发人

员，其薪酬水平要远远低于北美地区的同类从业

者。而对于开发者而言，这意味着只要您掌握出

色的英语技能并乐于寻求跨地区机遇，则完全能

够拿到更加振奋人心的收入。然而目前愿意采取

这种跨跃性机遇以获取国际薪酬标准的开发者仍

只是极少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兴地区的最高

工资水平（包括亚洲、中东与非洲）要远高于当

地的薪酬中位数。高收入欧美开发者所能拿到的

薪酬往往三倍于其所在国家及地区的平均工资。

而在新兴国家中，最高工资则可达到当地薪酬

中位数的七到十倍。这些地区中最出色的开发者

往往为跨国企业工作，或者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

技术服务; 相比之下，立足当地市场的从业者则只

能拿到更低的薪酬水平。

那么如果有意进军国际市场，开发者们应当采

取哪些步骤？首先，投资培养自己的技能储备、

积极投身于更困难的工作内容，同时努力提升英

语水平。在掌握这些前提之后，您即可迈入国际

市场、争取机遇并享受更为可观的薪酬回报。

预告内容：

第二章：增强与虚拟现实：技术爱好者的乐园

交 互 、 共 享 与 访 问 。 在 最 新 著 作 《 T h e 

Inevitable（不可避免）》当中，《连线》杂志元

老执行编辑Kevin Kelly提出了12项关键性技术要

求。这些重要指导原则将帮助我们了解将新兴技

术转化为具备实践价值的应用程序的具体过程。

通过连续三个祈使句，他将增强现实（简称AR）

与虚拟现实（简称VR）视为创造下一类具备广泛

市场吸引力与创新型工具的主要技术候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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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Angular对React：一场关于未来前

端Web开发主动权的争夺战？

谷歌与Faebook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家

技术企业，且二者各自为Web应用程序构建了一

套出色的框架。Angular与React正为未来Web

世界的主导权而争斗不休，而且从在线讨论活跃

度与大型消费级应用的采用率来看，市场对于

React似乎更为认可。然而其能否真正统治未来的

前端领域？React又是否真的具备竞争优势？我们

对近6000名Web开发人员进行的广泛统计结论可

能会令您感到吃惊。

第四章：追逐云业务圣杯的挑战者们

Amazon公司在立足现有业务进行重新投资，

从而实现利润增长与新业务缔造方面拥有着悠久

的历史。结果表明，Amazon目前已经扩张为全

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且其在过去20年

中从未给出过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利润表现。Jeff 

Bezos曾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打算继续将利润

作为投资进行业务扩展，但这一情况在过去一年

中发生了变化。Amazon公司去年的利润表现超

出了正常水平，而这一结果显然是受到Amazon 

Web Services（简称AWS）巨大成功的推动。

他们创造的公有云市场如今已经拥有极为庞大的

规模，由此带来的利润甚至超出了Amazon方面

的投资能力。近年来，其它厂商已经意识到

Amazon所在追逐的这座圣杯中所潜藏的巨大价

值，并开始竞相加入以从中争夺份额。

第五章：物联网工具社区的兴起

根据Gartner公司2016年8月发布的《炒作周

期》报告，物联网平台的市场期望水平已经达到

峰值状态。不出所料，目前正有成千上万种物联

网解决方案持续涌现。另外，“平台”一词亦被

到处使用，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硬件组件再到云服

务皆在此列。最终，物联网的繁荣更应归功于可

供开发者们选择并使用的更多更为出色的相关工

具。在本章节中，我们将探讨调查结果中显示

的，物联网开发人员所实际使用的部分工具类

型。

第六章：机器学习语言之战

各类问答网站与数据科学论坛正以遍又一遍重

复着同样的问题：我刚刚涉足数据科学领域，应

该学习哪种语言？机器学习领域最理想的语言选

项是什么？事实上，网络中存在大量基于个人经

验或者工作经历，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相关文

章。尽管欧美市场上已经能够提供大量与机器学

习相关的工作岗位，但这类意见虽然确实具备参

考价值，其结论却往往相互冲突，因此导致新人

们很难找到确切方向。

详细的报告下载：

VisionMobile – Developer Economics - 

State of the Developer Nation Q1 2017 - 

51CTO (CN) - fi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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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好正确姿势

看Google神级深度学习框架TensorFlow实践思路

在2 0 1 5 年 1 1 月 9 号

Google发布了人工智能

系统TensorFlow并宣布开源，

此 举 在 深 度 学 习 领 域 影 响 巨

大，也受到大量的深度学习开

发者极大的关注。当然，对于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依然有不

少质疑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

是人工智能仍然是未来发展的

趋势。

而TensorFlow能够在登陆

GitHub的当天就成为最受关注

的项目，作为构建深度学习模

型的最佳方式、深度学习框架

的领头者，在发布当周轻松获

得超过1万个星数评级，这主要

是因为Google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研发成绩斐然和神级的技术

人才储备。当然还有一点是在

围棋上第一次打败人类，然后

升级版Master保持连续60盘不

败的AlphaGo，其强化学习的

框架也是基于TensorFlow的高

级API实现的。

TensorFlow: 为什么是它?

作为Goolge二代DL框架，

使用数据流图的形式进行计算

的TensorFlow已经成为了机器

学习、深度学习领域中最受欢

迎 的 框 架 之 一 。 自 从 发 布 以

来，TensorFlow不断在完善并

增加新功能，并在今年的2月26

号在Mountain View举办的首

届年度TensorFlow开发者峰会

上正式发布了TensorFlow 1.0

版本，其最大的亮点就是通过

作者：林师授/段石石

来源：51CTO

通过以上Google指数，深度学习占据目前流程技术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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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模型达到最快的速度，且快到令人难以置

信，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很多拥护者用TensorFlow 

1.0的发布来定义AI的元年。

TensorFlow在过去获得成绩主要以下几点：

· TensorF low被应用在Google很多的应用包

括：Gmail , Google Play Recommendation, 

Search, Translate, Map等等；

· 在医疗方面，TensorFlow被科学家用来搭建根据

视网膜来预防糖尿病致盲（后面也提到Stanford的

PHD使用TensorFlow来预测皮肤癌，相关工作上了

Nature封面）；

· 通过在音乐、绘画这块的领域使用TensorFlow构

建深度学习模型来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艺术；

· 使用TensorFlow框架和高科技设备，构建自动化

的海洋生物检测系统，用来帮助科学家了解海洋生物

的情况；

· TensorFlow在移动客户端发力，有多款在移动设

备上使用TensorFlow做翻译、风格化等工作；

· TensorFlow在移动设备CPU（高通820）上，能

够达到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

· TensorFlow ecosystem结合其他开源项目能够快

速地搭建高性能的生产环境；

· TensorBoard Embedded vector可视化工作

· 能够帮助PHD/科研工作者快速开展project研究工

作。

Google第一代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DistBelief

不再满足Google内部的需求，Google的小伙伴们

在DistBelief基础上做了重新设计，引入各种计算

设备的支持包括CPU/GPU/TPU，以及能够很好

地运行在移动端，如安卓设备、ios、树莓派 等

等，支持多种不同的语言（因为各种high-level的

api，训练仅支持Python，inference支持包括

C + + ， G o ， J a v a 等 等 ） ， 另 外 包 括 像

TensorBoard这类很棒的工具，能够有效地提高

深度学习研究工作者的效率。

TensorFlow在Google内部项目应用的增长也

十 分 迅 速 ： 在 G o o g l e 多 个 产 品 都 有 应 用

如：Gmail，Google Play Recommendation， 

Search， Translate， Map等等；有将近100多

project和paper使用TensorFlow做相关工作。

TensorFlow在正式版发布前的过去14个月的

时 间 内 也 获 得 了 很 多 的 成 绩 ， 包 括 4 7 5 + 非

Google的Contributors，14000+次commit，

超过5500标题中出现过TensorFlow的github 

project以及在Stack Overflow上有包括5000+

个已被回答 的问题，平均每周80+的issue提交，

且被一些顶尖的学术研究项目使用： –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 Show and Tell.

当然了，说到底深度学习就是用非监督式或者

半监督式的特征学习，分层特征提取高校算法来

替代手工获取特征。目前研究人员和从事深度学

习 的 开 发 者 使 用 深 度 学 习 框 架 也 并 非 只 有

TensorFlow一个，同样也有很多在视觉、语言、

自然语言处理和生物信息等领域较为优秀的框

架 ， 比 如 T o r c h 、 C a f f e 、 T h e a n o 、 

Deeplearning4j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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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编者整理段石石博文中的一些对网络神

经模型、算法深度分析的内容，了解TensorFlow

这个开源深度学习框架的强大之处。

深入理解Neural Style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Tensorflow利用CNN的方

法对艺术照片做下Neural Style的相关工作。首

先，作者会详细解释下A Neural Algorithm of 

Artistic Style这篇paper是怎么做的，然后会结

合一个开源的Tensorflow的Neural Style版本来

领略下大神的风采。

A Neural Algorithm of Artistic Style

在艺术领域，尤其是绘画，艺术家们通过创造

不同的内容与风格，并相互交融影响来创立独立

的视觉体验。如果给定两张图像，现在的技术手

段，完全有能力让计算机识别出图像具体内容。

而风格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在计算机的眼中，

当然就是一些pixel，但人眼就能很有效地的辨别

出不同画家不同的style，是否有一些更复杂的

feature来构成，最开始学习DeepLearning的

paper时，多层网络的实质其实就是找出更复杂、

更内在的features，所以图像的style理论上可以

通过多层网络来提取里面可能一些有意思的东

西。而这篇文章就是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利用

pretrain的Pre-trained VGG network model）

来分别做Content、Style的reconstruction，在

合成时考虑content loss 与style loss的最小化（

其实还包括去噪变化的的loss），这样合成出来

的图像会保证在content 和style的重构上更准

确。

这里是整个paper在neural style的工作流，

理解这幅图对理解整篇paper的逻辑很关键，主要

分为两部分：

· Content Reconstruction: 上图中下面部分是

Conten t  Recons t ruc t i on对应于CNN中的

a，b，c，d，e层，注意最开始标了Con ten t 

Representations的部分不是原始图片（可以理解是

给计算机比如分类器看的图片，因此如果可视化它，

可能完全就不知道是什么内容），而是经过了Pre-

trained之后的VGG network model的图像数据， 该

model主要用来做object recognition， 这里主要用

来生成图像的Content Representations。理解了这

里，后面就比较容易了，经过五层卷积网络来做

Content的重构，文章作者实验发现在前3层的

Content Reconstruction效果比较好，d，e两层丢

失了部分细节信息，保留了比较high-level的信息。

· Style Reconstruction： Style的重构比较复杂，

很难去模型化Style这个东西，Style Represention的

生成也是和Content Representation的生成类似，也

是由VGG network model去做的，不同点在于

a,b,c,d,e的处理方式不同，Style Represention的

Reconstruction是在CNN的不同的子集上来计算的，

怎么说呢，它会分别构造conv1_1(a),[conv1_1, 

c o n v 2 _ 1 ] ( b ) , [ c o n v 1 _ 1 ,  c o n v 2 _ 1 , 

c o n v 3 _ 1 ] , [ c o n v 1 _ 1 ,  c o n v 2 _ 1 , 

conv3_1,conv4_1],[conv1_1, conv2_1, conv3_1, 

conv4_1, conv5_1]。这样重构的Style 会在各个不同

的尺度上更加匹配图像本身的style，忽略场景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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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methods

理解了以上两点，剩下的就是建模的数据问题

了 ， 这 里 按 C o n t e n t 和 S t y l e 来 分 别 计 算

loss，Content loss的method比较简单：

其中F^l是产生的Content Representation在

第l层的数据表示，P^l是原始图片在第l层的数据表

示，定义squared-error loss为两种特征表示的

error。

Style的loss基本也和Content loss一样，只

不过要包含每一层输出的errors之和

其中A^l 是原始style图片在第l的数据表示，而

G^l是产生的Style Representation在第l层的表

示。

定义好loss之后就是采用优化方法来最小化模

型loss(注意paper当中只有content loss和style 

loss)，源码当中还涉及到降噪的loss：

优化方法这里就不讲了，tensorflow有内置的

如Adam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深入理解AlexNet

前面看了一些Tensorflow的文档和一些比较有

意思的项目，发现这里面水很深的，需要多花时

间好好从头了解下，尤其是cv这块的东西，特别

感 兴 趣 ， 接 下 来 一 段 时 间 会 开 始 深 入 了 解

ImageNet比赛中中获得好成绩的那些模型： 

AlexNet、GoogLeNet、VGG（对就是之前在

nerual network用的pretrained的model）

、deep residual networks。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ImageNet Classif 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是Hinton和他

的学生Alex Krizhevsky在12年ImageNet 

Cha l lenge使用的模型结构，刷新了Image 

Classification的几率，从此deep learning在

Image这块开始一次次超过state-of-art，甚至于

搭到打败人类的地步，看这边文章的过程中，发

现了很多以前零零散散看到的一些优化技术，但

是很多没有深入了解，这篇文章讲解了他们

alexnet如何做到能达到那么好的成绩，好的废话

不多说，来开始看文章：

这张图是基本的caffe中alexnet的网络结构，

这里比较抽象，作者用caffe的draw_net把

alexnet的网络结构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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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Net的基本结构

a l e x n e t 总 共 包 括 8 层 ， 其 中 前 5 层

convolutional，后面3层是full-connected，文

章里面说的是减少任何一个卷积结果会变得很

差，下面具体讲讲每一层的构成：

· 第一层卷积层 输入图像为227*227*3(paper上貌

似有点问题224 *224 *3 )的图像，使用了96个

kernels（96,11,11,3），以4个pixel为一个单位来右

移或者下移，能够产生5555个卷积后的矩形框值，然

后进行response-norma l i zed（其实是Loca l 

Response Normalized，后面我会讲下这里）和

pooled之后，pool这一层好像caffe里面的alexnet和

paper里面不太一样，alexnet里面采样了两个GPU，

所以从图上面看第一层卷积层厚度有两部分，池化

pool_size=(3,3),滑动步长为2个pixels，得到96个

2727个feature。

· 第二层卷积层使用256个（同样，分布在两个GPU

上，每个128kerne ls（5*5*48）），做pad_

size(2,2)的处理，以1个pixel为单位移动（感谢网友

指出），能够产生27*27个卷积后的矩阵框，做LRN

处理，然后pooled，池化以3*3矩形框，2个pixel为步

长，得到256个13*13个features。

· 第三层、第四层都没有LRN和pool，第五层只有

pool，其中第三层使用384个kernels（3*3*384

，pad_size=(1,1),得到384*15*15，kernel_size为

（3，3),以1个pixel为步长，得到384*13*13）；第

四层使用384个kerne ls（pad_s ize(1 ,1)得到

384*15*15，核大小为（3，3）步长为1个pixel，得

到384*13*13）；第五层使用256个kernels（pad_

size(1,1)得到384*15*15，kernel_size(3,3)，得到

256*13*13，pool_size(3，3）步长2个pixels，得到

256*6*6）。

· 全连接层： 前两层分别有4096个神经元，最后输

出softmax为1000个（ImageNet），注意caffe图

中全连接层中有relu、dropout、inner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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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里面也指出了这张图是在两个GPU下做

的，其中和caffe里面的alexnet可能还真有点差

异，但这可能不是重点，各位在使用的时候，直

接参考caffe中的alexnet的网络结果，每一层都

十分详细，基本的结构理解和上面是一致的。

AlexNet为啥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前面讲了下AlexNet的基本网络结构，大家肯

定 会 对 其 中 的 一 些 点 产 生 疑 问 ， 比 如

LRN、Relu、dropout， 相信接触过dl的小伙伴

们都有听说或者了解过这些。这里按paper中的描

述详细讲述这些东西为什么能提高最终网络的性

能。

ReLU Nonlinearity

一般来说，刚接触神经网络还没有深入了解深

度学习的小伙伴们对这个都不会太熟，一般都会

更了解另外两个激活函数（真正往神经网络中引

入非线性关系，使神经网络能够有效拟合非线性

函 数 ） t a n h ( x ) 和 ( 1 + e ^ ( - x ) ) ^ ( - 1 ) , 而

ReLU(Rectified Linear Units) f(x)=max(0,x)。

基于ReLU的深度卷积网络比基于tanh的网络训练

块数倍，下图是一个基于CIFAR-10的四层卷积网

络在tanh和ReLU达到25%的training error的迭

代次数：

实线、间断线分别代表的是ReLU、tanh的

training error，可见ReLU比tanh能够更快的收

敛

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使用ReLU f(x)=max(0,x)后，你会发现激活函

数之后的值没有了tanh、sigmoid函数那样有一

个值域区间，所以一般在ReLU之后会做一个

normalization，LRU就是文中提出（这里不确

定，应该是提出？）一种方法，在神经科学中有

个概念叫“Lateral inhibition”，讲的是活跃的

神经元对它周边神经元的影响。

Dropout

Dropout也是经常挺说的一个概念，能够比较

有效地防止神经网络的过拟合。 相对于一般如线

性模型使用正则的方法来防止模型过拟合，而在

神经网络中Dropout通过修改神经网络本身结构

来实现。对于某一层神经元，通过定义的概率来

随机删除一些神经元，同时保持输入层与输出层

神经元的个人不变，然后按照神经网络的学习方

法进行参数更新，下一次迭代中，重新随机删除

一些神经元，直至训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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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ugmentation

其实，最简单的增强模型性能，防止模型过拟

合的方法是增加数据，但是其实增加数据也是有

策略的，paper当中从256*256中随机提出

227*227的patches(paper里面是224*224)，

还有就是通过PCA来扩展数据集。这样就很有效

地扩展了数据集，其实还有更多的方法视你的业

务场景去使用，比如做基本的图像转换如增加减

少亮度，一些滤光算法等等之类的，这是一种特

别有效地手段，尤其是当数据量不够大的时候。

深度理解GoogLeNet

GoogLeNet是ILSVRC 2014的冠军，主要是

致敬经典的LeNet-5算法，主要是Google的team

成员完成，paper见Going Deeper  w i th 

Convolut ions .相关工作主要包括LeNet-5

、Gabor f i l ters、Network- in-Network.

Network-in-Network改进了传统的CNN网络，

采用少量的参数就轻松地击败了AlexNet网络，使

用Network-in-Network的模型最后大小约为

29MNetwork-in-Network caffe model.

GoogLeNet借鉴了Network-in-Network的思

想，下面会详细讲述下。

1）Network-in-Network

左边是CNN的线性卷积层，一般来说线性卷积

层用来提取线性可分的特征，但所提取的特征高

度非线性时，需要更加多的filters来提取各种潜在

的特征，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filters太多，导致

网络参数太多，网络过于复杂对于计算压力太

大。

文章主要从两个方法来做了一些改良：

· 1，卷积层的改进：MLPconv，在每个local部分

进行比传统卷积层复杂的计算，如上图右，提高每一

层卷积层对于复杂特征的识别能力，这里举个不恰当

的例子，传统的CNN网络，每一层的卷积层相当于一

个只会做单一任务，你必须要增加海量的filters来达到

完成特定量类型的任务，而MLPconv的每层conv有

更加大的能力，每一层能够做多种不同类型的任务，

在选择filters时只需要很少量的部分；

· 2，采用全局均值池化来解决传统CNN网络中最后

全连接层参数过于复杂的特点，而且全连接会造成网

络的泛化能力差，Alexnet中有提高使用dropout来提

高网络的泛化能力。

最后作者设计了一个4层的Network - in -

network+全局均值池化层来做imagenet的分类

问题。

1. class NiN(Network): 

2.     def setup(self): 

3.         (self.feed(‘data’) 

4.              .conv(11, 11, 96, 4, 4, 

padding=’VALID’, name=’conv1’) 

5.              .conv(1, 1, 96, 1, 1, 

name=’cccp1’) 

6.              .conv(1, 1, 96, 1, 1, 

name=’cccp2’) 

7.              .max_pool(3, 3, 2, 2, 

name=’pool1’) 

8.              .conv(5, 5, 256, 1, 1, 

name=’conv2’) 

9.              .conv(1, 1, 256, 1, 1, 

name=’cccp3’) 

10.              .conv(1, 1, 256, 1, 1, 

name=’cccp4’) 

11.              .max_pool(3, 3, 2, 2, 

padding=’VALID’, name=’pool2’) 

12.              .conv(3, 3, 384, 1, 1, 

name=’conv3’) 

13.              .conv(1, 1, 38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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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cccp5’) 

14.              .conv(1, 1, 384, 1, 1, 

name=’cccp6’) 

15.              .max_pool(3, 3, 2, 2, 

padding=’VALID’, name=’pool3’) 

16.              .conv(3, 3, 1024, 1, 1, 

name=’conv4-1024’) 

17.              .conv(1, 1, 1024, 1, 1, 

name=’cccp7-1024’) 

18.              .conv(1, 1, 1000, 1, 1, 

name=’cccp8-1024’) 

19.              .avg_pool(6, 6, 1, 1, 

padding=’VALID’, name=’pool4’) 

20.              .softmax(name=’prob’)) 

网络基本结果如上，代码见https://github.

com/ethereon/caffe-tensorflow. 这里因为作

者最近工作变动的问题，没有了机器来跑一篇，

也无法画下基本的网络结构图，之后会补上。这

里指的提出的是中间cccp1和ccp2（cross 

channel pooling）等价于1*1kernel大小的卷积

层。caffe中NIN的实现（略，请前往原文阅读）

NIN的提出其实也可以认为我们加深了网络的

深度，通过加深网络深度（增加单个NIN的特征表

示能力）以及将原先全连接层变为aver_pool层，

大大减少了原先需要的filters数，减少了model的

参数。paper中实验证明达到Alexnet相同的性

能，最终model大小仅为29M。

理解NIN之后，再来看GoogLeNet就不会有不

明所理的感觉。

痛点：

· 越大的CNN网络，有更大的model参数，也需要更

多的计算力支持，并且由于模型过于复杂会过拟合；

· 在CNN中，网络的层数的增加会伴随着需求计算资

源的增加；

· 稀疏的network是可以接受，但是稀疏的数据结构

通常在计算时效率很低

Inception module

Inception module的提出主要考虑多个不同

size的卷积核能够hold图像当中不同cluster的信

息，为方便计算，paper中分别使用1*1，3*3

，5*5，同时加入3*3 max pooling模块。 然而这

里存在一个很大的计算隐患，每一层Inception 

module的输出的filters将是分支所有filters数量

的综合，经过多层之后，最终model的数量将会

变得巨大，naive的inception会对计算资源有更

大的依赖。 前面有提到Network-in-Network模

型，1*1的模型能够有效进行降维（使用更少的来

表 达 尽 可 能 多 的 信 息 ） ， 所 以 文 章 提 出

了”Inception module with dimension 

reduction”,在不损失模型特征表示能力的前提

下，尽量减少filters的数量，达到减少model复杂

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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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of GoogLeNet

在tensorflow构造GoogLeNet基本的代码在

https ://g i thub .com/ethereon/caffe-

tensorflow中（如果懒得找，原文有展示），作

者封装了一些基本的操作，了解网络结构之后，

构造GoogLeNet很容易。之后等到新公司之后，

作者会试着在tflearn的基础上写下GoogLeNet的

网络代码。

GoogLeNet on Tensorflow

GoogLeNet为了实现方便，作者用tflearn来

重写了下，代码中和caffe model里面不一样的就

是一些padding的位置，因为改的比较麻烦，必

须保持inception部分的concat时要一致，这里也

不知道怎么修改pad的值（caffe prototxt），所

以统一padding设定为same，具体代码（略，原

文有展示）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这部分的caffe 

model prototxt， 帮忙检查下是否有问题，代码

作 者 已 经 提 交 到 t f l e a r n 的 官 方 库 了 ， a d d 

GoogLeNet(Inception) in Example，各位有

tensorflow的直接安装下tflearn，看看是否能帮

忙检查下是否有问题，这里因为没有GPU的机

器，跑的比较慢，TensorBoard的图如下，不像

之前Alexnet那么明显（主要还是没有跑那么多

epoch,这里在写入的时候发现主机上没有磁盘空

间 了 ， 尴 尬 ， 然 后 从 新 写 了 r e s t o r e 来 跑

的，TensorBoard的图也貌似除了点问题， 好像

每次载入都不太一样，但是从基本的log里面的东

西来看，是逐步在收敛的，这里图也贴下看看

吧）

网 络 结 构 ， 这 里 有 个 b u g ， 可 能 是

TensorBoard的，googlenet的graph可能是太

大，大概是1.3m，在chrome上无法下载，试了

火狐貌似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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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VGG\Residual Network

这 段 时 间 到 了 新 公 司 ， 工 作 上 开 始 研 究

DeepLearning以及TensorFlow，挺忙了，前段

时间看了VGG和deep residual的paper，一直没

有时间写，今天准备好好把这两篇相关的paper重

读下。

VGGnet

VGGnet是Oxford的Visual Geometry 

Group的team，在ILSVRC 2014上的相关工

作，主要工作是证明了增加网络的深度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网络最终的性能，如下图，文章通

过逐步增加网络深度来提高性能，虽然看起来有

一点小暴力，没有特别多取巧的，但是确实有

效，很多pretrained的方法就是使用VGG的

model（主要是16和19），VGG相对其他的方

法，参数空间很大，最终的mode l有500多

m，alnext只有200m，googlenet更少，所以

train一个vgg模型通常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所幸

有公开的pretrained model让我们很方便的使

用 ， 前 面 n e u r a l  s t y l e 这 篇 文 章 就 使 用 的

pretrained的model，paper中的几种模型：

探 城

态牛 Tech Neo22

http://www.pdfcompressor.org/buy.html


可以从图中看出，从A到最后的E，他们增加的

是每一个卷积组中的卷积层数，最后D，E是我们

常见的VGG-16，VGG-19模型，C中作者说明，

在引入1*1是考虑做线性变换（这里channel一

致， 不做降维），后面在最终数据的分析上来看

C 相 对 于 B 确 实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提 升 ， 但 不 如

D、VGG主要得优势在于

· 减少参数的措施，对于一组（假定3个，paper里

面只stack of three 3*3）卷积相对于7*7在使用3层

的非线性关系（3层RELU）的同时保证参数数量为3*

（3^2C^2）=27C^2的，而7*7为49C^2，参数约为

7*7的81%

· 去掉了LRN，减少了内存的小消耗和计算时间

VGG-16 tflearn实现

tflearn 官方github上有给出基于tflearn下的

VGG-16的实现 from future import division, 

print_function, absolute_import

21. import tlearn 

22. from tlearn.layers.core import input_

data, dropout, fully_connected 

23. from tlearn.layers.conv import conv_2d, 

max_pool_2d 

24. from tlearn.layers.estimator import 

regression 

25.  

26. # Data loading and preprocessing 

27. import tlearn.datasets.oxlower17 as 

oxlower17 

28. X, Y = oxlower17.load_data(one_hot=True) 

29.  

30. # Building ‘VGG Network’ 

31. network = input_data(shape=[None, 224, 

224, 3]) 

32.  

33.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64, 3, 

activation=’relu’) 

34.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64, 3, 

activation=’relu’) 

35. network = max_pool_2d(network, 2, 

strides=2) 

36.  

37.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128, 3, 

activation=’relu’) 

38.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128, 3, 

activation=’relu’) 

39. network = max_pool_2d(network, 2, 

strides=2) 

40.  

41.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256, 3, 

activation=’relu’) 

42.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256, 3, 

activation=’relu’) 

43.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256, 3, 

activation=’relu’) 

44. network = max_pool_2d(network, 2, 

strides=2) 

45.  

46.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512, 3, 

activation=’relu’) 

47.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512, 3, 

activation=’relu’) 

48.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512, 3, 

activation=’relu’) 

49. network = max_pool_2d(network, 2, 

strides=2) 

50.  

51.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512, 3, 

activation=’r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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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512, 3, 

activation=’relu’) 

53. network = conv_2d(network, 512, 3, 

activation=’relu’) 

54. network = max_pool_2d(network, 2, 

strides=2) 

55.  

56. network = fully_connected(network, 4096, 

activation=’relu’) 

57. network = dropout(network, 0.5) 

58. network = fully_connected(network, 4096, 

activation=’relu’) 

59. network = dropout(network, 0.5) 

60. network = fully_connected(network, 17, 

activation=’softmax’) 

61.  

62. network = regression(network, 

optimizer=’rmsprop’, 

63.                      loss=’categorical_

crossentropy’, 

64.                      learning_rate=0.001) 

65.  

66. # Training 

67. model = tlearn.DNN(network, checkpoint_

path=’model_vgg’, 

68.                     max_checkpoints=1, 

tensorboard_verbose=0) 

69. model.it(X, Y, n_epoch=500, shufle=True, 

70.           show_metric=True, batch_

size=32, snapshot_step=500, 

71.           snapshot_epoch=False, run_

id=’vgg_oxlowers17’) 

VGG-16 graph如下：

对VGG，作者个人觉得他的亮点不多，pre-

trained的model我们可以很好的使用，但是不如

GoogLeNet那样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Deep Residual Network

一般来说越深的网络，越难被训练，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中提

出一种residual learning的框架，能够大大简化

模型网络的训练时间，使得在可接受时间内，模

型能够更深(152甚至尝试了1000)，该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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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SVRC2015上取得最好的成绩。

随着模型深度的增加，会产生以下问题：

· vanishing/exploding gradient，导致了训练十分

难收敛，这类问题能够通过norimalized initialization 

和intermediate normalization layers解决；

· 对合适的额深度模型再次增加层数，模型准确率会

迅速下滑（不是overfit造成），training error和test 

e r r o r 都 会 很 高 ， 相 应 的 现 象 在 C I F A R - 1 0 和

ImageNet都有提及

为了解决因深度增加而产生的性能下降问题，

作者提出下面一种结构来做residual learning：

假设潜在映射为H(x)，使stacked nonlinear 

layers去拟合F(x):=H(x)-x，残差优化比优化H(x)

更容易。 F(x)+x能够很容易通过”shortcut 

connections”来实现。

这篇文章主要得改善就是对传统的卷积模型增

加residual learning，通过残差优化来找到近似

最优identity mappings。

paper当中的一个网络结构：

Deep Residual Network tflearn实现原文里

面有详细的介绍。

理解Fast Neural Style

前面几篇文章讲述了在Computer Vision领域

里面常用的模型，接下来一段时间，作者会花精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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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学习一些TensorFlow在Computer Vision领

域的应用，主要是分析相关pape和源码，今天会

来详细了解下fast neural style的相关工作，前面

也有文章分析neural style的内容，那篇算是

neural style的起源，但是无法应用到实际工作

上，为啥呢？它每次都需要指定好conten t 

image和style image，然后最小化content loss 

和style loss去生成图像，时间花销很大，而且无

法保存某种风格的model，所以每次生成图像都

是训练一个model的过程，而fast neural style中

能够将训练好的某种style的image的模型保存下

来，然后对content image 进行transform，当

然文中还提到了image transform的另一个应用

方向：Super-Resolution，利用深度学习的技术

将低分辨率的图像转换为高分辨率图像，现在在

很多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尤其是视频网站上也有

应用。

Paper原理

几个月前，就看了Neural Style相关的文章

TensorFlow之深入理解Neural Style,A Neural 

Algorithm of Aritistic Style中构造了一个多层的

卷积网络，通过最小化定义的content loss和

style loss最后生成一个结合了content和style的

图像，很有意思，而Perceptual Losses for 

Real-Time Style Transfer and Super-

Resolution，通过使用perceptual loss来替代

per-pixels loss使用pre-trained的vgg model来

简化原先的loss计算，增加一个transform 

Network，直接生成Content image的style版

本， 如何实现的呢，请看下图：

整 个 网 络 是 由 部 分 组 成 ： i m a g e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n e t w o r k 、  l o s s 

netwrok；Image Transformation network是

一个deep residual conv netwrok，用来将输入

图像（content image）直接transform为带有

style的图像；而loss network参数是fixed的，这

里的loss network和A Neural Algorithm of 

Aritistic Style中的网络结构一致，只是参数不做

更新，只用来做content loss 和style loss的计

算，这个就是所谓的perceptual loss，作者是这

样解释的为Image Classification的pretrained

的卷积模型已经很好的学习了perceptual和

semantic information（场景和语义信息），所

以后面的整个loss network仅仅是为了计算

content loss和style loss，而不像A Neural 

Algorithm of Aritistic Style做更新这部分网络的

参数，这里更新的是前面的transform network

的参数，所以从整个网络结构上来看输入图像通

过transform network得到转换的图像，然后计

算对应的loss，整个网络通过最小化这个loss去

update前面的transform network，是不是很简

单？

loss的计算也和之前的都很类似，content 

loss：

style loss:

style loss中的gram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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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 Matrix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可以保

证y^hat和y之间有同样的shape。 Gram的说明

具体见paper这部分，作者这也解释不清楚，相信

读者一看就明白：

相信看到这里就基本上明白了这篇paper在

fast neural style是如何做的，总结一下：

· transform network 网络结构为deep residual 

network，将输入image转换为带有特种风格的图

像，网络参数可更新。

· loss network 网络结构同之前paper类似，这里主

要是计算content loss和style loss， 注意参数不做更

新。

· Gram matrix的提出，让transform之后的图像与

最后经过loss network之后的图像不同shape时计算

loss也很方便。

注：本文的技术内容取得 深度学习工程师 段石石 的发

布授权，同时为了阅读体验，内容有些小修改和整

合，并精简了部分的实践内容。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深

度学习实践，请移步到小石头的码疯营进行阅读。■

Java与C两种语言自2016年年初开始呈现下滑

趋势，而与上年相比二者的降幅皆超过6%。

那么哪些语言占据了空余的份额比例？事实上，

其被均分给了其它各类语言。

随着软件采用范畴的日益扩大，C（低级软件开发）与

Java（高级软件开发）已经不足以满足一切需求。具

体来讲，0.6%的评分在2012年足以令一种语言进入

前二十位，但如今同占比排名则为第三十三位。

             编程语言排行榜 TOP 20 榜单

               前10名编程语言的走势图■

2017年5月编程语言排行榜：

Java与C语言优势正开始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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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浅探，何时深究

机器学习不是一张纸就能说完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的崛起已经

成为一项不争的事实，且开始对计算机科

学领域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大家所知，截

至目前，在从图像识别到围棋竞技的众多领域

内，深度学习的实际表现已经将人类远远甩在身

后。

深度学习社区目前正在将自然语言处理（简称

NLP）视为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下一个前沿。

深度学习的一大优势在于，其水平提升往往能

够在各类场景下实现通用。举例来说，在某一领

域中适用于深度学习的具体技术通常可以直接转

移至其它领域，而无需经过任何修改。更具体地

讲，构建大量计算密集型图像与语音识别类深度

学习模型的方法已经全面渗透至自然语言处理当

中。在最新、最先进的翻译系统的帮助下，这套

系统足以带来远胜以往的实际表现——当然，仍

需要大量计算设备作为配合。尽管我们必须利用

性能极强的系统从现实世界数据当中偶然发现高

度复杂的分析模型，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将

能够以规模化方式应用于其它多种任务。而这就

提出了新的问题：

是否一切任务都有必要使用如此复杂的模型？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套双层式MLP模型，其已

经接受相关训练并可实现情感分析。

这是一套简单的深度学习系统，我们将其称

为“词袋”模型，它会把句子分为正或负两类。

最终可视化效果由词袋模型中双层MLP架构中处

于上层的T-SNE隐藏层实现。每个数据点对应一

个句子，并根据深度学习系统的预测结论与真实

目标标以不同颜色。图中的边界框体根据句子的

内容进行绘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鼠标悬停

与图表进行交互！

上图中的边界框体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现

实世界当中的数据处理任务在难度上往往有所区

别——某些句子很容易分类，但其它一些句子则

可能包含复杂的语义结构。对于那些易于分类的

句子，我们可能并不需要高容量系统即可完成处

理——换言之，利用较为简单的模型足以得出相

同的结论。在今天的博文中，我们将探讨这种猜

测是否属实。另外，文中还将展示我们通常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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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此类简单模型。

文本内容与深度学习

大多数深度学习方法要求利用浮点数字作为输

入内容——除非您之前尝试过处理文本信息，否

则大家肯定会抱有以下疑问：

我该如何将文本片段与深度学习对接起来？

在处理文本内容时，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表达

任意数量的信息。目前比较流行的解决方案之一

在于将文本标记为单词、子词汇甚至是字符。我

们可以利用word2vec或者GloVe等方案进一步将

各个单词转换为浮点矢量。如此一来，大家即可

通过不同单词之间的隐含关系表达单词意义。

选择一个单词，将其转化为一个高维度嵌入体

（例如三百维），而后利用PCAaftT-SNE（二者

皆为高人气降维工具，在本示例中可将其降至二

维），如此一来大家即可发现单词之间的有趣关

联。正如大家所见，上图提示uncle与aunt之间具

备类似词义，只是分别指向男性与女性。

利用标记化以及word2vec方法，我们可以将

文本片段转化为一条用以表达每个单词的浮点序

列。

现在，我们该如何使用这条浮点序列？

词袋模型

现在我们来讨论词袋模型（bag-ofwords，简

称BoW），这可能是大家接触过的最为简单的机

器学习算法之一。

选取多个词汇表达（即底部灰色框），而后通

过相加或者取平均值的方式将其归纳为另一通用

表达式（蓝色框），其中应该会包含每个单词中

的部分信息。在本文当中，这一通用表达式负责

预测句子表达的情感为正抑或为负（红色框）。

直接对特征维度取平均值。事实证明，在简单

的词汇平均嵌入场景下，即使完全忽略句子内的

表达顺序，这套模型仍能够在多数简单实例中运

行良好。而与深度神经网络（稍后将进一步说

明）相结合后，词袋模型往往能够给出理想的理

解基准线。另外，平均值是一项低资源占用量操

作，且可帮助我们将句子的维度降低为一项固定

大小的向量。

递归神经网络

某些句子中可能包含更为复杂的结构或者需要

以更高精度加以处理。单靠词袋模型往往不足以

解决这些难题，因此是时候祭出另一款神器——

递归神经网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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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timestep（由左至右）上为RNN（灰

色框）提供一条输入内容（例如一个单词），并

将此作为原有内部记忆（蓝色框）之外的新增内

容。RNN随后会在新的内部记忆（蓝色框）中进

行计算，这部分结果代表的是全部此前见到过的

单元（例如全部原有单词）。RNN现在应该已经

获得了句子层级上的全新信息，意味着其能够更

好地预测句子所表达的情感为正抑或为负（红色

框）。

每个嵌入单词都会按顺序被馈送至一套递归神

经网络当中，后者负责管理以往见到过的存储信

息，并将这部分信息与新词汇加以结合。在使用

长-短期记忆单元（简称LSTM）或者门控递归单

元（简称GRU）等知名记忆单元支持下的RNN

时，RNN将能够记住包含大量单词的句子的具体

含义！（由于LSTM获得了成功，采用LSTM记忆

单元的RNN通常也被直接称为LSTM。）这些模

型当中最大的八个彼此相互堆叠。

欢迎来到最为先进（大概是）的深度学习模型

当中，其利用配备LSTM记忆单元的RNN实现语

言翻译。粉色、橙色与绿色框即为拥有LSTM单元

的递归神经网络。其亦可实现在不同lstm层之间

实现skip连接等处理技巧的交换，同时具备一项

名为attention的方法。如大家所见，绿色的

LSTM指向相反的方向。当将其与正常LSTM相结

合后，即可生成所谓双向LSTM，其能够以两个方

向从数据序列中获取信息。欲了解更多相关信

息，请点击此处参阅Stephen Merity发表的博

文。

然而，LSTM的运行资源需求要远远高于低成

本词袋模型，也通常需要由经验丰富的深度学习

工程师负责实现并高效支持与之配套的高性能计

算硬件。

示例：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属于一种文档分类机制，其可对文档

内容的主观倾向进行判断。在向其提交一个句子

后，这套模型能够评估其表达的情感为正面、负

面抑或中性。

希望在客户行动之前通过其推文将其找到？情

感分析能够有效满足您的需求！

在这方面，最为知名的公共数据集（也正是我

们将在后文中使用的选项）正是斯坦福情感树图

库（简称SST）。SST不仅能够对句子进行分类

（正面或者负面），同时亦可对句子中的各单独

语法进行判断。但在我们的系统中，我们并未使

用任何树状信息。初始SST将情感分为五种类

别：非常正面、正面、中立、负面、非常负面。

出于示例的考虑，我们认为二分法应该更为简单

且易于理解，因此我们将非常正面与正面加以合

并，非常负面与负面亦进行合并，同时将所有中

性判断结果加以去除。

我们已经对示例中所要使用的模型架构进行了

概括与技术性介绍。其中最重要的并非具体架构

设计方式，而在于低成本模型能够在64项批量处

理流程中以10毫秒延迟提供82%的验证准确率，

而高成本LSTM则在64项批量处理流程中以87毫

秒的延迟提供仅略有改善的88%验证准确率（顶

级模型的准确性一般在88%到9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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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绿色框代表嵌入词汇，由GloVe进行初始

化，而后提取词意（词袋模型）并由一套双层

MLP模型进行分析及中性要素去除。

底部青绿色框代表嵌入词汇，由GloVe进行初

始化。此后我们不再对嵌入词汇进行追踪。这里

我们使用与LSTM单元相似的具备LSTM单元的双

向RNN。我们利用RNN隐藏状态以获取平均值与

最大值，而后是双层MLP模型进行分析及中性要

素去除。

低成本浅探阅读方案

在某些任务中，各类算法能够提供与人类水平

相近的准确度，但其提出的服务器性能要求往往

也令人难以承受。另外正如前文中所提出，我们

并不需要始终利用LSTM这类高性能需求量方案处

理实际数据——大多数情况下词袋模型已经足以

完成任务。但有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着以下这类

难题：

“演员表现非常糟糕，完全缺少真实感……但

我仍然愿意给出9分好评”

作为一类忽略顺序的算法，词袋模型肯定会将

这句话理解成负面表达。然而很明显，这样简单

且明确的表达居然成为拉低分析准确率的罪魁祸

首——这样的情况明显无法接受。因此问题就变

成：

我们能否学会如何区分“简单”与“困难”两

类句子？

另外，我们能否利用低成本模型完成这项任

务？

深入探索

探索深度学习模型的一种主流方式，在于立足

隐藏层对每个句子的表示方式进行绘制。然而，

由于隐藏层通常位于高维，因此我们可以使用

T-SNE等算法首先将其降维至二维，从而以人类

可以理解的方式实施绘制。

BoW: 预测

BoW: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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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移动、缩放、保存并将鼠标悬停在数

据点上以查看其信息。请注意，在向右侧渲染的

情况下（即将数据点移动至左侧）提示工具可能

表现更好。

在以上图表中，大家会看到词袋模型（BoW）

中绘制的最新隐藏层。在将鼠标悬停至任何数据

点时，您将看到表示该数据点的对应句子。句子

本身的颜色由其标签决定。

预测标签（Predictios tab）：系统预测结

果与实际模型标准间的比较。数据点的中央表壳

其预测结论（蓝色为正面，红色为负面），而周

边的线条代表实际标签。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轻

松判断系统结论是否正确。

概率标签（Probabilities tab）： 代表我们

在输出层中分配给预测结论的具体概率。其负责

告诉我们该模型对其预测结论的确信度。另外，

在将鼠标悬停至数据点上时，图表将提供给定数

据点的概率，并根据模型预测结论进行着色。需

要注意的是，概率的起始值为0.5，代表任务本身

为二分类型，且值为0.5时意味着确信度最低——

为五五开。

T-SNE制图极易受到过度解读的影响，但其中

部分因素的影响效果往往更为明显。

T-SNE解读

· 将句子拆分为多个聚类（clusters）。这些聚类包

含有不同的语义类型。

· 部分聚类拥有的多重性相对简单，意味着模型对于

准确度拥有较高的确信度。

· 另一些聚类则准确度较低，且对结论的确信度亦不

高。

· 同时包含正面与负面表达的句子往往更难进行判

断。

下面来看根据LSTM模型生成的绘制图表。

LSTM: 预测

LSTM: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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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移动、缩放、保存并将鼠标悬停在数

据点上以查看其信息。请注意，在向右侧渲染的

情况下（即将数据点移动至左侧）提示工具可能

表现更好。

采用与词袋模型相同的设置，旨在对LSTM进

行深入探索！

我们可以发现，LSTM的大多数结果与词袋模

型并无区别。然而，LSTM对于大多数结论都拥有

更高的确信度，且其在判断同时包含正面与负面

表达的句子时表现得也要比词袋模型更好。

如此看来，词袋模型完全有能力对句子进行聚

类拆分，并利用概率机制据此对所作出预测的准

确性进行量化判断。以此为基础，我们基本可以

得出以下推断：

高确信度答案一般准确性更高。

为了调查这一假设，我们可以对概率阈值进行

观察。

概率阈值

词袋模型与LSTM已经经过训练，旨在为每个

类提供对应概率，而我们可以将此作为确信度的

衡量指标。具体来讲，如果词袋模型返回值为1，

则代表其对于预测结论极具信心。

一般来讲，在预测当中我们会选取模型所提供

的可能性最高的类。在二元分类当中（即非正即

负），可能性必然高于0.5（否则我们将会给出相

反的结论）。然而，较低的概率值代表着模型本

身对于当前论断并不能确定。举例来说，如果模

型预测的负面值为0.49，而正面值为0.51，则代

表着结论准确的可能性极低。

在提到阈值时，我们的实际表意是将预测概率

与某个给定值进行比较，从而评估该概率对应的

结论是否可信。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决定直接使

用概率值高于0.7的全部结论。或者，我们也可以

选择查看概率值在0.5到0.55之间的句子，从而了

解模型在这一确信度区间作出了怎样的预测——

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后方进行详尽说明。

·BoW

·L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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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阈值（threshold）绘图中，条状图形的高

度对应两个阈值内数据点的准确度，而线条则代

表其以全部数据点（而非给定阈值）为参照时的

近似准确度。

在数据量（data amount）绘图中，条的高度

对应两个阈值之间全部数据量的累加，而线条则

代表来自各阈值限定区间内的累加数据。

通过词袋模型绘图，大家可能会发现提升概率

阈值会改善预测准确度。然而这一点在LSTM图中

则表现得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LSTM已经不再

依赖于训练集，而只提供高确信度答案。

使用词袋模型处理简单示例，LSTM则负责复

杂示例。

因此，通过输出的概率值，我们即可基本判断

句子内容是否简单以及何时才有必要动用更为强

大的LSTM等分析系统。

利用概率阈值，我们创建出一项新的策略，这

里将其称为“概率策略”。其能够帮助我们获取

词袋系统中的概率阈值，并利用LSTM进一步处理

那些确信度达不到阈值要求的预测结论。如此一

来，我们就能够将一部分数据交由词袋模型处理

（概率高于阈值的句子），而另一部分数据则可

选择词袋模型或者LSTM（特别是概率低于阈值的

句子）加以处理。在此之后，我们将获得一项

BoW与LSTM之间的使用率比值，由0.0（即只使

用LSTM）到1.0（只使用BoW），从而得出分析

计算所需要的时间与预期准确率。

确立基准

为了确立基准，我们需要选定两套模型的具体

使用比例，例如将0.1的数据交由BoW而将0.9的

数据交给LSTM，则意味着最终准确率将九成由

LSTM决定，一成由BoW决定。我们的目标在于

建立起一项无需策略指导的基准，其能够根据随

机分配的句子内容决定使用BoW抑或是LSTM。

然而，这项策略的执行本身也需要成本。我们需

要首先通过词袋模型对全部句子进行处理，旨在

确定哪些句子适用于词袋、而哪些适用于LSTM。

如果任何一个句子的预测确信度都没有达成基准

概率要求，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其全部交给

LSTM——而这同时意味着我们的阈值设定可能存

在问题。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我们决定通过以下

方式计算策略的成本与模型使用比例。

其中C代表成本，而p代表词袋模型中所使用数

据的比例。

验证集中的结果比较了BoW与LSTM（红线）

与概率阈值策略（蓝线）不同搭配比例的对应准

确度与处理速度。左侧的数据点代表仅使用LSTM

的情况，而右侧则代表仅使用词袋模型的情况，

二者之间则为双方皆有使用。蓝线代表在无指导

策略影响下的BoW与LSTM组合，而红色曲线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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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利用词袋概率作为策略以指导应对哪部分数

据使用哪种系统的情况。您可将鼠标悬停在线上

以查看不同比例/概率阈值所带来的处理时间节约

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在仅使用词袋模型的情况

下，其达到时间节约能力上限——最高约90%。

这里我们得出一项有趣的发现，即使用词袋阈

值的效果要明显优于未使用任何指导策略的情

况。

我们将此曲线视为曲线速度（简称SUC），并

对其取平均值。结果如下表所示。

利用验证集判断应使用BoW或者LSTM的离散

选择结果。每种模型使用不同素材计算十次。表

中的结果为SUC平均值。将概率策略与使用比例

进行比较。

了解何时浅探而何时深究

光是了解何时在两种不同模型间切换显然还不

够。我们希望建立一套更具通用性的系统，用以

学习何时在每种模型间切换。这样一套系统能够

帮助我们处理更为复杂的行为：

我们能否通过固定的管理方式了解何时深究比

浅探效果更好？

其中的“深究”代表利用LSTM由左至右进行

处理，并将每个timestep的结果保存在内存中; “

浅探”则代表使用BoW模型。在利用词袋模型计

算概率时，我们可以据此作出判断，即当某一单

词的含义存在不确定性时，更为强大的LSTM应该

能够提供更准确的结果——但事实是否真是如

此？

词袋模型与LSTM对同一句子存在判断正确或

不正确的混淆矩阵。其类似于此前在词袋模型与

LSTM之间进行混淆T-SNE绘图。

事实上，可以看到LSTM只有12%的机率提供

比BoW更好的判断结果，而在6%的情况下词袋模

型或LSTM都无法给出正确结果。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使用LSTM——单纯依靠词袋模

型已经能够带来较为准确的结果，且处理速度要

快得多。

了解“浅探”——设置

也就是说，即使BoW对结果不够确定，我们也

并未总应使用LSTM加以进一步处理。那么我们能

否让自己的词袋模型了解LSTM在哪些情况下会出

现错误，而哪些情况下高资源占比的LSTM能给出

正确结果？让我们再次审视T-SNE绘图，但现在

我们要关注的是BoW与LSTM之间的混淆矩阵。

我们希望找到该混淆矩阵中各元素间的关系，特

别是BoW出现错误的情况。

BoW: 与LSTM比较

LSTM: 与BoW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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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移动、缩放、保存并将鼠标悬停在数

据点上以查看其信息。请注意，在向右侧渲染的

情况下（即将数据点移动至左侧）提示工具可能

表现更好。我们对BoW与LSTM的预测结果进行

比较，旨在了解二者的准确率差异。这能帮助我

们评估哪种模型的效果更好。另外，在将鼠标悬

停至某一数据点时，其将提供正确性与概率。概

率信息根据预测结果进行着色。

通过比较情况来看，我们发现能够更轻松地判

断BoW何时正确而何时对结果不太确定。然

而，LSTM的正确及错误之间则没有明确的关联。

我们能否把握这一关联？

此外，概率策略本身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

为其依赖于继承式二分决策且要求配合概率值。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套基于神经网络的可训练决

策网络。如果单纯着眼于混淆矩阵，我们可以利

用这部分信息为监控下的决策网络生成标签。如

此一来，我们即可保证仅在BoW为错误而LSTM

为正确的情况下使用LSTM。

为了生成该数据集，我们需要一组句子，其中

包含词袋模型与LSTM给出的正确、底层预测。然

而在训练当中，LSTM通常能够实现99%甚至更

高的准确度，这意味着训练集的规模已经不足以

为其提供更多经验。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我们将

训练集拆分为模型训练集（包含80%的训练数

据）与决策训练集（包含其余20%训练数据），

后者在训练过程中始终不会被交付至模型当中。

在此之后，我们利用决策训练集对模型进行细节

调整，希望决策网络能够在这部分从未出现过的

数据中提供同样出色的预测表现。

词袋模型与LSTM初始皆利用“模型训练”集

（即80%训练数据）进行训练，接下来由这两套

模型为决策网络生成标签，最后再利用完整数据

集对模型进行再次训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始

终使用同样的验证集。

为了构建我们的决策网络，我们挖掘了低成本

词袋系统中最后一个隐藏层（我们亦利用该层生

成了T-SNE绘图）。在此之后，我们将一套双层

MLP堆叠在模型训练集的词袋训练之上。我们发

现如果不采取这样的作法，则决策网络将无法掌

握BoW模型的变化趋势，意味着结果不能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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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推广。

底部青绿色框体代表来自词袋系统的各层（未

经筛选）。此后，我们将一套双层MLP堆叠在其

上，并生成一个类以判断应使用词袋模型抑或

LSTM。

决策网络根据模型训练集训练出的模型所选择

的各个类随后会在整体训练集中进行全面应

用——但继续保持高度关联性。我们之所以将该

训练完成的模型应用于完整训练集，是因为该模

型训练集上的模型往往水平较差并将导致准确度

较低。在对验证集上的SUC进行最大化后，决策

网络能够提前停止训练。

我们的决策网络执行效果如何？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套决策网络的预测结果。

数据点与之前我们使用词袋模型时绘制的

T-SNE曲线图相同。绿色点代表由词袋模型进行

预测的句子，而黄色点则代表由LSTM进行预测的

句子。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结果与词袋模型中概率阈值

的相似度。现在让我们看看决策网络最后一个隐

藏层的T-SNE，借此了解其是否能够准确判断

LSTM预测结果的正确与错误情况。

各数据点基于决策网络最后一个隐藏层的句子

表达，且源自验证句子。其颜色所代表的含义与

之前的比较绘图一致。

看起来决策网络确实能够从词袋模型的隐藏状

态中提取聚类。不过，其似乎无法发现哪些情况

下LSTM也会作出错误判断(从红色中提黄色聚类)

紫色曲线表示验证集上新引入的决策网络。请

注意决策网络所使用的，与概率阈值相近但略有

不同的解决方案。

从时间节约曲线上的数据准确度来看，我们很

难判断这套决策网络是否表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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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验证集与测试集判断应使用BoW或者

LSTM的离散选择结果。SUC基于准确度与速度

绘图曲线的平均值。每套模型利用不同素材计算

十次。表中的结果为SUC的平均值。标准偏差基

于与该比例间的差异。

从预测绘图来看，我们可以根据数据量、准确

度以及SUC得分判断决策网络是否能够准确判断

BoW给出的预测结果是否正确。另外，我们也能

够借此构建起一套更具通用性的系统，确保其能

够触及深度学习模型当中的隐藏状态。然而，结

果同时表明决策网络很难理解其无法访问之系统

的行为，例如更为复杂的LSTM。

相关讨论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强大的LSTM在文本

分析方面可以提供与人类相近的表现，然而并非

全部真实数据皆需要这种精度极高的分析效果，

因此我们可以训练一套词袋模型以判断当前句子

是否简单。对简单句子施以“浅探”处理能够帮

助我们节约大量计算资源与时间。

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取均值实现，且一般更适用

于具有高确信度的分析模型。然而通过在词袋模

型中调整确信度标准，我们同样能够选取适合实

际情况的计算时间与准确度平衡点。为了有效节

约计算资源，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能够为深度学习

工程师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

关于引用

如果您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引用此博文，请保

留以下内容：

作 者 ： A l e x a n d e r  R o s e n b e r g 

Johansen、Bryan McCann、James Bradbury

以及 Richard Socher。2017年。

《Learning when to skim and when to 

read 》(相关论文即将发布)

通过更为深入地了解深度学习系统在哪些情况

下可能出错，我们将能够更为明智地判断在哪种

条件下使用哪种深度学习模型。如此一来，我们

将可以利用最低限度计算时间获得与预期相符的

任务完成效果。

原文链接：

https://metamind.io/research/learning-

when-to-skim-and-when-to-r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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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位朋友都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我们必须阅读更多内容以了解与工作、新

闻以及社交媒体相关的热门资讯。为了解决这一挑战，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利用

AI以帮助人们在信息大潮中改善工作体验——而潜在的解决思路之一在于利用

算法自动总结篇幅过长的文本内容。

AI帮您解决“太长不看”难题：

如何构建一套深层抽象概括模型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与信息相

关的根本性变化与挑战。时至今日，信息

的获取已经不再成为瓶颈; 事实上，真正的难题在

于如何消化巨大的信息量。相信每位朋友都有这

样的切身感受：我们必须阅读更多内容以了解与

工作、新闻以及社交媒体相关的热门资讯。为了

解决这一挑战，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利用AI以帮助

人们在信息大潮中改善工作体验——而潜在的解

决思路之一在于利用算法自动总结篇幅过长的文

本内容。

然而要训练出这样一套能够产生较长、连续且

有意义摘要内容的模型仍是个开放性的研究课

题。事实上，即使对于最为先进的深度学习算法

而言，生成较长文本内容仍是个难以完成的任

务。为了成功完成总结，我们向其中引入了两项

独立的重要改进：更多的上下文词汇生成模型以

及通过强化学习（简称RL）新方法对汇总模型加

以训练。

将这两种训练方法加以结合，意味着整体系统

能够将新闻文章等较长文本整理为具有相关性以

及高度可读性的多句式摘要内容，且实际效果远

优于以往方案。我们的算法能够对不同类型的文

本与摘录长度进行训练。在今天的博文中，我们

将介绍这套模型的主要突破，同时对自然语言的

文本概括相关挑战加以说明。

图一（点击看gif图）：演示我们的模型如何从

新闻文章当中生成多句式摘要内容。对于各个生

成的词汇，这套模型都会参考输入的特定单词以

及此前给出的输出选项。

提取与抽象总结

自动汇总模型的具体实现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法

之一：即提取或者抽象。提取模型执行“复制与

粘贴”操作，即选择输入文档中的相关短语并加

以连接，借此整理出摘要内容。由于直接使用来

译者：核子可乐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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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档之内的现成自然语言表达，因此其功能非

常强大——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无法使用新的词

汇或者连接表达，所以提取模型往往缺乏灵活

性。另外，其有时候的表达效果也与人类的习惯

有所差异。在另一方面，抽象模型基于具体“抽

象”内容生成摘要：其能够完全不使用原始输入

文档内的现有词汇。这意味着此类模型能够生成

更为流畅且连续的内容，但其实现难度也更

高——因为我们需要确保其有能力生成连续的短

语与连接表达。

尽管抽象模型在理论上更为强大，但其在实践

中也经常犯错误。典型的错误包括在生成的摘要

中使用不连续、不相关或者重复的短语，这类问

题在尝试创建较长文本输出内容时表现得更为明

显。另外，其还往往缺少上下文之间的一致性、

济性与可读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显然需

要设计出一套更为强大且更具一致性的抽象概括

模型。

为了了解我们的这套全新抽象模型，我们需要

首先定义其基本构建块，而后讲解我们所采用的

新型训练方式。

利用编码器-解码器模型读取并生成文本

递归神经网络（简称RNN）属于一类深度学习

模型，其能够处理可变长度的序列（例如文本序

列）并分段计算其中的可用表达（或者隐藏状

态）。此类网络能够逐一处理序列中的每项元素

（在本示例中为每个单词）; 而对于序列中的每条

新输入内容，该网络能够将新的隐藏状态作为该

输入内容及先前隐藏状态的函数。如此一来，根

据各个单词计算得出的隐藏状态都将作为全体单

词皆可读取的函数。

图二：递归神经网络利用各单词提供的同一函

数（绿框）读取输入的句子。

递归神经网络亦可同样的方式用于生成输出序

列。在每个步骤当中，递归神经网络的隐藏状态

将用于生成一个新的单词，并被添加至最终输出

结果内，同时被纳入下一条输入内容中。

图三：递归神经网络能够生成输出序列，同时

复用各输出单词作为下一函数的输入内容。

递归神经网络能够利用一套联合模型将输入（

读取）与输出（生成）内容加以结合，其中输入

递归神经网络的最终隐藏状态将被作为输出递归

神经网络的初始隐藏状态。通过这种结合方式，

该联合模型将能够读取任意文本并以此为基础生

成不同文本信息。这套框架被称为编码器-解码器

递归神经网络（亦简称Seq2Seq），并作为我们

这套汇总模型的实现基础。另外，我们还将利用

一套双向编码器替代传统的编码器递归神经网

络，其使用两套不同的递归神经网络读取输入序

列：一套从左到右进行文本读取（如图四所示）

，另一套则从右向左进行读取。这将帮助我们的

模型更好地根据上下文对输入内容进行二次表

达。

图四：编码器-解码器递归神经网络模型可用于

解决自然语言当中的序列到序列处理任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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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汇总）。

新的关注与解码机制

为了让我们的模型能够输出更为一致的结果，

我们利用所谓时间关注（temporal attention）

技术允许解码器在新单词生成时对输出文档内容

进行回顾。相较于完全依赖其自有隐藏状态，此

解码器能够利用一条关注函数对输入文本内容中

的不同部分进行上下文信息联动。该关注函数随

后会进行调整，旨在确保模型能够在生成输出文

本时使用不同输入内容作为参考，从而提升汇总

结果的信息覆盖能力。

另外，为了确保模型不会发生重复表达，我们

还允许其回顾解码器中的原有隐藏状态。在这

里，我们定义一条解码器内关注函数以回顾解码

器递归神经网络的先前隐藏状态。最后，解码器

会将来自时间关注技术的上下文矢量与来自解码

器内关注函数的上下文矢量加以结合，共同生成

输出结果中的下一个单词。图五所示为特定解码

步骤当中这两项关注功能的组合方式。

图五：由编码器隐藏状态与解码器隐藏状态共

同计算得出的两条上下文矢量（标记为‘C’）。

利用这两条上下文矢量与当前解码器隐藏状态（

标记为‘H’）相结合，即可生成一个新的单词（

右侧）并将其添加至输出序列当中。

如何训练这套模型？监督学习与强化学习

要利用新闻文章等实际数据对这套模型进行训

练，最为常规的方法在于使用教师强制算法

（teacher forcing algorithm）：模型利用参考

摘要生成一份新摘要，并在其每次生成新单词时

进行逐词错误提示（或者称为‘本地监督’，具

体如图六所示）。

图六：监督学习机制下的模型训练流程。每个

生成的单词都会获得一个训练监督信号，具体由

将该单词与同一位置的实际摘要词汇进行比较计

算得出。

这种方法可用于训练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的任意

序列生成模型，且实际结果相当令人满意。然

而，对于我们此次探讨的特定任务，摘要内容并

不一定需要逐词进行参考序列匹配以判断其正确

与否。可以想象，尽管面对的是同一份新闻文

章，但两位编辑仍可能写出完全不同的摘要内容

表达——具体包括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用词乃

至句子顺序，但二者皆能够很好地完成总结任

务。教师强制方法的问题在于，在生成数个单词

之后，整个训练过程即会遭受误导：即需要严格

遵循正式的总结方式，而无法适应同样正确但却

风格不同的起始表达。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在教师强制方法之外

找到更好的处理办法。在这里，我们选择了另一

种完全不同的训练类型，名为强化学习（简称

RL）。首先，强化学习算法要求模型自行生成摘

要，而后利用外部记分器来比较所生成摘要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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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参考文本间的差异。这一得分随后会向模型表

达其生成的摘要究竟质量如何。如果分数很高，

那么该模型即可自我更新以使得此份摘要中的处

理方式以更高机率在未来的处理中继续出现。相

反，如果得分较低，那么该模型将调整其生成过

程以防止继续输出类似的摘要。这种强化学习模

型能够极大提升序列整体的评估效果，而非通过

逐字分析以评判摘要质量。

图七：在强化学习训练方案当中，模型本身并

不会根据每个单词接受本地监督，而是依靠整体

输出结果与参考答案间的比照情况给出指导。

如何评估摘要质量？

那么之前提到的记分器到底是什么，它又如何

判断摘要内容的实际质量？由于要求人类以手动

方式评估数百万条摘要内容几乎不具备任何实践

可行性，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所谓ROUGE（即面向

回顾的学习评估）技术。ROUGE通过将所生成摘

要中的子短语与参考答案中的子短语进行比较对

前者进行评估，且并不要求二者必须完全一

致。ROUGE的各类不同变体（包括ROUGE-1

、ROUGE-2以及ROUGE-L）都采用同样的工作

原理，但具体使用的子序列长度则有所区别。

尽管ROUGE给出的分数在很大程度上趋近于

人类的主观判断，但ROUGE给出最高得分的摘要

结果却不一定具有最好的可读性或者顺畅度。在

我们对模型进行训练时，单独使用强化学习训练

将使得ROUGE最大化成为一种硬性要求，而这无

疑会带来新的问题。事实上，在对ROUGE得分最

高的摘要结果时，我们发现其中一部分内容几乎

完全不具备可读性。

为了发挥二者的优势，我们的模型同时利用教

师强制与强化学习两种方式进行训练，希望借此

通过单词级监督与全面引导最大程度提升总结内

容的一致性与可读性。具体来讲，我们发现

ROUGE优化型强化学习机制能够显著提升强调能

力（即确保囊括一切重要信息），而单词层级的

监督学习则有助于改善语言流畅度，最终令输出

内容更连续、更可读。

图八：监督学习（红色箭头）与强化学习（紫

色箭头）相结合，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如何同时

利用本地与全局回馈的方式优化可读性与整体

ROUGE分数。

直到最近，CNN/Daily Mail数据集上的抽象总

结最高ROUGE-1得分为35.46。而在我们将监督

学习与强化学习相结合训练方案的推动下，我们

的解码器内关注递归神经网络模型将该分数提升

到了39.87，而纯强化学习训练后得分更是高达

41.16。图九所示为其它现有模型与我们这套模型

的总结内容得分情况。尽管我们的纯强化学习模

型拥有更高的ROUGE得分，但监督学习加强化学

习模型在摘要内容的可读性方面仍更胜一筹，这

是因为其内容相关度更高。需要注意的是，See 

et al.采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数据格式，因此其结果

无法直接怀我们乃至其它模型的得分进行直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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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章

Google Wallet says it has 

changed its policy when storing 

users' funds as they will now be 

federally-insured (file photo) 

For those who use Google 

Wa l l e t ,  t he i r  money  j us t 

became safer with federal-level 

insurance. Google confirmed to 

Yahoo Finance in a statement 

that its current policy changed 

- meaning the company will 

store the balances for users of 

the mobile transfer service 

(similar to PayPal and Venmo) 

in multiple federally-insured 

banking institutions. This is 

good news for people who 

place large amounts of money 

    摘要（参考答案）

Goo g l e  spo ke spe r so n 

conf i rmed current  po l icy 

changed meaning funds will be 

protected by the federa 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As a non-banking institution, 

Google Wal let ,  a long with 

compe t i t o r s  PayPa l  a nd 

Venmo, is not legally required 

to be federally insured. With 

the new change to its policy, 

funds in wallet balance are 

protected if anything were to 

happen to the company like 

bankruptcy.

   摘要（我们的模型）

Google confirmed to Yahoo 

Finance in a statement that its 

current policy changed. The 

company will store the balances 

for users of the mobile transfer 

service (similar to PayPal and 

Venmo) in multiple federally-

insured banking institutions. 

Google’s user agreement 

says funds are not protected 

b y  t h e  f e d e r a l  d e p o s i t 

insurance corporation.

较——这里仅将其作为参考。

          模型 ROUGE-1 ROUGE-L

Nallapati et al. 2016 (抽象) 35.46 32.65

Nallapati et al. 2017 (提取基准) 39.2 35.5

Nallapati et al. 2017 (提取) 39.6 35.3

See et al. 2017 (抽象) 39.53* 36.38*

我们的模型  (仅强化学习) 41.16 39.08

我们的模型  (监督学习+强化学习) 39.87 36.90

图九：CNN/Daily Mail数据集上的内容摘要结果，其中包括我们的模型以及其它几种现有提取与抽

象方案。

输出结果示例

那么如此大的进步在实际摘要汇总方面到底体现如何？在这里，我们对数据集进行了拆分以生成几

段多句式摘要内容。我们的模型及其更为简单的基准设置在利用CNN/Daily Mail数据集训练后得出以

下结果。如大家所见，尽管摘要内容已经得到显著改善，但距离完美仍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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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ir Wallet Balance because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nsures funds for 

banking institutions up to 

$250,000. Currently, Google's 

user agreement says funds are 

not protected by the FDIC. 

H o w e v e r ,  a  G o o g l e 

spokesperson to ld Yahoo 

Finance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has changed. (...)

Talk about a chain reaction! 

This is the moment a billiards 

player performs a complex 

trick shot by setting up a 

domino train to pot four balls. 

Video footage shows a white 

ba l l  be ing  ro l l ed  down a 

positioned cue. It then bounces 

off one side of the red-clothed 

table and hits the first in a long 

line of dominoes. One by one 

the small counters fall down, 

tapping bal ls into various 

pockets as they go. First a 

yellow, then a blue, then a red. 

Finally, the last domino gently 

hits an orange ball, causing it 

to roll down another positioned 

cue lying on the table. The orb 

then knocks a green ball into 

the center pocket. In less than 

30 seconds the stunt comes to 

a close. (...)

The clip was uploaded by 

youtube user honda4ridered. 

In another upload the skilled 

billiards player shows viewers 

how to pocket four balls in a 

single shot-and for those who 

miss it there’s a slow motion 

version.

Video footage shows a 

white ball being rolled down a 

jumper. It then bounces off 

one side of the red-clothed 

table and hits the first in a long 

line of dominoes. One by one 

the small counters fall down, 

tapping balls into pockets as 

they go-first a yellow. It comes 

to  a  c lose .  The  c l i p  was 

uploaded by youtube user 

honda4r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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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 ly Osbourne didn’t 

always want to grow up to be 

like her famous mom - but in a 

letter published in the new 

book A Letter to My Mom, the 

TV personality admitted that 

she is now proud to be Sharon 

Osbourne’s daughter. For 

author Lisa Erspamer’s third 

c o l l e c t i o n  o f  t r i b u t e s , 

celebrities such as Melissa 

Rivers, Shania Twain, will.i.am, 

Christy Turlington Burns, and 

K r i s t i n  C h e n o w e t h  a l l 

composed messages of love 

and gratitude to the women 

who raised them. And the 

heartwarming epistolary book, 

which was published last week, 

has arrived just in time for 

Mother’s Day on May 10. 

‘Like all teenage girls I had 

this ridiculous fear of growing 

up and becoming just l ike 

you,’ Kelly Osbourne wrote in 

her letter, republ ished on 

Yahoo Parenting. ‘I was so 

ignorant and adamant about 

creating my “own” identity.’ 

Scroll down for video Mini-me: 

In Lisa Erspamer’s new book 

A Letter to My Mom, Kelly 

Osbourne (R) wrote a letter to 

her mother Sharon (L) saying 

that she’s happy to have 

grown up to be just like her (...)

Au thor  L i sa  E rspamer 

inv i ted  ce lebr i t i es  and a 

number of other people to 

write heartfelt notes to their 

mothers for her new book a 

letter to my mom. Stars such 

as Melissa Rivers, will.i.am, and 

Christy Turlington participated 

in the moving project.

Kelly didn’t always want to 

grow up to be like her famous 

mom. Lisa Erspamer’s third 

c o l l e c t i o n  o f  t r i b u t e s , 

celebrities such as Melissa 

rivers, Shania Twain, will.i.am, 

Christy Turlington, and Kristin 

Chenoweth a l l  composed 

messages of love and gratitude 

to the women who raised them. 

Kelly wrote a letter to her mom 

before Joan’s death last year. 

She has arrived just in time for 

Mother’s Day on Ma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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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这里为我们的模型生成的更多摘要示

例，并与由人类为同篇文章撰写的摘要进行了比

较。

为了说明我们的方案对于文本内容概括的重要

改进效果，图十一所示为我们在移除关注内与强

化学习训练之后的生成结果。

文章

Tony Blair has said he does not want to retire 

until he is 91 – as he unveiled plans to set up a 

‘cadre’ of ex-leaders to advis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he defiant 61-year-old 

former Prime Minister said he had ‘decades’ 

still in him and joked that he would ‘turn to 

drink’ if he ever stepped down from his 

multitude of global roles. He told Newsweek 

magazine that his latest ambition was to recruit 

former heads of government to go round the 

world to advise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on how to run their countries.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magazine Newsweek Mr Blair said he did 

not want to retire until he was 91 years old Mr 

Blair said his latest ambition is to recruit former 

heads of government to advise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on how to run their countries Mr 

Blair said he himself had been ‘mentored’ by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when he took office in 

1997. And he said he wanted to build up his 

organisations, such as his Faith Foundation, so 

they are ‘capable of changing global policy’. 

Last night, Tory MPs expressed horror at the 

prospect of Mr Blair remaining in public life for 

another 30 years. Andrew Bridgen said: ‘We all 

know weak Ed Miliband’s called on Tony to give 

his flailing campaign a boost, but the attention’s 

clearly gone to his head.’ (...)

摘要（由人类撰写的参考答案）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claimed he has 

‘decades’ of work left in him. Joked he would 

‘turn to drink’ if he ever stepped down from 

global roles. Wants to recruit former government 

heads to advise current leaders. He was 

‘mentored’ by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when 

he started in 1997.

摘要（我们的模型）

Blair said he did not want to retire until he 

was 91 years old. 61-year-old former prime 

minister said he would ‘turn to drink’ if he 

ever stepped down from his own. He said he 

wanted to build up his charity to advise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on how to run 

their countries. Mr Blair says he is to recruit 

former heads of government to go round the 

world to advise ministers. He says he wants to 

emulate ex-Israeli president Shimon Peres.

摘要（排除关注内与强化学习训练）

61-year-old former prime minister said he did 

not want to retire until he was 91 years old. He 

said he wanted to build up his organisations, 

such as his Faith Foundation. He said he wanted 

to emulate ex-Israeli president Shimon Peres. Mr 

Blair said he wanted to emulate ex-Israeli 

President Shimon Peres. He said he wanted to 

be seeing someone when he took office in 1997. 

Mr Blair said he wanted to be seeing someone 

when he took office in 1997. Mr Blair said he 

wanted to

图十一：将我们的模型所生成的摘要示例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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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改进机制后生成的结果进行比较。原始文档当

中并未出现的新词汇以绿色形式标记。摘要中出

现的重复性短语以红色形式标记。

总结

我们的模型显著改善了多句式文本摘要生成中

所使用的各类先进技术，且实际结果优于现有抽

象模型与提取模型的基准水平。我们相信，我们

所作出的解码器内关注模块与复合型训练目标贡

献亦能够改善其它序列生成任务，特别是在长文

本输出场景之下。

我们的工作亦涉及诸如ROUGE等自动评估指

标的限制，根据结果来看，理想的指标确实能够

较好地评估并优化内容摘要模型。理想的指标应

与人类拥有基本一致的判断标准，具体包括摘要

内容的一致性与可读性等方面。当我们利用此类

度量标准对总结模型进行改进时，其结果的质量

应该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

引用提示

如果您希望在发行物中引用此博文，请注明：

Romain Paulus、Caiming Xiong以及

Richard Socher。2017年。

《一套用于抽象概括的深度强化模型》

致谢

这里要特别感谢Melvin Gruesbeck为本文提

供的图像与统计数字。

原文链接：

https://metamind.io/research/your-tldr-

by-an-ai-a-deep-reinforced-model-for-

abstractive-summarization

■

当下，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正处于能够将任何

类型的自主机器人派送到街道上、进行正常

的日常工作的阶段，比如运送披萨。但这些小型

机器人，很难穿越城市人行道、完全按照自己的

决断力来给人们送食物。出错的几率会很高，比

如地上坑坑洼洼的水潭、孩子们恶作剧的玩耍、

设备中的传感器等染上污垢等等。

前些日，Domino’s宣布与机器人创业公司

Starship Technologies合作，在欧洲几个城市提

供自主地面机器人送披萨饼。Domino’s是因为

缺少快递员，才会探索这样一个渠道。

Domino’s的集团CEO，Don Meij解释

说：“随着未来五到十年的增长计划，如果我们

不通过这样的举措增加我们的车队，我们根本就

不会有足够的人力快递员。”

假如Domino’s公司正在计划使用交付机器人

来扩大规模，那么它的对手，如必胜客等，会不

会也将考虑同样的方式。在特定的时间和范围

内，需要有一个全新地面基础设施，来适应数十

台乃至数百台机器人，要不面对然满大街的机器

人，人们走路可能会成问题。

这些项目仍然处于实验阶段，无人知道会不会

奏效、何时候奏效，一切都还是初步尝试。这是

试错，想所有的新技术一样，都要经过创新的第

一阶段。试想，五十年之后，未来的人们看到现

在的机器人，大概就像现在的我们看以前最早的

飞机概念一样吧。从中，会看到许多有趣的点，

也会意识到这些步骤对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

未来的人们，将会如何看待我

们现在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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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如何在基于RPM和DEB的系统中安装和配置OpenVPN

服务器。

在Linux中安装和配置OpenVPN 

Server的最简便方法！

本文介绍了如何在基于RPM和DEB的系统中

安装和配置OpenVPN服务器。我们在本文

中将使用一个名为openvpn-install的脚本，它使

整个OpenVPN服务器的安装和配置过程实现了自

动化。该脚本可帮助你在几分钟内搭建好自己的

VPN服务器，哪怕你之前没有用过OpenVPN。

好了，闲话少说。

在Linux中安装和配置OpenVPN Server

出于本文的需要，我将使用两个运行CentOS 

7 64位版本的系统。一个充当OpenVPN服务

器，另一个充当OpenVPN客户机。下面是测试系

统的详细信息。

OpenVPN服务器：

· 操作系统：CentOS 7 64位极简版

· IP地址：192.168.43.150/24

· 主机名称：vpnserver.ostechnix.local

· OpenVPN客户机：

· 操作系统：CentOS 7 64位极简版

· IP地址：192.168.43.199/24

我们先来看看服务器端配置。

OpenVPN Server的安装和配置

从GitHub页面下载openvpn-install脚本。

wget https://git.io/vpn -O openvpn-install.

sh

然后，使用下列命令，以root用户的身份运行

该脚本：

1. bash openvpn-install.sh 

系统会要求你回答一系列问题。回答相应的问

题。

确保VPN服务器的IP地址正确。如果你使用多

个IP地址，输入想让OpenVPN侦听的那个网络接

口的IP地址。

· Welcome to this quick OpenVPN “road 

译者：布加迪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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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ior” installer

· I need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before 

starting the setup

· You can leave the default options and just 

press enter if you are ok with them

· First I need to know the IPv4 address of the 

network interface you want OpenVPN

· listening to.

· IP address: 192.168.43.150

选择你想使用哪种协议。我想要使用tcp端

口，因此选择了数字2。

Which protocol do you want for 

OpenVPN connections?

1) UDP (recommended)

2) TCP

Protocol [1-2]: 2

输入端口号。

What port do you want OpenVPN listening 

to?

Port: 1194

输入你想与VPN结合使用的DNS服务器细节。

我想使用谷歌DNS解析器，于是选择了选项2。

Which DNS do you want to use with 

the VPN?

1) Current system resolvers

2) Google

3) OpenDNS

4) NTT

5) Hurricane Electric

6) Verisign

DNS [1-6]: 2

我们已到了最后一步。输入你的客户机证书名

称。这个名称应该是一个单词，不该含有任何特

殊字符。

· Finally, tell me your name for the client 

certificate

· Please, use one word only, no special 

characters

· Client name: client

按回车键，开始OpenVPN服务器的安装。

· Okay, that was all I needed. We are ready to 

setup your OpenVPN server now

·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没 有 任 何 问 题 ， 该 脚 本 会 开 始 装 上 安 装

OpenVPN服务器需要的所有必要依赖项。另外，

它还会创建所有必要的密钥和证书，以便通过

VPN客户机的验证。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

最后，脚本会问你有没有任何外部IP地址。如

果没有外部IP地址，就让它空着，不用管，按回车

键。

· If your server is NATed (e.g. LowEndSpirit), I 

need to know the external IP

· If that’s not the case, just ignore this and 

leave the next field blank

· External IP:

· Finished!

· Your client configuration is available at /root/

client.o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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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ant to add more clients, you simply 

need to run this script again!

OpenVPN服务器的安装和配置已完成。你从

最后的输出中可以看出，客户机配置细节保存在

文件/root/client.ovpn中。需要将该文件拷贝到

你的所有VPN客户机系统。

我将client.ovpn文件拷贝到了我的VPN客户

机。

1. scp client.ovpn root@192.168.43.199:/etc/

openvpn/ 

接下来，我们需要配置OpenVPN客户机。

OpenVPN客户机的配置

确保你从VPN服务器系统拷贝过来了client.

ovpn文件。我已经将这个文件拷贝到VPN客户机

系统的/etc/openvpn/目录。

使用发行版软件包管理器安装OpenVPN软件

包。

1. yum install openvpn 

接下来，运行下列命令，与VPN服务器之间建

立一条安全连接。

1. openvpn --conig /etc/openvpn/client.ovpn 

示例输出：

1. Wed Apr 5 18:50:44 2017 Unrecognized 

option or missing parameter(s) in /etc/

openvpn/client.ovpn:14: block-outside-dns 

(2.3.14) 

2. Wed Apr 5 18:50:44 2017 OpenVPN 2.3.14 

x86_64-redhat-linux-gnu [SSL (OpenSSL)] [LZO] 

[EPOLL] [PKCS11] [MH] [IPv6] built on Dec 7 

2016 

3. Wed Apr 5 18:50:44 2017 library versions: 

OpenSSL 1.0.1e-ips 11 Feb 2013, LZO 2.06 

4. Wed Apr 5 18:50:44 2017 Control Channel 

Authentication: tls-auth using INLINE static 

key ile 

5. Wed Apr 5 18:50:44 2017 Outgoing Control 

Channel Authentication: Using 160 bit message 

hash ‘SHA1’ for HMAC authentication 

6. Wed Apr 5 18:50:44 2017 Incoming Control 

Channel Authentication: Using 160 bit message 

hash ‘SHA1’ for HMAC authentication 

7. Wed Apr 5 18:50:44 2017 Socket Buffers: 

R=[87380->87380] S=[16384->16384] 

8. Wed Apr 5 18:50:44 2017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TCP connection with [AF_

INET]192.168.43.150:1194 [nonblock] 

9. Wed Apr 5 18:50:45 2017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with [AF_INET]192.168.43.150:1194 

10. Wed Apr 5 18:50:45 2017 TCPv4_CLIENT link 

local: [undef] 

11. Wed Apr 5 18:50:45 2017 TCPv4_CLIENT link 

remote: [AF_INET]192.168.43.150:1194 

12. Wed Apr 5 18:50:45 2017 TLS: Initial 

packet from [AF_INET]192.168.43.150:1194, 

sid=c6fb554e 362eb192 

13. Wed Apr 5 18:50:45 2017 VERIFY OK: 

depth=1, CN=ChangeMe 

14. Wed Apr 5 18:50:45 2017 Validating 

certiicate key usage 

15. Wed Apr 5 18:50:45 2017 ++ Certiicate has 

key usage 00a0, expects 00a0 

16. Wed Apr 5 18:50:45 2017 VERIFY KU OK 

17. Wed Apr 5 18:50:45 2017 Validating 

certiicate extended key usage 

18. Wed Apr 5 18:50:45 2017 ++ Certiicate has 

EKU (str) TLS Web Server Authentication, 

expects TLS Web Server Authentication 

19. Wed Apr 5 18:50:45 2017 VERIFY EKU OK 

20. Wed Apr 5 18:50:45 2017 VERIF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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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0, CN=server 

21. Wed Apr 5 18:50:45 2017 Data Channel 

Encrypt: Cipher ‘AES-256-CBC’ initialized with 

256 bit key 

22. Wed Apr 5 18:50:45 2017 Data Channel 

Encrypt: Using 160 bit message hash ‘SHA1’ for 

HMAC authentication 

23. Wed Apr 5 18:50:45 2017 Data Channel 

Decrypt: Cipher ‘AES-256-CBC’ initialized with 

256 bit key 

24. Wed Apr 5 18:50:45 2017 Data Channel 

Decrypt: Using 160 bit message hash ‘SHA1’ for 

HMAC authentication 

25. Wed Apr 5 18:50:45 2017 Control Channel: 

TLSv1.2, cipher TLSv1/SSLv3 DHE-RSA-AES256-

GCM-SHA384, 2048 bit RSA 

26. Wed Apr 5 18:50:45 2017 [server] Peer 

Connection Initiated with [AF_

INET]192.168.43.150:1194 

27. Wed Apr 5 18:50:48 2017 SENT CONTROL 

[server]: ‘PUSH_REQUEST’ (status=1) 

28. Wed Apr 5 18:50:48 2017 PUSH: Received 

control message: ‘PUSH_REPLY,redirect-gateway 

def1 bypass-dhcp,dhcp-option DNS 8.8.8.8,dhcp-

option DNS 8.8.4.4,route-gateway 

10.8.0.1,topology subnet,ping 10,ping-restart 

120,ifconig 10.8.0.2 255.255.255.0’ 

29. Wed Apr 5 18:50:48 2017 OPTIONS IMPORT: 

timers and/or timeouts modiied 

30. Wed Apr 5 18:50:48 2017 OPTIONS IMPORT: 

--ifconig/up options modiied 

31. Wed Apr 5 18:50:48 2017 OPTIONS IMPORT: 

route options modiied 

32. Wed Apr 5 18:50:48 2017 OPTIONS IMPORT: 

route-related options modiied 

33. Wed Apr 5 18:50:48 2017 OPTIONS IMPORT: 

--ip-win32 and/or --dhcp-option options 

modiied 

34. Wed Apr 5 18:50:48 2017 ROUTE_GATEWAY 

192.168.43.1/255.255.255.0 IFACE=enp0s3 

HWADDR=08:00:27:28:98:6b 

35. Wed Apr 5 18:50:48 2017 TUN/TAP device 

tun0 opened 

36. Wed Apr 5 18:50:48 2017 TUN/TAP TX queue 

length set to 100 

37. Wed Apr 5 18:50:48 2017 do_ifconig, 

tt->ipv6=0, tt->did_ifconig_ipv6_setup=0 

38. Wed Apr 5 18:50:48 2017 /usr/sbin/ip link 

set dev tun0 up mtu 1500 

39. Wed Apr 5 18:50:48 2017 /usr/sbin/ip addr 

add dev tun0 10.8.0.2/24 broadcast 10.8.0.255 

40. Wed Apr 5 18:50:48 2017 /usr/sbin/ip 

route add 192.168.43.150/32 dev enp0s3 

41. Wed Apr 5 18:50:48 2017 /usr/sbin/ip 

route add 0.0.0.0/1 via 10.8.0.1 

42. Wed Apr 5 18:50:48 2017 /usr/sbin/ip 

route add 128.0.0.0/1 via 10.8.0.1 

43. Wed Apr 5 18:50:48 2017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Completed 

现在，检查一下tun0(VPN接口)是否已创建，

并使用‘ip addr’命令，检查VPN接口的IP地

址。

1. ip addr 

示例输出：

1. 1: lo: <LOOPBACK,UP,LOWER_UP> mtu 65536 

qdisc noqueue state UNKNOWN  

2.  link/loopback 00:00:00:00:00:00 brd 

00:00:00:00:00:00 

3.  inet 127.0.0.1/8 scope host lo 

4.  valid_lft forever preferred_lft forever 

5.  inet6 ::1/128 scope host  

6.  valid_lft forever preferred_lft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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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enp0s3: <BROADCAST,MULTICAST,UP,LOWER_

UP> mtu 1500 qdisc pifo_fast state UP qlen 

1000 

8.  link/ether 08:00:27:28:98:6b brd 

ff:ff:ff:ff:ff:ff 

9.  inet 192.168.43.199/24 brd 

192.168.43.255 scope global dynamic enp0s3 

10.  valid_lft 42359sec preferred_lft 

42359sec 

11.  inet6 fe80::a00:27ff:fe28:986b/64 scope 

link  

12.  valid_lft forever preferred_lft forever 

13. 3: tun0: <POINTOPOINT,MULTICAST,NOARP,UP,

LOWER_UP> mtu 1500 qdisc pifo_fast state 

UNKNOWN qlen 100 

14.  link/none  

15.  inet 10.8.0.2/24 brd 10.8.0.255 scope 

global tun0 

16.  valid_lft forever preferred_lft forever 

你可以从上述输出中看出，我们的VPN服务器

自动将IP地址10.8.0.2分配给了VPN客户机。

现在试着从VPN客户机系统ping该VPN服务

器：

ping -c3 10.8.0.1

示例输出：

1. PING 10.8.0.1 (10.8.0.1) 56(84) bytes of 

data. 

2. 64 bytes from 10.8.0.1: icmp_seq=1 ttl=64 

time=1.05 ms 

3. 64 bytes from 10.8.0.1: icmp_seq=2 ttl=64 

time=1.94 ms 

4. 64 bytes from 10.8.0.1: icmp_seq=3 ttl=64 

time=2.49 ms 

5. --- 10.8.0.1 ping statistics --- 

6. 3 packets transmitted, 3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2001ms 

7. rtt min/avg/max/mdev = 

1.057/1.832/2.495/0.594 ms 

恭喜!我们现在已在CentOS中成功地安装和配

置了OpenVPN服务器和客户机。这个方法对基于

DEB的系统(比如Ubuntu和Linux Mint)来说一

样。不像手动安装，该脚本让OpenVPN的安装和

配置容易了许多。

原文标题：

An Easiest Way To Install And Configure 

OpenVPN Server In Linux

作者：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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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发布P语言，欲将云、AI

与物联网“一网打尽”

微软最近又有新动作：将旗下的P语言定位

为云、人工智能和嵌入式系统的异步性解决方

案。众所周知，这三项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

响力正在一步步扩大。

直面异步事件驱动编程，开放源代码P将建

模和编程统一在一起。微软首席研究员称，今

天的软件使用云资源，通常嵌入物理世界的设

备中且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这样的应用程序具

有异步特性，导致问题的竞争条件和海森堡

bug，这个bug是和时间相关的错误，往往消

失在调查中。P语言的建立则用来迎接这个挑

战。

在P语言中，协议和规范的编写级别很

高，P语言呈现了一个基于通信事件中当前执

行状态的计划模型；每一个事件都伴随着输入

的有效载荷值，与Rust语言类似。

据Qadeer介绍，P编译器提供自动测

试，用于运行协议的并发相关的竞争条件和

可执行代码。P支持并发建模，具备安全性

和可延续性，并使用系统搜索检查程序是否

满足其规格。此外，P程序可以编译成可执

行的C代码，成为连接起高级和低级工具间

的桥梁，并且帮助程序员接受其正式的模型

和规范。

这种计算机语言让工程师们模拟大型

Azure服务组建的异步接口。同样P语言还

可以被用于在PC上调试问题，特别是那些

经年累月才能被发现的问题。目前，P语言

第一次被用于微软USB3.0以上的驱动，在

Windows8.1和WindowsPhone中。同时

还被广泛用于windows驱动的开发。

■

译者：刘妮娜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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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

无服务器架构的

四大主要弊端

无服务器架构是指高度依赖于第三方服务（

即后端即服务，BaaS）或运行在临时容器

（即功能即服务，FaaS）内之定制化代码的应用

程序，目前最知名的相关服务为AWSLambda。

尽管名为”无服务器”，但此类架构并非将代

码彻底剥离于服务器之外。”无服务器计算”是

指企业或个人无需购买、租赁或配置用于支持后

端代码运行的物理或者虚拟服务器。

无 服 务 器 解 决 方 案 通 常 包 含 W e b 服 务

器、FaaS层、安全令牌服务（简称STS）、用户

验证以及数据库等组成要素。

无服务器代码可与面向常规服务器形式的代

码--例如微服务--并发运行。举例来说，我们可将

一款Web应用中的部分代码以微服务形式编写，

而另一部分则可表现为无服务器形式。此外，在

编写当中完全不涉及任何服务器配置要素的应用

程序亦可实现无服务器化。

FaaS提供的平台允许开发者根据具体事件触发

代码执行操作，而无需构建并维护复杂的基础设

施。在这一体系当中，由第三方应用或服务对服

务器端逻辑及状态进行管理。

1.第三方API系统的问题；供应商控制、多租

户问题、供应商锁定以及安全缺陷等负面影响皆

可能由第三方API所引发。在不具备系统控制能力

的前提下使用API有可能导致系统宕机、强迫性

API升级、功能缺失、发生意外限制以及成本变更

等后果。另外，多租户问题亦常见于各类云计算

框架之内。 Salesforce（PaaS）即因其多租户

云结构而引入了部分监管限制，开发人员亦需要

在使用当中尽可能避免相关问题。具体而言，多

租户解决方案往往会在安全性、稳定性以及性能

层面发生问题。

2.运维工具缺失；开发人员需要依靠供应商为

其提供调试与监控类工具。事实上，分布式系统

的调试工作相当困难，且通常需要对大量相关指

标进行访问方可了解问题的产生根源。

3.架构复杂性；开发人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以

评估、实施并测试具体功能应当拆分成怎样的粒

度。应用程序一次调用操作中所涉及的功能数量

需要加以平衡。对大量功能管理无疑将提升运营

成本，而忽略粒度设置将令微服务架构变为”迷

你整体”架构。

目前，AWSLambda对用户所能并发执行的总

体lambda数量作出了限制。其中的问题在于，该

限制将影响您的整体AWS帐户。部分企业会利用

同一AWS帐户进行生产及测试。这意味着如果某

位工作人员着手进行一项新的负载测试并尝试执

行1000项并发Lambda功能，则生产应用将立即

遭遇拒绝服务（简称DoS）状况。

4.实施难度过高；对无服务器应用进行集成化

测试难度极高。无服务器FaaS（即每项功能）中

的各集成单元要远小于其它架构，因此我们需要

将大量单元加以集成，方能正常完成测试。另

外，大家可能需要在整体逻辑应用之内为每项功

能部署一项对应的FaaS组件。这意味着您将无法

以原子性方式对一组功能进行统一部署，而由于

不存在应用程序版本管理概念，因此原子回滚亦

无法实现。如此一来，我们需要关闭一切触发相

应功能的事件源、部署整体功能组，而后再重新

启动事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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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沉浸式环境创建机器人的

三大挑战

日前,Facebook公司表示Messenger平台上

的聊天机器人出现问题，且实际失败率高达70%

。在VR/AR领域，Magic Leap也遭遇类似的问

题，报道称其产品水平远不及预期。为了平息批

评性舆论，Facebook方面正在强调操作菜单的重

要性，而不再大力宣传无文本聊天机器人的交互

模式。

这一切证明基于AI的VR/AR与认知技术在计算

能力与功能管理方面仍然存在挑战。不过业界仍

对此类开发举措抱乐观态度，并认为技术壁垒将

在未来几年中得到解决。结合这一背景，我们将

在今天的文章中共同探讨IXDA Interaction 17大

会上提出的智能化与沉浸式界面设计三大主题。

1.在专注与自由之间寻求符合预期的平衡点

2016/2017年内，关于AI的最大误解就是人

们以为能够很快像钢铁侠那样与其智能管家Jarvis

进行无缝交流。尽管我们确实能够立足于检索机

制为特定领域构建创造性AI应用并逐步将其推广

至更多方向，但在开放环境当中，拥有自我思维

能力与输出生成能力的通用型AI仍然遥不可及。

因此，确立问题并实现有效沟通将至关重要。

如果大家希望帮助受众了解体验目的并符合组织

与用户的预期水平，则必须首先要求开发团队设

置明确的成功与失败评估指标。

在由VentureBeat网站评出的2016年最佳机

基于AI的VR/AR与认知技术在计算能力与功能管理方面仍然存在挑战。不过业界仍对此类开
发举措抱乐观态度，并认为技术壁垒将能够在未来几年中得到解决。

器人榜单中，生产型机器人Meekan正是个很好的

示例。它的任务是帮助人们轻松在日历上找到合

适时间并组织会议。所有用户共享日历的访问权

限，并立足Slack环境构建用例以完成活动的组织

工作。

此类框架机制在VR/AR领域同样非常重要。创

作者可以立足传统内容通过选择主题、构图与确

定时间等方式引导受众的注意力。由于VR/AR能

够为受众提供360度全方位自由浏览环境，因此

其观感深度与时间效应亦将发生变化。

沉浸式内容先驱Gary Hustwit指出，Katy 

Newton通过VR环境用户研究证明，沉浸式环境

中的自由度越高、关键性叙述要素的关注度反而

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开发者必须提供明确的视

觉与听觉线索，同时配合多种叙述技巧以有效引

导受众注意力。

2.代理的质量而非数量——是赢得信任的关键

.根据Facebook聊天机器人的失败统计数据显

示，人们对于低水平AI方案往往感受不佳，并认

为此类测试性质的“傀儡”机制无法带来实质性

帮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企业需要设计出智能

化且身临其境的体验，且高度关注用户的功能实

现与预期目标。

作为此类缺陷明显的代理机器人方案的一大现

实问题，可以看到Nest及其Auto-Away功能在

译者：核子可乐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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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it网站上受到了严厉批评。尽管服务整体较

为有序，但日常功能中的错误会导致用户很快产

生沮丧感并不再使用。

事实上，有专家认为目前机器学习存在一种“

设计偏见”，即相关解决方案不仅应负责改善用

户使用感受，同时亦应明显表达其在做什么、如

何做以及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就在机器人的

设计当中引出了以下几个应用伦理学问题：

· 将人作为设计根本还是设计手段？

· 如果每个人都做出了我将要做出的选择，应当如何

处理？

· 我是否最大限度提升了使用者的满意度？

· 如果我们选定的方案成为明天的媒体关注焦点，我

是否该为此高兴？

penda Laurel指出，实现正确设计的关键在于

考量用户选择的频率、范围与意义。由于身临其

境的体验与互动型故事类似，因此戏剧性波动与

高潮的设置非常重要。承载过多或者过少且过于

频繁的选择可能令用户产生不必要的错误或者负

担，因此以最佳节奏交付内容并配合合理的选择

条目将非常重要。

3.在设计中添加一些“不便”以解决过度便捷

问题

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变得愈发便捷，或者

说过度便捷。大家无需点击任何按钮即可订购外

卖、Amazon能够在15分钟之内完成交货准备，

而银行则计划利用设备运行大部分交易事务。而

随着决策速度的加快，给出一定空间让用户审慎

考虑后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使用过程太过顺畅，会带来哪些问题？根据 

Airbnb公司的Steve Seizer所言，这会损害人们

的宽容之心且降低其自我认知。正因为如此，睿

智的设计师才会故意引入一些有意义的“不便”

，从而鼓励用户反思并意识到行动本身及其产生

的后果。

事实上，这并不仅仅只是人性的问题。过度便

捷的使用体验在经济学中会产生所谓外部性损

害——具体包括消费额过高、客户疏远、社会形

态恶化以及自私性提升等问题。甚至在特定发展

阶段，邪恶的人工智能方案甚至并不需要通过直

接伤害攻击人类——它能够不断向买家们推荐各

类垃圾食品，最终导致人类丧失自我选择能力并

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因此除了便捷的使用体验之外，沉浸式环境中

的反思机制更为重要。由于虚拟现实体验往往会

令大脑认为状况真实发生，因此如果能够利用其

实现更为积极的影响，那么将足以带来自我提升

乃至生活激情等令人振奋的成效。

因此，我们有必要牺牲部分便捷特性，转而在

沉浸式环境中引入反思过程。无论是如今的聊天

机器人，还是未来真正强大的人工智能方案，这

一点都应得到重视并能够带来极为积极的现实意

义。

原文标题：3 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bots for 

immersive environments

原文作者：SAMI VIITAMAKI. HA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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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11)

编程起步从0到1

Aris在大学期间对编程产生了兴趣，当时他的

班主任是教Java的，看着老师用代码写出一

些他们做不到的事，Aris便开始觉得编程是一件

很牛逼的事情。从那时起，他就沉入到计算机的

世界里，每周都会去图书馆借一些书回去，边对

照书边敲代码执行，逐渐一个个小案例被成功的

敲出来了，顿时他心生满满的成就感。但一味的

跟着书编程，并不会一直运行成功，有一次因为

书本的某个小错误，Aris没有发现，导致他执行

不出结果，于是他通过百度、Google各种查询，

最终找到解决方法。此后Aris觉得单单跟着书上

敲是不行的，还需要自己灵活变通，后面的学习

生涯也是这样一天天积累的。

自学Java编写小游戏

毕业后的三年间，Aris由于个人原因，没有从

事过任何相关的企业级开发工作，而是在一家IT

培训机构担任Java项目助理，很久没接触过Java

的他，理论知识在脑海里所剩无几，所以刚进培

训机构时，他也是跟着前来培训的学生一起边工

作边学习，增强自己Bug解决能力，更好的与学

生沟通，不管是日常学习还是生活琐事，都逐一

了解清楚，这样方便后期对学生日常管理做优

化，在此期间Aris自学了Struts2和Spring和

Hibernate这三个比较常用的框架，后期因为课程

上的改革，研究了MyBatis数据层管理框架。当

时Aris学Swing的时候，为了对Swing的应用更为

Aris·Java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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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点，他自己尝试写了个<飞机大战>游戏，列

举部分代码：

用HTML5实现App和Web项目

之所以会选择转开发，因为Aris觉得自己的技

术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瓶颈，需要进一步成长，必

须接触真正的企业开发才行，所以他毅然辞掉培

训机构的工作，投奔软件公司去做Java开发了。

初入开发岗，自然免不了过渡期，主要是通过沟

通和自学成长的。看老司机写的业务代码，了解

项目流程，是Aris首要掌握的。有效代码约5000

行，他都一步步理解透彻。2周后Aris接手第一个

任务，推翻原生态安卓App，改为时下流行的

HTML5语言作为一个升级版，Aris和以前接手过

的同事沟通，了解相关的业务需求，期间会使用

到MUI这项前端框架。当时除了上MUI官网外，

还有Git、51CTO、最代码等各种技术相关的论坛

网站查找过案例。由于JS的comfirm方法在调用

时，会在标题栏那里显示当前访问的地址，所以

找了一下官方MUI文档，看到了MUI有自己重新

封装的comfirm，调用mui.comfirm()就不会在

标题栏出现当前访问的网址了，这个小问题解

决。对于App项目，Aris觉得难点在于App拍照

完返回时触发的回调事件该如何实现，就此问题

当时跟其他成员讨论过，结果定下了一个共同适

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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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用var cmr = plus.camera.getCamera()先获

取当前设备的摄像头; cmr.

captureImage(function(path){},function(error)

{})然后在调用它的captureImage这个方法 

最后花费不少的时间去编写修改，功能终于实

现出来了。第一个项目完成后，他转做Web前端

开发了。这次的任务是把公司以前的一个网站前

端技术由ExtJS改为用HTML5来实现。因为

ExtJS太显商务化了，毕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项

目也应该随时跟进才对。而且页面需要统一适用

Layui，Aris继续学习摸索新框架， Layui官网上

有充足的案例和标准的文档。改版前的旧网站是

用ExtJS来实现页面渲染的，所以也需要了解

ExtJS。在前端页面开发中，请求的地址和接收的

参数要及时跟进后台的Action来做调整。项目提

交给测试师之前，记得把项目中与业务无关的弹

出框给注释掉或者删除掉，这些弹出信息只是在

开发过程中为了跟踪方法的调用结果或者期间出

现的错误信息，是不需要给测试师看的，以免测

试师看到以为是什么Bug，所以去掉弹出框会节

省很多时间成本。

Aris总结3点编程经验，分享给初学者：

1、写代码时要注意，遍历Map的方式有很

多，通常场景下需要的是遍历Map中的Key和

Value，那么推荐使用的效率最高的方式是：

1.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2.      HashMap<String, String> hm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3.      hm.put(“111”, “222”);  

4.      Set<Map.Entry<String, String>> 

entrySet = hm.entrySet();  

5.      Iterator<Map.Entry<String, String>> 

iter = entrySet.iterator();  

6.      while (iter.hasNext())  {  

7.          Map.Entry<String, String> entry 

= iter.next();  

8.          System.out.println(entry.

getKey() + “\t” + entry.getValue());  

9.      }  

10. }  

如果只是想遍历一下这个Map的key值，那

用”Set<String> keySet = hm.keySet();”会比

较合适一些。

2、JS不熟练的情况下，可以多看最新版本

JavaScript 权威指南，毕竟JS一直都在优化，最

新版就可以学习到优化好的知识，有兴趣也可以

看老版本，这样可以接触到JS一些底层源码，设

计思路是怎样的。现在常用的JQuery，想要学习

可以去看看《锋利的JQuery》这本书，不管是纸

质书还是电子书都可以，里面有涉及到JQuery各

式各样的选择器和插件，一些便捷的方法可以直

接拿来使用，加快开发进度。

3、对业务不熟悉，要多跟同事讨论，理解清

楚该功能要实现的业务是怎样，不要独自埋头苦

干。

工作中体现价值

Aris的领导是前端后端都比较牛的大神，工作

期间他得到了不少领导指导和教育，慢慢的他自

己负责的内容逐步实现了出来，这使得Aris更加

充满信心来应付以后的工作。从App开发到前端

框架，Aris得到了锻炼，他觉得在一家企业要体

现自己的价值，就是看你能完成什么样的工作，

任何新任务都是挑战。只相信更好的，不相信最

好的，正所谓人无完人！路漫漫其修远兮，愿每

位开发者勇敢迈出第一步，编出自己的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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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12)

习惯成就技能提升

作为一个普通的芸芸大众，资深宅男，码农，

狂爵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喜欢看书，听歌，

静坐。对政府项目深有研究，目前是CMS核心开

发团队成员，普通程序员组长。狂爵13年毕业后

就开始从事Java CMS产品开发，目前所在公司是

航天集团下属单位，开发的项目都是政府项目。

他参与开发过国家某保密单位内网（三级等宝，

信息迁移，数据摆渡，信息密级权限），国家电

网内网升级改造，中工网系统WebLogic集群升

级，水利部（财务门户、水资源监控应用门户、

单点登录系统、信息门户），国防科工局内部福

利系统（伪电商）项目及Java CMS系统等。

年少轻狂

决心学习编程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狂爵高中时

在电脑上胡乱的输入一串地址，巧合的进入了一

家IT培训中心的网站。简单了解后，他深感其神

奇，就此与IT结缘，打算以后报考计算机专业（

其实当时是被那广告上打的高额工资所诱惑了）

。后来学习的过程同广大学生一样，三分钟热度

一过就无聊至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此浑

浑噩噩的过到毕业。

第一份工作是在13年12月份才找到的，刚刚

求职时狂爵意气风发，感觉自己十分牛x，从要求

10K的工资一路狂降到4k，期间不断复习所学，

才有了第一家公司的offer。在那近半年的求职生

涯中，狂爵遭到了社会大学的无情抨击，许是自

狂爵·Java CMS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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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心作祟，他曾默默计划毕业后就独立生活，不

再向家里伸手（家是农村的，生活本就不易），

故此那半年期间他过的极为艰辛，看着钱包一天

天变少，却不能向家里求助。对当时的狂爵来

说，已穷途末路，为了这得之不易的机会，他只

能奋起直追，一切的缘由、后悔已无关紧要，目

标只有一个：生存。

废寝忘食，全心投入

从参加工作进入项目组开始了解，狂爵参与开

发的第一个项目是全国工商联500强企业调研系

统。这个系统需要生成每年的调研题目，统计调

研数据，用DataGrid展示出来，有200+列（每

年的题目数量不定），要求实现用Excel导出，报

表显示各种统计数据。入职第一天，狂爵办完手

续就去了客户现场进行开发工作，分配给他的是

统计报表模块，当时使用JasperReport报表组

件，然而他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这对初入职场的

他来说压力山大，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为了快

速找到一席之地，他喝了半年的红牛，每天只睡6

小时，其余时间要么熟悉项目需求，了解各种统

计项的计算方式（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

销售净利率、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利润率、劳动

生产率、人均利润率等等），要么研究分配任务

需要的组件JasperReport，学习相关知识，攻克

iReport报表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包括获取当

前时间及展示格式、属性为空判断、使某个字段

中的数据在特定条件下才打印出来、嵌套子报

表、自动换行、高度自动、分页设置、字体设

置、中文乱码、报表变量、对报表内SQL进行动

态值传递等等。编写报表内SQL语句，为满足一

张报表的信息展示，需要对多张表进行各种复杂

的SQL查询，用到很多高级SQL查询，直到项目

上线。半年时间近200份报表都是狂爵独立完

成。后期他也参与了其他模块的开发，DataGrid

的展示，excel导出等等。这半年是他人生中转折

的半年，他的努力，同事的帮助和信任，都是他

步入社会的一笔财富。这半年让他拥有了可以在

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资本，掌握一技之长，拾起过

往所学，更重要的是生活所迫让他认清了自己及

这个残酷的社会，而不是初出茅庐时的狂妄自

大，不知所以。谈及到每天6小时的睡眠，狂爵觉

得这已经很奢侈了。“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在

最初的一年中，我做的不是工作，而是把工作当

作事业来做的。所以废寝忘食，全心投入。”

关于报表和开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计其数，

狂爵整理了一些笔记，原创都写在博客里了，点

击查看>>。好习惯便从此开始。

养成好习惯，快速提升开发技能

狂爵的开发技能是在不断学习中提升的，基本

流程如下：先学会使用，知道都有什么功能；然

后熟悉程序，知道每个包、文件夹里面对应哪块

功能的程序；再阅读具体功能模块的代码，看看

功能的实现，以及同其他功能模块是否有关联影

响；最后看数据库表设计，知道每张表都是存储

的什么数据，每个字段是什么意思，字段内的值

代表什么，如状态字段status的1234值各代表什

么。这套流程下来就有了大概的认知。在此基础

上进行后期的开发或功能优化就比较容易了。

三年多的工作经历，养成一些工作上的习惯：

· 代码有详细的注释，方便生成API（包括实体字

段、各个层的方法作用及参数含义，数据库类含义及

字段说明等）；

· 统一代码Format（遇到过一团乱麻一样的代码，

当时的心情是悲痛的）；

· 遵循命名规范（有遇到a,a1,a2,b,b1,b2这样的字

段命名及aa(),bb()这样的方法命名又没有相关注释说

明，有种砸电脑的冲动）；

· SVN提交需有详尽的修改日志说明（这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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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开发，说明你的提交修改了什么问题，或作出了

什么修改，会对别人和你自己都省很多事情，毕竟你

不是电脑，不会记得所有的修改）；

· 每天下班写工作日志，总结分析一天的工作；

· 写笔记记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的问题已经有先

驱者躺过雷并向大家分享了问题的解决方法，他会将

问题和解决方案纪录在个人笔记中，对于自己躺的雷

和一些重要的问题会发布为博客；

每项新技术，狂爵会按照这3个步骤来学习：

· 学 习 一 个 新 的 工 具 可 以 参 照 其 官 方 的 文 档 和

Demo，如果没有可以在网络上寻找资源。

· 在本地实现Demo的功能效果，尝试理解其缘由。

· 尝试在Demo基础上实现高级功能，在没有文档

API的情况不断的实验，查找资料，或直接阅读源码。

有些高级的需求还需要修改源码进行操作，比

如百度的UEditor编辑器，上传机制会将图片附件

统一保存到一个文件夹。UEditor的上传机制不符

合CMS的要求，CMS每篇文章的图片、附件，会

保存在”/站点id/栏目id/文章id”文件夹下，有

时上面还有日期的文件夹。这个就需要对其源码

进行修改，查找跟踪其上传保存逻辑代码，实现

自己的逻辑，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

在开发中表现突出，得到Boss赏识

狂爵的职场经验只有一点，认真干活。对任务

和自己要有个估算，每天他总是超额甚至完美的

完成进度，如果工作期间没有完成，自己加班搞

定（实在搞不定找同事或领导）。不要耽误整体

进度，不要为自己的不行找理由，不要强加自己

的主观想法于代码中。利用闲暇时间和项目开发

相关人员讨论想法，毕竟很多需求都是用户的一

个模糊概念，不是所有用户都懂技术，他们只会

在你做出一版后，在其基础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和

所需。而这些往往在程序员看来是比较糟糕的问

题。在充分了解用户意图后可以根据自己经验或

和同事讨论得出合适的解决方案，同用户协商。

这些习惯为狂爵的工作带来了突出表现，效率

大增。恰恰是狂爵每天超额完成任务，公司对他

很满意，领导直接找到他给加薪，就这样狂爵半

年内工资陆续涨了50%，并且调入产品开发组，

进行学习和培养。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之后的的产品开发和支持中，狂爵勤于思，敏

于行，能力再次得到提升，和老员工相差无几。

公司又给他涨了60%工资。试用期直接全额工

资，一个月转正。至今回忆起来，狂爵仍然觉得

当时的他，需要高强度工作来融入职场，找回自

己荒废的时光，用现实的经验充实他自己，毕竟

除了向家里伸手，当时他已无路可走。

但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非常累，以至于他现在已

经做不到刚入职场第一年那种劲头了。狂爵认为

那样只适合刚刚步入社会进入职场的程序猿，需

要借此寻找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如今的狂爵，只是完美的完成工作（其实是生存

无忧了，人性的懒惰发作），然后用剩余精力去

学习更多的东西。通过这几年的工作及CMS开发

经验，狂爵在闲暇之余尝试写一个自己理想的

CMS产品，目前还处于偶尔想起时才会开发的状

态，他已经搭好框架，开发了站点、栏目、信息

等一些基本功能。

生活总是这样的平淡如水，能耐住寂寞，做好

自己就行。程序员的本质就是解决问题，那么一

切的因由自然也就是自己的能力了。一时的不得

意也许只是工作的考验抑或是在别人眼里，你并

不如你以为的那么优秀。撇开“你以为，你以为

的，就是你以为的”，正视自己。

有一种落差，是你配不上自己的野心，也辜负

了所受的苦难。狂爵以此座右铭来时刻警醒自

己，在开发路上挑战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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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避短入行Oracle开发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是怎么看出来的

呢？”一个被数据库耽误的段子手的座右铭竟是酱紫

风趣幽默。在介绍胖子职业之前，先认识他这个人，

也许你不会相信胖子是个程序猿，而且还是个头脑冷

静，思想沉着数据库工程师。胖子平时的爱好是激烈

对抗的蓝足球，喜欢徒步旅行，喜欢脱口秀讲段子，

喜欢编剧拍视频。这样外向的人和程序猿攻城狮的标

签几乎没有半点联系。

扬长避短，结缘Oracle开发

如果不是大学选择了软件工程专业(这个在胖子大

学之前，什么也不知道的专业)，也许他现在会像池子

李诞一样从事脱口秀行业，或者像小沈阳宋小宝一样

跑各种场子。

大学第一年，胖子什么也没有学到，导致期末挂了

4科，包括一门专业课。那时候，他已经走到学业低谷

期，一度怀疑当初的选择。他曾想换专业，但一想到

换专业也是从头学起，这个行业最起码学习了一年，

何必再从头开始呢？其实任何人都想成功，为什么不

逼自己一次呢？从那时开始，他便每天复习，预习，

拉着同学问，终于算有点入门。尤其他发现了数据库

这门课程，在大家都没有兴趣或者感觉很难的时候，

他发现竟爱上了它，而且感觉非常简单。大三是专业

开始定方向的时候，对于编程，胖子还是菜鸟(到现在

还是不明白Java的三大框架)，教数据库的班主任专门

提议他去学习Oracle数据库。因为数据库不用Java那

些代码，避开Java、C++那些模式之类的东西。发挥

专业所长，胖子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报名Oracle培训

胖子·Oracle数据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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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就这样他非常轻松愉快的学习了4个月Oracle，并

考取了OCP证书。虽然在编程方面还是菜鸟，但是在

数据库，尤其Oracle数据库方面，他算是中级。最起

码毕业有口饭吃，不用做啃老族。

Oracle坎坷开发路

胖子跑了一个多月的社会招聘，终于在大四上学期

找到了一家不错的工作。但入职不久，他就经历了一

次打击。第一次和组长出差到客户现场，结果他发现

什么也不会，在大学和培训机构学到的知识根本用不

上。只能每天站在组长的后面，看着组长开发。两天

的时间，他感觉过了两年。出差结束回到公司，为了

不再出现第一次的情景，胖子每天都利用下班时间学

习，几乎每天只睡5个小时。ITPUB、51CTO等各种

技术相关的论坛网站都有留言学习，Linux shell脚本

的编写、Java 开发、Oracle管理运维都提高了很多。

终于迎来了第二次出差机会，胖子只身一人来到客户

现场解决数据库数据上传缓慢问题。虽然他在公司测

试通过，可客户现场还有很多突发情况。

胖子印象最深的问题是他把Oracle数据库内存参数

修改为机器系统的80%(机器内存是16G，本打算修改

为12G)，结果修改完导致数据库不能启动。经查，他

发现32bit的操作系统Orac le内存参数不能超过

1.7G。而他之前用的都是64bit系统，根本没有注意这

个问题。加上他的技术并不娴熟，只能求助以前的老

师，最后胖子利用数据库参数文件将Oracle内存修改

为1.7G，但数据传输缓慢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先

从软件代码用到SQL语句开始优化(数据库缓慢问题

80%都是SQL引起的)。利用AWR报告找到Top 5的

SQL语句，发现里面有delete from table1;将其修改

为TRUNCATE TABLE tab le1 ;（同样是删除

表，delete属于DML语句，操作会放到回滚段里

面，TRUNCATE不会，delete做多了就会产生很多碎

片，高水线(H igh  Wate rmark )保持原位置不

动，TRUNCATE会将高水线复位(回到最开始)，这是

其与delete的本质区别）速度比以前快了一点，但还

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数据库环境搭建是Java程序员

安装的，所以胖子决定从Oracle数据库着手，首先停

掉了归档日志开关，其次修改了在线日志文件大小，

最后修改了临时表空间大小，几次修改之后，终于速

度达到了客户的要求。

因为优化数据库是在周末，出现问题可以有时间解

决，而且还有很多数据库方面的大神在帮助他，数据

库缓慢问题得以解决。虽然胖子在公司测试很多次，

但还是不如在现场真实操作。如此强压环境下，人的

抗压性和能力都会发挥出来，最起码胖子是这样的。

Oracle对初入职场人的选择和影响

如果一个人想成功，一定是发挥自己的优点去工

作，避开自己的缺点。

Oracle数据库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0%以上，系

统也成熟，各种学习资料、问题解答都有很多地方可

以查到。最重要的是数据库行业的待遇和受人尊敬程

度在整个行业都是最高的。作为市场的龙头软件商，

胖子也被它俘虏了。

数据库分为开发、管理、运维。对胖子这种刚入门

的菜鸟来说，开发是最容易入门的，也是成长最快

的。虽然工资还是比较少，但是工作内容和强度会比

其他程序员(Java工程师、测试工程师)轻松很多，工资

却和他们一样(为啥这么气人呢)。刚接触Oracle时，他

发现Oracle很简单（相对于Java、C++等编程），等

真正进入之后，才发现它很庞大。只有不断的去学习

数据库的核心，才能真正驾驭它，不会被这个行业抛

弃。而且真正学会之后，会有很多方向去选择，不再

局限Oracle开发、运维、管理这些。你可以选择到目

前流行的大数据、云计算等等，你会比其他职位(C++\

安卓\ios等工程师)更有优势。

目前国内企业事业的数据库大多数是Oracle 10g

和11g数据库。这对于Oracle从业者又是个挑战的机

会。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企业都要面临Oracle数据库

升级或者迁移的瓶颈，而且大多数企业都没有专职的

DBA团队或者岗位。对于职场迷茫的你，会是另一番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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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助力运维能力的提升

本期主人公大师兄，人称翔神，目前就职于

某知名商城架构部Linux运维工程师一职，

熟悉高并发，负载均衡，Redis集群高可用，运维

开发等，喜欢和同道中人分享运维那些事儿。

转眼间，大师兄毕业已经三年多了，从IT界的

小白到Linux运维大神，他也算拥有一技之长，坚

持投资自己的大脑，是他最骄傲的事。从C语言，

到Linux运维，到Python的运维开发，再到

Java，一路不断学习，挑战自我，内心感慨，特

写成文章分享，和开发者们共勉。

踏足IT，时刻在分享

虽然大师兄是计算机专业学生，但年少无知，

大学他没有好好学习，最初还简单学习了一下C语

言，后来电脑就成了看视频和打游戏的绝佳利

器，关于计算机的学习少之又少，甚至连打字的

指法都是在他毕业后重新练起来的，简而言

之，low爆了。

偶然的机会大师兄进入到一家软件公司，才勉

强可以混口饭吃。刚毕业的他以学习为主，开始

接触的平台是在UNIX系统（Linux系统的前身）

中做C语言开发，领导先让他学习Shell命令，并

统计每天工作中所需要数据，大师兄开始网上找

各种资料，即使平时也有练习过，但仍觉得似懂

大师兄·Linux运维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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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懂，很多情况是学了后面，忘记了前面。想要

解决现状，增加自己写Shell脚本的能力，他主动

请缨，和带他的师傅说，把工作中很多的数据在

服务器上用Shell脚本处理好，然后Download下

来，直接导入Excel表格，最后整理成数据。这样

慢慢写了几个关于文件操作的脚本以后，他编写

Shell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师兄珍惜这个练

手机会，把编写好的Shell脚本共享到博客中，给

遇到同样问题的开发者提供帮助。

分享与投资是运维小白提升的快速渠道

投资自己的大脑和学习，永远都不能吝啬，永

远不会过时！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大师兄在Q群里

偶然发现了一个阿铭Linux的培训，看他们Linux

运维的就业薪水都在8K以上，跟他毕业时的薪水

相比高出好多，有些同学的就业甚至更好，受薪

水影响，大师兄心动了。2014年他给自己设定的

目标简单粗暴：半年内让自己月薪过万。当时好

多同学都嘲笑他有点不可能。但是他坚定了目

标，索性就给自己投资了一把。那时每天晚上下

班，他就随便吃点东西，打开电脑一学就学到晚

上12点，心中只有一个概念，用半年的时间补回

来大学荒废的时光，尽快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复习Shell命令，熟悉

各种web容器：Nginx，Apahce，Tomcat等各

种 配 置 ， 了 解 各 种 负 载 均 衡 软 件

LVS+KeepAlived，Nginx和HAProxy的反向代

理，以及其他运维常用到的软件。最终实现了自

己的小目标，拿到了某知名商城offer。

分享仓储运维那些事儿

成功入职Linux运维工程师的他，对公司架构

不熟悉，出现问题没法排查，不知道看哪些选

项，无从下手，对系统高可用的脑裂不会处理，

没法及时解决系统故障问题。大师兄跟身边的同

事和架构师们学习了很多运维的技能。在不同的

环境中，用不同的架构，对高并发，高可用，高

性能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识，特别是对LVS的DR

模式，NAT模式的区别，包括在Nginx并发大的

情况下的Linux系统内核参数的调优方便，请教了

很多次架构师，真正掌握了从磁盘Raid，电力这

些硬件设备，再到系统的主从高可用，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

对于流量在服务器上的请求过程，很多同事在

刚入职或者对业务情况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对

服务器的性能，并发，请求的流程并不是很清

楚，甚至有些研发每个人都是负责自己的应用，

对整个系统并不是有很深的了解。这就需要做运

维的大师兄来讲解了，了解公司业务，对业务流

程理解清楚了，再看仓储系统架构是怎么部署

的，了解完架构以后，对请求的流程具体情况进

行抓包处理，看看请求包的走向和流程，再根据

LVS原理等分析出来。

在大自然的发展中，人类是有惰性的，遇到困

难自然想去逃避，想选择舒服的生活，所以大师

兄为了克制自己的惰性，在《恰同学少年》电视

剧中看到毛主席组织读书社，于是他在公司找身

边朋友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给大家安排一起学

习的时间，每个人把自己学习到的新技能或者擅

长的技术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最终来说，收

益最大的其实是自己！

对于入门IT行业的同学，大师兄认为可以从运

维行业入手，运维相对开发来说，需要的逻辑思

维能力比较低，可以快速上手，而且相对可以找

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岗位，对于新入手的小白，给

出几点建议

1.对高可用，高并发，高性能要有深入的研

究。对于这种学习，多半靠经验。好多书都没有

真正介绍，这个需要根据业务场景选择不同的架

构需求；对于高并发，要和有经验的大牛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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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真正想研究清楚，还是需要看系统的性能，

看系统的瓶颈，看系统本身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结合一些官网上的资料和说明加以巩固。

2.对各种web容器要有深刻的理解。小白可以

从配置文件入手，真正理解清楚配置文件的参数

选项，对web容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认识，对

项目目录和安装目录要十分了解，可以快速部署

和迁移项目。学会看日志，不断地的从日志文件

中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关注大牛的帖子，关注

Nignx中文官网。

3.对原理的掌握特别重要，一定要在开始学习

的时候，搞清楚原理，可以和有经验的同事学

习。

4.实践出真知，很多实验性的东西都需要自己

亲自去测试，不能只知道大概。

5.对于系统内核参数的调优一定要慎重，一定

要多次实验，确保可同再上线。

6.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很多开源软件的源

码。

7.随着自动化，虚拟化，大数据的不断推

崇，Python这门语言对于高级运维来说已经成为

一个很重要的加分项。

大师兄和他所在组的架构师交流过，面试时，

先看重一个人做代码的逻辑思维能力，然后就是

自己的知识水品，那平时的总结就变得特别重

要，所以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应该会写学习笔记，

总结过程就是自己梳理知识，再次认识和学习的

机会。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大师兄

的目标是架构师。他很清楚自己的成长规划，从

初级运维工程师到高级运维，再到架构师，需要

很多开发的知识。现在运维的工作对他来说已经

很简单了，目前在进阶学习运维开发领域。工作

之 外 ， 大 师 兄 又 学 习 了 P y t h o n 开 发 ， 基 于

Ansible或者SaltStack做web自动化运维，最近

又在学习Java。一个架构师，最起码是一个全栈

工程师，前端的HTML、CSS、JavaScript等都

需要会，自己真正做几套系统，有一些成就，就

离架构师不远了。在学习的过程中，不管是看

书，看视频，报班，自学，哪种都好，但是一定

要找一个适合自己节奏的学习方式，找出自己学

习最高效的学习方法，祝大家早日成为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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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15)

不断拓新成为科技大潮

中的弄潮儿

周佳是个资深宅男，平时有时间主要是

宅。比较喜欢研究心理学方面的书

籍，平时喜欢看书，给大家安利一本书《超越

自卑》，个体心理学大师级著作。兴致来了能

玩一天游戏，经常看电影。在工作方面一直专

注于服务器后端开发，目前在一家服务公司做

云计算基础服务。

Python语言现在十分火热，而且很多云计

算底层服务都是使用Python做的，分享下周

佳是如何从Java程序员学习Python和云计算

的心得。

从Java到Python，眼界大开

周佳在第一份工作满2年的时候，对于公司

内部的技术体系都摸透了，觉得没有什么提升

了，就想学点新东西。那时候14年左右，大

数据刚刚火起来，都在谈大数据。他也看了一

周佳·Java服务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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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大数据的内容，无非就是Hadoop那套东

西，安装部署之外，好像感觉不能深入做一些

东西。后来公司开始全面引进云服务，移植一

些本地的服务到云服务平台，于是周佳开始接

触到一些云服务平台，公司有意向作一些云资

源给用户，这就要用到云服务的公共API，而

这些API接口是Python写的。做为一个Java

程序员，刚开始对Python代码有一部分是不

能理解的。于是周佳开始进军学习python语

言了。

要系统的学习一门语言不能仅靠只在网络

上查找教程，虽然有些帖子某个知识点写的非

常精华，但买一本书是必要的。现在周佳还记

忆犹新，当时买的书是《Python基础教程（

第2版 修订版）》，书的内容不错，而且配套

有很多练习项目，只可惜他并没有全部看完。

大约一周的时间，他把书上的知识点全部过一

遍，就开始着手项目了。

相比Java而言，Python语言是一门更高级

的语言，抽象度更高。14年Java8发布，当时

周 佳 并 没 有 函 数 式 编 程 的 概 念 ， 学 习 了

Python，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函数式

编程抽象程度高于面向对象，而且在代码的写

法上更简洁，偏向于数学化。但是相对的，其

可读性不如面向对象那样易于理解。Python

的抽象程度高于Java，许多Java需要长篇大

论的代码，Python代码只要区区几行就能搞

定。这让周佳对Python也是爱不释手。比

如：创建一个1到100的队列，在Java中只能

循环循环赋值，而在python中range（100

）就可以了。只会一门编程语言的程序员不是

好程序员，当你多会几门语言的时候，你的眼

界会大大的开阔，可能不止发现了一扇门，而

是发现了很多窗，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多了。

周佳后来入职的下一家公司，需要做个后

端管理平台，于是他选型Python的Django框

架作为开发平台。有空的时候跟同事聊天，被

问道当初他学习Python是怎么入门的，花了

多长时间，他说一周！其实语言之间虽然语法

千差万别，但是理念都是相通的。当初学习

Java的时候，他大三学了一年都是懵逼状态，

学习第二门语言的时候，真的只用了一周时

间。李连杰的电影里有句话：学习乾坤大挪移

普通人要30年，打通任督二脉者只需1个时

辰，想必周佳是打通任督二脉了吧。

Python到云计算，继续拓新

2016年周佳入职到一家做云计算的公司，

在面试的时候，他提到有Java和Python双重

开发技能，很容易就通过了面试。到了新公

司，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云计算是他以前是

没有接触过的。公司云计算平台的底层是用

Python做的，上层业务平台使用Java写的。

当然，具体的业务平台架构是十分复杂的，上

层使用的Springcloud的微服务框架，部署于

Docker容器内。使用Jenkins做持续集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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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底层基于Docker和虚拟机做云服务。

刚入职的时候，他好些东西不会，硬着头皮

学，抱着大腿就不放，特别是Docker部分，

之前他所在的都是一些规模小的公司，可能没

有使用Docker的必要。周佳看着教程，对着

命令一遍一遍的练习，拉去镜像，创建容器，

配置网络，挂载数据卷，反复练习。经过不长

时间，他终于从对云计算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

成团队的中坚力量，不仅做上层业务平台，还

做底层基础服务。坚持不懈的学习使他在全新

技术领域有了立足之地。

然而程序猿的世界总是充斥着各种突发事

件，前不久云服务好些个容器挂载的存储设备

突然全部变成只读设备，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在物理服务器上也无法执行相应的Docker命

令，无法查询Docker的容器信息，执行任何

Docker命令都进程卡死，周佳判断肯定是

Docker的daemon进程被某些容器卡死了。

如果重启daemon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样做，

这个物理服务器上的所有Docker容器会全部

死掉，恢复工作是灾难性的，肯定是下下策。

关键是找到到底是哪几个容器把进程卡死的，

于是他找到运维最近创建的几个容器，进入容

器目录，查询容器的Config.json配置文件，

查询容器进程的pid，将刚刚创建的容器进程

全部杀掉。试了一下docker ps，果然好了，

随后他重建了这几个Docker容器。事后周佳

跟运维沟通了下，原来是由于最近运维给存储

服务更换过硬盘，更换的硬盘上的存储设备对

应的正是这个物理机上的这几个容器，导致容

器存储设备无法挂载。

随着IT技术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都

在构建自己的云服务，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一

个是构建自己的基础信息平台，提高开发运维

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工作效率；第二个是可以

整合物理资源，出售部分剩余的物理资源为公

司获取一定收入，当然做大了，还能成为公司

的主营业务。

一入猿门深似海，学海无涯苦作舟。当踏

上IT这条道路，就注定走上了终身学习的道

路。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也推动着开发者不

得不拼命的学习新技术。只有不断的更新自己

的知识技能，才能成为科技大潮中的弄潮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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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16)

技术人疲倦期的最佳实践

Coeus喜欢和朋友聊技术、怼产品、鄙销售、

谈梦想。借着兴致与大家分享这几年遇到

坑，经历的疲倦期和技术瓶颈，希望对大家有一

定帮助。

Coeus工作六年有余，一直从事PHP相关的

Web开发工作。前端、服务器运维也做过，私

活、技术顾问、个人规划的项目也接触做过。曾

在小公司打过杂，也在外企熬过夜，目前在国内

一家老牌互联网地方站做技术主管。这六年的工

作期间Coeus踩过很多坑，做出了很多选择，很

幸运的每一次都挺了过来。秘籍很简单：不能则

学，不知则问，耻于问人，决无长进。

大量练习夯实基础

在接触开发的几年中，Coeus纠结过迷茫过，

为不知如何学习而发愁，也为薪资收入努力过，

经历过彻底Debug的痛苦，也感受到了项目得到

重视和鼓励的成就感，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都不

会是一帆风顺的。Coeus大学专业是网络工程，

虽然专业涉及到范围比较广，Java、C++、操作

系统、汇编、数据库、网络等等，然而他到大三

结束时才下定决心做Web开发。但是该怎么敲开

Coeus·新浪安徽站PHP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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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开发的大门？好在网络资源很丰富加上他学

长的耐心引导，还有去大二大三中蹭课（大四的

时候基础还是很差的），深入一大堆基础知识中

学习。在这个阶段，他感谢自己不怕枯燥，大量

的练习基础知识。不断的将自己练手项目拿出来

向老师、学长们请教编码技巧、注意事项。慢慢

的对项目中要实现的功能点有了开发思路，进而

也对Web开发产生了很大兴趣。由此他找到了一

份开发工作，算是正真的进坑了。现在回想起他

那年夏天蹲在宿舍椅子上从早上起来撸码一直撸

到大半夜，每天也都是几千行代码量，每一个

J S 、 P H P 方 法 反 复 推 敲 练 习 ， 每 一 个

HTML、CSS属性的不断琢磨，也是真真的佩服

他自己。

在一门语言的入门阶段，基础知识很重要，打

牢基础是以后进步、扩展的根基。当然基础知识

的学习也是很枯燥的。一个函数、一个CSS样式

都要手写很多遍。其实多写、多练成了他那时候

短期的“座右铭”，不管什么内容什么知识点，

看一遍了解手册上的内容，接着就是大量的练

习。最后review他的代码，找出最开始对知识点

理解的误区。

建议： 这个阶段应该是很重要的时候，不少人

也因不知道如何入门而打了退堂鼓

1、基础很重要，虽然很枯燥；

2、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多写多练，有代码也

方便和人交流、请教问题；

3、尽量手写代码，不要使用带代码提示或者

自动完成的IDE，当然有个赏心悦目的编辑器还是

有必要的；

如何将基础应用到实际项目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知识学习后，Coeus遇到

大部分初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做项目”

、”如何找练手项目”。当时和他的代课老师聊

到这个事情，老师恰巧想征集学生开发一个同学

录系统，将之前带过的学生以及今后的学生都归

纳起来。于是Coeus二话没说接下这个任务，直

到开始做的时候他才发现，课上所学的东西都是

九牛一毛。从服务器搭建、虚拟域名配置开始都

要重新一点点学习，每天不分日夜的撸码、查资

料、Debug。在这个阶段最大的收获是新知识的

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为他以后的技术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对自己的代码有着苛刻的要

求，对任何的小问题不能放过。有的朋友会问”

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机遇，应该怎么找练手项目”

，其实项目就在你周围需要解决的，做一个博客

系统、一个学习管理系统、一个课程管理系统等

等。

疲倦期选择跳槽

Coeus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小公司（本地行业

论坛）做维护工作，初入职场Coeus怕自己赶不

上团队其他的进度，于是他用业余时间给自己充

电，怎么做？阅读源码，将别人的项目、案例的

源码彻头彻尾的阅读一遍，学习解决问题的思

路、系统整体逻辑的把控、优秀的封装方法等

等。给自己在开发中提供了榜样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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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3年左右，Coeus已经对基础知识应用的

更加得心应手了，没有多久公司让他对接新浪微

博的API，做一些微博应用（那时候百度也出了一

个框计算），虽然接口简单的对接完成项目上线

了，但是他对微博的API文件产生了兴趣。在把

API的源码看了一遍后，他发现有很多知识点、开

发思路是一直没有接触到的，他向同事们请教，

一个个也都是一知半解（现在看当时那家公司的

整体开发能力真的很弱）。

技能提升受到阻碍，Coeus总有一种没有什么

项目能难得住他的幻觉，这个时候开发者都会出

现一定的工作疲倦期，像大部分开发人员一

样，Coeus选择了离职。

来到了一个外企创业公司，在新公司Coeus发

现自身实力的弱小，也给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代码性能优化、服务器优化、代码安全、PHP扩

展开发、数据库管理优化、日志的重要、Unit 

Test的关键、和Java、C++对接接口、Shell脚本

的初识、XMPP通讯协议、英文文档阅读、快速

的版本迭代、压力测试、自动部署等，很多都是

以前的知识面所接触不到的层面、技能、流程，

那时他就像一个饥渴的小孩，无时不刻的不在学

习。每天都在生产BUG和Fix Ticket中度过。这一

段工作经历让Coeus彻底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

疑，同时也对未来的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原

来开发的世界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当时引发他

另外一个疑问”如何自己发现并学习这些知识

点”？于是他开始不断关注国内外各大论坛、社

区。同时他也听从公司大牛的建议，对设计模式

做了深入的学习，阅读了《深入理解计算机系

统》、《计算机系统概论》两本书，其实他也是

看的似懂非懂，但对代码执行、系统存储的理解

有了自己的认识。

入门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做一些基础性的工

作 是 没 问 题 ， 但 是 想 再 次 提 升 不 知 如 何 切

入。Coeus的果断跳槽证实了他自己，认清短板

后，需要有一个学习的方向。外企的工作机会对

于他突破该瓶颈很重要，但这并不是运气。因为

对于现在的环境，优秀的技术论坛、热门的技术

网站都会有类似的技能书、学习路径之类的，找

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的，去前进吧。如果当前的工

作环境不能让你的能力得到发挥，或者不能提供

更大的发展空间，走出去，在项目中锻炼自己，

在被产品虐的过程中成长自己。疲倦期建议：

1、不能则学。遇到自己不会的知识点甚至都

没听过的内容，那就抽时间学习了解，当然，盲

目的学习不是正确的方法，先了解知识的内容、

适用性、与自己的契合度，再决定是否继续学

习。

2、不知则问。多问，但是主要提问技巧，问

什么问题前，先自己考虑问题，尝试解决问题，

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不管对错）。即使Coeus

毕业五六年了，他也会向实习生请教问题，每个

人都可能会给你新的思路或者方向。

3、对自己狠一点。要学习、要提升就需要大

量的时间，Coeus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每天加班

到12点以后，回家后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学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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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以后睡觉（不过他有个坏习惯，学习之前也会

让自己放松一下，吃点好吃的、看看动漫听听

歌、偶尔玩玩游戏），每天都有自己的学习目

标。

4、自学能力培养，对自己知识结构有清晰的

了解。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定自学的能

力，以后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无法每次都

等待别人指引。清楚自己的知识结构，结合自己

的方向，不断的补缺短板。

瓶颈期开发软技能

终于，当Coeus对大小项目都得心应手的时

候，他开始深刻的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了，现在

在公司做技术主管，目前，短期内的规划是做技

术管理。项目管理、进度把控、人员调度是他最

近遇到的问题和压力。

最近这一年多，Coeus不断的在关注业务方向

的知识，想多学习技术开发周边的一些内容，希

望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断的给自己和团队一定的

压力、不断的尝试新的技术难点、也不断的优化

工作流程和项目架构。

Coeus随着自己在圈子的时间越来越久，也认

识不少圈内的很多朋友，于去年开始，收到了几

个公司的技术顾问的邀请，他们初创技术团队能

力有限，于是为他们指导团队发展路线、技能进

阶规划、为编辑培训Web基础能力。总之在不断

的与外界接触，不断的提升自己开发以外的能

力——软技能。

他站在公司角度不断的为难题提供技术解决方

案，经常和圈内朋友谈论未来规划和发展，也能

得到公司发展方向和开发相结合的一些反馈，时

常为公司开发业务新功能，不断的尝试新产品、

新技术。

现阶段的他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内容有自己

想做的事情，可以有条不紊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和

任务，蛮好。这个阶段说说他的感想：

1、不要盯着那些最新、最潮流的技术，适合

自己团队的才是最好的。

2、保持细节问题的敏感度，千里之堤毁于蚁

穴。

3、应该适当的了解其他部门或者业务线的工

作流程。

4、软技能是这个阶段应该被重视起来的，指

沟通能力、倾听能力、说服能力、自我激励的能

力、影响力、团队建设的能力等等，软技能只能

在公司的工作岗位中培养。

Coeus始终认为IT是为了解决问题，对技术也

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技术是为了解决问题而

存在，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企业发展的问题、各

个工种工作遇到的问题，技术只有在解决问题的

时候才体现了真正的价值。于是在业余时间他会

和身边不同处境的朋友交流。

目前Coeus在不断的规划个人项目，也在不断

的尝试新的东西做Demo。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个

常态，公司的项目有可能无法满足他的技能发

展，或者在其他方向上有不错的想法，那就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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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实现出来。谈不上做产品和创业，一方面他认

为自己的性格使然不愿意闲着，一方面系统通过

一些项目锻炼对全局规划、架构方面有一定提

升。在做项目的时候他更加关注的是底层模块的

实现，MemCache、Redis的工作原理和实现，

优缺点比较，在不同的项目使用不同的缓存、框

架技术，使用设计模式解决问题都让他有了更深

一层的理解。

Coeus发现身边做微商朋友多了，深入了解之

后便打算开发微商管理系统；聊到小学教育，他

发现技术可以帮老师解决很多问题，于是做了在

线小学教育的一套系统；他的老婆怀孕，总是忘

记吃水果，有时也不知道该注意什么，于是

Coeus写了一个系统抓取了怀孕时不同时间的注

意事项，然后定时微信提醒；他个人项目规划的

时间找不到一个顺手的时间管理工具，便做了一

个基于微信的时间管理工具。

孕期数据抓取

微商管理系统规划（初版）

Coeus的脑洞

其实这些项目基本上是很难推广到市场上去

的，但是在做项目的过程中Coeus的全局把控、

规划，项目架构有了一定的提升，至少成就感得

到了一定的满足。

对于未来的规划没有想太多，以后职业上也会

不断的遇到瓶颈，相信他会做的越来越好。目前

他觉得眼界还是太小，今年希望与一线城市的技

术大咖、企业领头羊多多的沟通学习，另外就是

扩展技术圈子以外的资源。现在还是在准备阶

段，准备随时到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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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hat9i是个80后网络工程师，跟大多数IT男

一样，喜欢倒腾，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无

线电通信、应急救援、吹笛子、中医理疗、摄影

等等。

相识51CTO

redhat9i主要活跃在51CTO论坛上，喜欢在

论坛上和大家探讨问题、交流经验，认识了不少

同行，帮他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redhat9i技术

能力得到很大进步，在当时的大区他也算能指导

其他代理商工作的人了。自此就扎根在51CTO论

坛上了，从版块版主做到现在的超级版主，每天

登录论坛已经成为redhat9i的一种习惯。

WannaCry病毒解析

redhat9i就职的公司是某防病毒软件的区域代

理，除了产品销售，还提供专业的售后服务。5月

注定又是一个不平静的月份，5月13日，永恒之

蓝病毒爆发了。故事就在redhat9i手里的一个行

业客户里边发生了。从发现这个病毒redhat9i就

开始通知客户进行加固。根据厂商病毒实验室那

边发过来的病毒详细信息得知，病毒激活后会释

放出mssecsvc .exe、tasksche .exe、b.

wnry、c.wnry、r.wnry、s.wnry、t.wnry、u.

redhat9i·网络工程师

挨踢部落故事汇(17)

我与永恒之蓝战斗的两天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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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ry、Taskdl.exe、Taskse.exe十个文件，然

后访问一个看似手滚键盘打出来的，死长死长基

本没啥意义的域名地址

www.iuq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

gwea.com（以下简称病毒网站），若此域名可

用则停止对主机加密，反之则对主机文件进行加

密，这一行为被称为Kill Switch。Kill Switch是永

恒之蓝病毒是否加密系统的一个决定性开关，这

是由英国一个网络安全工程师发现的病毒漏洞，

一旦永恒之蓝病毒成功访问这个地址

www.iuq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

gwea.com，病毒就会停止对系统进行加密及感

染其它机器，同时他在第一时间内注册了这个原

本不存在的域名，最大程度阻止了病毒继续肆

虐。这个域名，看起来像是病毒作者给自己留的

一个紧急停止开关，防止事情失去他自己的控

制。

病毒激活后在局域网内通过135、137、13

、445端口及MS17-010漏洞进行传播。客户自

己在省公司内网（无法连接互联网）搭建了一个

病毒网站，防止病毒在内网进行激活加密。同时

通知各单位打补丁、关闭135、137、139及445

端口。redhat9i也派人给客户开启相关的预防策

略，通过防毒软件限制在主机系统中释放已知的

十个病毒文件。但糟糕的是他们的加固速度还是

没能赶上病毒的传播速度，5月19日，redhat9i

从 客 户 网 络 里 边 检 测 到 m s s e c s v c .

exe、tasksche.exe两个文件，被确诊为永恒之

蓝，好在被杀毒软件查杀了。正当他松口气的时

候，省公司那边通过对病毒网站的访问监测发现

有至少5家分公司大量内网主机正在访问这个站

点，这说明啥？说明内网有大量主机感染了这个

病毒。把redhat9i团队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个局

域网内有好几万台电脑，要真传播开了那可就整

大发了。经他再三仔细排查，好在没有主机被加

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没反应的防毒软件

5月20日，redhat9i逐一排查那些在后台访问

永恒之蓝站点的PC，发现这些PC都装了防毒软

件、防毒组件也是最新的，使用EICAR标准反病

毒测试文件，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eicar.

org/85-0-Download.html）检测，防毒软件均

作出了查杀检测，由此确认了防毒软件工作正

常。这又让他疑惑了，主机有访问局域网自己搭

建的虚假病毒网站行为，然后没有被加密，那就

说明这还是早期出现的那个病毒，并不是2.0的变

种，后经证实2.0变种是某防病毒厂商技术人员闹

的一个乌龙，被各大媒体转发报道，后来当事技

术人员也公开进行了道歉。截止目前暂未接到不

带Kill Switch永恒之蓝病毒样本的通知。根据当

时的资料来看防毒软件是可以处理这些病毒的，

为何防毒软件都没检查出来呢？由于城区人手充

足，所以城区的PC几乎都被重装系统了，为了查

明为何防病毒软件对此次的病毒样本没有做出应

有的反应问题就必须拿到这次的病毒样本。5月

20日中午，redhat9i安排同事到偏远地区只进行

了断网还没来得及重装的中毒主机现场，对系统

运行情况进行分析，采集可疑样本给防病毒厂商

病毒实验室进行分析。经过厂商病毒实验室确

认，这次采集的样本发生了变种，与之前检测到

的病毒代码有所不同”。5月20日下午redhat9i

紧急制作清除组件，晚上找了一个分公司进行试

点，先更新服务器，然后对这些组件进行下发，

确保这些组件更新后不会导致系统蓝屏、影响客

户应用并且能清除病毒。然后大家挨个到能找到

的主机那儿确保组件已更新、守着主机进行全盘

扫描，确定此次病毒文件可以被成功清除。5月

21日凌晨1点，redhat9i团队正式通知还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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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指挥的客户技术负责人，这次的病毒样本已

经可以清除并且不存在兼容性方面的问题。

奇怪的行为

这些病毒文件清理了之后是否还有访问病毒网

站的行为客户需要进行现场核实。5月21日早上7

点，redhat9i找到一些之前中毒被断网处理的

PC，确认系统中存在病毒样本。重新接上网线，

对这些中毒电脑的网络通信进行抓包，居然没看

到他们去访问病毒网站，经过对大量不同电脑的

多次尝试都没重现之前访问网站的行为，难道是

redhat9i抓包有问题？他联系省公司那边检查病

毒网站访问记录也没发现手里这些带毒PC有异常

行为。这就怪了，似乎所有中毒的和没中毒的PC

一夜之间都不再访问之前的那个域名了。经过

redhat9i和现场几个同事的探讨，大家猜测病毒

的探测行为可能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应该

是需要一定条件，比如特定时间，这个最终原因

则有待病毒实验室去研究了。

从5月20日到5月21日，白天和夜晚，经过两

天两夜的处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基本结束

了。

加强安全意识防火防盗防病毒

事情处理完了，回过头来看觉得这次事件中还

是存在不少问题。

1、补丁一定要引起重视。微软发布系统补丁

这事似乎从Windows系统诞生之日起就有，但似

乎管理员都没引起重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漏洞

理论上确实可以被利用然后进行一些破坏，但这

不是还没有出事么。redhat9i印象中最近一次利

用漏洞进行大规模病毒感染的应该是微软的

MS08-067漏洞，病毒名字叫worm_downad.

ad，这病毒可算是让大家开眼了，不仅利用自身

携 带 的 诸 如 a d m i n 、 b o s s 1 2 3

、ihavenopass、qwe123等上百个中国人使用

习惯的密码字典去进行传播感染，还利用微软

MS08-067漏洞进行大规模传播。这个漏洞从发

现至今已经9年了，但我在工作中还是发现有不少

客户被这个病毒所困扰。所以，补丁请一定重视

起来，不要指望安装在一个漏洞百出系统中的安

全软件能给你搞定一切，房子地基都不稳了，你

还能指望房子给你遮风挡雨么？给大家附上永恒

之蓝利用的MS17-010漏洞补丁下载地址>>

2、搭建一个病毒访问域名站点。截止目前永

恒 之 蓝 激 活 后 都 会 去 访 问 w w w .

iuqerfsodp9ifjapo

sdfjhgosurijfaewrwergwea.com，若发现域

名可用则停止加密，为了让此域名能及时被解析

到，尤其是无法连接互联网的局域网，建议自己

在公司内部搭建一个站点的解析记录。

3、若不幸感染此病毒，可以使用各大安全厂

商提供的专杀工具进行查杀，也可以联系你使用

的防病毒软件厂商协助你进行处理。

目前亚信、安天、360、北信源、瑞星、金

山、腾讯7家公司已经研发出针对该病毒的最新专

杀工具。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使用

1. 亚信专杀下载地址(32位)：http://support.

asiainfo-sec.com/Anti-Virus/Clean-Tool/ATTK_

CN/supportcustomizedpackage.exe

2. 亚信专杀下载地址（64位）：http://support.

asiainfo-sec.com/Anti-Virus/Clean-Tool/ATTK_

CN/supportcustomizedpackage_64.exe

3. 亚信专杀使用说明：http://support.asiainfo-

sec.com/Anti-Virus/Clean-Tool/ATTK_CN/ATTK_

USER_MANUAL.doc

4. 安天专杀下载地址：http://www.antiy.com/

response/wannacry/ATScanner.zip

5. 安天免疫下载地址：http://www.anti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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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wannacry/Vaccine_for_wannacry.zip

6. 安天应对说明链接：http://www.antiy.com/

response/Antiy_Wannacry_FAQ.html

7. 360公司免疫工具下载链接：http://b.360.cn/

other/onionwormimmune

8. 360公司专杀工具下载链接：http://b.360.cn/

other/onionwormkiller

9. 北信源公司专杀免疫工具和说明下载链

接：http://www.vrv.com.cn/index.

php?m=content&c

10. =index&a=lists&catid=205

11. 瑞星免疫工具下载链接：http://download.

rising.net.cn/zsgj/EternalBluemianyi.exe

12. 瑞星免疫工具+杀软下载链接：http://download.

rising.net.cn/zsgj/EternalBluemianyi_sharuan.

exe

13. 金山安全免疫工具（最新版，下载后可自动适配用

户使用的系统，适配任何个人及企业用户）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o8hqpXC

14. 金山V8+终端安全防护系统免疫工具（最新版，适配

金山安全安装此产品的企业级用户）下载地址：http://

pan.baidu.com/s/1kVHUlwz

15. 腾讯电脑管家勒索病毒免疫工具和说明下载链

接：http://guanjia.qq.com/wannacry/

16. 腾讯电脑管家勒索病毒免疫工具（离线版）下载地

址：http://url.cn/496kcwV

17. 腾讯电脑管家勒索病毒免疫工具（在线版）下载地

址：http://url.cn/498da3o

18. 腾讯电脑管家管理员助手 下载地址：http://url.

cn/499YVsJ  命令行：MS_17_010_Scan.exe 

192.168.164.128

■

如果你也愿意分享你的故事，请加51CTO开发者

QQ交流群 312724475联系群主小官，期待你精

彩的故事！

51CTO开发者交流群致力提供深度技术交流

和资源分享的互动平台。基于平台每月邀请专

家坐诊，为研发难点把脉。在这里呈现程序猿

内心真实的职场故事，为不同阶段的开发者分

享经验心得。

群里每位主人都是51CTO的光环，在这里聚

集人气产生共鸣，形成友好的互动氛围，使每

位群成员得到价值体现。大家每天的心情、互

动的话题都是51CTO值得深思的方向，我们

鼓励开发者自行分享资源，每位成员既是获利

者也是贡献者，在共享和互利中长久发展。同

时我们也在不断完善平台内容、原创文章、译

文等来满足开发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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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使用HTTPS时，App应用访问接口加上
Token，是否需要再使用签名？对于一些不
需要登录就能浏览的接口安全该怎么限制呢？

挨踢部落 技术坐诊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挨踢部落是为核心开发者提供深度技术交流，解决开发需求，资源共享的服务社群。基

于此社群，我们邀请了业界技术大咖对开发需求进行一对一突破，解除开发过程中的绊

脚石。

精选 

大多盈利性质的商业公司和企业都不会轻易
泄露自己的数据、建模方法和分析过程，那
么大数据的来源是什么？

一般来说，有Token就可以了。看你的目的了，

你的接口设计如果只能让你的App访问的话，你

和App协商好交互协议就行了，后台和App约定

秘钥，报文加密传。每次版本换一个，报文中约

定版本号，根据版本号再做点手段。或者你可以

设计的复杂点，比如App安装初始化的时候自动

生成秘钥，发到后台保存起来，设备标记是不变

的。反正无论你怎么考虑安全，都是能被破解

的，我也没有万无一失的手段，只能多加几层验

证机制，增加别人破解的成本。

数据的来源：1、自有用户的数据库；2、采

集网络（爬虫）；3、买数据接口或者购买

数据；4、聚合数据API市场。四种常见的大

数据的数据来源。

Java消息队列主要用于什么场景？在程序
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消息队列可以用来实现一些懒操作，很多懒操作，
我们都可以用消息队列来实现，当然还可以用来实
现不同语言之间的通讯。懒操作是指一些不及时的
操作，耗时的操作，比如发送邮件、图片处理、数
据统计等等。这些不需要立即返回结果的，都可以
先用消息队列保存起来，然后一个个的处理。比如
发送邮件的操作，一种是多线程来处理，因为发送
邮件需要时间, 如果有了消息队列，我们仅仅需要将
发送邮件所需要的数据放在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另
一个专门发送邮件的程序从消息队列里面一个个的
获取，然后发送。而这时发送邮件的前端，仅仅只
需要将数据保存到消息队列就返回了，不需要等邮
件真正的发送出去才返回。你可以发邮件，但是有
一个阻塞，如果你不用单独的线程，就像你要远程
计算一张图片的大小一样，还是需要等图片下载完
了，才能够获取大小，而这个图片下载需要时间，
是对中间等待时间的优化。

Dynamips,Boson NetSim,GNS3, 
Cisco设备模拟哪家强？有没有可以同时模
拟Cisco和华为多厂家的？

没有一个模拟器可以模拟所有的，掌握理论

才是最重要的。PT是思科官方模拟器，图形

化前端，简单易用，目前比较流行的有

GNS, Dynamips。

技术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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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知道H5如何实现手机录音？

需要第三方支持，要是微信开发简单点，直接

调用微信的API就可以了，之前github上有

r e c o r d . j s 处 理 这 个 问 题 ， 可 以 搜 一

下。https://github.com/mattdiamond/

Recorderjs看看行不行 。

觉分辨人脸技术和验证码图形自动填充属于
一个理念吗？人脸检测使用什么框架的？

不一样。人脸检测 用的是 OpenCV3，计算

机视觉领域著名的开源库。

Java消息队列主要用于什么场景？在程序
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消息队列可以用来实现一些懒操作，很多懒

操作，我们都可以用消息队列来实现，当然

还可以用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通讯。懒操

作是指一些不及时的操作，耗时的操作，比

如发送邮件、图片处理、数据统计等等。这

些不需要立即返回结果的，都可以先用消息

队列保存起来，然后一个个的处理。比如发

送邮件的操作，一种是多线程来处理，因为

发送邮件需要时间, 如果有了消息队列，我

们仅仅需要将发送邮件所需要的数据放在消

息队列里面，然后另一个专门发送邮件的程

序从消息队列里面一个个的获取，然后发

送。而这时发送邮件的前端，仅仅只需要将

数据保存到消息队列就返回了，不需要等邮

件真正的发送出去才返回。你可以发邮件，

但是有一个阻塞，如果你不用单独的线程，

就像你要远程计算一张图片的大小一样，还

是需要等图片下载完了，才能够获取大小，

而这个图片下载需要时间，是对中间等待时

间的优化。

最明显的一个作用，就是防止雪崩。某一时

刻数据量突然增大，起到一个缓冲。

很明显，队列的长度有限，所以不适用于大

数据量的，消息如果一直在队列中，得不到

处理，也会有问题。发送消息的时候太多，

处理不过来，就放到队列里，一个个处理。

买数据接口或者购买数据，这个可能又要涉
及到另一个问题，数据安全性。好像存在一
个因果关系：要实现大数据的核心价值，第
一步是通过“众包”的形式收集海量数据，
第二步是通过大数据的技术途径进行“全量
数据挖掘”，最后利用分析结果进行“资源
优化配置”；但收集海量数据就得先解决数
据安全性问题，才能进行“全量数据挖掘”
，才有后续的发展。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讲的好，每一步的语言都是精炼，提到点

上。目前大数据还处于开始阶段，很多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安全性是任何行业的通病。

有没有人对Spring Data JPA有熟悉的
吗？是一个趋势，最近在做。复杂查询还
行，updata碰到坎上了，感觉Spring-
Boot慢慢要赶超SpringMvc。而Spring-
DataJpa技术是标配之一。希望大家可以
看看，有问题一起交流。

SpringData做持久层的，个人感觉不好用

啊，没有Hibernate好用。因为用了很久的

Hibernate，所以不习惯其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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