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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閱讀本書？

多核心處理器初次發表時十分成功，物理上熱能與功的限制，使得處理器時脈再也無法

如過去三個世代以每十八個月加倍的速度成長，為了繼續推昇處理器能力進入下個世

代，處理器製造商開始製造多核心處理器，多個時脈較低的處理器比起一味追求時脈成

長的單一處理器，能產生較少的熱量。

如何利用這些額外核心？可以同時執行多個應用程式，各自擁有專屬執行的核心，這能

夠得到真正的平行執行；但一般人使用的應用程式十分有限，對於不需要大量計算能力

的程式，會浪費大量計算時脈，只是如今有更多核心面臨相同的問題。

另一個做法是重新撰寫應用程式，利用額外的核心執行大量的獨立運算，稱為並行程

式設計（concurrent programming），可以使用各種程式語言與設計方式，包含各式各樣

的技巧、陷阱，也有各種針對這類開發方式設計的工具。筆者認為程式設計與其說是種

「科學」，實際上更加接近「技藝（art）」，本書將提供讀者必要的知識，以及幾個練習

並行程式設計技藝過程中需要的「特殊手法」。

以往，平行（parallel）與並行（concurrent）程式設計是屬於少數特殊程式設計師的領

域，大多用於科技與技術計算；今後並行程式設計會成為主流，最終並行程式設計為成

為「程式設計」的同義詞，如今是取得初期優勢的時刻，能夠在並行程式設計革新的初

期取得一席之地。

目標讀者

本書初合各種程式設計師。

筆者雖然任職於電腦技術公司，卻是團隊中唯一擁有電腦科學學位的成員，當筆者表示

要使用確定型下推自動機（deterministic pushdown automata）剖析 LR（l）文法時，整

個辦公室只有一個同仁能夠瞭解，因此，資訊科學學生與畢業生可能無法代表所有的

讀者，因此，本書試著減少資訊科學相關的內容，僅假設讀者理解基本資料結構與演算

法，並知道一般大學計算機科學課程介紹的演算法漸近效率（asymptotic efficiency，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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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符號）；對於其他內容，盡量介紹所有必要的概念，有一年以上程式設計經驗的讀者，

應該都能夠理解本書內容。

本書所有的程式碼都以 C語言寫成，這並沒有任何的偏好，只是筆者發現這是各種支援

多執行緒語言的最大公因數；雖然如 Java與 C#等程式設言也支援多執行緒，但要是以

這些語言撰寫，可能會少了許多讀者。筆者認為大多數想要撰寫並行程式的讀者，應該

至少都能夠「讀懂」C語言程式碼，理解程式碼示範的並行方式比起用特定語言撰寫程

式碼更加重要，讀者當然可以將這些概念用 Java或 C#等程式語言實作。

筆者也假設讀者讀過一些介紹多執行緒程式設計的書，本書不會介紹多執行緒程式設計

的機制以及語法（這些內容需要一、兩本書的篇幅才夠），也不會只使用特定的程式設

計典範（paradigm），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不同典範的功能都有所重疊；本書後半部圍繞

著使用多執行緒程式設計的方式實作各式各樣的演算法，如果有其他與書中採用方式不

同的作法時，會特別提出註記。

本書對書中介紹的各種方法也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回顧，除了加深記憶之外，對於還沒有

時間深入研究的方法也能夠提供參考，筆者並不認為讀者需要知道多執行緒程式設計所

有不同的方法，知道其中一種就夠了。在轉換工作時，如果發現原本熟悉的多執行緒程

式設計方法無法輕易解決新的問題，擁有一份介紹、比較各種方式的清單總是十分方

便，有助於快速學習與採用新的方法。

本書內容

第一章《想要更快的舉手！》回答一些對並行程式設計的疑問，解釋平行與並行的差

異，並介紹多執行緒作法的四個步驟，最後介紹並行程式設計的歷史，分散記憶體以及

共享記憶體程式設計與執行模型間的異同。

第二章《並行或非並行？》介紹由循序演算法轉換為並行解決方案的資訊，詳細介紹兩

種不同設計模式：工作分解（task decomposition）和資料分解（data decomposition）；

也包含無法並行化的序列程式範例，對於能夠迴避的情況，提供將序列程式轉換為更容

易處理型式的技巧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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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證明正確性與評估效能》先介紹幾個方式證明程式沒有發生常見的多執行緒錯

誤，以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以利修正），第二部分提供評估並行實作與原有序列實作

執行效能的方法；最後，由於沒有其他更合適的位置，會簡單介紹硬體對於現有多核心

處理器支援的進展。

第四章《設計多緒應用程式的八個規則》的標題清楚的說明了章節內之容，內文各部分

都標示了使用的規則。

第五章《多緒函式庫》介紹了 OpenMP、Intel Treading Building Blocks、POSIX threads

以及Windows Threads Library。最後介紹針對特定領域設計，提供多緒支援的函式庫。

第六章《Parallel sum與 prefix scan》詳細介紹這兩個並行演算法，還使用標題中的兩個

演算法，分別為選擇演算法示範兩種不同的並行實作。

第七章《MapReduce》介紹 MapReduce演算法框架，說明自行實作完全並行化約操作

（reduction operation）的方式，最後利用 MapReduce框架完成找尋友誼（friendly）數

的應用程式。

第八章《排序》徹底示範多種排序演算法的並行版本，包含泡泡排序、奇偶換位排序、

希爾排序、快速排序以及兩種不同型式的數基排序演算法。

第九章《搜尋》涵蓋現有並行設計的搜尋演算法，包含了已排序資料與未排序資料。

第十章《圖論演算法》介紹先深搜尋與先寬搜尋演算法，同時也討論了計算所有的最短

路徑以及最小生成樹。

第十一章《多緒工具》介紹輔助追蹤應用程式多緒錯誤與效能瓶頸的工具，包含現有的

成熟工具以及有潛力的新工具；隨著並行程式碼愈趨複雜，需要利用這些工具快速分析

問題，而非使用傳統方式耗費數天甚至數週的時間。



第一章

想要更快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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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寶貴的藥能加倍思考速度，讓人事半功倍。

— H.G. Wells, 《新加速劑》（The New Accelerator）（1901）

希望透過本書揭開並行程式設計外圍神秘、困惑與誤解的面紗，介紹我過去二十年在並

行與平行程式設計領域學到的技巧、祕密與技術。

藉由序列程式改寫為並行實作的過程，示範並行與平行程式設計的技巧、祕密與技術

（也就是並行程式設計的藝術），每個範例都詳細說明思考過程，讓讀者對並行程式開

發有更深入的認識，所有的演算法設計與實作以執行緒作為共享記憶體環境的並行模

型；本書並非針對特定的多緒函式庫，會使用幾個常見的多緒函式庫，並介紹使用不同

函式庫時實作上的差異，以便於讀者使用其他多緒函式庫。

如同程式設計技巧，並行或多緒程式設計有許多不同的層級，可以透過學習與練習學會

知識（例如語法、互斥的方法以及共享資料）；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邏輯思考技巧與避

免一般並行錯誤的直覺；應用邏輯思考技巧與擁有足夠的直覺，以及推論多執行緒平行

執行互動關係的能力，就是並行與多緒程式設計的藝術；經由專家的示範，引導出與生

俱來的能力，並將這些能力應用在其他的情境。筆者保證選了本書的讀者都擁有足夠的

天賦本能，本書將協助塑造這些技巧，導向並行與多緒程式設計。

心中的疑問

開始之前，讀完前面幾段文字後，甚至是在書架上挑選本書前，讀者可能會產生一些疑

問，先簡單回答這些問題。

Thread Monkey是什麼？
thread monkey是指有能力設計多緒、並行與並行軟體，寫出正確有效率的程式碼，實

現這些並行設計的程式設計師，有點像是「grease monkey」在汽車領域有神奇的能力，

thread monkey是並行程式設計的魔法師，是個名聲良好的稱號，與「code monkey」給

人的不良印象大不相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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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行與平行：到底有什麼不同？

自從一般用途的多核心處理器上市之後，「平行（parallel）」與「並行（concurrency）」

這兩個詞愈來愈常被提出，在這之前，某些計算領域對這兩個詞感到困惑，到底有什麼

不同，兩者是不是真的有所不同，畢竟這兩個詞似乎能夠交換使用？

並行是指系統能夠同時支援多個動作「進行」（in progress），平行則是指系統能夠同時

執行多個動作；兩者主要的概念與差異在於「並行」上頭。

並行程式同時會有多個進行中的執行緒，可能代表程式有兩個執行緒透過作業系統在單

核心處理器上輪流執行，兩個執行緒同時處於「進行中」（處於執行過程）的狀態；至

於平行執行，平台必須要有多個核心，各執行緒分派到不同核心，同時執行。

希望讀者已經發現「平行」是「並行」的子集合，也就是，可以撰寫使用多緒或多行程

的並行應用程式，但只要缺少了多核心執行平台，就無法用平行的方式執行程式；並行

程式設計表示實作多個執行串流以解決特定問題的程式設計與執行活動。

過去二十年間，平行程式設計代表了訊息傳遞或分散式記憶體程式設計，由多部電腦

形成叢集或是透過網路相連，形成平行的執行平台，每個節點上包含了若干處理器。以

特殊的方式撰寫應用程式，將工作分派給不同節點以及在節點間共享資料。以往將使用

執行緒的程式設計視為是並行程式設計，執行緒是共享記憶體程式設計模型的一部分，

十分適合在單核心系統執行，各執行緒都能存取平台上的記憶體。

本書試著正確使用「平行」與「並行」兩個詞彙，這表示「並行程式設計」與「並行

演算法」能夠不需要太大的變動就能夠在單核心與多核平台上執行。雖然採用執行緒模

型，仍然會介紹並行程式的平行執行，畢竟大多數人都有能夠執行多執行緒的多核心處

理器，此外，本書使用「平行化」（parallelization）表示將應用程式從序列轉換為並行

的過程（「並行化」並不太口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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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得知道這些？有什麼用？

我可以像個毛頭小子直說告訴讀者不可以避免這個主題，多核心處理器時代已經來臨，

再也沒有回頭的機會，如果想要繼續在程式設計師的就業市場保有競爭力，就得乖乖學

會這些知識；看得出來我瘋狂揮舞雙手，試著加深讀者心中的恐懼，雖然這種說法有一

定的正確性，但透過比較委婉、溫和的方式更容易取得信賴，讓讀者願意加入並行程式

設計的革新。

無論是在大型軟體公司中寫著缺乏個性的程式碼、獨立軟體開發商、參與開發源碼開發

或只是將寫程式作為個人嗜好，都將或多或少接觸到多核心處理器；以往，要大幅提昇

應用程式效能只需要等待下一代處理器上市，更高的時脈就能帶來足夠的改善。我有個

同事說過，可以花上九個月打鼓或沖浪，等待下一代晶片發表，然後跑跑測速程式，就

可以宣告成功了。在他一份影響深遠（現在已經成為經典）的文章《The Free Lunch Is 

Over: A Fundamental Turn Toward  Concurrency in Software》（Dr. Dobb's Journal March 

2005）中，Herb Sutter解釋這種情況已經改觀，程式設計師需要撰寫並行程式碼，才能

夠得到多核心處理器帶來的所有好處，提昇效能。

多核心處理器上的並行程式設計能提昇多少效能？最好的情況，在雙核心處理器上執行

時間可以減半，四核心處理器執行時間則是四分之一，八核心處理器則是八分之一等

等，聽起來比以往每次昇級處理器只能提昇 20%到 30%的效能要好得多，不幸的是得

花許多時間調整程式碼，才能享受多核心的好處；此外，很少有程式能夠達到最大的效

能提昇；事實上，隨著核心數目增加，相對的效能提昇會隨著下降；但只要能夠寫出良

好的並行多緒應用程式，就能夠提昇相當的效能（或是說明無法提昇的原因）。要是能

夠開發出在八、十六或更多核心處理器上，也能夠取得與二或四核心相當效能提昇的並

行演算法，就能夠花更多時間打鼓跟沖浪了。本書主題就是何時與如何開發這樣的可擴

縮演算法。

並行程式設計不是很難嗎？

並行程式設計當然不像在公園散步那麼輕鬆，但也不像一般人想像中的那麼難，透過合

理與正確的方式，學習與練習並行程式設計並不比學習新程式語言難太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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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列程式中，應用程式以可預期的路徑執行，邏輯錯誤與其他臭蟲能夠透過有方法與

符合邏輯的方式找出來，隨著程式設計經驗與技能的提昇，會知道其他可能的問題（例

如記憶體洩漏、緩衝區溢位、檔案 I/O錯誤、浮點數精確度以及截尾等等）與找出與修

正這些問題的方法，透過軟體工具的輔助能夠快速找出與預期不同或是造成問題的程式

位置，理解問題的原因、經驗以及適當的工具都有助於提昇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並行演算法與多緒程式設計需要思考同時執行多個執行串流，協調各串流完成最終的計

算；還需要考慮不同於序列程式設計的錯誤與效能問題，這些問題來自於多執行緒同時

執行本質上的不確定性（nondeterministic）與非同步（asynchronious）行為；因此多緒

程式發生臭蟲時，並不總是能夠一目了然，執行緒的執行順序（或交錯順序）可能無法

每次觸發錯誤發生，只要執行平台稍作變動，影響了執行緒正確的交錯情形就會發生問

題；即使硬體沒有任何變動，重複用相同輸入執行相同程式，產生不同結果的原因可能

只是碰巧今天是星期四。

要想像即將面對的問題，可以想像兩手手指不同的交錯方式，就像是同時執行兩個執行

緒，手指代表是執行緒中不同的指令，並行或平行執行，有 70種不同的方式能夠交錯兩

手的四隻手指，如果只有 4%（70種中的 3種）方式會發生錯誤，要如何找出真正的原

因，就像海森保測不準原理，任何透過標準除錯技巧試著找出問題的方式，會不會每次

都是執行不會發生錯誤的交錯情形？所幸，有針對多緒程式偵錯與效能問題設計的軟體 

工具。

有了正確的知識與適當的經驗，就更能夠寫出避免常見多緒錯誤的程式，我試著在本書

提供所需的知識，但在經驗方面只能依靠讀者自己了。

多緒不是很危險嗎？

是也不是，在多緒處理器成為主流之後，許多有識之士對多緒模型提出質疑，這

些質疑集中在執行緒間利用共享記憶體通訊以及標準同步物件沒有足夠的擴縮性

（nonsacalable），無法應付大量執行緒的情況。我不想騙你，這些質疑都是真的。

如果這個領域這麼危險，為什麼還要以多緒為實作模型作本書的核心呢？各種程式語言

都有風險，只要知道隱藏的問題，就能夠避免其中的九成；即使不小心在程式碼中犯了

多緒錯誤，知道該找些什麼問題可能比最好的除錯器還有用。例如，在 FORTRAN 7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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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沒有宣告型別的變數會根據變數名稱的第一個字母指定預設型別，打錯變數名稱

時，編譯器會建立新變數，知道自己可能把數字「1」打成字母「I」，把字母「O」打成

數字「0」，就更能夠找出程式中的錯誤。

讀者可能會好奇是否有其他「更好」的並行實作方式，甚至是正在發展中的新方法，如

果有的話，為什麼還要花時間研究多緒？在從事平行與並行程式設計多年的經驗裡，有

各式各樣的平行程式語言起起落落，到了今天，大多數都消失了，出版商不願意出版以

這些程式語言為主題的書，這些主題可能半年後就沒用了。即使是現在，學術圈也正在

研究各式各樣更好、更不容易出錯、更友善的並行程式設計方法，甚至會產生許多比執

行緒還好的方法，有部分可能會被主流程式設計採用，甚至產生新的並行程式語言。

然而整體而言，執行緒是目前的主流，在可見的未來仍會佔有一席之地，如果出現其他

更好的替代方案，新方案得花上幾年時間才能取代目前的程式語言與方案，多核心處理

器是現實，程式設計師現在就需要熟悉並行程式設計。從現在開始的話，當新技術出現

時，會更熟悉並行應用程式基礎，有更好的準備（比起空等數年，等待筆者用取代執行

緒的新技術重寫本書要來得實際）。

兩分鐘並行程式設計入門

並行程式設計是指讓主機能夠以任何順序執行獨立計算，迴圈的每個迭代以及程式中能

單獨執行的函式呼叫是兩個獨立的計算實例；不論從序列程式中抽出的並行工作內容為

何，都能夠指派給執行緒（或使用行程）在任何一個核心上執行（或是在單核心處理器

上用切換計算工作的方式達到虛擬的平行執行），應用程式中存在相依性，所以需要處理

各並行工作間的執行序列。

這包含呼叫提供多緒支援的函式庫常式，建立能夠將並行工作指派給執行緒的環境，這

些不屬於原本序列程式碼的額外函式呼叫，為並行執行加入了額外的負擔；不論是決定

是否繼續計算、取得更多工作或是在滿足特定情況時通知其他執行緒，這些額外加入的

程式碼都被視為負擔，其中有部分可能用來確保各執行緒有相近的工作量；平衡執行緒

的工作量能避免浪費系統資源的閒置（idle）執行緒，閒置執行緒是另一種型式的負擔；

並行程式必須盡量減少負擔，為了達到最高效能，儘可能維持並行程式擴縮性，指派給

執行緒的工作必須夠大，才能夠減少或抵消負擔帶來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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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記憶體執行的執行緒，有時會需要同時存取相同的記憶體位址，多個執行緒同時

更新相同的記憶體位址時會發生儲存衝突（storage conflict）或資料競爭（data race）；

作業系統排程執行緒的執行，排程演算法受到系統當時狀態的許多因素影響，依據執行

緒執行順序的不同，並不一定會產生資料競爭的情況，如果並行程式的正確性取決於特

定的記憶體更新順序（其他執行緒才能夠得到正確數值），應用程式就有責任確保執行緒

執行的順序；例如在飛機訂位系統中，如果兩個旅行業者同時看上相同航班的同一個空

位，會用各自客戶的名字訂位產生機票，當旅客搭機時，位子是誰的？為了避免用打架

決定位子，必須要有控制共享資源更新的機制。

有許多不同同步執行緒的方式，能確保共享記憶體存取的互斥性，雖然同步是必要之惡，

但同步物件也會產生負擔（如同建立執行與與其他的協調函式），必須保留到沒有其他轉

圜時再使用。

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減少執行時間，改善應用程式效能，或是在相同時間處理更多資料。

程式設計師需要知道並行程式設計的陷阱與風險，知道避免與修正問題的方式，建立滿足效

能要求的正確應用程式。

多執行緒作法四步驟

開發軟體時，特別是大型商業軟體，會透過正規的程序確保符合軟體的預期目標，在時

限內以有效率的方式完成；這個程序有時稱為軟體生命週期（software lifecycle），包

含以下六個階段：

規格（Specification）
與軟體使用者訪談，找出想要的功能以及輸出輸入的規格，同時根據取得的回饋，正規

定義出納入的功能、應用程式的一般結構以及實作的程式碼。

設計（Design）
確定更多應用程式規畫與功能組件的細節。

實作（Implement）
撰寫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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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Test）
確保應用程式各部分不論是個別運作或整體應用程式，都能符合預期運作，修正發現的

任何問題。

調校（Tune）
調整程式以取得平標平台的最佳效能。

維護（Maintainance）
修正臭蟲並持續提昇效能，同時加入不在原先設計的新功能。

「實作」、「測試」與「調校」三者間並沒有十分明確的界線，程式設計師會持續撰寫、

測試、修正與調整自己負責的程式碼；這些步驟形成循環，甚至有專職測試的 QA工程

師，事實上，如果有某些功能無法實作，或是某些功能如果以規格內的方式互動，會造

成不堪設想的後果，整個循環得回溯到設計階段。

由序列程式轉換到並行程式的過程也有類似的週期，Intel應用程式工程師處理多緒與平

行應用程式時發展出來的「多緒方法（Threading Methodology）」就是個例子，多緒方

法類似軟體生命週期，將過程分為四個階段／步驟：

分析（Analysis）
類似軟體生命週期的「規格」，找出應用程式中能夠獨立運算的功能（程式）。

設計與實作（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名稱就很明顯了。

測試正確性（Test for correctness） 
找出多緒過程中錯誤或未完整實作程式碼造成的錯誤，如果多緒化過程中錯誤變動了序

列邏輯，就有可能產生新的邏輯錯誤。

校能調校（Tune for performance）
得到正確的多緒解決方案後，試著改善執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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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緒方法並不包含維護（maintainance）階段，筆者認為不管是序列或並行程式，任何

撰寫完成的應用程式都納入一般業務流程的維護階段當中，接下來將更詳細介紹多緒方

法的四個階段。

步驟一，分析：找出並行的機會

程式碼設計與撰寫完成，確定所有功能之後，就知道各輸入值的正確輸出結果；可以開

始尋找能夠多緒化的程式，也就是應用程式中的獨立運算。

熟悉應用程式就能夠很快的找出能獨立運算的部分，如果對應用程式沒有完整的認識，

可以使用評測工具（profiler）找出可能含有獨立計算的熱點，熱點是指有大量活動的部

分程式；透過評測工具找出花費最多時間的活動，一旦找出程式中花費最多執行時間的

部分，可以考慮讓這部分並行執行。

單單只是因為程式花費大量時間執行某個程式片段，並不表示這個片段適合並行化，還

必須分析演算法，確認程式片段有足夠的獨立性，適合並行執行。然而搜尋應用程式花

費較多執行時間的部分，比較有機會達到最高的效益；同樣花上一整個月寫程式、測試

與調校並行解決方案的效益，能夠縮短序列程式 75%執行時間，比起花上同樣的時間只

縮短了 2%執行時間，對個人（與個人職涯）而言是比較好的投資。

步驟二，設計與實作：演算法多緒化

找出獨立計算之後，就能夠為序列程式設計與實作並行的版本，這階段也是本書的主

題，在此就不說太多，接下來各個章節包含了所有的細節與方法。

步驟三，測試正確性：偵測與修正多緒錯誤

任何程式碼的改動都可能產生臭蟲，在序列程式中加入建立與控制執行緒的程式碼也是

一樣，前面提過，多緒程式不一定會在測試期間發生錯誤，即使之前幾百次執行都正確

無誤，只要換個執行環境，就有可能發生錯誤。即使執行時能夠產生錯誤情況，透過除

錯器（即使是支援多緒應用程式的版本）也不一定能夠找出問題所在，除錯過程的單步

執行可能恰好避免了發生錯誤的情況。即使只是使用 print命令（最常使用的除錯工具）

追蹤變數數值，也會影響執行緒排程的時脈，改變錯誤的行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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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常見的多緒錯誤（如資料競爭與死鎖），只要知道問題的原因，就能夠在設計與

實作階段透過良好的規劃避免問題。然而，由於程式語言中包含了指標等間接操作技

巧，幾乎不可能事先預防所有問題。事實上，在有些情況下只要檢查輸入資料就能夠知

道會不會發生錯誤。所幸有些工具能夠輔助追蹤多緒問題，在第十一章中會提供一些 

資訊。

即使消除所有多緒化修改所造成的問題，程式執行結果仍然可能與序列程式不同，微小

的數值差異可能是捨去誤差（round-off error）所造成，不同執行緒的執行順序可能會

與序列程式中數值的運算順序不同。

更嚴重的錯誤是在多緒化過程中產生邏輯錯誤，可能迴圈的某個迭代多執行了幾次或是

完全沒有執行，任何多緒問題分析工具都無法找到這類錯誤，但可以透過除錯工具找出

問題的根源，本書的主題之一是多緒化過程中引進的邏輯錯誤，以及避免造成邏輯問題

的方法。透過良好的設計，應該能夠減少多緒錯誤與邏輯錯誤，不需要花太多時間搜尋

與修正錯誤。

步驟四，效能調校：消除效能瓶頸

在確定修正所有多緒（以及新加入的邏輯）錯誤之後，最後的步驟是確保程式碼能夠以

最佳效能執行，在多緒化序列程式之前，先確定原有程式已經調校完畢，對多緒程式做

序列效能調整可能會影響多緒部分的整體動態，使得額外的多緒部分降低效能。如果一

開始的序列程式已經作過良好的調整，就能夠將精力集中在多緒化產生的效能問題。

調校多緒程式包含確認許多不同的情況：同步物件的競爭、各執行者計算量分派不均、

多緒 API呼叫產生過多負擔以及多緒帶來的負擔高於實際工作量等等。如同多緒錯誤，

有許多軟體工具能夠輔助分析與找出這類的效能問題。

程式設計師必須瞭解多緒可能正是造成效能瓶頸的兇手，將序列程式多緒化的過程可能

造成原先調校良好的序列程式碼，帶來諸如偽共享（false sharing）、效率不良的記憶體

存取模式或是匯流排超載（bus overloading）等等，可以透過序列程式中找尋同類型錯

誤的工具辨識這些錯誤辨識這類錯誤；避免多緒與序列效能問題（包含多緒化帶來的效

能問題）是本書的另一個主題，完善的設計應該能夠達到十分良好的平行效能，不需要

花費太多時間在找尋與修正程式中的效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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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調校循環

每次修正效能臭蟲，可能不小心產生多緒錯誤，特別是調整共享物件的使用時更是如

此。每次效能調校之後都應該回到測試正確性步驟，確保修正效能臭蟲的更動沒有引進

任何新的多緒或邏輯錯誤；每次發生錯誤與修正之後，也應該再次檢驗程式是否因為修

正正確性產生任何效能問題。

有時情況會更糟，當應用程式無法達到預期的效能速度時，得回到設計與實作步驟，從

頭來過一次。顯然，如果應用程式包含多個並行化的區段，在完成前一個區段後就得從

設計階段開始處理下個區段；除非影響到應用程式整體演算法或是資料結構，已經確定

提昇效能的並行化部分程式就可以維持原樣，整個過程是重複的循環，太考慮流程本身

會很容易腦袋打結。

從頭寫過並行程式如何？

截至目前（本書其他部分也是如此）一直假設是將能夠正確執行的序列程式轉換為並行

版本，能不能不透過實作序列程式的中間階段，直接設計並行解決方案？的確可以，但

不建議這麼做。最大的原因在於除錯全新完成的平行程式必須同時處理兩種問題：來自

演算法或實作的邏輯錯誤以及程式碼中的多緒問題。造成臭蟲的原因到底是因為資料競

爭，或只是沒有在迴圈中執行足夠的遞增？

未來對平行化有更多研究，帶來更多成果、模型與方法之後，搭配一些並行程式語言，

也許程式設計師就能夠直接從頭撰寫並行程式碼。但目前仍然建議先建立能夠正確執行

的序列程式，再將程式轉化為並行版本，設計新軟體時註記並行化的可能性是不錯的作

法，但實作與除錯還是先從序列程式開始。

平行演算法背景

本節內容針對不熟悉平行演算法或平行程式設計的讀者，簡單介紹現今多核心處理器上

的並行程式設計之前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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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模型

我擁有計算機科學學位，在學期間必須學習與使用許多不同的計算模型，計算機科學領

域研究演算法的一種處理器架構模型稱為「隨機處理機器（Random Access Machine, 

RAM）」，是以馮紐曼架構模型為基礎的簡單模型，包含了所有必要的部分：CPU、輸

入裝置、輸出裝置以及隨機存取記憶體，圖 1-1顯示了 RAM各組件的關係以及組件間

資料的流向。

CPU

記憶體 輸出輸入

圖 1-1　RAM架構，箭號表示資料流向

可以在記憶體加上不同的階層表示不同層級的快取，也可以接上隨機存取磁碟同時作

為輸入與輸出裝置，也可以控制 CPU的複雜度與架構，或是其他讓模型更加貼近現

實的各式各樣調整，但無論加了多少修正，基本模型仍然相同，很適合用來設計序列 

演算法。

為了設計平行演算法，必須使用 RAM的變型，稱為「平行隨機處理機器（Parallel 

Random Access Machine，PRAM）」，在最簡單的情況下，PRAM是將多個 CPU連到共

享，無容量限制的記憶體。各 CPU上的執行緒假設以步驟鎖定（lockstep）的方式執行

（也就是各 CPU同時執行一個指令，結束後接著再同時執行下一個指令），並假設所有

CPU的記憶體存取時間都相同，不受處理器數量影響，除非使用會影響演算法設計的特

殊連接方式，CPU（處理器）與記憶體間連接機制的細節通常忽略不予考慮，圖 1-2中

描繪的 PRAM使用（無衝突）匯流排連接記憶體與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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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匯流排

CPU CPU CPU CPU

記憶體 輸出輸入

圖 1-2　使用共享匯流排連結 CPU與記憶體的 PRAM組態

與 RAM相同，可以修改基本 PRAM模型模擬真實處理器特性，以便於設計演算法，

PRAM架構中對演算法設計影響最大的特質就是共享記憶體，對於程式設計師使用的

同步物件，模型並沒有假設任何軟體硬上的支援，因此，PRAM規定在處理器上執行的

執行緒能夠寫入與讀取記憶體，讀取與寫入同樣有兩種限制：並行或互斥。指定 PRAM

演算法時，必須先指明演算法設計針對的 PRAM記憶體存取型式，表 1-1列出了四種

PRAM的記憶體存取型式。

表 1-1 PRAM 模型依據記憶體存取模式不同的各種變化型

記憶體存取參數 描述

並行讀取，並行寫入（CRCW）
不同執行緒可以同時讀取相同記憶體位置，也可以同時寫入相同記憶

體位置。

並行讀取，互斥寫入（CREW）
不同執行緒可以同時讀取相同記憶體位置，任何時間只能有一個執行

緒寫入特定的記憶體位置。

互斥讀取，並行寫入（ERCW）
任何時間只能有一個執行緒讀取特定位置，不同執行緒可以同時寫入

相同記憶體位置。

互斥讀取，互斥寫入（EREW）
任何時間只能有一個執行緒讀取特定位置，也只能有一個執行緒寫入

特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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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限制之外，還需要依賴 PRAM演算法限制指定模型的互斥讀取與互斥輸入；在

並行寫入模型中進一步指定兩個執行緒同時寫入相同位置時的行為，這種型式的 PRAM

最常見的變型有透過演算法確保不同執行緒會寫入相同數值、隨機選取某個執行緒的寫

入數值，或是儲存各數值的加總（或使用其他組合運算），由於各處理器以步驟鎖定的

方式運作，會同時寫入，也比較容易確保指定的規則。

除了指定 PRAM的記憶體存取行為，根據指定模型設計演算法之外，還必須標明演算

法使用的處理器數量，由於這只是個理論模型，可使用的處理器數量沒有上限，一般會

根據輸入的資料大小決定使用的處理器數量，例如：處理 N筆資料的演算法，可以指定

PRAM必須要有 N2個處理器與執行緒，全部都能夠存取共享記憶體。

擁有無限處理器與記憶體的 PRAM，顯然只是用來設計平行演算法的理論模型，在有

限資源平台上實作 PRAM演算法就是在有限的核心上模擬 N個邏輯上的處理器，稍後

在演算法設計與實作的章節中，某些設計會為以 PRAM演算法作為基礎，介紹如何將

PRAM演算法在多處理器上正確執行。

分散式記憶體程式設計

由於共享匯流排競爭的問題，在 80年代後期與 90年代初期，共享記憶體平行電腦在 32

個處理器時達到了上限，為了進一步提昇可使用的記憶體數量，出現了分散式記憶體組

態，平行演算法需要分享資料，但分散式記憶體機器各節點彼此獨立，沒有直接存取的

共享機制，必須使用函式庫提供的功能在節點間傳遞訊息。

在分散式記憶體主機上開發的情況就像是，如果處理器 1 (P1)需要處理器 0 (P0)擁有的

向量資料，在 P0上執行的程式必須將向量打包到緩衝區，再呼叫函式，將緩衝區內容

從 P0執行的記憶體透過網路傳送到 P1節點的記憶體；在 P1上頭執行的程式必須呼叫

函式，接收節點記憶體上的資料，複製到 P1能夠存取的記憶體中的緩衝區。

一開始，各家分散式機製造商各自擁有不同的函式庫，提供不盡相同的函式，支援簡單

的點對點通訊以及廣播之類的群組通訊模式；隨著時間過去，發展出如 PVM（Parallel 

Virtual Machine）與 MPI（Message-Passing Interface）等等的可攜函式庫；PVM能夠將

網路上的工作站視為虛擬平行主機，成本遠低於專用的平行主機。MPI則是針對特定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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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通訊功能開發的標準函式庫，可用於平行主機或網路上的工作站。Beowulf專案示

範了透過執行 Linux的 PC叢集與 MPI，建立更加平價的分散式記憶體平行平台。

平行演算法著作

有許多以平行演算法為主題的書籍，其中大部分以訊息傳遞作為平行化的方式，某些早

期文獻介紹的演算法將網路組態（例如 mesh或 hybercube）視為演算法的一部分，後

期著作較不傾向於針對特定網路組態設計演算法，而是將執行平台視為處理器節點的叢

集。本書介紹演算法的相關章節中（六到十章），某部分以分散式記憶體演算法作為基

礎，示範如何將其轉換為多核心處理器上的多緒實作。

共享記憶體與分散式記憶體程式設計

部分讀者可能有分散式記憶體程式設計基礎，想要進入多核心處理器的多緒程式設計領

域，針對這些讀者，以下列出共享式記憶體程式設計與分散式記憶體程式設計的比較與

對照；如果沒有分散式記憶體程式設計相關經驗，以下的比較也有助於區分兩者的差

異，即使讀者只開發過序列程式，以下的介紹也包含一些在單一執行緒不會遇到，在共

享記憶體環境下並行程式設計的特性。

共通特性

以下是共享式記憶平行與分散式記憶體平行的共通特性。

冗餘工作

不論演算法有多並行，仍然存在必須循序執行的部分，需要共享序列計算結果時，可以

在某個程序計算，再將結果廣播到其他需要資料的程序，傳送資料會在執行時間增加負

擔；另一方面，如果計算需要的資料已經存在其他程序，可以讓每個程序自行計算，不

需要傳送任何資料。對共享式記憶體平行而言，計算所需的資料大多存在本地端，在執

行緒內重複計算可能會持續讓計算資源忙碌並消除外部同步的需要，代價是必須耗用記

憶體為相同資料儲存多個副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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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工作

工作必須分派給執行緒或行程等機制，可以指派資料塊讓個別執行緒／行程對資料塊作

相同運算，也可以透過某些方式執行程式中不同部分的計算。

分享資料

應用程式中需要共享資料，可能是計數器數值、浮點數向量或是圖形中節點的串列，不

論何種資料，執行緒或行程必須能夠存取計算過程所需的資料。顯然共享資料的方式有

所不同，分散式記憶體程式可以直接存取記憶體中的特定位置，分散式記憶體程式則需

要傳送與接收共享的資料內容。

靜態／動態工作配置

根據序列程式的特質、產生的並行版本以及執行緒／行程數量，可以一次指派所有工作

（一般是在計算最外層）或是在執行過程中逐個分派；前者稱為靜態配置，指派完成後

就不會變動；後者稱為動態配置，工作依需要分派。使用動態配置時，同一個執行緒每

次執行時的工作不一定相同，而靜態配置下每個執行緒每次執行時都會指派到相同的工

作（前提是執行緒數量不變）。

一般而言，如果工作能夠切割成與執行緒／行程相同數量，而且每部分的執行時間大約

相同，那麼靜態配置會是最好的選擇，程式實作最為簡單也最易於維護；動態配置對於

工作切割數量大於執行緒數量，或各部分執行時間不同或無法預期的情況，動態配置會

帶來多餘的負擔，好處是有較佳的負擔平衡。

共享記憶體獨有特性

接下來是幾點分散式記憶體與共享式記憶體的差異，如果讀者熟悉分散式記憶體平行，

應該能夠了解其中的不同，對於不熟悉分散式記憶體平行的讀者，仍然必須了解以下幾

點重要的概念。

17 



想要更快的舉手！　　17 

區域宣告與執行緒私有儲存

由於共享記憶體中所有資訊都彼此共享，有時候執行緒擁有私有或區域變數會很方便，

建立執行緒之後，任何在程式執行路徑的宣告（例如函式呼叫內的宣告）都會自動配置

為執行宣告程式的執行緒所私有。在共享記憶體主機上特定節點執行的行程會擁有節點

內所有的本地記憶體。

Windows thread與 POSIX thread同時提供執行緒私有儲存（thread-local storage, TLS）

API ，雖然不同多緒函式庫使用的語法稍有不同，這些 API能夠為個別執行緒配置記憶

體，存放只能讓自己存取的資料。TLS與區域變數的差別在於 TLS中的資料能夠在函

式結束後持續存在，類似 static變數，差別在於每個執行緒會建立各自能夠存取的 TLS 

副本。

記憶體效果

執行緒共享執行節點上的記憶體可能會影響效能，例如儲存衝突與資料競爭。處理器架

構決定了執行緒共享或擁有個別快取的存取權限，兩個核心共享快取會造成個別執行緒

能夠使用的快取空間減半，而且個別快取也會降低分享共通資料的效率；優點則是共享

共同存取的唯讀資料快取非常有效率，只需要單一副本。

偽共享（false sharing）是指執行緒沒有存取相同變數，但共享擁有不同變數的快取線

（cache line），根據快取一致性協定（coherency protocol），當其中一個執行緒更新快

取線中的變數，而另一個執行緒想要存取同一快取線的其他資料時，快取線會先寫回記

憶體。當多個執行緒重複更新相同快取線，特別是來自不同快取時，快取線會因為更新

動作在記憶體間來回跳動。

記憶體內通訊

分散式記憶體程式透過行程間傳送與接受資訊共享資料，要在共享記憶體內分享資料，

執行緒只需要在某個記憶體位置寫入數值，其他執行緒就能夠在同一個位置讀到數值。

當然，為了確保資料正確傳輸，寫入執行緒必須在讀取執行緒讀取前就完成寫入，必須

同步執行緒間的讀取與寫入，傳送與接收交換等同於行程間隱性的同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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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Mutual exclusion）

為了在記憶體內通訊，執行緒必須保護特定共享記憶體位置，透過機制確保一次只有一

個執行緒存取特定位置，這種行為稱為互斥（mutual exclusion），有幾種不同的同步機

制（取決於使用的多緒方法）能夠達成互斥的效果。

讀取與寫入資料都必須保護，多個執行緒讀取相同資料不會造成問題，但多個執行緒寫

入相同位置時，執行順序會影響記憶體最終存放的數值，也就是其他執行緒讀取到的資

料（如之前兩名乘客同時劃同一航班同一座位的情況）；當同一時間一個執行緒讀取一

個執行緒寫入相同記憶體位置時，可能會讀取一或兩種不同數值（寫入前與寫入後），

其中只有一個正確數值，能夠得到與原先序列程式相同的結果。如果多緒演算法執行的

正確性取決於從某個被多個執行緒更新的變數得到特定結果，就必須加上額外的邏輯確

保變數在正確的時間能夠得到正確的數值，就會需要互斥與其他同步機制。

生產者／消費者

在分散式記憶體程式中分派資料或工作到各行程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老闆／工人（boss/

worker），工人行程傳送訊息向老闆要求新工作；老闆接收要求時回覆訊息／工作／資

料給工人行程，可以用執行緒實作老闆／工人分派機制，但需要許多同步邏輯。

為了利用共享記憶體的優勢，可以利用老闆／工人演算法的變型，利用共享佇列（shared 

queue）分派工作，這稱為「生產者／消費者」（producer／ consumer），生產者執行

緒建立封裝後的工作，將工作儲存在共享佇列，消費者執行緒需要工作時從佇列中取得

工作，利用互斥機制保護共享佇列的存取，確保工作能夠正確的被加入佇列，並且只會

被指派個單一執行緒。

讀／寫鎖

由於多執行緒同時讀取相同變數並不會有任何問題，使用互斥避免多緒讀取會造成效能

瓶頸，然而，如果有任何執行緒會更新共享變數，就必須使用互斥，針對更新頻率遠低

於讀取頻率的共享變數而言，最適合的同步物件是讀／寫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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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鎖允許多個讀取執行緒進入保護區存取共享變數，當執行緒需要更新（寫入）共

享變數數值時，讀／寫鎖在允許寫入執行緒進入保護區之前，確保所有先前的讀取執行

緒都已經離開保護區，保護區內有寫入執行緒存取共享變數時，接下來的執行緒（不論

是讀寫或寫入）都必須等待現行的寫入執行緒結束工作。

本書採用的並行程式設計方法

撰寫本書時，我正在研讀 Feynman Lectures on Computation（Perseus Publishing, 1996），

書中的第三章，費曼介紹了計算理論，從有限狀態機開始介紹（automata）接著跳到圖

寧機器（Turing machine）；一開始我有些意外，完全沒有提到下推自動機（push-down 

automata）或上下文無關語言（context-free language），既沒有介紹不確定自動狀態機，

也沒有介紹這些機制與語言文法或字串辨識間的關係。在我學習計算機科學期間，這些

主題一直都是這樣循序教授的。

我很快發現費曼只有一份講義的篇幅能介紹圖寧機器與計算理論，顯然無法涵蓋我在學

校八個星期的課程細節；稍後更發現目標讀者並非資訊科學的學生，而是主修物理與數

學的學生。所以只需要涵蓋這些主題，提供學生正確的背景知識，對廣大的計算理論有

基本的概念就行了。

這也是我希望在本書做到的事，本書不會完整介紹所有並行與平行程式設計的歷史或理

論，只提供必要的概念，透過實際的例子讓讀者理解，並能夠修改自己的程式碼，讓應

用程式在多核心處理器上平行執行。後半部介紹演算法的章節會介紹演算法概論課程中

的內容，雖然讀者可能沒有機會用到本書介紹的並行演算法，本書提供的程式碼也只是

為了示範並行設計方法，讓讀者能夠在自行開發的應用程式上應用類似的設計手法，引

用戈登．拉姆齊大廚（Gordon Ramsay）的說法，提供「簡單且粗略」的並行程式設計

介紹，讓讀者對這個領域有所認識。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