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您好，我叫 Kurt，一位寫程式狂。

我寫軟體的時間已經超過 35年。我沒有在 Microsoft、Google、Facebook、Apple 或其
他知名的公司待過。不過，除了一些短暫的假期外，我每天都在寫程式。我用來寫 C++
程式並與聰明的開發者們討論 C++的時間，至少超過 20年。這是我之所以能寫 C++程
式碼優化書籍的原因。我也寫了不少其他的英文文件，包括規格書、評論、手冊、筆記

與部落格（http://oldhandsblog.blogspot.com）貼文。與我共事過的這些聰明且企圖心旺盛

的開發者，只有約一半的人能夠將二句合乎文法的英文句子給接在一起，這常讓我感到

訝異。

我最喜歡的名言之一是從艾薩克 •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書信中摘錄出來的，
他寫道「若我能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而且還讀了他們的書：有優雅的小書，如 Brian Kernighan與 Dennis Ritchie所著的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有聰穎且觀念先進的書，如 Scott Meyers的 Effective C++

系列；有富挑戰性且能擴展心智的書，像 Andrei Alexandrescu的 Modern C++ Design；

也有謹慎又精準的書，像 Bjarne Stroustrup 與 Margaret Ellis 的 The Annotated C++ 

Reference Manual。在長年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未想過有天會寫書出版。直到有一天，我

突然覺得需要將這本書寫出來。

那麼，為何要寫關於 C++效能校調方面的書呢？

在剛邁進 21世紀時，C++遭受突如其來的攻擊。C語言的粉絲們指出 C++程式的效能
比以 C所寫成的相當程式要來得差。有大筆行銷經費的知名企業大肆吹捧其所擁有的物
件導向式語言，宣稱 C++很難學習，而他們的工具則是行向未來的趨勢。大學也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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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來教學，因為有一大票免費的工具可用。在這些流行風潮的影響之下，賺錢的大型
公司將資源投注在 Java、C#與 PHP上，用它們來寫網頁與作業系統。C++似乎日漸式
微。對相信 C++是功能強大且實用的工具之人士而言，這是一段令人感到沮喪的時光。

然後，有趣的事發生了。處理器核心不再能愈來愈快，但工作負擔卻仍持續加重。上述

的這些公司開始聘用 C++的程式設計師，以解決其在規模調控（scaling）上的問題。以
C++重寫程式碼的成本變得比其資料中心所耗用的電力成本還低。突然間，C++又紅了
起來。

與於 2016前期被廣泛使用的其他程式語言不同，C++提供給開發者充足的實作選項，
從不需動手的自動化支援到細緻的手動控制都有。C++讓開發者更能掌控在效能方面的
取捨。這種掌控的機制讓優化變得可行。

市面上並沒有太多關於 C++優化的書籍。其中有一本是由 Bulka與 Mayhew精心打造而
成但現在看來有點過時的 Optimizing C++。這本書的二位作者顯然與我有類似的職涯經

歷，也發現了許多相同的法則。對想找另一本討論議題與本書相同的書籍之讀者而言，

他們的書是個好起點。此外，與其他書不同，Scott Meyers的書，對如何避免複製建構
（copy construction）有許多著墨。

要完整介紹優化的各個層面，可能要耗費 10本書的篇幅才能辦到。我試著從以往的工
作經驗中，挑選出經常碰上的或者能大幅提升效能的方法。對許多有過效能校調經驗的

讀者們而言，或許會納悶為何我沒有提到他們用來妥善解決問題的策略，我只能說，時

間太少而要說的事太多。

歡迎您指出本書有錯誤的地方、提供對本書的建議或優化的策略，來信請寄到 antelope_

book@guntheroth.com。

我喜愛軟體開發藝術，且陶醉於對每一個新的迴圈或介面路數（kata）的無盡演練。在

詩與科學的角落裡，編寫程式是一種深奧的技巧、一種非常深沈的藝術形式，很少人會

以這樣的角度來欣賞它。編寫優雅的函式中散發出美感，被妥善運用的指令串，不僅威

力強大且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不過，每次看到如 Stepanov標準樣版程式庫（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這樣的經典裡頭，還是充斥著近 10,000行普普通通的程式碼時，還
是不免令人感到哀傷。

本書的宗旨是要讓每位讀者能夠更進一步地去思考建構良好的軟體之美。接受它、運用

它，讓自己能看得更遠。



第一章

優化概觀

我們所處的世界對計算的需求量非常大。不管你正在寫的程式碼是要在手錶、手機、平

板、工作站、超級電腦或世界各地的資料中心上執行，有許多程式是無時無刻都全速在

運行的。因此，只是將腦袋中很酷的想法，精準地轉換成一行行的程式碼是不夠的。不

斷地整理程式碼，將所有不完善的地方都改好，直到程式無論何時都能運行無誤，這也

還是不夠。你寫的應用程式在客戶買得起的硬體上跑起來可能會卡卡的。你的硬體團隊

可能只提供給你次級的處理器，以符合節能的要求。你可能正在產能或每秒影格數上與

競爭者賽跑。或者，你正在建造規模如行星般巨大的作品，但卻為了基本的問題無法得

到妥善的解決，而略為感到緊張。考慮進行優化吧！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優化－特別的是，本書是以實際參考 C++程式碼的運作模式，來對
C++的程式進行優化。本書所提到的某些技巧，也可以套用到其他程式語言上，不過我
並沒有用宏觀的方式來說明這些技巧。有些優化方法雖適用於 C++程式碼上，套用在其
他語言上卻無法發揮效用，或者根本就無法套用到其他語言之上。

本書討論的是將已體現 C++設計之最佳實作的正確程式碼，改寫成幾乎能在各式電腦上
執行的 C++程式。改寫後的程式，仍可體現出好的 C++設計，而且是跑得更快消耗更
少資源的程式。某些不常使用的 C++功能，跑得不快且徒然消耗許多資源，許多優化契
機因此而浮現。這些程式碼，雖然正確，但並沒有設想周延。只考慮到一些現代微處理

器裝置的一般特性，或者只注意到一些不同 C++構造的成本是不夠的。透過 C++所提
供的，能對記憶體管理與複製作細部控制的功能，還有一些優化的途徑可供吾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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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討論的並不是如何下苦工去編寫組合語言副程式、計算時脈週期或學習 Intel最
新矽晶片上有多少指令可以同時派發執行。有些開發者多年來只在單一平台上進行開發

（如 Xbox），他們有時間而且也有必要去掌握這些暗黑祕技（dark art）。絕大多數的開
發者會為手機、平板或個人電腦開發軟體，而這些裝置配備了各式各樣的微處理器晶

片－有些裝置甚至尚未設計完成。若軟體會嵌入成為產品的一部份，則開發者也會遭遇

到架構不同的各式處理器。要求工程師學習如何妥善控制處理器，會讓他們抓狂且不知

所措，我並不建議以這種方式進行優化。對個別處理器進行優化，就大多數應該要能在

各種處理器上運行的應用程式而言，成效不彰。

本書也不討論如何在Windows、Linux、OS X與每一種嵌入式系統上，運用僅適合在特
定系統上使用的最快速解法。本書所討論的是你可以用 C++與 C++標準函式庫來做的
事。跳脫 C++的範圍而進行優化，會讓同儕們難以對優化的程式碼進行檢核或提出建
議，採取這種作法前定要慎重考慮。

本書所討論的是如何進行優化。當有新的演算法被發現，程式語言推出新功能時，現有

的技術或函式就會顯得暗淡。本書會提供幾套可行的範例，說明如何逐步地改善程式，

因此讀者將會熟悉調整程式碼的過程，也會培養出有助於提升優化效果的心態。

本書也會討論程式設計流程的優化。注重程式碼執行期成本的開發者，從一開始寫碼時

就會寫出比較有效率的程式碼。練習一段時間後，編寫執行更快速程式的成本差不多與

編寫執行緩慢的程式相同。

最後，本書討論如何將效能發揮到極致、如何校調，期許讀者能在不久的將來，能聽

到同事們驚訝的讚嘆聲「哇噢，發生了什麼事？它就這樣跑起來了，有誰修了什麼

嗎？」。優化是身為開發者的你可以做的事，它會讓你為自己的創作感到自豪。

優化是軟體發展的一部份

優化是一種寫碼的活動。在傳統的軟體開發過程中，優化會在寫完程式碼（Code 
Complete）後開始，通常是安排在專案的整合與測試階段當中進行，此時已可以觀
察得到整套程式的效能。在敏捷開發（Agile development）的過程中，若效能目標的
部份已經寫好，或是需要調整程式以滿足效能目標時，也可安排一個或更多的衝刺期

（sprints）來進行優化。

優化的目標是改善正確程式的運作效率，讓它能夠符合客戶對速度、產能、記憶體用

量、能源耗用等的需求。優化對開發過程而言，與編寫功能同樣重要。程式效能低落對

使用者而言，與程式有臭蟲或功能不足一樣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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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會不停地變動，這是效能校調與修復臭蟲間一個很重要的不同點。功能只有有與沒

有二種狀態，臭蟲也一樣，要嘛有，要嘛沒有。不過，效能可能非常差，也可能非常

好，或者居於二者之間。優化也是一種迭代的過程，每一次迭代，程式中最慢的部份就

會被改善一點，然後另一個效率不彰的部份就又會浮現出來。

優化幾乎是一種實驗科學，比起其他寫碼工作來，是否以科學心態來從事則更為重要。

要在優化工作上取得成功，需要具備細膩的觀察力、依據觀察所得形成可測試的假設，

然後進行實驗並依據量測結果來驗證或推翻假設。有經驗的開發者常會覺得自己有足夠

的經驗與直覺能寫出優化過的程式碼。不過除非他們常檢驗自身的直覺，否則常常會發

生錯誤。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在為本書編寫測試程式時，常常就發現會有一些結果與

我的直覺並不相符。做實驗而不是靠直覺，是本書所秉持的風格。

優化是有用的

對開發者而言，要去解析個別程式碼的取捨對大型程式整體效能的影響並不容易。實際

上，在所有已完成的程式中，都隱含有一些的優化空間。即使程式是由有經驗的團隊用

許多時間所打造出來的，也常可以進行優化而獲得 30%至 100%效能上的提升。我見
過不少時程倉促且經驗不那麼豐富的團隊，因為優化將程式的效能提升了 3到 10倍之
多。雖然校調過的程式碼可加速超過 10倍的情況並不那麼常見，但選用更好的演算法
或資料結構，卻可能會讓一項原本慢到不堪使用的功能，可以順利地被佈署上線。

優化並非不能做

許多人一開始對優化的印象都是這句嚴厲肅的警告：不要！別搞優化。如果你非得優化

不可，到專案結束時再做，而且不要做超過必須要做的部份。知名的電腦科學家唐納

德 •克努斯（Donald Knuth）對優化就有如下的看法：

我們應該忽略些微的效能提升，約有 97%的情況都應如此：過早考慮優化
是萬惡的根源。

－ Donald Knuth, Structured Programming with go to Statements,  
ACM Computing Surveys 6(4),  

December 1974, p268. CiteSeerX:10.1.1.103.6084 
（http://bit.ly/knuth-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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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威廉 •沃夫（William A. Wulf）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因效率（還不一定實現）所引發的計算罪孽比由任何其他原因－包括極其

愚蠢的那些－所引發的都要來得多。

－ “A Case Against the GOTO”,  
Proceeding of the 25th National ACM Conference (1972):796

別優化被許多有經驗的程式師視為是睿智且無庸置疑的建議，他們只要聽到關於優化的

對談，就會本能地退縮。我發現在這類建議廣泛地被傳頌之下，以之為不良開發習慣的

藉口，已司空見慣，而且大家也會避免去做一些可能會讓程式碼變得非常快的分析。我

也認為，不經思考就接受這種建議的人，常會無故地浪費許多 CPU運算的週期，程式
執行起來常會令使用者感到沮喪，而且也會浪費許多時間在重構本來就可以更有效率的

程式碼上。

我的建議就沒有那麼武斷。我覺得優化並非不能做。學習可以讓程式更有效率的慣用法

（idioms），沒什麼不好。既使你並不清楚程式碼效能的瓶頸何在，也可以隨時應用這
些寫法。這些寫法是好的 C++，運用它們並不會讓同事們不認同你。如果有人問你為何
不寫「簡單」但效率稍差的程式，你可以這樣說，「寫出有效率的程式與寫出既慢又浪

費資源的程式，所需時間差不多，為何有人會選擇寫沒有效率的程式碼呢？」。

麻煩的是，因為不瞭解重點，所以無法決定用哪一種演算法比較好，以致白白浪費許多

時間。麻煩的是，因為覺得程式的重點可能是在時間的限制（time-critical）上，所以花
了幾個星期用組合語言寫了一些程式碼，本來可以用 C++的編譯器行內的方式來處理，
結果卻以叫用函式的方法來使用這些程式碼，把一切都搞砸了。麻煩的是，在未實際確

認是 C真的快，還是 C++不是那麼快之前，只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C很快」，就要求團
隊成員將半數的程式碼都以 C來寫。換句話說，所有軟體開發的最佳實作仍然適用，優
化並不是不守遵規則的藉口。

在不知道何處存在效能問題時，浪費大量時間在優化上是不可取的。第三章將介紹

90/10原則，其意涵為只有 10%的程式碼是效能的關鍵（performance-critical）。因此不
需要也不可能為能提升程式的效能而去調整每一行程式碼。因為只有 10%的程式碼會明
顯影響效能，一開始就能隨意地選對方向的機會並不高。第三章中提供了一些工具，協

助你找到程式碼裡頭可能需進行優化的熱區（hot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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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教授們會提醒學生，優化演算法會比單純的程式寫法具更高的

起始成本（startup cost），因此最好只用在處理大型資料集的程式上頭。對深奧的演算
法來說，可能真是如此。不過，就我的經驗而言，用來進行簡單搜尋與排序任務的優化

演算法，只需要花一點點設定的時間，而且在小型資料集中，也能獲得效能上的提升。

也有人提供這樣的建議給我，先使用最簡單的演算法來寫程式，如果程式跑得太慢，再

回頭對它做優化。毫無疑問地，這是個好建議，它可以持續發展。一旦有了幾次寫出優

化的搜尋或排序之經驗後就可瞭解，與慢的演算法比起來，實作的難度不會差太多。有

經驗後，也許在一開始你就會選對演算法，如此，你只要對一個演算法進行除錯即可。

眾人對事物的看法或既成印象，實際上可能就是優化最大的敵人。比方說，「所有人」

都知道一個排序演算法經過優化，其時間複雜度可降到 O(n log n)，其中 n代表資料集的

大小（參考第 92頁「演算法的時間成本」，其中介紹 big-O表示法與時間成本）。這些
既成印象，就它會讓開發者懷疑自己所寫的 O(n2)插入排序法是最佳的這點看來，是有
價值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既成印象也會造成負面的效果。它可能讓開發者滿足

於現況，不去細讀文獻而找到更快的 O(n logr n)（此處的 r為基數或排序桶數）基數排

序法（radix sort），或是作用在隨機分佈資料上，更快的 O(n)閃光排序法（flashsort），
甚至是一般常用來作為與其他排序法比較基準的快速排序法（quicksort），其最差的時間
複雜度為 O(n2)。亞里斯多德曾說女人的牙齒數目比男人的少（The History of Animals，
第二冊，第一部）（http://bit.ly/aristotle-animals），這個錯誤觀念持續散佈了近 1500年，
直到有人滿懷好奇地實際去數別人嘴巴裡的牙齒，才被推翻。避免這些既成印象影響的

解方，就是具實驗形式的科學方法。第三章將介紹量測軟體效能的工具與驗證優化的 
實驗。

在軟體開發界也流傳著優化並不重要的看法。之所以會有這種看法的原因是，即使你的

程式碼現在跑得很慢，但每年都會有更快的新處理器上市，時間自然就解決了效能不彰

的問題。就跟大多數人的看法一樣，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都是錯的。在 1980與 1990
年代，多數開發工作是以桌上型電腦進行獨立應用程式的開發，此時，單核處理器的速

度每 18個月加快一倍。不過，今日多核處理器是以聚合（aggregate）的方式來持續提
升運算能量，個別核心的效能提升有限，有時其效能甚至會略為降低。現今的程式也必

須要能在行動平台上執行，因電量與散熱的限制，指令的執行速率也無法太高。此外，

雖然時間能為客戶帶來更快的電腦，但卻無法為現有硬體帶來任何效能上的改善。客戶

現有的工作負擔往往會隨著時間而加重，他們能從你公司得到能讓速度升級的唯一機

會，就是取得優化的新版軟體。優化能讓你的程式永保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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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一奈秒，那邊也一奈秒

這十億，那也十億，很快地你就會談到真的錢了。

－常被誤以為是美國參議員艾佛利特 •德克森（Everett Dirkson，1898-1969） 
所說過的話，他宣稱自己從未說過這句話，即使有說， 

也是一些含意相近的話罷了。

桌上型電腦的執行速度快得讓人吃驚。它們每奈秒（或更快）可以派發（dispatch）一
個新指令。那可是 10-9秒啊！當一部電腦能以這麼快的速度運行時，實在很難說服別人

說優化會是一件重要的事。

這類想法的問題在於愈快的處理器，會有愈多的指令會被浪費掉。如果一套程式所執行

的指令中有 50%是非必要的，只要將這些指令移除，程式就會是原來的二倍快，這跟用
多快的速度去執行這些不必要的指令無關。

那些說「效率不重要」的同事們，也可能是指應用程式在桌上型電腦上可以跑得很快。

但不管跑得多快，還是要停下來等使用者的指示。就小型嵌入式系統以及行動裝置中的

處理器而言，因為這些裝置的記憶體、電源或運行速度會受到限制，所以效率尤其重

要。也就是說，效率對那些需要在資源有限（記憶體、電源、CPU執行週期）之環境下
執行的程式而言，非常重要。若工作量龐大到需要分派至不同電腦上處理，此時效率也

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上述的情況下，將工作分派到 100部伺服器或雲端運算單
元（cloud instances）跟分派到 500或 1000部上頭，表現出來的效率可能不同。

50年來，電腦效能已提升了 6個數量級，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在討論優化。如果過去是
未來發展的指引，則優化仍會存續在可見的未來。

C++程式碼優化策略的總結
查查那幾個慣犯。

－路易斯雷諾警長（克勞德雷恩斯飾），北非諜影，1942。

C++的眾多功能提供了一系列的實作選項，一方面提供不需動手的自動化與豐富的寫碼
形式，一方面卻也能在效能方面進行細部的操控。就是因為有這些彈性的選項，讓調整

C++程式以符合效能方面的需求變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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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可進行優化的熱點（hot spots）中有許多「慣犯」，包括函式呼叫、記憶體配置
與迴圈。底下整理出可提高 C++程式效能的方法，此列表形成了本書的大綱。給讀者們
的建議非常簡單，列出來的這些，也都有人發表過，不過，當然，魔鬼藏在細節裡。本

書的範例與經驗法則，將協助讀者在遇上優化問題時，更能確切地掌握優化的契機。

選用較好的編譯器，善用所選的編譯器

C++編譯器是複雜的軟體工藝。每一種編譯器會以不同的方式將 C++的敘述轉化成機器
碼。它們自同樣的原始碼所產生出來的執行碼都不同。如果你想要從程式碼中再榨出一

點點效能的提升，試試不同的編譯器也許是值得的，試看看不同的編譯器是否能為你產

生更快的執行碼。

挑選 C++編譯器時要參考的最重要建議是使用符合 C++11規範的編譯器。C++11實
作右值參考（rvalue references）與可省下許多複製操作（copy operations）語法的移動
語意（move semantics），這些語法在之前的 C++版本中是沒辦法避免的。（移動語意將
在第 137頁「實作移動語意」中討論。）

有時，選用較好的編譯器是指善用編譯器。比方說，如果你的應用程式執行速度緩

慢，你要先檢查編譯器的優化選項是否有開啟。這看來理所當然，但我已經見過太多人

忽略了這些開關的設定，當然，依照我的建議將優化選項開啟後，編譯出的程式碼執行

起來會快許多。大多數的情況，用這樣的設定就夠用了。如果你好好設定編譯器，它就

會讓你的程式快上幾倍。

在預設情況下，大多數的編譯器並不會開啟任何優化選項。不進行優化可讓編譯時間縮

短一些。在 1990年代，這滿重要的。不過，現今的編譯器與電腦都非常快，這一點點
額外成本並不算什麼。當優化選項關閉時，除錯工作也會比較簡單，因為執行的流程完

全依照原始碼而定，優化器（optimizer）可能會將程式碼搬到迴圈外面、移除某些函式
呼叫，也可能會一併移除某些變數。有些編譯器在優化選項開啟時，並不會顯示除錯符

號（debug symbols）。有些編譯器在除錯過程會顯示更多資訊，不過，只透過除錯器觀
察程式執行流程就能瞭解程式功用並不容易。許多編譯器允許在不影響除錯過程太多的

情況下，以除錯建置（debug build）模式，分別設定各個優化選項。因為在每個類別中
編寫許多小型的成員函式去存取成員變數，是較佳的 C++程式編寫風格，所以僅是將函
式行內化功能（function inlining）開啟，對 C++程式就會有明顯的影響。

C++編譯器的文件中載有優化旗標與編譯指令（pragmas）的大量說明。這類文件就像
新車的使用手冊那樣，你可以不讀手冊就坐進車子裡把車開走，不過，這樣一來，你會

遺漏掉不少讓你能更有效率地操作這又大又複雜的機器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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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夠幸運可以在Windows或 Linux下開發 x86架構的程式，你就可以找到幾款持續發
展中的絕佳編譯器。在本書完成前，Microsoft在五年內已推出過三個 Visual C++的版
本，而 GCC每年至少會釋出一個版本。

在 2016初期，Intel的 C++編譯器能在 Linux或 Windows上產生最緊實（tightest）的
程式碼。GUN的 GCC C++編譯器雖效能稍低，但符合多數標準的規範。Microsoft的
Visual C++則介於二者之間。我很樂意製作一些圖表呈現出 Intel C++ 所產生的碼比
GCC所產生的快了多少個百分點，以協助你作決定，但編譯器的選用與程式碼及編譯器
的版本有關，所以也不太有參考價值。Intel C++編譯器的售價超過 100美元，也有 30
天免費的試用版。Visual C++ 也有免費的簡易版。在 Linux系統上的 GCC則是永久免
費的。做一些實驗並不會花費太高的成本，試著用不同的編譯器來處理你的程式，看看

是否能提高效能。

選用更好的演算法

對優化影響最大的是所選用的優化演算法。在演算法優化上下功夫，對程式效能的提

升，有戲劇化的效果。以優化後的演算法來改良之前效率不高的程式，就跟升級電腦會

讓應用程式跑得更快一樣，會有效率上的提升。不過，跟升級電腦一樣，大部份的優化

只能提升固定比例的效能。許多優化的嘗試，只能獲得 30%到 100%的效能提升。如果
你很幸運，也許可以讓效能提升成三倍。不過，效能通常不會大幅提升，除非你採用更

有效率的演算法。

優化的實戰故事

回到使用 8吋磁碟片與 1MHz處理器的時代，有位程式師設計了一套管理無線電
台的程式。這套程式其中的一項功能是每天要產生排序後的播放歌單紀錄。麻煩

的是，它需要花費 27個小時去排序一天所產生的資料，明顯地，這套程式無法
為人所接受。要讓這個重要的排序能執行得更快，這位開發者採取了令人敬佩的

作法，他對電腦進行逆向工程，修改電腦的微碼（microcode）。經過修改的排序
法，安排在記憶體中執行時，雖然執行時間有降低到 17個小時，但還是令人無法
接受。最後，他就向當時我所任職的電腦製造公司求助。

我詢問這位開發者所用的排序演算法是哪一種，他說是「合併排序（Merge 
sort）」。合併排序是優化的比較排序演算法族系中之一員。有多少筆紀錄需要排
序？「有幾千筆」他答道。這不合理。他使用的系統應該可以在一個小時內將這

些資料排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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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這位開發者詳細說明他的排序演算法。我已經想不起後來聽到了哪些會令人

混淆或產生誤解的話，但談到最後發現，這位開發者所實作的其實是一個插入排

序法。在這裡選用插入排序法並不好，其時間複雜度是需排序紀錄數目的平方

（參閱第 99頁「排序演算法的時間成本」）。他知道有種排序法叫作合併排序法，
而且是經過優化的。他找到一種以「合併（merge）」與「排序（sort）」描述其插
入排序法的方法。

我為了這位客戶寫了一套非常傳統的排序程序（sort routine），使用了真正的合併
排序，可在 45分鐘內將他的資料排序完成。

想要以英雄般的奮戰精神，對一套不好的演算法進行優化是不明智的。學習並使用優化

演算法進行搜尋與排序工作，才是一條可邁向優化的康莊大道。沒有效率的搜尋與排序

法會佔用程式碼大部份的執行時間。對程式進行教調可縮減固定比例的執行時間，換用

更好的優化演算法，則可隨著所處理數據量的增加，縮減更高比例的程式執行時間。既

使處理的是只有十幾筆資料項目的小資料集，在經常使用的情況下，一種優化的搜尋或

排序法就可以節省不少時間。在第五章優化演算法中，我們會看到優化演算法的樣貌。

我們可以在不同規模的情境下使用優化演算法。從簡潔的小型封閉式運算（closed-form 
computations），到緊實的關鍵字搜尋函式，或是具複雜資料結構的大型程式，都能運用
優化演算法。有不少很棒的書籍討論這方面的主題，需要耗費整個職涯的時間，才能究

其奧祕。很遺憾地，本書無法對優化演算法這個主題作更深入的討論。

第 100頁「優化模式（Optimization Pattern）」涵蓋了一些用來提升效能的重要技術；包
括預計算（precomputation，將計算工作自執行期移至鏈結、編譯甚或是設計期）、後
延計算（lazy computation，將實際的計算延後，在需要結果時才進行計算），以及快取
（caching，儲存成本高昂的計算以供重複使用）。在第七章熱門敘述優化中，已加入許
多關於運用這些技術的實務範例。

選用更好的函式庫

附在 C++編譯器中的標準 C++樣版與執行期函式庫（template and runtime libraries），
一定要是可維護（maintainable）、通用（general）且穩健（robust）的。開發者如果知
道這些函式庫並不一定會為執行速度而特別調整，大概會大吃一驚。若知道有 30多年
歷史的 C++，其商業版編譯器所附的函式庫仍都存在錯誤（bugs）、可能不符合 C++的
現行標準，或甚至是在編譯器釋出後，才勉強配合標準調整時，應該會更驚訝才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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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優化的量測與建議工作更形複雜，而且會讓任何有優化經驗的開發者誤以為他們的經

驗可以套用到其他的平台上。第八章使用更好的函式庫將討論這方面的議題。

熟悉 C++標準函式庫對優化開發者而言是一項關鍵的技巧。本書將對搜尋與排序演算法
（第九章搜尋與排序優化）、使用容器類別的優化寫法（第十章，資料結構優化）、I/
O（第十一章，I/O優化）、併行性（第十二章，併行優化），以及記憶體管理（第十三

章，記憶體管理優化）等主題提出建議。

在一些處理重要工作，如記憶體管理（參閱第 333頁「高效能記憶體管理器」），的開源
函式庫中，其所提供的複雜實作，能比廠商所提供的 C++執行期函式庫跑得更快更稱
職。選用這些函式庫的優點是，它們能很快地被套用到現行的專案中，我們立即可感受

到速度上的提升。

在 Boost專案（http://www.boost.org）與 Google Code（https://code.google.com）中，還有

許多可公開取用的函式庫，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它們提供了如 I/O、視窗（windowing）、
字串處理（參閱第 85頁「採用新式的字串實作」），以及併行（參閱第 320頁「併行函式
庫」）的函式庫。這些函式庫並不是要取代標準函式庫中具相同功能的函式，它們用來提

升程式效能或者在程式中加入新的功能。與為標準函式庫所設計的比起來，這些函式庫

經過取捨（trade-offs），使其具有執行速度快的優勢。

最後，我們也可以為特定專案開發專屬函式庫，減少標準函式庫對安全性與強健性的限

制，以換取速度上的提升。這些議題會在第八章使用更好函式庫中討論。

函式叫用方法的成本高昂（參閱第 161頁「叫用函式的成本」）。好的函式庫 API所提供
的函式會反映出本身 API的使用方法。所以就大部份基本的函式而言，使用者並不需要
常進行非必要的函式叫用。比方說，有一個能擷取字元的 API提供了一個叫 get_char()
的方法，使用者每次都需要花一個函式叫用的代價，以取得一個字元。如果這組 API也
提供一個 get_buffer()函式，則此 API就可以避免在每取一個字元時都要作一次函式叫
用的代價。

有時經過詳細校調過的程式會帶來一些複雜度，而函式與類別函式庫就是將這些複雜度

藏起來的好位置。函式庫應該讓自身發揮最大的效率，進而讓叫用的成本降到最低。

函式庫函式大都位於深度串接的呼叫鏈（callig chains）底層，這將放大對效能改善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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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記憶體的配置與複製

減少對記憶體管理器（memory manager）的叫用是一種有效的優化方式，即使開發者只
懂這一招，也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優化家。多數 C++語言功能所耗用的成本，大都集中在
少數指令上，每一次叫用記憶體管理器的成本是以數千個指令為單位來衡量的。

因為字串是許多 C++程式中滿重要（成本也高）的部份，我也安排了一整個章節，以
案例探討（case study）的方式，討論字串處理的優化。第四章字串操作優化：案例探
討介紹並提倡將優化概念運用到熟悉的字串處理情境中。第六章動態配置變數優化則

專注討論如何在不犧牲有用的 C++程式設計慣用法，如字串與標準函式庫容器，的前提
下，降低動態記憶體配置的成本。

一個緩衝區複製（buffer-copying）函式的叫用，可能就需要耗用數千個執行週期。顯
然，儘量減少複製的次數，是一種能讓程式碼加速的方法。記憶體配置會引發不少複

製操作，因此處理了一個問題，也可以減少其他相關的問題。複製的其他重點是建構器

（constructors）、指定運算子與輸入 /輸出。第六章動態配置變數優化中的討論會涵蓋
這方面的主題。

移除計算

除了配置與函式叫用之外，個別 C++敘述的成本通常並不明顯。不過若在迴圈中或每
次程式處理一個事件時，都需要重複執行相同程式碼上百萬次，這種成本就會突然變成

大麻煩。大多數的程式會有一或更多個主事件處理迴圈，以及一或更多個處理字元的函

式。找到這些迴圈並將之優化大都能有效提升效率。第七章熱門敘述優化提供一些如何

找到執行頻繁的程式碼之建議，你可以預期這類的程式碼大都位於迴圈之中。

在關於優化的文獻中，可以找到如何有效率地使用個別 C++敘述的技術寶庫。許多程式
員相信關於這些技巧的知識，是優化賴以生存的基礎。這種想法的問題在於，除非某段

程式碼特別熱門（hot，指經常被執行），否則從中移掉一、二次記憶體存取，就整體效
能的量測而言，並沒有不同。第三章效能量測介紹一些技術，協助你在想要減少計算量

之前，如何去判斷哪一部份的程式碼最常被執行。

值得一提的是，新式的 C++編譯器在這類局部的效能增進方面都做得不錯。程式員
因此就不再需要在大型函式庫中，用所有的 OCD（譯註：晶片內除錯器，on-chip 
debugger）將每一個 i++ 改成 ++i、展開迴圈並大費周章地向同事解釋什麼是達夫裝置
（Duff’s device）以及它之所以這麼酷的原因。第七章熱門敘述優化中，筆者會帶大家
概要地看一看這個寶庫裡頭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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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好的資料結構

選用最適合的資料結構對效能有莫大的影響。部份是因為插入（inserting）、迭代
（iterating）、排序（sorting）與項目檢索（retrieving entries）等演算法的執行期成本，
會受到資料結構的影響。不同的資料結構，也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運用記憶體管理器。此

外，資料結構有沒有好的區域快取來配合也會影響到效能。第十章資料結構優化將探討

C++標準函式庫中資料結構的效能、行為與取捨。第九章搜尋與排序優化討論運用標
準函式庫演算法，在簡單向量與 C陣列上層，實作表格（table）資料結構。

提高併行性

大多數的程式必須等待發生在煩人、雜亂之物理實體世界中的某些活動完成。它們必須

等待從機械式磁碟中讀出來的檔案、自網際網路回傳的網頁，或者是使用者緩慢的鍵盤

輸入。無論何時，因等待上述事件而讓程式無法往前執行的情況，都會提高無法執行其

他運算的機會，這是一種浪費。

現今的電腦大都擁有多個能執行指令的處理器核心，如果運算工作能分攤給幾個處理

器，工作可以更快完成。

隨著併行執行（concurrent execution）觀念的發展，供彼此共用資料的同步併行線程
（synchronizing concurrent threads）運用工具也陸續被開發出來。這些工具可被妥善運
用，也可被誤用。第十二章併行優化涵蓋某些關於有效控制同步併行線程的想法。

記憶體管理優化

在許多 C++程式中，記憶體管理器，為管理動態記憶體配置之 C++執行期函式庫的一
部份，是最常被執行的程式碼。C++有個龐大的記憶體管理 API，但大多數的開發者可
能從來都沒用過。第十三章記憶體管理優化將呈現一些提升記憶體管理效能的技術。

總結

本書協助開發者認識並運用下列能提升程式碼效能的方法：

• 使用更好的編譯器，並開啟優化選項。

• 運用優化演算法

• 運用更好的函式庫，善用函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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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記憶體配置

• 減少複製

• 移除計算

• 運用優化資料結構

• 增加併行性

• 優化記憶體管理

如筆者說過的，魔鬼藏在細節裡。開工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