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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搜索应用，包括智能交互，语义搜索，

智能匹配和智能决策四个技术方向，这四个方向

的协同创新实现了搜索全链路的深度学习技术升

级，并具备从传统的单场景单目标优化到多场景

多目标联合优化的能力；

再次是在性能优化上做的工作，包括模型压

缩、量化、低秩分解再到二值网络，大量的技术

调研和论证，为未来提高深度模型预测性能和软

硬件协同优化做了很好的技术铺垫；

最后是排序平台化，实现了PC商品搜索、无线

商品搜索、店铺内搜索搜索和店铺搜索的搜索服

务统一，通过特征和模型复用，实现了多条业务

线技术的快速升级。下面我会简要的概括下在四

个方向上取得的主要进展和背后的思考。

如下图，是搜索系统和算法的简图。

搜索系统和算法简图

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图像、语音和

NLP领域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信息检索

和个性化领域近几年也有不少公开文献，比如

wide & deep实现了深度模型和浅层模型的结

合，dssm用于计算语义相关性，deepfm增加了

特征组合的能力，deep CF用深度学习实现协同

过滤，rnn recommender 采用行为序列预估实

现个性化推荐等。工业级的信息检索或个性化系

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深度学习的工业级应

用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强大的系统计算能力，优

秀的模型设计能力和合适的应用场景，我们梳理

了过去一年多搜索在深度学习方向上的探索，概

要的介绍了我们在深度学习系统、深度学习算法

和搜索应用落地的进展和思考，希望对大家有所

启发。

深度学习在搜索的应用概括起来包括4个方

面：

首先是系统，强大的深度学习训练平台和在线

预测系统是深度学习应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们

的离线深度学习框架、在线深度学习框架和在线

预测框架统一到tf，并实现了日志处理，特征抽

取，模型训练和在线服务部署端到端的流程，极

大提升了算法迭代效率；

阿里巴巴年度技术总结：
人工智能在搜索的应用和实践

作者：欧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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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包括:

a. 离线数据平台ODPS，负责离线日志join、

特征抽取和离线模型预估产出排序特征，时效性

不强的特征都是通过离线数据平台产出的，比如

用户性别标签，商品关键字等;

b.  离线机器学习平台PAI，底层是主流的

parameter server和TF深度学习框架，平台实现

了大部分机器学习算法模型的并行训练和预测，

在搜索应用中主要作用是离线模型训练产出离线

排序特征模型；

c. 流式计算和在线学习平台 Porsche，流式计

算是基于blink负责实时日志解析和特征join生成

实时排序特征，在线学习和离线学习底层框架可

以相同，差别主要是依赖数据源和部分优化方法

不同，由于用户行为和市场环境变化快，流式计

算和在线学习在搜索应用非常广泛，并积累了不

少在线学习和强化学习算法；

d. 在线服务平台，包括引擎、排序服务和搜索

平台组成，负责在线的服务分发、索引查询、排

序服务和结果合并等功能，搜索的排序策略、相

关性、个性化等模型主要通过在线预测服务生

效。经过多年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完善的商

品 搜 索 排 序 算 法 体 系 ， 包 括 知 识 图 谱 、 分

词、tagging、类目预测、意图预测、拼写纠

错、query 推荐、query 语义改写、相关性、商

品标签、商品质量、店铺分层、用户profile、用

户偏好、用户感知、召回策略、个性化模型、多

样性策略、异构服务混排策略、多目标联合优化

策略、多场景联合排序策略等，并平台化的方式

赋能相关业务团队。

系统进展包括机器学习平台和在线预测平台

机器学习平台。搜索训练样本主要来自用户行

为，由于用户行为是流式数据，适合做在线深度

学习，但当模型参数非常庞大需要海量的样本时

在线学习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收敛，这时一般是

先做离线预训练再结合增量或在线学习，另外有

些模型离线预训练后在线只需要对接近输出层的

网络做fine-tuning。搜索在实际应用的有离线机

器学习平台PAI和在线机器学习平台Porsche，两

个平台深度学习框架目前都统一到了tf-pai， tf-

pai 对原生tf做了一些优化，比如底层通讯，稀疏

参数存储、优化方法、GPU显存优化等，比原生

tf训练深度有较大的提升，训练上千亿样本和上百

亿参数的深度模型毫无压力。

虽然Porsche和PAI都支持GPU，但在搜索应

用中CPU依然是主流，GPU应用比较少，原因主

要是个性化相对图像或语音简单，特征抽取网络

比较浅，维度相对较低，GPU的稠密矩阵计算能

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同时离在线混布后流量低谷

期间腾出了大量的在线服务闲置CPU，把临时闲

置的CPU利用起来做深度学习训练是一个非常好

的思路。

在线预估RTP，搜索排序算分服务。由于每次

搜索请求有上千个商品需要计算排序分数，深度

模型应用对RTP服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RTP通

过采用异构计算，计算算子化和模型分片等方式

解决了深度模型inference计算和存储问题，深度

模型用GPU，浅层模型用CPU，今年双11期间搜

索RTP服务用到了550张GPU卡。另外，RTP还

实现了离线/在线训练模型/数据和在线预测服务

部署的无缝衔接，算法训练好的模型或数据可以

很轻松的部署都在线服务，提升了算法迭代效

率。

算法包括智能交互、语义搜索、智能匹配和搜

索策略四个方向

智能交互

商品搜索就是带交互的商品推荐，用户通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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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字输入搜索意图，引擎返回和搜索意图匹配的

个性化推荐结果，好的交互技术能够帮助到用户

更好的使用搜索引擎，目前搜索的交互主要是主

动关键字输入和关键字推荐，比如搜索框中的默

认查询词和搜索结果中的文字链等，推荐引擎根

据用户搜索历史、上下文、行为和状态推荐关键

字。

和商品推荐的区别是，关键字推荐是搜索链路

的中间环节，关键字推荐的收益除了关键字的点

击行为外，还需要考虑对整个购物链路的影响，

包括在推荐关键字的后续行为中是否有商品点

击、加购和成交或跳转到另外一个关键字的后继

行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强化学习问题，action 是

推荐的关键字候选集合，状态是用户当前搜索关

键词、上下文等，收益是搜索引导的成交。除了

被动的关键字推荐，我们也在思考搜索中更加主

动的交互方式，能够做到像导购员一样的双向互

动，主动询问用户需求，挑选个性化的商品和给

出个性化的推荐理由，目前阿里搜索团队已经在

做智能导购和智能内容方向的技术原型及论证，

智能导购在技术上主要是借鉴对话系统，通过引

导用户和引擎对话与关键字推荐方式互为补充，

包括自然语言理解，对话策略，对话生成，知识

推理、知识问答和商品搜索等模块，功能主要包

括：

a. 根据用户搜索上下文生成引导用户主动交互

的文本，比如搜索“奶粉”时，会生成“您宝宝

多大？0~6个月，6个月到1岁….”引导文案，提

示用户细化搜索意图，如果用户输入“3个月”

后，会召回相应段位的奶粉，并在后续的搜索中

会记住对话状态“3个月”宝宝和提示用户“以下

是适合3个月宝宝的奶粉”。

b. 知识导购，包含提高售前知识问答或知识提

示，比如“3个月宝宝吃什么奶粉” 回答“1段”

。目前对话技术正在提高中，尤其是在多轮对话

状态跟踪、知识问答和自动评价几个方面，但随

着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和生成对抗学习等技术在

NLP、对话策略、阅读理解等领域的应用，越来

越多的训练数据和应用场景，domain specific 

的对话技术未来几年应该会突飞猛进。智能内容

生成，包括生成或辅助人工生成商品和清单的“

卖点”，短标题和文本摘要等，让淘宝商品表达

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

语义搜索

语义搜索主要是解决关键字和商品内容之间的

语义鸿沟，比如搜索“2~3周岁宝宝外套”，如果

按照关键字匹配召回结果会远小于实际语义匹配

的商品。

语义搜索的范围主要包括：

a. query tagging和改写，比如新品，年龄，

尺码，店铺名，属性，类目等搜索意图识别和归

一化，query tagging模型是用的经典的序列标注

模型 bi-lstm + CRF，而标签分类（归一化） 作

为模型另外一个任务，将序列标注和分类融合在

一起学习。

b. query 改写，主要是计算query之间相似

度，把一个query改写成多个语义相似的query，

通常做法是先用不同改写策略生成改写候选query

集合，比如词替换、向量化后top k、点击商品相

似度等，然后在用ltr对后续集合排序找出合适的

改写集合，模型设计和训练相对简单，比较难的

是如何构建高质量的训练样本集合，线上我们用

bandit 的方法探测部分query 改写结果的优劣，

离线则用规则和生成对抗网络生成一批质量较高

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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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商品内容理解和语义标签，通过商品图片，

详情页，评价和同义词，上下位词等给商品打标

签或扩充商品索引内容，比如用 image tagging

技术生成图片的文本标签丰富商品内容，或者更

进一步用直接用图片向量和文本向量融合，实现

富媒体的检索和查询。

d. 语义匹配，经典的DSSM 模型技术把query 

和商品变成向量，用向量内积表达语义相似度，

在问答或阅读理解中大量用到多层LSTM + 

attention 做语义匹配，同样高质量样本，特别是

高质量负样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模型的质量，我

们没有采样效率很低的随机负采样，而是基于电

商知识图谱，通过生成字面相似但不相关的query

及相关文档的方法生成负样本。

从上面可以看到query tagging、query相似

度、语义匹配和语义相关性是多个目标不同但关

联程度非常高的任务。下一步计划用统一的语义

计算框架支持不同的语义计算任务，具体包括

1. 开发基于商品内容的商品表征学习框架，为

商品内容理解，内容生成，商品召回和相关性提

供统一的商品表征学习框架，重点包括商品标

题，属性，详情页和评价等文本信息抽取，图像

特征抽取和多模信号融合。

2. query 表征学习框架，为query 类目预

测，query改写，query 推荐等提供统一的表征

学习框架，重点通过多个query 相似任务训练统

一的query表征学习模型。

3. 语义召回，语义相关性等业务应用模型框

架。语义搜索除了增加搜索结果相关性，提升用

户体验外，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淘宝商品标题

堆砌热门关键词的问题。

智能匹配

这里主要是指个性化和排序。内容包括：

a. ibrain (深度用户感知网络)，搜索或推荐中

个性化的重点是用户的理解与表达，基于淘宝的

用户画像静态特征和用户行为动态特征，我们基

于mul t i -moda ls  learn ing、mul t i - task 

representation learning以及LSTM的相关技

术，从海量用户行为日志中直接学习用户的通用

表达，该学习方法善于“总结经验”、“触类旁

通”，使得到的用户表达更基础且更全面，能够

直接用于用户行为识别、偏好预估、个性化召

回、个性化排序等任务，在搜索、推荐和广告等

个性化业务中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感知网络超过

10B个参数，已经学习了几千亿次的用户行为，

并且会保持不间断的增量学习越来越聪明。

b. 多模学习，淘宝商品有文本、图像、标

签、id 、品牌、类目、店铺及统计特征，这些特

征彼此有一定程度的冗余和互补，我们利用多模

学习通过多模联合学习方法把多维度特征融合在

一起形成统一的商品标准，并多模联合学习中引

入self-attention实现特征维度在不同场景下的差

异，比如女装下图片特征比较重要，3C下文本比

较重要等。

c .  d e e p f m ， 相 对 w i d e  &  d e e p  模

型，deepfm 增加了特征组合能力，基于先验知

识的组合特征能够应用到深度学习模型中，提升

模型预测精度。

d. 在线深度排序模型，由于行为类型和商品重

要性差异，每个样本学习权重不同，通过样本池

对大权重样本重复copy分批学习，有效的提升了

模型学习稳定性，同时通过融合用户状态深度ltr

模型实现了千人千面的排序模型学习。

e. 全局排序，ltr 只对单个文档打分然后按照ltr

分数和打散规则排序，容易导致搜索结果同质

化，影响总页效率，全局排序通过已知排序结果

做为上下文预测下一个位置的商品点击概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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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升了总页排序效率。

f. 另外工程还实现了基于用户和商品向量的向

量召回引擎，相对倒排索引，向量化召回泛化能

力更强，对语义搜索和提高个性化匹配深度是非

常有价值的。以上实现了搜索从召回、排序特

征、排序模型、个性化和重排的深度学习升级，

在双11无线商品搜索中带来超过10% (AB-Test)

的搜索指标提升。

多智能体协同学习实现智能决策

搜索中个性化产品都是成交最大化，导致的问

题是搜索结果趋同，浪费曝光，今年做的一个重

要工作是利用多智能体协同学习技术，实现了搜

索多个异构场景间的环境感知、场景通信、单独

决策和联合学习，实现联合收益最大化，而不是

此消彼长，在今年双11中联合优化版本带来的店

铺内和无线搜索综合指标提升12% (AB-Test)，

比非联合优化版本高3% (AB-Test)。

性能优化。在深度学习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意

识到深度模型inference 性能会是一个瓶颈，所以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实验，包括模型压缩(

剪枝)，低秩分解，量化和二值网络。

通过以上技术，今年双11期间在手淘默认搜

索、店铺内搜索、店铺搜索等均取得了10% (AB-

Test)以上的搜索指标提升。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搜索应用的未来计划

通用用户表征学习。前面介绍的DUPN 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用户表征学习模型，但基于query 的

attention 只适合搜索，同时缺少基于日志来源的

attention，难以推广到其他业务，在思考做一个

能够适合多个业务场景的用户表征模型，非搜索

业务做些简单fine tuning 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效

果；同时用户购物偏好受季节和周期等影响，时

间跨度非常大，最近K个行为序列假设太简单，我

们在思考能够做life-long learning 的模型，能够

学习用户过去几年的行为序列；

搜索链路联合优化。从用户进入搜索到离开搜

索链路中的整体优化，比如 搜索前的query 引导

（底纹），搜索中的商品和内容排序，搜索后的 

query推荐（锦囊）等场景；

跨场景联合优化。今年搜索内部主搜索和店铺

内搜索联合优化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未来希望能

够拓展在更多大流量场景，提高手淘的整体购物

体验；

多目标联合优化。搜索除了成交外，还需要承

担卖家多样性，流量公平性，流量商业化等居多

平台和卖家的诉求，搜索产品中除了商品搜索外

还有“穹顶”，“主题搜索”，“锦囊”，“内

容搜索”等非商品搜索内容，不同搜索目标和不

同内容（物种）之间的联合优化未来很值得深

挖。

智能交互。“搜索排序做的再好搜索也只是一

个工具”，如何把搜索从工具做成私人导购助

手，能够听懂你的语言，了解你的情绪，能够对

话和多轮交互，解决售前售后困惑，推荐更加个

性化的商品应该是搜索未来的另外一个主要发展

方向。■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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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还有距离 智能驾驶
舱已在眼前

提及智能汽车，先想到的是自动驾驶，虽众

巨头们均在这方面发力，也有很明显的进

展，但距真正实现距离还很远，相对而言，实现

智能驾驶舱要更接地气一些。正如中科创达智能

汽车事业部首席架构师张航在采访中表示：融入

了AI听觉、视觉和炫酷人机交互界面的智能驾驶

舱，让只针对司机的交互，变成车内所有人的交

互，且场景更加丰富，方式更加智能化、科技

化。

智能驾驶舱已在眼前

传统驾驶舱仪表盘、中控显示屏、 车载信息及

娱乐终端等功能大多呈分区显示，这样功能布局

碎片化和复杂的操作环境，不仅分散驾驶者的注

意力，降低驾驶体验，还隐藏着安全隐患。还有

就是UI的设计很老旧，很多人把当前汽车的人机

交互比作智能手机前夜的“诺基亚”。

IT创新带动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在不断被颠覆，

拿电脑来说，从键盘到鼠标、触控屏；拿手机来

说，从按键到智能。汽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

都要用到的出行工具，未来的交互也一定会发生

巨大的改变。智能驾驶舱概念的提出，亦或能够

定义未来汽车人机交互新体验。那么，什么是智

能驾驶舱呢？ 包含多屏融合（包含了液晶仪

表、HUD、中控屏及中控车载信息终端、后座

HMI娱乐屏、车内外后视镜等载体），以及语音

控制、手势操作等智能化的交互方式。

近日，中科创达智能汽车事业部首席架构师张

航于2017安卓技术大会现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过程中了解到2014年起，中科创达就专注于为下

一代智能联网汽车提供智能驾驶舱系统解决方

案，以智能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为基础，并与高级

辅助驾驶系统(ADAS)、智能仪表盘、汽车总线、

车载通信系统相融合。

中科创达在去年收购了Rightware——先进汽

车数字仪表盘及信息娱乐系统中的图形引擎软件

供应商，和Appsy——能够提供高性能高表现的

汽车显示音频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标志着中科创

达将有能力为全球客户提供智能车载娱乐信息系

统和数字仪表盘系统的解决方案。

今年，又携手重庆市渝北区政府成立重庆智能

汽车协同创新研究院，联合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

共同建设的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创新基地、重

点产品研发基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推动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

智能驾驶舱的产业链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作者：王雪燕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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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涵盖抬头显示器、中控显示器、数据仪表

盘、汽车后座屏等，软件部分涵盖操作系统、软

件服务、ADAS系统等。只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

趋近于成熟，智能驾驶舱才能真正的落地。当

下，有很多像中科创达这样的专注于某一细分环

节的提供商活跃在这条产业链上，相信智能驾驶

舱的实现就在眼前。

基于Kanzi的车载Android系统

2105年开始，一些车厂开始使用安卓前装车

载的信息娱乐系统，但当时的安卓只有移动和平

板两个版本，各个厂家需要按需定制功能，在兼

容性方面存在很大问题。2016年末，Android 

O、Android P新功能公布，在汽车方面涉及的模

块，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功能，但

对于车厂来说，还有很大改善空间，定制必不可

少。就拿风格来说，每个车厂都希望自己独具一

格，所以对才做系统的界面会有很高的要求。

张航向我们介绍，中科创达收购Rightware，

主要是因为它的明星产品Kanzi——一款汽车行业

领先的人机交互界面设计软件，用于快速设计和

执行包括仪表盘、信息娱乐系统、和抬头显示器

在内的汽车用户界面。

Kanzi 有三大亮点：

一是用户界面设计工具Kanzi studio，具备功

能有：从基本的2D扩爱到高端3D图形；内置UI空

间，布局，动画，过渡等；高级UI流和视觉状态

创作，无须编码等，可设计出非常绚的界面效

果。

二是跨平台运行引擎Kanzi Engine，提供工程

团队熟悉的标准C++ API、先进的图像渲染引

擎、模块化架构，支持多硬件多操作系统、从低

端扩展到高端应用，像素完美的图像及文本渲

染。

三是Kanzi Connect，把车内的各个系统全都

联起来，并通过云端联接手机，这样一来，使得

信息可以在不同的子系统之间实现相互通讯，而

且因为Kanzi Connect定制过，可以联接车载网

络。

目前，中科创达把Kanzi作为智能驾驶舱的基

础架构，包括UI的显示、HMI的架构、不同系统

之间的链接方式等等。

采访最后，张航表示，在车联网时代，智能汽

车的标准不仅是拥有更智能的交互式驾驶舱、更

安全的自动驾驶技术，更包含与互联网相连，为

人们提供丰富多彩互联网服务的能力。然而，不

同于智能手机行业，智能汽车的网络入口不完全

由车厂决定，互联网企业同样有机会参与竞争，

作为汽车行业OS的提供商，中科创达致力同时为

车厂和互联网企业提供优秀的技术平台，使得他

们能够更专注于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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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传媒刘彦东：

AI将个性化内容及时送至读者手中

2017年12月01日-02日，

由51CTO主办的WOTD全

球软件开发技术峰会将在深圳中

州万豪酒店隆重举行。本次峰会

以软件开发为主题，数十位专家

级嘉宾将带来多场精彩的技术内

容分享。届时，网易传媒技术

VP刘彦东先生将在峰会主会场

与来宾分享”当AI遇见信息流: 

新时代的信息分发”主题演讲，

为大家详细阐述AI技术在信息流

产品的应用与变革。51CTO诚

邀您莅临大会，与我们共享技术

带来的喜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

个分支，被认为是21世纪三大

尖端技术(基因工程、纳米科

学、人工智能)之一。网易传媒

技 术 V P 刘 彦 东 先 生 在 接 受

51CTO记者采访时表示，AI的

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集中诞生基础理论的阶段，学

术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

在AI领域探索，在理论层面不断

进展，但实际落地和商业应用少

之又少;第二阶段是数据驱动AI

技术不断发展的阶段，尤其是最

近几年，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

数据量迅猛增长，AI产品也越来

越丰富，开始逐渐渗透到各个垂直领域，例如新闻推荐、电商、无

人车以及安防等;第三阶段是未来阶段，当资源进一步加大，AI技术

有了更大的突破，弱人工智能过渡到强人工智能，届时必将引发新

的变革。

网易传媒技术VP 刘彦东先生

此前，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曾表示，“人工智能将快速爆发，

十年后50%的人类工作将被AI取代。”对此观点刘彦东先生向记者

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传媒行业来说，内容的收集、处理

和分发都会因为AI而变得更好，编辑和记者的工作内容里，有一部

分枯燥和重复性的工作由机器来做效率更高，效果更好;而有些工作

内容，如写作、内容深度判断之类，目前来看还很难被直接取代。

刘彦东介绍，随着大数据及推荐技术的发展，信息流产品可以将

内容根据用户喜好进行精准推送，有了AI之后，信息分发将从三方

面发生显著变化：一是更准时，更及时，机器的反映速度快，尤其

在大规模处理方面，热点事件发生后可以得到大范围的快速传播;二

作者：查士加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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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具个性化，千人千面;三是形式更加多样，人

不可能是所有内容形式的专家，机器却可以。未

来的信息流产品在内容形式上将更加多样，领域

也更加细分，更强调平台化发展和生态化建设。

“AI在传媒行业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目前网

易传媒在内容理解、质量判断、用户理解和个性

化分发领域都用到了人工智能，”刘彦东先生介

绍道：“在内容理解和质量判断方面，可以理解

和判断文字、图片、音频、短视频等多种内容形

式，在用户理解方面，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可以

对用户的兴趣进行识别，深度了解用户的个性化

需求;个性化分发无需多言了，网易新闻已经做到

了内容的个性化推荐。”此外，他还提到，网易

传媒还引入深度学习等新技术，加快AI在传媒领

域的应用，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服务。

众所周知，广告业务是传媒行业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广告收益更是传媒企业营收水平的重要

指标。谈到AI对广告业务影响时，刘彦东提

到：“广告的本质就是推荐，和新闻的推荐是一

个道理，广告投放在传媒行业已经做了很多年，

相对成熟。当然，随着数据体量的不断增长，以

及新技术的涌现，广告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传播效

果将会进一步提升。”例如，世界人工智能概念

第一股——Veritone最初就是利用其专属平台帮

助广告主提升其媒体放置(广告投放)，通过实时广

告验证和媒体分析来实现广告投资最大化。可以

预见，AI在传媒行业，尤其在内容服务及广告服

务两个方面将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Kotlin与C似乎已经成为2017年年度编程语言

的惟二候选人。随着小型软件设备的蓬勃发展以

及汽车行业低级软件的增加，C编程语言在2017

年得到进一步普及。

Kotlin于2011年由JetBrains最初发布，这是

一种可以在Java虚拟机上运行的语言，如今因被

指定为Android官方语言而变得炙手可热。

编程语言排行榜 TOP 20 榜单： 

前10名编程语言的走势图：

2017年12月编程

语言排行榜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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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库跑的更快的7个MySQL优

化建议！

随着容量和负载的增加，MySQL 的性能会日

趋缓慢。这里有七点建议能够保证 MySQL 的平

稳运行。

性能是我们衡量应用的一种方式，而应用性能

的一项指标就是用户体验，也就是平时我们常说

的：“用户需要等待超过合理的时间，才能获得

他们想要的东西吗？”

在不同的情况和场景下，该指标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对于移动购物应用来说，其响应时间不

能超过几秒钟；而对于一个员工的人力资源页面

而言，其响应时间则允许比几秒钟更长。

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标准，维持应用程序的

良好性能都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会引发用户的

抱怨（或更糟的是用户转而使用其他的应用）。

而数据库性能就是影响应用程序性能的因素之

一。

可以说，应用程序、网站和数据库之间的交互

会直接影响到应用服务水平的确立。

这种交互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各种应用程

序如何去查询数据库，以及数据库是如何响应各

种请求的。

不论是哪一种标准，MySQL 都是时下最流行

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一。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将 

MySQL（和其他开源的数据库）视为其生产环境

中的数据库解决方案。

MySQL 有许多配置方法可以确保您的数据库

能够快速地响应各种查询，同时仅对应用程序性

能造成细微的下降。

以下就是能够帮助您优化 MySQL 数据库性能

的 7 点必备技巧：

• 学习如何使用EXPLAIN

• 创建正确的索引

• 拒绝默认设置

• 将数据库载入内存中

• 使用SSD存储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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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扩展

• 追求可视性

学习如何使用 EXPLAIN

在您对数据库做任何设计决策时，有两个方面

非常重要：

• 应用实体之间如何被映射到各个数据表（数据库模

式架构）上。

• 应用程序如何获取（查询）到它们所需格式类型的

数据。

复杂的应用程序必然有着复杂的模式架构和查

询。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各种应用具备所需的性能

和扩展性，那就不能单纯依靠直觉去理解各种查

询的执行机制。

建议您认真学习如何去使用 EXPLAIN 命令，

而不是凭空猜想。该命令会向您展示查询是如何

被执行的；并深入地演示有关性能的真实表现情

况，以及查询是如何伴随着数据量的变化进行扩

展的。

像许多 MySQL Workbench 之类的工具都可

以将 EXPLAIN 的输出可视化地展示给您，不过

您仍然需要了解与它相关的基本知识。

EXPLAIN 命令的输出有两种不同的格式：老

式的表格形式和较新的、能够提供更为细节化

的、结构化的 JSON 文档。

如下所示：

1. mysql> explain format=json select avg(k) 

from sbtest1 where id between 1000 and 2000 \G 

2. *************************** 1. row 

*************************** 

3. EXPLAIN: { 

4.   “query_block”: { 

5.     “select_id”: 1, 

6.     “cost_info”: { 

7.       “query_cost”: “762.40” 

8.     }, 

9.     “table”: { 

10.       “table_name”: “sbtest1”, 

11.       “access_type”: “range”, 

12.       “possible_keys”: [ 

13.         “PRIMARY” 

14.       ], 

15.       “key”: “PRIMARY”, 

16.       “used_key_parts”: [ 

17.         “id” 

18.       ], 

19.       “key_length”: “4”, 

20.       “rows_examined_per_scan”: 1874, 

21.       “rows_produced_per_join”: 1874, 

22.       “filtered”: “100.00”, 

23.       “cost_info”: { 

24.         “read_cost”: “387.60”, 

25.         “eval_cost”: “374.80”, 

26.         “prefix_cost”: “762.40”, 

27.         “data_read_per_join”: “351K” 

28.       }, 

29.       “used_columns”: [ 

30.         “id”, 

31.         “k” 

32.       ], 

33.       “attached_condition”: 

“(`sbtest`.`sbtest1`.`id` between 1000 and 

2000)” 

34.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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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其中您需要重点查看的部分是：查询成本。查

询成本是指基于查询执行的总体成本和许多不同

的因素考虑，MySQL 判定一次查询所付出的花

销。

一般简单查询的成本会小于 1000。介于 

1000 到 100,000 的成本值被视为中等成本的查

询。

因此，如果您每秒只是运行上百个（并非几万

个）此类查询的话，一般速度应该比较快。

查询成本如果是超过 100,000 的话，那么开

销就比较大了。而通常当您的系统只有单个用户

时，此类查询仍然可以被迅速地执行。

当然，您需要仔细考虑一下在交互式应用程序

中，使用此类查询的频率（尤其在用户数量增长

的时候）。

虽然这些只是大概的数字，但是它们却能够反

映出总体的规律。实际情况下，您的系统在处理

查询请求负载时会表现得更好还是更糟，完全取

决于自身的架构与配置。

决定查询成本的一个首要因素是：查询是否正

确地使用了各种索引。如果您没有使用索引进行

查询，那么会被 EXPLAIN 命令所指出来，通常

源于索引是如何在数据库中被创建的，以及查询

本身是如何被设计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 EXPLAIN 值得去好好学习和

使用的原因。

创建正确的索引

索引是通过减少在数据库里查询时，必须扫描

的数据量来提高查询的自身效率。

在 MySQL 中，索引被用于加快对数据库的访

问，并有助于遵循数据库的各种约束（例如 

UNIQUE 和 FOREIGN KEY）。

数据库索引就像书的索引一样，它们的位置信

息被保存，并且包含有数据库的主要信息。

它们是数据位置的一种参考方法或映射，因此

索引并不会更改数据库中的任何数据。它们只是

指向数据存放的位置而已。

不过，索引并不总能匹配上任何的负载请求。

在系统运行中，您应当不断为查询的上下文环境

创建各种索引。

虽然有着良好索引的数据库会运行更快速，但

是如果出现单个索引的缺失，则会拖慢整个数据

库的效率。

因此，我们需要使用 EXPLAIN 来查找缺失的

索引，并将其添加上去。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添加您所不需要的索引，

因为不必要的索引会反过来拖慢数据库。

拒绝默认设置

就像其他任何软件那样，MySQL 也能通过各

种可配置的设置，来修改其行为并最终优化其性

能。

同时这些配置的设置经常会被管理员所忽略，

并一直保持着默认值的状态。

为了让 MySQL 获得最佳的性能，了解如何配

置 MySQL，以及将它们设置为最适合您的数据库

环境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在默认情况下，MySQL 是针对小规模的发

布、安装进行调优的，而并非真正的生产环境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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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常您需要将 MySQL 配置为使用所有

可用的内存资源，并且能允许您的应用程序所需

的最大连接数。

这里有三个有关 MySQL 性能优化的设置，值

得您去仔细地配置：

innodb_buffer_pool_size

数据和索引被用作缓存的缓冲池。当您的数据

库服务器有着大量的系统内存时，可以用到该设

置。

如果您只运行 InnoDB 存储引擎，那么您通常

可以分配 80％ 左右的内存给该缓冲池。

而如果您要运行非常复杂的查询或者您有大量

的并发数据库连接，亦或您有非常大的数据表的

情况，那么就可能需要将此值下调一个等级，以

便为其他的调用分配更多的内存。

您在设置 InnoDB 缓冲池大小的时候，要确保

其 设 置 既 不 要 过 大 ， 也 不 要 频 繁 引 起 交 换

（swapping），因为这些绝对会降低您的数据库

性能。有一个简单的检查方法就是在“Percona 

监控和管理”。 

如图所示，如果你看到有大于 1MB 每秒的持

续交换活动的话，您就需要减少缓冲池的大小

了，或者使用其他的内存。

如果您一开始并没有将 innodb_buffer_pool_

size 的值设置正确，也不必担心。

从 MySQL 5.7 开始，您可以动态地改变 

InnoDB 缓冲池的大小，而不需要重新启动数据库

服务器了。

innodb_log_file_size

这是指单个 InnoDB 日志文件的大小。默认情

况下，InnoDB 使用两个值，这样您就可以通过将

其增加一倍，来让 InnoDB 获得循环的重做日志

空间，以确保交易的持久性。这同时也优化了对

数据库的写入性能。

设置 innodb_log_file_size 的值是很值得推敲

的：如果分配了较大的重做空间，那么对于写入

密集型的工作负载来说性能会越好。

但是如果您的系统遭受到断电或其他问题导致

崩溃的时候，那么其恢复时间则会越长。

您可能会问：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 MySQL 性

能是否受限于当前的 InnoDB 日志文件大小呢？

您可以通过查看未实际使用的重做日志空间大

小来判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Percona 监

控和管理”的 InnoDB 指标仪表板。

在下图中，InnoDB 的日志文件不够大，使用

空间已经屡屡接近于可用的重做日志空间了，如

红线所示：

因此，您的日志文件应该至少比使用量大 20

％，从而保持系统处于最佳的性能状态。

max_connections

大型应用程序通常需要比默认数量多得多的连

接。不同于其他的变量，如果您没能将该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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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您就会碰到性能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连接的数量不足以满足您的应

用需求，那么应用程序将根本无法连接到数据

库，在用户看来就像宕机了一样。由此可见，将

它设置正确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在多台服务器上运行着具有多个组件的复

杂应用来说，您想获知到底需要多少个连接是非

常困难的。

幸运的是，MySQL 能够在峰值操作时轻易地

获悉所用到的连接数量。通常，您需要确保在应

用程序所使用到的最大连接数和可用的最大连接

数之间至少有 30％ 的差额。

查 看 这 些 数 字 的 一 个 简 单 方 法 是 ：

在“Percona 监控和管理”的系统概述界面中查

看使用 MySQL 连接图。

下图显示了一个健康的系统，它有着足够数量

的可用额外连接。

还有一点需要记住：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所创建

的连接数量过多，通常会导致数据库运行缓慢。

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在数据库性能上做文

章，而不是简单地允许建立更多的连接。更多的

连接会使得潜在的性能问题更加恶化。

将数据库载入内存中

近年来，出现了固态硬盘（SSD）方向上的转

变。尽管固态硬盘比传统机械旋臂硬盘快得多，

但是它们仍然敌不过将数据存在内存里。

这种差别不仅来自于存储性能本身，还来自于

数据库从磁盘或 SSD 里存取数据时所产生的额外

工作。

随着近年来硬件技术的改进，不管您是运行在

云端，还是管理着自己的硬件，将数据库载入内

存已经变得可行。

更令人振奋的是：您并不需要将整个数据库载

入内存以获得其性能优势，您只需要将最频繁访

问的数据集放入其中便可。

您可能已经看过一些文章，有介绍将数据库多

少比例（如：10％ 到 33％）载入到内存里。

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一刀切”的规律，数据

的访问量决定着载入内存所获得的最佳性能的提

升程度。

您与其去寻找某个特定的“神奇”数字，不如

去检查数据库达到稳定运行状态时的 I/O（通常是

在它开始运行的几个小时之后）。

请查看一下数据的读取，因为如果您的数据库

已载入到内存里的话，那么读取会完全结束；而

只要有内存可用，写入操作总是会发生的。

下图是“Percona 监控和管理”的 InnoDB 指

标仪表板中的 InnoDB I/O图：

如上图所示，那些峰值高达每秒 2,000 的 I/O 

操作表明（至少是流量负载的一部分）它们与载

入内存中数据库的数据集并不相配。

使用 SSD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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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的数据库是否已被载入内存，您都需要

使用快速存储来处理写入操作，并且避免在数据

库启动后（重启之后）出现性能问题。这里的快

速存储就是指固态硬盘。

一些所谓的“专家”仍在基于成本和可靠性的

基础上，主张使用机械旋臂硬盘。坦率地说，当

涉及到数据库操作时，这些建议往往是过时的或

是完全错误的。现如今，固态硬盘的性能已经非

常卓越、可靠且价格低廉了。

并非所有的固态硬盘都是同等生产的。对于数

据库服务器来说，您应该选用那些专供服务器工

作负载、且能精心呵护数据的 SSD。

例如：防止断电损坏的，而避免使用那些专为

台式和笔记本电脑设计的商用固态硬盘。

通过 NVMe 或英特尔 Optane 技术来直接连

接的 SSD 往往能够提供最佳的性能。

即使远程连接到 SAN、NAS 或云端的块设备

上，固态硬盘也能比机械旋臂硬盘提供更为优越

的性能。

横向扩展

即使是性能最高的服务器也有局限性。业界一

般用两种方法来进行扩展：纵向和横向。

纵向扩展意味着购买更多的硬件。这样做不但

成本昂贵，而且硬件折旧速度快。

而横向扩展，则在处理负载方面有如下几点优

势：

• 您可以从更小型、成本更低的系统中获益。

• 横向扩展使得系统的线性扩展更方便、更快捷。

• 由于数据库会横跨增长到多个物理机上，横向扩展

在保护数据库的同时，消除了硬件单点故障。

尽管横向扩展有着诸多优势，不过它还是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横向扩展需要数据复制，例如基

本的 MySQL Replication 或是用于数据同步的 

Percona XtraDB 群集。

但是作为回报，您也会获得更高的性能和可用

性。如果您需要更高级的扩展性，那么请考虑使

用 MySQL 分片（sharding）。

另外，您还需要确保连接到群集架构的应用程

序可以找到它们所需的数据。这通常是通过诸如 

ProxySQL 或 HAProxy 的一些代理服务器和负

载平衡器来实现的。

当然，过早地规划横向扩展，会增加分布式数

据库的复杂性。最近发布的 MySQL 8 候选版本

已声称自己能够在单一的系统上处理超过 200 万

个简单查询。

追求可视性

可视性是系统设计的最佳境界，MySQL 也不

例外。

一旦完成了 MySQL 环境的搭建、运行并调

优，您千万不要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了。

数据库环境既会受到来自系统更改或流量负荷

的影响，也会遇到例如流量高峰、应用程序错误

以及 MySQL 自身的各种问题。

为了快速、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您需要建立

和实施一些监控机制，从而能获悉数据库环境的

状态，并在出现错误时及时分析服务器上的数

据。

因此理想情况就是在系统出现问题或是被用户

所察觉之前就做到防范于未然。

常用的监测工具有：

• MySQL企业监控器（Enterprise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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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yog。

• 具有免费与开源版本的 Percona 监控和管理

（PMM）。

这些工具在监控和故障排除方面提供了很好的

操作可视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大规模生产环境中使用

开源的数据库（特别是MySQL）来管理和服务他

们的业务数据，他们需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保持数

据库的调优和运行效率上。

MySQL 的确是一款能够提升您的应用程序和

网站性能的优秀数据库，当然您需要通过对它进

行调整，以满足业务需求，监测、发现并防止任

何瓶颈和性能方面的问题。

陈峻（Julian Chen） ，有着十多年的 IT 项

目、企业运维和风险管控的从业经验，日常工作

深入系统安全各个环节。作为 CISSP 证书持有

者，他在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IT运维的“六脉神

剑”》、《律师事务所IT服务管理》 和《股票交

易网络系统中的安全设计》等论文。他还持续分

享并更新《廉环话》系列博文和各种外文技术翻

译，曾被(ISC)2 评为第九届亚太区信息安全领袖

成就表彰计划的“信息安全践行者”和 Future-S 

中国 IT 治理和管理的 2015 年度践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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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汤兴在CTO训练营第四季“CTO的格局观”章节上做了“CTO技

术性视野”的分享。从他的分享中，可以了解到作为一个称职的CTO，要清

晰地知道自身职责是什么，必备的能力有哪些，以及应该具备怎样的格局与修

养等，还要拥有技术视野，进而从视野到决策。

爱奇艺CTO汤兴：道天地将法，
《孙子兵法》的管理之道

在中国，网络视频发展起步相对较晚，2004

年 成 立 的 优 酷 ， 是 我 们 最 早 看 到 的 视 频 网

站，2013年与土豆合并，以捍卫双方在视频界的

地位。爱奇艺于2010年成立，作为相对年轻的视

频网站，能够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崛起，被

大众熟知并认可，在品质、技术等方面，必有诸

多值得借鉴之处。

汤兴，中国科技大学数学博士——

• CTO训练营第四季重量级分享导师；现任爱奇艺

CTO，从2012年3月至今，一直任此要职；负责管理

产品、技术、运营、渠道四大版块；

• 曾就职英特尔、Google。在英特尔八年，除销售

以外汤兴从事过几乎所有业务；在Google，则聚焦于

视频搜索业务及YouTube视频搜索服务的研发；

11月18日，汤兴在CTO训练营第四季“CTO

的格局观”章节上做了“CTO技术性视野”的分

享。

从他的分享中，可以了解到作为一个称职的

CTO，要清晰地知道自身职责是什么，必备的能

力有哪些，以及应该具备怎样的格局与修养等，

还要拥有技术视野，进而从视野到决策。 

所有的管理都来源于兵法 

CTO的职责可以总结为“战略、组织和运营”

，《孙子兵法》提到想要打赢一场战争需要“道

天地将法”，而其中的“法”就是今天我们说

的“战略、组织和运营”。

兵法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战略，战术永远都是为

战略服务的， 作为CTO应该做的是在公司不同的

发展阶段，做出最适合的技术战略决策与招聘最

合适的人员。对于初创公司CTO而言，首要做的

作者：王雪燕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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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白最终目标、到达目标的方式和现状，以及

非常明确技术的发展路径。

就爱奇艺当前五六千职员规模而言，在真正去

实施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固定套路可言，需要观

察整个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自身的技术战略，

组织结构，及运营规则。所谓“兵无常势 水无常

形”就是这个道理。

如 何 成 为 一 个 成 功 的 C T O ？ 懂 技 术 是 根

本，CTO存在的核心价值是拥有技术性视野。懂

战略是未来，要有长远眼光和部署。懂商业是基

石，知道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懂管理是动力，

和高管团队合作，共同管理技术团队。

CTO的格局，体现在站在最高层次，具备发现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格局则可助力看透事物

的本质，体现一个人更高层次的价值，CTO不仅

自己应该有格局，也应该告知团队人员注重自己

的格局。

CTO不是只管技术，还会涉及到产品、运营，

商务，在这过程中，修养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

用。具体体现在：

自重者威。即自身要有不畏困难的自信，成功

完成任务，从而树立威信。

品牌。这当中要从两方面出发。对于个人而

言，任何时期，都要重视个人行为，打造优质的

个人品牌。于企业来说，最好的品牌宣传，是产

品自身的体验，用户认可，从而自带品牌效应。

不迁怒，不贰过。即中国俗语：“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再者，谨记对团队、对自己，同样的

错误不能犯第二次。

CTO要具备对“组织结构适应性”进行改变的

能力，垂直与水平两种管理方式的切换要拿捏得

当。招聘时，要从基于体力、智力、能力，过度

到看潜力，看应聘者是否具备好奇心、好学、专

注执着、洞见的优秀素养，且一定要有正确的动

机。

CTO的技术性视野

CTO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透，要看到冰山

的下部。任何事情要看本质，别看现象，看到本

质才能做正确的决策。

看得透：了解最新技术和应用场景。保持对国

内外、技术前沿及行业趋势的敏感、热爱的同时

对公司的技术储备和路线做到心中有谱，推进技

术的创新与落地。

如下图，是科技发展的脉络图

很多事情回过头看，感觉很清晰，很简单，但

企业发展难点恰恰在于超前布局，在新技术没有

普及之前，就要做大量的技术人才储备。

《孙子兵法》中提到：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意

思是我十倍于敌，就实施围歼，五倍于敌就实施

进攻，重兵投入打赢这场战争。CTO一定要知道

每一年公司的核心项目是什么？需要亲自抓的项

目是什么？当项目多的时候，不要所有项目的都

亲自过问，选两个，全力以赴，把重点项目做成

功，再以此为基础辐射周边业务。

看得高：站在公司战略的高度。CTO要切记站

在公司的角度去看问题，制定技术战略，抓住两

个最重要的点。切记，技术团队是帮助公司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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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解决生存问题，完成最终商业目标，而不

是单纯地沉溺于技术高低的误区里。

看得远：提前布局。爱奇艺是行业内较早布局

云计算的公司，约在2012下半年便着手建设。目

前，所有云计算、CDN网络等均为自建，每天带

宽30多T。云计算团队，为整个爱奇艺服务保驾

护航，极少出现问题。还有高峰期达3.5亿的全网

搜索、乐高后台系统、视频社交这些方面，爱奇

艺都有业界超前布局。

从视野到决策

汤兴负责爱奇艺产品、技术、运营、渠道四大

业务，管理近公司一半员工。从视野到决策，涉

及公司、技术与产品，运营三方面。

公司决策:永远记得拓宽你的护城河。从世界

上最厉害的投资人的角度思考公司决策，建立结

构性竞争优势。优质产品、高市场份额，高效的

执行和管理都还不构成护城河，还需要：

• 无形资产。品牌、专利、法律许可等，可间接获得

定价权，产生更大的利润。

• 网络效应。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使用人数增加

而提高，提高竞争者进入门槛，长期的竞争优势。

• 转换成本。用户转换产品的时间、金钱、心理等成

本影响着用户的忠诚度与留存。

• 成本优势。低成本的流程优势、特有资源、相对较

大市场规模是竞争者无法效仿的优势。

作为CTO空降到任何一家公司，都应该围绕用

户体验、运营成本、商业变现去解决问题，一定

没有错。

技术决策：识别技术S型曲线。CTO一定要对

技术投入做好判断，再适合的时期做适合的投

入。

技术刚开始时，跟随；成熟期，重兵压；认准

一个趋势，全力以赴。但要认清楚是真的有前

途，还是昙花一现。

产品决策：用波士顿矩阵做取舍。也就是重要

和紧急的区别。

做为CTO应该先做重要且紧急的事情，然后是

重要非紧急的事情，然后才是紧急不重要，对于

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直接扔掉，不用做。

爱奇艺 · 技术展示 

爱奇艺大脑。大数据、大计算力、优秀的计算

模型和应用场景是AI落地的基本要素，缺一不

可。如下图，是爱奇艺大脑。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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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爱奇艺大脑问世，是全球首个基于

视频数据理解人类行为的视频大脑。爱奇艺大脑

基于用户、内容和商业三部分数据，智能分析，

进而创作内容、服务用户、提升运营效率。

视频社交。做泡泡社交是用技术手段增加用户

粘性和互动，把用户按照喜欢的明星、剧、兴趣

进行聚集，某类人可以直接对某一部剧进而评

论，对某一个明星打榜。

其实做社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面对的资

源和阻碍是巨大的。作为CTO需要亲自挂帅，因

为需要公司高层全力以赴的支持和资源的调配。

做社交首先要有效的利用和整合公司的资源，第

二要解决用户真实的需求，第三要面对并解决所

有相关业务线的质疑。

如何管理三千人的技术队伍？

管理三千人的技术队伍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制

度、组织、文化的建设。企业竞争的初期是价

格、产品的竞争，之后是制度、品牌的竞争，而

最后的竞争则是文化的竞争。

作为CTO一定要有很清晰的组织结构图，组织

结构图代表了如何做垂直和水平管理，如何进行

调整。在互联网公司，组织结构应该随市场环境

调整，而不是一成不变。制度、文化是企业组织

建设的根本。有了好的制度，可以培育出优秀的

人才和产品。而具备吸引力的文化，则是精神动

力的源泉，让企业发展稳如泰山。

分享接近尾声时，汤兴表示，读书、健身是最

值得花时间的两件事情，原因相信大家都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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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智优诺CTO许可：AI技术破传
统保险推销模式困局

许可先生在百度公司从事搜索和智能推荐领

域多年，2015年进入金融行业，做金融知

识图谱和证券智能投顾，2016年与好友一同创

业，成立灵智优诺，担任CTO一职。灵智优诺是

一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做保险领域智能投顾的公

司，简单说也就是帮助用户去挑选合适的保险产

品，节省中间人力成本，完成售卖和服务的整个

闭环。

目前，灵智优诺拥有自主研发的语义分析、垂

直搜索、个性化推荐、深度学习模型等核心技

术，并且结合保险领域知识图谱，解决了传统深

度学习对话引擎无法生成包含细粒度语义知识的

长句答复的问题，实现了智能对话在保险领域的

深度工业级应用。许可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

国内外差异并不大，机器学习、智能化等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数据，而在数据领域，国内反而更

有优势，未来反超国外不失为一种可能。

保险领域的智能投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在线投资顾问服务，主要

包括以下几大方面：一是问题解答，二是产品推

荐和产品组合，三是后续的服务支持。其中，前

两个方面技术可发挥的空间更大。

“问题解答环节，采用知识图谱对问题进行挖

掘和检索，通过智能对话、深度学习、机器学习

和语义理解等模型，进行自动回答;在产品推荐和

产品组合方面，灵智优诺有专注于精算模型的团

队，通过对用户家庭收入情况、收入来源、职业

及其所能承受的风险程度等进行评估，将各类保

险产品与模型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产品推荐

结果及产品组合方式。” 灵智优诺 CTO许可说。

传统的保险销售，由经销商和代理人驱动，这

个过程会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第一，经销商和代

理人有很强的推销意图，并不时会主动联系用

户，这对很多用户来讲是一种打扰;第二，经销商

和代理人的知识覆盖面和自身的素质有限，对保

险产品的理解以及传递给用户的信息，也会因此

受限;第三，为达成交易，经销商和代理人可能存

在诸多误导用户的行为。这是困扰投保用户的三

大痛点，用户自身在这个前提下，并不能很清楚

的了解哪种产品更适合自己，但也不能完全信赖

代理人和经纪人的推荐。

其次，从行业的角度出发，保险公司也存在痛

点。保险公司维护代理人和经纪人团队有很高的

成本，负担非常高的保险佣金，管理体系也庞大

繁杂，，因此很多保险公司也希望通过技术革新

改变这一行业现状。灵智优诺采用机器辅助人工

的方式，完成保险产品的线上销售，这种方式下

客服不需要长期培训，而是由机器提供知识和技

能的转化，然后对接客户。

译者：查士加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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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投顾使得保险公司所承担的成本结构发生

了变化，同时，与传统代理人相比智能投顾的专

业性更强、知识储备更广、产品覆盖面更全，且

不会因为代理人的离职或转岗而中断客户服务，

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特性使它能给客户带来更好的

用户体验。此外，对保险公司来说，智能投顾能

够帮助其缩短销售环节，避免代理人对保险条款

的误导，增强保险环节的可控性，降低投诉量，

避免了后续很多理赔的问题。许可介绍，“灵智

优诺有一个统一的平台来负责这些事情，可以做

到统一的质量监控和对服务情况的把控，能够在

提升保险行业服务水平的同时，提升用户对保险

产品和保险类别的接受程度。”

许可的自信源自三个方面：一是灵智优诺有全

行业唯一完整的保险领域的知识图谱；二是有非

常丰富的智能对话和个性化推荐的积累；三是有

丰富的互联网行业的从业经验，并且能把这些经

验结合起来形成业务的完整闭环。

灵智优诺聚焦保障类人身险，为用户提供免费

咨询服务，一对一量身定做保险方案。产品承接

在微信端，关注微信公众号“灵智优诺”，即可

发送文字信息开始对话咨询;系统以聊天形式与用

户交流，依据用户自身需求横向对比产品，筛选

最佳匹配方案，最终完成购买。

许可举例：用户有保险方面的购买需求，但不

知道该如何选择，他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公众

号，和我们的客服聊天，这个过程中客服会了解

他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以及哪些家庭成员的

收入作为保障?已有的保障有哪些?缺哪些保障?需

要什么样的保额?通过一系列的沟通，来给用户推

荐样例产品。用户看到样例产品之后会有很多问

题，比如什么叫返还型产品?什么叫消费型产品?

重疾责任包括哪些疾病?投保人豁免是什么意思?

等等这些问题都会由客服人员在系统的帮助下做

出详细解释。最后，客服人员会根据用户对投保

金额、保额范围、保险种类、是否返额等条款细

节的偏好重新进行推荐和对比，经过一步步细致

的迭代之后，最终确定用户想要购买的产品合

集，最后辅助客户下单。除此之外，在出险和核

赔方面，智能投顾也能保障核赔流程的顺畅，符

合双方的标准和利益，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业务

流程的闭环。

许可提到，在当前整个保险行业的环境下，用

保险知识图谱结合AI技术做保险咨询及服务这件

事，灵智优诺是唯一一家，有非常好的先发优

势。

由于保险属于重决策服务，其问题的复杂性和

离散性更高，因此存在很大的技术挑战，这些挑

战来自于对话过程当中的几项核心指标：一是对

话满意度，二是反馈速度，三是客服承接能力。

这些核心指标均可以由系统来改善，系统给出的

自动回复越好，客服的承接能力越高，客户体验

也更好，这是一个技术持续优化的过程。目前，

灵智优诺已实现70%的机器问题覆盖率，30%的

自动回复率。

灵智优诺是微软加速器•北京十期校友企业，

也是加速器唯一的保险科技校友，同时还是微软

云在中国合作的第一家保险科技企业。入选加速

器后，灵智优诺把团队搬到了位于微软亚太研发

集团总部的加速器办公室。在加速器的四个月，

业务增长迅速，入驻不久就完成了A轮融资。未

来，灵智优诺将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实现用

技术改变保险推销模式，为中国消费者提供需求

导向的高品质全流程个人保险服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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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两台服务器之间安全迁移

MySQL数据库

迁移MySQL数据库通常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

骤，但是由于您要转移的数据量可能比较

庞大，因此一般耗时也会比较长。

下面的步骤将指导您如何从旧的服务器上

导出MySQL数据库，对它进行安全加固；然

后将其复制并导入到新的服务器上，以保证数

据的完整。

将MySQL数据库导出至转储文件（dump 

file）

Oracle提供了一个名为mysqldump的工

具，允许您轻松地将数据库结构和其数据导出

到一个SQL的转储文件。您可以使用如下的命

令：

1. mysqldump -u root -p --opt [database 

name] > [database name].sql 

不过，请注意如下几点：

• 我们可以使用--single-transaction的标志，以避

免数据库在导出数据的过程中被锁死。这样能够在将

数据导出到转储文件的同时，您仍可继续在旧的数据

库上更新数据。不过请注意，那些在导出进程已经开

始之后被更新的数据，是不会被导入转储文件之中

的。

• 在运行该命令之前，请务必将[database name]替

换成您的实际数据库名称。

• 请输入您自己的用户名和相对应的密码，并确保该

用户具有备份数据库所需的权限。

安全加固备份文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是一家企业的最重

要的资产。因此，我们不希望数据库的各种备

份被暴露在不受保护的服务器上，因为这样有

可能会造成错误地泄露，甚至会出现被黑客窃

取等更为糟糕的状况。

译者：陈峻编译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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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常您可以尝试的做法是：压缩、

加密文件，然后删除原文件。在Linux操作系

统上，请使用以下的命令对已压缩文件进行加

密：

1. zip --encrypt dump.zip db.sql 

在压缩开始之前，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密

码。

传输备份文件

至此，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加密的转储文

件。下面让我们通过网络使用SCP命令，将其

传输到新的服务器上：

1. scp /path/to/source-file user@host:/path/

to/destination-folder/ 

将MySQL转储导入新服务器

通过上面一步，我们已将备份文件传到了

新的服务器上，下面让我们来进行解密和提

取：

1. unzip -P your-password dump.zip 

为了存储空间和安全方面的原因，一旦文

件导入成功，请记得删除其对应的转储文件。

您可以使用以下的命令来导入文件：

1. mysql -u root -p newdatabase < /path/to/

newdatabase.sql 

在新服务器上验证导入的数据

现在我们在新服务器上已经导入了数据

库，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方法来验证数据的真

实存在，并确保没有任何遗漏。

我建议您同时在旧的和新的数据库上运行

如下查询，并将获得的结果进行对比。

该查询会在所有的表里计算行数，以显示

出新、旧数据库中的数据量。

1. SELECT   

2.     TABLE_NAME,   

3.     TABLE_ROWS  

4. 

5. FROM   

6.     `information_schema`.`tables`  

7.  

8. WHERE   

9.     `table_schema` = ‘YOUR_DB_NAME’; 

此外，我建议您检查各个表中数字列的

MIN和MAX记录，以确保数据本身是有效

的，而不仅仅是看数据的总量（虽然这是查询

所唯一能够读出的值）。另一种可供测试的选

择是将数据库从新的服务器导出为SQL转储文

件，并将其与旧服务器的SQL转储文件做比

较。

此外，在应用程序被迁移之前，我建议您

先将一个应用程序的实例重定向到新的数据库

上，以确认一切运行正常。

另一种导出和导入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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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把该选项放在最后，是因为我

们的确不建议您去使用它。

该方法实现起来非常的容易，因为它仅使

用一个命令，便能一次性将转储文件导出、传

输、并将其数据导入到新的数据库之中。

而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旦其网络链接断

掉，您就需要重新启动它了。

因此，我们认为它并不值得被推荐，尤其

是在大型数据库中，可能会非常不适用。

当然，如果您非要尝试一下的话，可以使

用如下的命令：

1. mysqldump -u root -pPassword --all-

databases | ssh user@new_host.host.com ‘cat 

- | mysql -u root -pPassword’ 

重要提示

请确保在新旧两处，安装有相同官方发行

版本的MySQL服务器。否则，你需要按照

MySQL网站上的升级说明来进行统一（请参

见（ht tps : / /dev .mysq l . c om/doc /

refman/5.7/en/upgrading.html）。

• 请确保您在旧的服务器上拥有足够的空间来保存转

储文件和压缩文件（应该有db_size×2的空间）。

• 请确保您在新的服务器上拥有足够的空间来保存加

密的和解密的转储文件、并能导入数据库（应该有db_

size×3的空间）。

• 如果您曾经考虑过只是将datadir从一个数据库转

移到另一个的话，我建议您最好不要这样做。否则，

您会搞乱数据库的内部结构，而且会给将来可能的问

题埋下隐患。

• 在 新 的 服 务 器 配 置 中 ， 请 不 要 忘 了 配 置 诸 如

innodb_log_file_size这样的重要标志。因为如果忘记

了根据新服务器的规格而更新配置的话，很可能会导

致严重的性能问题。

• 在许多情况下，一般升级到新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初

衷是为了提高查询性能。而如果此类升级没有达到预

期的改善，那么您就应该考虑去优化SQL查询，而不

仅仅是升级硬件那么简单了（请参见https://www.

eversql.com/）。

祝您数据库迁移顺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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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科技界很热门的13项IT技能

据Modis的一份报告声称，到2024年，高科

技就业机会的数量预计将增长12%，这将

给有志于从事这个行当的IT专业人员带来越来越多

的工作。由于Web开发、生物医学工程、网络安

全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的技术岗位数量预计会在明

年呈指数级增长，雇主可能会发现争抢技术娴熟

的求职者比想象中来得困难。

虽然求职者会提供一系列技术技能，但雇主通

常会寻求更全面的员工，他们还拥有简历上不一

定看得出来的软技能。能够与他人沟通，举止平

易近人，这对于打算进入科技领域的潜在求职者

大有帮助。

据福布斯技术理事会（Forbes Technology 

Council）的13名成员声称，从过硬的沟通技能

和适应能力到熟悉最新技术，预计2018年下面这

几项技能在科技行业会很吃香。

1.人工智能方面有经验

人工智能领域严重缺乏人手。具体来说，将来

会很难找到知道如何可靠地管理人工智能、数据

科学和创新产品专家组成的团队的技术领导人

（CIO/CTO和产品负责人等）。

2.构思、设计和开发增强现实应用程序的技能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许多公司纷纷开发支

持增强现实和机器学习的软硬件功能。谁拥有构

思、设计和开发充分利用这些新芯片和API的应用

程序的技能，谁将会很受欢迎。

3.数据科学人才

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大行其道，数据科学家

正成为许多行业的重要成员，从金融银行到医疗

和药物发现，无不如此。许多公司会在这方面投

入巨资招募人才。

4.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与过去几年的情况一样，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

员将继续很吃香。不过市场需求在2018年会变得

更大，成功的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应精通多种编程

语言，包括Java、HTML5、Objective-C、C++

、C#、Python和Swift。此外，拥有用户体验

（UX）和用户界面（UI）设计技能的应用程序开

发人员可以为项目管理团队带来极大的价值。

5.出色的网络安全技能

鉴于最近网络屡屡被攻破，对出色网络安全人

才的需求会增加。企业组织需要确保自己在保护

获取的数据不会跑到企业网络的外面。利益相关

者越来越注重网络安全问题，因此要求公司解决

译者：布加迪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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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2018年科技行业需要这方面的专业知

识。

6.云端SaaS人才

拥有云计算和软件即服务（SaaS）技能的IT专

业人员将成为2018年的香饽饽。毫无疑问，拥有

亚马逊AWS、微软Hyper-V和VMware私有云托

管方面的虚拟化技能将帮助你脱颖而出。开发运

维（DevOps）、容器、整个云堆栈和IPv6方面

的经验也将大大提高得到好岗位的机会。

7.适应新技术的能力

科技界明星员工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适应新

技术的能力。几乎不可能预测什么技术在六个月

后会司空见惯。将来，不断学习的人在这个不可

预测的领域会非常成功。

8.编程和工程经验

工程思维和编程技能现在对高科技行业来说必

不可少。构建和使用更直观的产品和服务的新方

法来得最重要。

9.应用机器学习

数据科学这门行当一直在迅猛发展。但是如果

数据科学应用于我们注重方法的可解释性和理论

完善性的环境，那么与任何学科一样，应用机器

学习完全侧重结果。随着需求增长，能够使用

Tensorflow捣鼓常见的神经网络会比捣鼓R编程

来得更吃香。

10.编程知识

无论你是基础设施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还是数

字营销专业人员，编程技能（尤其是熟悉像

Javascript和Python这些多层面语言）是最吃香

的。这些语言不仅用来构建可扩展的应用程序，

还用来简化流程、使流程自动化，或者抓取不同

系统上的数据。

11.任何与数据分析有关的技能

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会继续发展壮大，改变我

们今天所熟悉的IT行业的面貌。我甚至鼓励女儿选

数据分析这门专业，我认为它在不远的将来会改

变行业规则。

12.跨团队职能和沟通

不同的工作职能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叠，而

与企业组织的不同成员有效地沟通至关重要。项

目需要开发人员、营销人员和设计人员相互合

作，不是每个人都灵活应变、了解每个团队的不

同语言和工作流程。

13.数字化转型

一项重要的技能就是确定和实施整个企业组织

的数字平台，而数字平台有望影响运营效率，并

提高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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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你的Linux服务器已
中了招?

本文中所谓的服务器被入侵或者被黑是指，

未经授权的人或机器人程序(bot)登录到服

务器上，企图用服务器牟取私利，通常不怀好

意。

免责声明：如果你的服务器已被像NSA这样的

政府组织或严密的犯罪团伙入侵，那么你不会注

意到任何问题，下面介绍的这些技术意识不到它

们的存在。

然而，中招的服务器大多是由机器人程序(即自

动攻击程序)、缺乏经验的攻击者(比如“脚本小

子”)或低级的犯罪分子实施攻击的。

一旦这类攻击者有权访问服务器，就会想方设

法滥用服务器资源，而且很少采取防范措施来掩

藏行踪。

一、服务器中招的症状

服务器被缺乏经验的攻击者或自动攻击程序入

侵后，它们通常会消耗100%的资源。这个资源通

常是CPU(用于开采加密货币或发送垃圾邮件之类

活动)，也可能是带宽(用于发动拒绝服务攻击)。

这意味着，出现问题的第一个迹象是服务器 “

变慢了”。这可能表现为网站页面打开慢得多，

或者电子邮件花好长时间才能投递或发送。

那么你应该查看那些东西呢?

检查第1步：目前谁登录进去?

你先要查看目前都有谁登录到服务器上。发现

攻击者居然登录到服务器上进行操作并不罕见。

这方面的对应命令是 w。运行w会得到下列输

出：

1. 08:32:55 up 98 days,  5:43,  2 users,  

load average: 0.05, 0.03, 0.00 

2. USER   TTY    FROM       LOGIN@  IDLE  

JCPU  PCPU WHAT 

3. root     pts/0    113.174.161.1  08:26  

　 0.00s  0.03s  0.02s  ssh root@coopeaa12 

4. root     pts/1    78.31.109.1    08:26     

0.00s  0.01s  0.00s  w 

其中一个IP是英国 IP，第二个IP是越南IP。这

恐怕不是好事。

停下来深呼吸, 不用慌张，只要终止其SSH连

接。除非你能阻止他们再次进入服务器，否则他

们会很快再次进入服务器，很可能会踢走你，阻

止你重新进入。

译者：布加迪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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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确实发现了已中招的迹象，请参阅本文

末尾的“如果我已中招了该怎么办”这个部分。

whois命令可以针对IP 地址来运行，然后显示

注册该IP的那家组织的所有信息，包括所在国家。

检查第2步：谁已登录进去?

Linux服务器记录下哪些用户从哪个IP登录、

何时登录、登录多久等信息。可使用last命令来查

看这些信息。

输出类似这样：

1. root     pts/1        78.31.109.1      

Thu Nov 30 08:26   still logged in 

2. root     pts/0        113.174.161.1    

Thu Nov 30 08:26   still logged in 

3. root     pts/1        78.31.109.1      

Thu Nov 30 08:24 - 08:26  (00:01) 

4. root     pts/0        113.174.161.1    

Wed Nov 29 12:34 - 12:52  (00:18) 

5. root     pts/0        14.176.196.1     

Mon Nov 27 13:32 - 13:53  (00:21) 

这里出现了我的英国IP和几个越南IP，最上面

两个IP仍处于登录状态。如果你看到任何未经授权

的 IP，请参阅本文最后部分。

登录历史记录包含在~/.bash_history下的一

个文本文件中，因此很容易被删除。攻击者常常

会直接删掉该文件，企图掩盖其行踪。因此，如

果你运行last，只看见你的当前登录，这是不妙的

信号。

如果没有登录历史，要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

继续留意攻击的其他迹象。

检查第3步：回顾命令历史

这类层次的攻击者经常不会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来掩盖命令历史记录，所以运行history 命令可显

示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务必要留意有没有使用

wget或curl命令来下载代码库外面的软件，比如

垃圾邮件机器人程序或加密货币开采工具。

命令历史存储在~/.bash_history 文件中，所

以一些攻击者会删除该文件，以掩盖其行踪。就

跟登录历史一样，如果你运行history，但没有看

到任何输出结果，那表明历史文件被删除了。这

同样是个不妙的信号，你需要很小心地检查服务

器。

检查第4步：谁在耗用全部CPU?

你会遇到的那类攻击者通常不会采取太多的防

范措施来掩藏其行踪。所以，他们会运行耗用全

部CPU的进程，因此很容易发现他们。只要运行

top，然后看看耗用CPU最多的那个进程就行。

这还能显示那些未登录进来，但钻你服务器空

子的攻击者。比如说，可能有人在使用未受保护

的表单-邮件脚本来转发垃圾邮件。

如果你不认识耗用CPU最多的那个进程，可以

上网搜索进程名称，或者借助losf和strace分析它

在搞什么名堂。

想使用这些工具，先用top拷贝其PID，然后运

行：

1. strace -p PID 

这会显示该进程做出的所有系统调用。这方面

有大量信息，但细细查看一遍会让你清楚当前状

况。

1. lsof  -p PID 

这个程序会列出该进程拥有的已打开文件。只

要查看它在访问哪些文件，你就清楚它在搞什么

名堂。

检查第5步：检查所有的系统进程

精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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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未经授权的进程没有耗用足够的

CPU，因而没有在top的输出结果中列出来，可以

借助ps在完整进程列表中将它列出来。我建议使

用的命令是ps auxf，它清楚地显示了最详细的信

息。

你应该检查不认识的任何进程。你在服务器上

越经常运行ps(这是个好习惯)，某个奇怪的进程就

会越暴露无遗。

检查第6步：检查各进程的网络使用情况

命令iftop的功能类似top，显示一份经过排序

的列表，列出了发送和接收网络数据的进程及其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像拒绝服务攻击或垃圾邮件

机器人程序这样的进程会立即显示在列表的顶

端。

检查第7步：哪些进程在监听网络连接?

攻击者常常会安装一个程序，专门监听网络端

口以接受指令。它在等待期间并不消耗CPU和带

宽，所以可能会被top之类的命令所忽视。

lsof和netstat这两个命令都可列出所有的网络

进程。我使用这些命令时附上下列选项：

1. lsof -i 

2. netstat -plunt 

你 应 该 留 意 那 些 被 列 为 处 于 L I S T E N 或

ESTABLISHED状态的进程，因为这些进程要么

在 等 待 连 接 ( L I S T E N ) ， 要 么 已 建 立 了 连 接

(ESTABLISHED)。如果你不认识这些进程，使用

strace或lsof看看它们在搞什么名堂。

二、我中招后该怎么办?

首先不要慌张，攻击者目前已登录时尤其不要

慌张。你需要在攻击者察觉到你有所发觉之前夺

回系统的控制权。如果他认识到你已有所发觉，

很可能会将你锁在服务器外面，然后出于恶意开

始破坏任何资产。

如果你技术不太好，只要关闭服务器。直接从

服务器上运行shutdown -h now或systemctl 

poweroff。也可以登录进入到主机服务提供商的

控制面板，关闭服务器。关机后，你就可以慢慢

改动所需的防火墙规则，咨询提供商的意见。

如果你对自己颇有自信，主机服务提供商又有

上游防火墙，那么你可以按这个顺序创建并启用

下面两条规则：

只允许来自你的 IP地址的SSH流量。

阻挡除此之外的任何流量，不仅仅是SSH，还

包括每个端口上的每个协议。

这会立即终止攻击者的SSH会话，只允许你访

问服务器。

如果你无法访问上游防火墙，那么就要在服务

器本身上创建并启用这些防火墙规则，然后防火

墙规则生效后，使用kill命令终止攻击者的SSH会

话。

最后一种方法是，通过诸如串行控制台之类的

带外连接登录进入到服务器，然后使用 systemctl 

stop network.service终止网络功能。这将完全

关闭任何网络连接，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启用防火

墙规则了。

一旦你重新控制了服务，别以为可以信任这台

服务器了。

别试图修复问题后继续使用该服务器。你永远

不知道攻击者干了什么，所以永远不知道这台服

务器还是安全的。

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拷贝出你需要的所有数

据，开始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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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种方式用AI进行Web设计

网页设计的发展大潮不断向前，设计师们认为

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个。而今人工智能的

发展正如日中天，AI可能彻底改变网页设计师的

工作方式。通过人工智能，网站可以变得非常敏

锐，具有理解和响应Web访问者需求的能力。因

此，Web设计者必须了解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

工智能。下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网页设计中使用

AI的十种方法。

1.探索参数

在你决定在你的网页设计中使用人工智能之

前，先做一些调查，看看AI作为设计师给你提供

了什么。虽然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是大家都熟悉

的，但有些是更详细的，会让你对AI能做到的事

情有所了解。记住，人工智能今天的作用是确保

用户有一个整体的经验，它也可以个性化。AI在

个人博客和公司网站上使用都很理想，但是这些

平台上使用的参数也会有所不同。在网上，人工

智能创建了一个虚拟机器人，目的是使生活更容

易，以及增加价值。

2.找一个网页设计平台

使用AI使得所有技能级别的设计师都可以创建

网站。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使它能负担得起数字助

理的工作。通过回答一系列问题，系统能够调整

关键参数，从而轻松创建网页布局、内容和品

牌。有两个平台从其他网站脱颖而出，成为基于

AI的优秀网站。它们是WIXADI和Grid。可以免费

使用AI创建一个基本网站，或者一个比较复杂的

象征性收费的网站。

3.理解算法

你不需要写出这些算法，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理

解它们。这使得使用AI创建一个优秀的网站成为

可能。算法不同于编码，将节省您在Web创建时

的人工时间。当你理解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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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容易地回答问题，并在创建你喜欢的网站

时设置AI。

4.个性化体验

网页设计师可以使用人工智能为那些访问网站

的人创造个性化的体验。过去的东西可能会被切

断，只有图像与之交互，AI意味着网站感觉更真

实。此外，还可以根据AI的喜好改变颜色或布

局。其结果将是网页设计师帮助创造卓越的体

验。

5.关于成本

使用人工智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得所有类

型的人都可以创建网站，结果可以令人惊叹。过

去，人们认为最好的网站是用大预算创建的。然

而，随着AI的出现，越来越清楚的是，最好的网

站可以由任何有主意的人创建，这样开发者的核

心焦点就在于内容。外观和用户体验就更得到重

视。

6.提升客户体验

Web设计中的人工智能可以用来与客户建立更

好的联系。这是因为该系统能够跟踪他们在网站

上的行为和行为，从而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情绪和

喜好。使用人工智能有助于减少在网站上发现的

错误，从而使其更具价值。此外，它还可以在极

小的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

7.激活声音功能

AI能以有趣的方式使网站变得生动有趣。这可

以使它与目标受众更可靠。例如，人工智能可以

将声音纳入网站。当你寻求帮助，而不是在网站

上阅读标准的回应时，你可能会有一个声音来解

释应该做什么。总的来说，这将有助于确保沟通

是无缝的，目标受众是高度投入的。

8.提升设计

网页设计者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提升他们已经完

成的设计，或者创建基于AI元素的新网站。这对

设计师来说是免费的，而不是让他们专注于编程

和行话。随着网络设计者继续使用人工智能，他

们也能在设计标高上提供卓越的输入。

9.留住网友

AI可以用来帮助那些正在访问网站的人。这往

往是在网站上的机器人，能够确定的目标受众的

情绪，根据他们在网站上移动的方式。这使得可

以创建弹出消息，与使用网站的人的情感交流。

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目标受众可以传递消息并

接收消息，所以通信的障碍大大减少了。

10.创新

在网页设计中，需要注意的术语和AI是一个口

号，继续获得牵引力。通过人工智能，人们可以

在网站上创建工具，从而可以为一系列查询生成

智能的答案。一个人应该使用人工智能来提升用

户体验，以及利用品牌和赢得信任。

当你把今天和20年前的情况进行比较时，一定

能体会互联网发展速度之快。网络设计中的人工

智能将继续蓬勃发展，因为网络连接的速度越来

越快，设计变得越来越简单，而独特的需求变得

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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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您的Java应用中查找并
修复内存泄漏

您是否碰到过某个Java应用程序起初运行良

好，经过一段时间后却缓慢下来了?或者它

在处理少量文件时性能不错，文件量一旦增加就

性能下降的情况呢?如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您

遇到了内存泄漏的问题。

在应对内存泄漏时，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否

知道此事的前因后果和应对方法?”那么，我就会

做出如下回答：

一、目标受众

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本文中所介绍的方法是独

立于IDE和操作系统的，但是我在此所用到的截图

和说明仍然来自于Fedora Linux和带插件开发的

Eclipse。

二、内存泄漏的症状

起初运行速度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速度就慢

下来了。比如说：

• 能够正常处理少量数据集，但应对大量数据集时出

现严重的性能问题。

• 在您的JVM中，旧版本(Old-Generation)内存的使

用率持续增加。

• 在您的JVM中，出现内存耗尽的跳转错误。

• 无故自我崩溃。

三、常见的内存泄漏

Java中的内存泄漏通常发生在您忘记关闭某个

资源，或是某个对象的引用没能释放的时候。例

如：

• 文件/文本缓冲区没被关闭。(请参见：https://git.

eclipse.org/r/#/c/31313/中的案例)

• 在equals()和hashcode()不被使用时，各种哈希

映射的引用仍然保持激活的状态，例如：

1. import java.util.Map; 

2. public class MemLeak { 

3. public final String key; 

4. public MemLeak(String key) { 

5.     this.key = key;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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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陈峻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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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ry { 

9.       Map map = System.getProperties(); 

10.       for(;;) { 

11.          map.put(new MemLeak(&amp;quot;ke

y&amp;quot;), &amp;quot;value&amp;quot;); 

12.       } 

13.     } catch(Exception e) { 

14.         e.printStackTrace(); 

15.     } 

16.   } 

17. } 

其他各种细节(请参见：https://www.toptal.

com/ java/hunt ing-memory- leaks- in -

java#memleak)

那些引用了各种外部类的内部类所导致的泄

漏 。 ( 可 以 将 它 们 变 成 静 态 来 避 免 ， 请 参

见：https://blogs.oracle.com/olaf/entry/

memory_leaks_made_easy)。

四、如何一次性修复它们?

这里提供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尝试“快速修

复”。如果此法失败，那么您就必须往下尝试一

条漫长的解决之路了。

• 快速修复：使用Eclipse内存泄漏的警告(去捕捉一

些泄漏)。

• 手 动 禁 用 和 启 用 您 代 码 的 各 个 部 分 ， 并 使 用

VisualVM(Jconsole或Thermostat)之类的工具观察

JVM的内存使用情况。

1. 快速修复：Eclipse内存泄漏的警告/错

误。

为了遵从JDK 1.5+的代码规范，Eclipse会向

您“抛出”一些明显泄漏用例的警告和错误。更

精确地说，任何使用了closable(如1.5后出现的

outputStream)的对象，如果它的引用是被销毁

而不是封闭的话，就会抛出一个警告。然而在

Eclipse的各个项目中，其检漏功能并非总是被启

用的。因此，为了事先打开它们，您可以到项目

的设置里，按照下图所示进行开启：

此处Eclipse罗列出了各种内存泄漏：

然而，就算使用了Eclipse的此项功能，系统仍

无法探测到所有的文件关闭与泄漏。尤其是在使

用旧式(1.5之前)代码时，您很可能会因为它们在

使用过程中仅仅只是“关闭”(closable)了，而遇

到泄漏问题了。也有时候，文件在深度嵌套中被

打开/关闭，也会导致Eclipse无法检测到。因此

如果您碰到这种情况，就可能需要去尝试第2种方

法了。

2. 手动禁用和启用您代码的各个部分，并使用

VisualVM之类的工具观察JVM的内存使用情

况。

如果您步入了这一步，那就不得不卷起袖子，

做一些体力劳动了。您需要通读您的所有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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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试图找出发生泄漏的地方。作为帮助，我建议

您使用VisualVM之类的工具(当然，Thermostat

和MAT也是可行的)。

a. 配置的VisualVM

(1) 下载该工具。

(2) 打开终端，到达目录.../visualvm_xyz/bin

下，运行she l l脚本’./v i sua l vm’ (或在

Windows上运行visualvm.exe)。

(3) 您会看到弹出的主窗口。如果展开“本

地”并双击您正在运行的应用(如下图，我的应用

是一个子Eclipse)，您就可以看到它的各种属性。

(4) 在Fedora上用VisualVM进行故障诊断：

对我来说，最初我无法连接到自己的JVM，也不

能够使堆转储(heap-dumps)和分析(profiling)运

行起来。于是我探索出了如下步骤：

• 确保用自己的登录用户身份运行它，而不是使用

sudo。

• 对系统进行全面更新(sudo yum update)。

• 考虑重新启动是否有所帮助。

• 尝试在关闭所有正在运行的Java应用程序之后，再

启动VisualVM。

(5) 添加一些插件。在使用VisualVM之前，我

事先添加了一些插件。请点击进入工具->插件->“

可用插件”。请选择如下的插件(如果您喜欢，则

可以随意浏览并添加更多的插件)：

• 内存池

• 可视的GC

• 终止应用程序

b. 用VisualVM分析运行的代码

(1) 现在运行您的Java应用程序。

(2) 将VisualVM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

(3) 执行那些容易导致性能变缓的操作。

(4) 检查“监控”和“内存池”选项卡。如果

您看到在“监视器”选项卡中内存显示增加的

话，那就按下“执行GC”(垃圾收集)，并监视内

存的使用情况是否有所减少。

(5) 如果并不减少的话，那么就切换到“内存

池”选项卡，并检查“Old Gen”(最开始的对象

会停留在“Eden”中，然后通过Survivor空间进

行过渡，比较旧的对象会被移到“Old Gen”池

中。如果出现泄漏，则会出现在Old-Gen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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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在返回去，并注释掉程序代码的大部

分，从而定位到应用程序开始变慢的位置。

(7) 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应用程序完全不再有

泄漏的发生。

(8) 然后，经过反复迭代来重新启用代码的各

个部分，并检查VisualVM的内存使用情况。一旦

您的应用程序再次开始泄漏，则马上进入导致内

存泄漏的该函数方法，从而进一步缩小代码的考

察范围。

(9) 最终，您将能够把问题缩小到具体某一个

类，甚至某一个单一的方法上。请仔细验证所有

文件的缓冲区是否已被关闭，而HashMap是否被

正确的使用了。

五、标准化您的代码

有时候会很难确定您那“金光闪闪”的新代码

是否真的会比旧代码更好。面对这种情况下，您

需要去标准化应用程序的性能。您可以将下面的

这段代码插入到任何您认为适当的位置，以获取

有关运行时间和垃圾收集次数的相关信息：

1. long start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2. .. 

3.  //your code 

4. .. 

5. long end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6. System.out.println(&amp;quot;Run time: 

&amp;quot; + Long.toString(end - start)); 

7. System.out.println(printGCStats()); 

8. public static String printGCStats() { 

9.  long totalGarbageCollections = 0; 

10.  long garbageCollectionTime = 0; 

11.  for (GarbageCollectorMXBean gc : 

ManagementFactory.

getGarbageCollectorMXBeans()) { 

12.  long count = gc.getCollectionCount(); 

13.  if (count &amp;gt;= 0) { 

14.  totalGarbageCollections += count; 

15.  } 

16.  long time = gc.getCollectionTime(); 

17.  if (time &amp;gt;= 0) { 

18.  garbageCollectionTime += time; 

19.  } 

20.  } 

21.  return &amp;quot;Garbage Collections: 

&amp;quot; + totalGarbageCollections + 

&amp;quot;n&amp;quot; + 

22.  &amp;quot;Garbage Collection Time (ms): 

&amp;quot; + garbageCollectionTime; 

23. } 

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是在主Eclipse中进行测

试的话，我建议去测试一个“干净”的子Eclipse;

或者是在您的Eclipse的一些“干净”实例中进

行。因为这样的话，其他各种插件是不会对标准

的耗时产生影响的。

六、附加说明：堆转储

我个人使用的并不多，但有些人比较热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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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转储”。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采取堆转储，然后

查看有多少类的实例被打开，以及它们使用了多

大的空间。您可以通过双击它们来查看具体的内

容。如果您想获悉自己的应用程序产生了多少个

对象的话，这种方法会非常有用。

七、我的应用并没有泄漏，可为何还是很慢?

当然也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算您的代码中并

没有任何的泄漏，它仍然运行缓慢。如果出现这

种情况的话，您就必须进行代码分析了。不过，

代码分析已经超出了本文所涉及的范围。这里推

荐一个很好的YouTube视频，它讲解了如何去使

用免费和付费的分析器来对Eclipse进行分析，请

参 见 ：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YCC-CpTE2LU。

八、还能看哪些?

至此您可以潜下心来，花上一到两天的时间去

修复您的内存泄漏问题了。在此过程中，如果您

仍碰到麻烦的话，请参考如下的链接：

• 捕捉内存泄漏：https://www.toptal.com/java/

hunting-memory-leaks-in-java

• 内部类的内存泄漏问题：https://blogs.oracle.

com/olaf/entry/memory_leaks_made_easy

• 浏览Oracle的JVM GC指南：www.oracle.com/

technetwork/java/javase/gc-tuning-6-140523.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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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33)

全栈工程师的自我修炼

史亚风是一个全栈工程师，5年的开发经验，

积累了很多idea，这些idea从传统的Java 

W e b 到 G o l a n g 、 S V M 、 h a d o o p 、 U I 

Automation都有涉及，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有自

己的思考，剑走偏锋。另外亚风是一位兼职的魔

术师，在省赛国赛等魔术大赛中屡屡获奖，工作

之余也经常参加演出，也许是魔术打开了亚风的

灵感，如下文中提到的FoolQQ，让很多开发者看

完源码后大呼很神奇。

零基础自学编程独立建站

亚风从2013年7月参加工作开始，一晃，快五

个年头了。他初次接触编程是在2010年的时候，

大一上学期刚结束，春节，大家忙着串亲戚、走

朋友。在上海创业的叔叔回来过年，吃过年夜

饭，照例是一次深入的家庭谈话。寒暄过后，叔

叔提出想建个网站，一开始亚风是拒绝的，毕竟

才大一，只学过C语言，没接触过Web，当时

连“Web”这个词都没听过。但是看着叔叔焦急

的样子，亚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他做事是

个激进派，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别人交代的事情

总想尽快落实。当时他家里没有网，第二天就去

了附近的网吧，搜搜怎样建个网站。幸好亚风找

了一套视频，讲的HTML/CSS/JS基础。现在看

史亚风•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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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当时的路很正确，对初学者而言看视频跟着

做，很容易成功并一步一步建立信心。学了一

周，依葫芦画瓢地把网站的几个主要页面做出来

了，满满成就感。当然，后面花了一些时间磨合

需求，期间也了解了绕不过去的兼容性问题。

但是下一个问题是，后台程序怎么办呢？很

巧，视频后面是Java Web开发的内容，从此，也

让他走上了Java工程师的道路。现在他回想起来

真的很神奇，如果视频后面是PHP他现在大概就

是PHP工程师了吧。从未接触过Java的亚风，要

从Java基础语法学到JSP，然后是SQL。周期不

短，没有之前那么顺，他叔叔也在催，说实话很

多东西似懂非懂，亚风也就学了20多天，还是硬

生生把一个后台程序做出来了。又过了一个学

期，暑假，直接去了叔叔那儿，基于用友的

ERP、CRM做一些软件的二次开发，在这个过程

中 他 熟 悉 了 J a v a 体 系 ， 学 习 了

Spring、MyBatis、Maven，前端又系统的学了

一遍，然后是jQuery等等。接下来每逢寒暑假他

都会去叔叔那儿帮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自

己，也为后面的就业积累了实战经验。

海量大报文数据持久化

毕业，亚风来到了一家信息领域技术研究公

司，接触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高并发下大报文

数据的持久化问题。基于TT/TC做的，但是压测

性能一直上不去。客户要求单节点18KB报文持久

化达到5000TPS，他在数据库和代码优化后只达

到单节点2100TPS，不过很快事情有了转机，一

次偶然的实验，亚风单独压测TC，发现不经过TT

并发写入多个TC文件可以达到5000TPS，而之

前使用TT访问TC的方式只能基于一个TC文件，

结合应用“写多读少”的特点，并考虑分布式架

构，可以设计出如下架构：

如图，每台server上有一个基于socket的

read server供Web读取，而写的部分并发写入多

个TC文件中。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你需要知道某

个报文存在哪儿了，也就是在哪台server的哪个

文件中，很显然只需要在数据库中保存server所

在的IP信息和文件的名称就ok了，这个数据库就

像hdfs中的namenode一样。数据表应该至少包

含三个字段，分别是IP、TC文件名称、报文的

key。这个案例他还记得很清楚，毕竟当时花了很

长时间做实验，在不改变原有系统架构的情况

下，这是个好办法。另外TC真的很强劲而且稳

定。

基于SVM的验证码识别

2014年，亚风出差北京，待了半年多。给中

国电信集团做内部门户项目，当时要做一个手机

门户，在和外围多个系统谈接口，进展缓慢。于

是他自己提出用爬虫的方式试试，短短一周完成

了很多接口，积累了不少爬虫经验，不过很多系

统都用到了验证码，因此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

关。亚风基于像素比较和SVM做了识别，效果不

错，在人工智能在中国火起来之前接触了这些，

还是很不错的。为了让读者有个感性的认识，举

个例子，你经常看到形形色色的验证码，它们有

不同的颜色，甚至会扭曲的很严重。以数字“8”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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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怎么分别这是8而不是6或者7呢？

我们把“8”放大，可以看到图像是由一个一

个色块组成的，每个色块都有一个颜色值，再设

置一个阈值，大于这个阈值的色块设置成黑色，

反之设置成白色，就得到了一个黑白的数字“8”

，这叫二值化，接下来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白

色的标记为0，黑色的标记为1，得到一个二进制

的数组，这就是SVM的输入，SVM会自动根据这

些数据构建多维空间，根据距离判断数字到底是

几。这些数字组成多维空间的坐标，这个坐标可

以看做一个点，通过很多张“8”图片的训练，会

形成一个“8”组成的点群，看上去就像银河系的

星河。显然，判断某颗星球属于银河系，它必然

在银河系划分的范围之内，否则可能是别的星

系。

基于单例对象的定制Ajax框架Fela

日子平静的来到了2015，亚风公司各产品的

UI也开始基于UED统一设计，摒弃了之前Extjs的

厚重，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使用最多的分页表格

页面需要结合UED提供的CSS重新实现，如果放

手不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实现，又因为样式

和网上的差别大，无法直接套用某个Ajax框架，

因此只能定制。需要一个轻量级的Ajax框架，满

足分页、查询、各种事件支持、后台数据解析、

表单数据打包、以及尽可能的简单，Fela应运而

生。Fela基于单例对象，和传统Ajax框架不同，

单 例 对 象 的 使 用 使 得 F e l a 更 轻 量 级 ， 在

JavaScript中单例有很多优势，诸如更小的内存

开销，加载即创建，方便覆盖重写，对象结构清

晰以及易于和JSON互转等；

但是这样做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一个页面里

只有一个对象，为此，亚风使用克隆代替new来

生成新的对象，避免了初始化大对象时构造方法

中的耦合，也使得使用者对大对象得以按需取

用，书写结构清晰的代码。他设计了别名和方法

链，力求让一个传统的表格数据页面、查询框等

等的开发尽可能简单。编写Fela只用了三天时

间，不到500行的代码小而精巧，公司的几个产

品基于此开发，基本做一个页面前台只需要简单

的配置，缩短了开发周期。最重要的是，Fela通

过有限的API约束了代码，使得每个人写出来的代

码看上去都差不多。它的源码在这>>

搭载黑科技的表单工具——如意

2016年起，亚风开始完善自己的理论，工作

之余挤出时间看了不少书籍，JVM原理、并发编

程、TCP/IP原理等等，也做了一些hadoop技术

栈的学习，很多东西之前知道，但大都太碎片

化，不成体系，读书让他理顺了他们的关系。在IT

行业，知道的越多，就越发觉得自己还很渺小，

反倒是读书少时，更容易自满。根据项目要求，

这一年他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独立做了一个表单

平台——如意。如意相对亚风以前的作品可谓是

大制作，为此他还拍摄了一部宣传片。如意有很

多特性，全控件支持、首创可视化业务逻辑设

计、多数据源、多租户、在线JS编程等等。2017

年10月份，亚风用这个项目参加了51CTO开发者

大赛，很幸运，如意已经入围了，希望后面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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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好成绩。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公司软件实验

室的执行主任，负责创新型项目的研发、以及疑

难问题的解决。

让计算机识别自己！

亚风参与了很多新兴项目，如GIS、声纹时长

识别、问答机器人等等。在GIS项目的开发过程中

他提出了一个基于让计算机通过图像识别来操作

自己的屏幕的方法论，这就好像在计算机前面摆

了个镜子，这样它就可以看到自己，从而操作自

己。这为项目节省了不少人工的工作量，主要用

于自动化的批量几何图形绘制。后来把它应用在

操作QQ上，由于目前读写QQ的机器人都是基于

爬 虫 分 析 S m a r t Q Q 报 文 来 实 现 的 ， 然 而

SmartQQ腾讯已经不再维护，其HTTP服务端经

常不可用，且经常需要不定时的重启，于是基于

图像识别，亚风开源了FoolQQ。由于计算机给自

己截图的输出图像是高清的，意味着开发者可以

直接基于像素比对来实现图像比对。判断一个图

像中是否包含某个子图像就会像下面这样简单：

1. public static boolean isEqual(int x, int 

y, BufferedImage image, BufferedImage point) { 

2.  

3. int pointW = point.getWidth(); 

4. int pointY = point.getHeight(); 

5. for (int m = 0; m < pointW; m++) 

6. for (int n = 0; n < pointY; n++) { 

7. if (image.getRGB(x + m, y + n) != point.

getRGB(m, n)) { 

8. return false; 

9. } 

10. } 

11. return true; 

12. } 

很幸运，这个项目得到了一些个人开发者的捐

助，也让亚风有了维护下去的动力。

【写在最后】

2017年很快就结束了，前面是亚风这些年一

些代表性的研发，篇幅有限，还有很多例子不说

了。程序员的职场很公平，你的待遇几乎和你的

知识成正比，前提是你真的掌握。最后总结一些

研发的经验：

1．架构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你的性能和目

标差很远，请不要尝试细节优化；

2．不要重复造轮子，关注IT领域的动态，经

常访问51CTO这样的网站，知识的广度可以让你

省不少事；

3．如果非要造轮子，设计则显得尤为重要，

一定要站在用户角度看问题，要知道你的用户是

谁；

4．个人技术提升和日常工作有时候是冲突

的，找到双赢的点很重要，优秀的员工应该是一

个合作者的心态；

亚风和朋友常说，进了这个圈子就是一场看不

到终点的修行，最好的结果是，你一直在前行的

路上、在离终点越来越近的路上，这就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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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前端每秒1000万
个Web请求是怎么分到不同的nginx服务器
的。如果用nginx负载均衡好像每秒只能处理
5万多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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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是我用HBuilder编辑了前端文件,用

mui,get方式向服务器获取数据

服务端是：

结果一运行就报错

XMLHttpRequest cannot load http://nan-

younan.com/public/index.php/admin/index/

index?type=test. No ‘Access-Control-Allow-

Origin’ header is present on the requested 

resource. Origin ‘http://127.0.0.1:8020’ is 

therefore not allowed access.” 是用xampp开启的

服务器。

1>IT云服务器-胡华秋-北京：用lvs集群。

2>测试-Gavin-北京：DNS会分开处理，先从

DNS做均衡处理，后面的一层一层做均衡。

是这个结构，我把页面的逻辑放在外面， 
label就没作用了，我把逻辑放到plusready
里label可以点了，逻辑 就没用了？求指教。

C#-Po-成都：PC没有plusready手机上试试。

mui.ajax不是可跨域的么？

1>广州-前端-黄小文：你是app还是M站？在app

里面才可以跨域吧。

2>C#-Po-成都：手机上才可以，电脑上还是用的

普通aj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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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o-成都：跨域问题吧。两种方法••如

果是MUI的话，用MUI的那个AJAX方法直接

请求，另外就是改服务端代码，允许跨域就好

了。你也可以采用JSONP之类来解决•，不

过比较直接的就这个。php代码里配置了

header(‘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问大家一个问题，路由器交换机都正常，网
线这些都正常，但是ping内网网关都掉包，
这个是什么原因，会不会跟回路有关系？布
局很简单，就外网进来， 连路由器交换机，
公司为了节约，居然只换一部分，另外一部
分不换，网线要留两根。

1>安徽-Coeus-PHP：确定有没有回路了吗？

看下是不是有同一交换机2条线插在了路由器

上，如果是个别电脑有问题，检查一下ARP，

我之前局域网ARP，公司电脑一半都有问题。

2>运维-当那一天来临-深圳：电脑是自动获取的

IP地址，还是手动IP地址。

3>泉州-某真-网络安全维护：看你有没dhcp，

或者连接外网的二层，你没把具体的问题方案

给我，我也是不晓得是什么问题，或许你手动

设置IP和DNS试试，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再问我

吧。

4>网络-广州-天涯：看看水晶头两头接触是不是

很好，若不行重做水晶头。

5>Linux&oracle-S.H.I-成都：先排查交换机上

面是否学习到你主机的Mac, 如果学习到了，请

在检查下交换机对应端口上面是否有做Mac绑

定，如果学习到了Mac并且也没有做Mac绑

定，请检查下是交换机的access端口是否有打

VLAN，还有trunk口是否允许此VLAN通过，

顺便排查下你的交换机是否路由器连接正常。

明明传到jsp了,为啥不显示？我把bean存到
request里转发到jsp页面，然后用EL在jsp
里显示，用谷歌的插件，明明显示能获取到，
到了jsp页面就是不显示。用<%%> ${}都打
印不出来，可是按理说，返回的数据中有东
西，怎么会打印不出来。

1>Java+李赛+郑州：页面的EL有问题没？在

页面打印一下bean，看看有没有。

2>Java—小刘—长沙：设置<%@ page 

isELIgnored=”false”%>没有。

批量插入后怎么获取影响的行数id，为什么只
能返回第一个？

Linux&oracle-S.H.I-成都：是关于数据库的么？

如果是的话，在数据字典里面试着找下dif的

表 ， O R A C L E 可 以 试 着 找 下 U S E R _

COMPARISON_ROW_DIF这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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