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am

冯海舰

邮箱：linss@51cto.com

电话：010-68476606-8123

2017年03月09日

linss@51cto.com

04

08

12

Google要逆天！Google Wear 2.0 最
新离线AI技术解析

世界级的开源项目：TiDB 如何重新定
义下一代关系型数据库

基于React与Vue后，移动开源项目
Weex如何定义未来

欢迎加入51CTO挨踢部落群

QQ群：312724475

出版方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联系方式

出版日期

投稿方式 17

20

如何在Android设备上利用VPN保护隐
私？

Angular、React与Vue将在2017年迎
来怎样的发展前景？

23

26

28

如何将AI原生的应用到Android系统

TensorFlow 1.0：在智能手机端解锁
机器学习

Google AI 新进展：没人知道它的工作
原理

30 嵌入式Linux如何加快物联网方案的开
发速度

2017年03月目 录 总第33期

探  城

译文精选



36

38

40

入行IT自学成才

程序猿的跳槽感悟

用代码改变世界

42

44

46

女攻城狮职位晋升记

结缘51CTO志在高远

追随梦想坚定创业

48 女程序媛的开发梦

50 技术晋升管理的心声

54 挨踢部落技术坐诊 · 精编篇

32

34

菜鸟如何蜕变为高级程序猿

机缘所致转型之路

挨踢故事汇

技术坐诊

P28

P34

P36

P30

P48



逆天！
Google Wear 2.0

离线AI技术
解析

作者：Liam

来源：51CTO

量上，如果不连接云端就能够拥有自我学习，“
智能回复”等能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直
到Google的一支名为“Expander”的AI研发团
队做到了，并移植到Android Wear 2.0上且得到
很好的效果！他们通过重新设计了一套更加轻
量、全新的机器学习框架，不仅能驱动 Android 
Wear 2.0 上的 Smart Reply，还可以给更多其
他离线移动应用带来巨大的帮助。不过在此之
前，他们也尝试了很多比较流行的神经网络和图
形学习技术，但是建立的模型并不适合应用在移
动平台，限制回复的数量也打不到预期效果。通
过这套轻量，简单的系统，可以将预期回复相似
的消息，比如“你最近好吗？”“过得怎么
样？” 迅速归类到一起，以此减轻Smart Reply
给内存带来的压力。

在此之间，作者联系到了在Google  负责
Android工作的梁宇凌老师，他介绍说，AI一般

近几年，人工智能领域显得异常的活跃。除了
传 统 的 机 构 学 术 圈 外 ， G o o g l e 、 

Microsoft、Facebook、苹果以及国内的百度、
阿里等等优秀的互联网企业也纷纷成立了相关的
研究团队，并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Google的AlphaGo向全世界展示了强大的运
算能力，Siri和Google Now中的语音识别能力，
国内百度的小度机器人在“最强大脑”上展现的
语音、图像识别能力，这些优秀的项目都极大的
反应了人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飞速发展。但是，
无论是语音还是图像识别，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
云计算来满足大量的运算和存储，而移动、PC设
备，都需要时时刻刻通过互联网的连接，获取计
算资源来达到人工智能的目的。

不过近期，在Google发布的Android Wear 
2.0中，除了允许手表脱离手机直接使用外，更加
让人震惊的是“智能回复”（Smart Reply）能
力，官方技术团队认为，这是基于离线AI实现
的，无需接入网络去寻求云计算帮助，就能够实
现自我学习的目的。

在此之前，包括作者在内，都认为对于智能手
表这样的移动设备，在有限的计算能力和内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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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都是机器学习，主要分为训练和预测两个流程。训练时需要
海量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因此通常还是在云端进行训练。训
练结束以后得到的模型，进行单次预测时不需要海量数据和计算
能力，所谓的离线AI，往往是指把网上训练好的模型存在移动设
备上，进行预测。因此技术难点往往在于如何把模型的size缩
小，以及减少预测时的计算量和加快预测速度。这方面有很多办
法，现在很热的AI芯片加速就是其中一种办法。

其实Android Wear 2.0的离线AI技术并没有采用深度学习，
而是通过一种叫semi-supervised graph learning（半监督图学
习[1]）的技术，其中技术核心部分在于对设备上的信息内容（例
如聊天，短信等等）高效地映射到相应可能的自动回复。而在
Smart Reply中采用了一套全新、且比较轻量化的机器学习架
构，他不仅仅能够满足智能回复功能，将来还会在很多离线的移
动应用中带来巨大的帮助。

接下来，作者整合了梁老师的建议以及Google官方技术团队
的博客，具体分析Android Wear 2.0离线AI技术的实践思路。

学习与投射

建立轻量级会话模型的一个简
单的策略是，在设备上创建的内
容是常见的、且有规则的小字典
（比如输入→回复映射），并且
在推理时使用一种较为朴素的查
询策略。这里牵涉到使用几个特
征的一小组类预测任务，（比如
二元情感分类，“我爱这部电
影”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情感，
而“演得很糟糕”这句话传递了
消极的情感）。但是，它缺乏良
好的扩展性，无法支持聊天消息
中常见的丰富词汇和众多复杂的
语言变化。另一方面，递归神经
网络（比如LTSM）等机器学习
模型是功能极其强大的工具，适
用于自然语言理解任务中的复杂
序列学习，包括“智能回复”。
然而，压缩这类丰富的模型用来
适应很小的内存设备，并通过降
低计算成本获得可靠的预测（迅
速按照需要处理），那非常有挑
战性。Android Wear 2.0团队早
期尝试通过限制模型、只预测一
小 批 回 复 ， 或 者 使 用 量 化
（quantization）或字符级模型
（character-level model）等技
术，都未能获得很好的结果。

最后，通过为设备端机器学习
系统构建一套不同的解决方案。
思路是，先使用一种快速、高效
的机制，将相似的消息分成一
组，并将它们投射到相似（“邻
近”）的位向量表示。虽然有几
个方法可以执行这个投射步骤，
比如使用单词嵌入或者编码器网
络，但最后Android Wear 2.0采
用了一种经过改动的局部敏感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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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算法（LSH）， 将维度从数百万个独特的单词
简化为短小的、固定长度的位序列。这样能够非
常快地为消息即时计算投射，并且在设备上占用
的内存空间更小，因为不需要存储消息、单词嵌
入或者甚至是用来训练的整个模型。

离线AI投射流程

投射步骤：相似的消息分到一组，被投射到邻
近向量。比如说，“hey, how’s it going?”
和“How’s it going buddy?”这两条信息有着
相似的内容，可能被投射到同一个11100011。
另一个相关的信息“Howdy, everything going 
w e l l ? ” 被 映 射 到 只 相 差 2 位 的 邻 近 向 量
11100110。

接下来，系统通过消息及其投射后，共同训练
成“消息投射模型”，该模型学会使用半监督式
图形学习框架，预测可能合适的回复。图形学习
框架想要训练成一个可靠的模型，其办法是结合
来自多个来源的语义关系（消息/回复交互、单
词/短语相似性、语义聚类信息），并且学习有用
的投射操作，这些投射操作可以映射到出色的回
复预测。

离线AI学习流程

学习步骤：（上面）消息连同投射和相应回复
一起用于机器学习框架，共同学习一个“消息投

射模型”。（下面）消息投射模型学会将回复与
相应的消息投射关联起来。比如说，该模型将两
个不同的消息：“Howdy, everything going 
well?”和“How’s it going buddy?”（底部
中间）投射到邻近位向量，并学习将其映射到相
关回复（底部右边）。

上述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可以使用复杂机器学
习和云计算的能力，训练消息投射模型，但是模
型本身驻留在设备上，而且完全在设备上执行并
推理。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可以传递用户的消
息，并从设备端模型接收回复预测，而数据不用
离开设备。且还可以改动该模型，以适应用户的
书写风格和个人偏好，从而提升个性化的体验。

离线AI推理流程

推理步骤：该模型将学到的投射运用于消息（
或消息序列），并建议相关的不同回复。推理工
作在设备上执行，让模型得以适应用户数据和个
性化书写风格。

为了让设备端系统能够开箱即用，Android 
Wear团队也不得不进行几个额外的改进，比如专
门进行了优化，以便加快设备端计算，以及从模
型生成丰富多样的回复。

离线AI从手表交流到应用

从一开始，Google Wear团队开始踏上从零开
始开发这项技术时，对于模型的预测是否有用和
准确率其实心里没底。但是完成整个项目后，他
们惊奇的发现这项技术在即便在计算能力和存储
资源非常有限的Android可穿戴设备上效果能够
达到预期，这使得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接下
来他们还会继续改进模型，为用户提供更出色的
会话体验，也会充分利用这个设备端机器学习平
台，带来全新的应用，类似此前Google推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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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用Allo 的APP，让沟通更加简单，工
作效率更高。

Smart Reply菜单

因此，Android Wear团队还提供了非常丰富
的API接口，为第三方使用Wear的设备接入并使
用Smart Reply能力，比如，如果想要对您的通
知操作启动Smart Reply，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NotificationCompat.MessagingStyle

· 对通知操作调用setAllowGeneratedReplies 
(true)

· 确保通知操作具有RemoteInput（相应驻留）

以 下 示 例 为 如 何 使 用 智 能 回 复 响 应 创 建
MessagingStyle通知：

1. // Create an intent for the reply 
action 

2. Intent replyIntent = new Intent(this, 
ReplyActivity.class); 

3. PendingIntent replyPendingIntent = 

4.  PendingIntent.getActivity(this, 0, 
replyIntent, 

5.   PendingIntent.FLAG_UPDATE_CURRENT); 

6.  

7. // Create the reply action and add 
the remote input 

8. NotificationCompat.Action action = 

9.  new NotificationCompat.Action.
Builder(R.drawable.ic_reply_icon, 

10.   getString(R.string.label), 
replyPendingIntent) 

11.  .addRemoteInput(remoteInput) 

12.  

13. // 1) allow generated replies 

14. .setAllowGeneratedReplies(true) 

15.  .build(); 

16.  

17. Notification noti = new 
NotificationCompat.Builder() 

18.  .setContentTitle(messages.length 
+ “ new messages with “ + sender.
toString()) 

19.  .setContentText(subject) 

20.  .setSmallIcon(R.drawable.new_
message) 

21.  .setLargeIcon(aBitmap) 

22.  // 2) set the style to 
MessagingStyle 

23.  .setStyle(new NotificationCompat.
MessagingStyle(resources.getString(R.
string.reply_name)) 

24.  .addMessage(messages[0].
getText(), messages[0].getTime(), 
messages[0].getSender()) 

25.  .addMessage(messages[1].
getText(), messages[1].getTime(), 
messages[1].getSender())) 

26.  

27.  

28. // 3) add an action with 
RemoteInput 

29. .extend(new WearableExtender().
addAction(action)).build(); 

如果想要接入更多的扩展能力，需要进入>>

最后，梁老师还跟作者表示，Google现在有好
几个项目都有离线AI，例如Google翻译。但针对
不同应用场景，具体的实现技术有所不同，例如
Google翻译上的方法和Wear 2.0的Smart Reply
用的就不是同一种技术。针对Smart Reply是否
能够开源的问题，梁老师没有去评论，不过他建
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的TensorFlow 1.0
版本[2]，里面演示了在Android和ios上实现基于
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的能力，也有非常好的例
子。■

探 城

7态牛 Tech Neo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wear/


世界级的开源项目

TiDB 如何重新定义下一
代关系型数据库

著名的开源分布式缓存服

务  C o d i s  的 作

者，PingCAP 联合创始人& 

CTO ，资深 infrastructure 工

程师的黄东旭，擅长分布式存

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开源狂

热分子的技术大神级别人物。

即 使 在 互 联 网 如 此 繁 荣 的 今

天，在数据库这片边界模糊且

不确定地带，他还在努力寻找

确定性的实践方向。

在数据库的平行世界里，黄

东旭以不同的方式在追随着自

己的内心。他认为，通常传统

的关系型数据库无法满足海量

数据处理和分析时，新一轮的

窗口期也随之需求开启，但是

各 类 劣 势 架 构 、 内 存 架 构 、 

NoSQL 等方案都不能满足自己

理想的解决方案，这些都不够

美，很少能够把分布式事务与

弹性扩展做到完美。

绝对的理性与感性，在黄东

旭 的 身 上 看 似 矛 盾 ， 直 到 

2012 年底，他看到 Google 

发 布 的 两 篇 论 文 ， 如 同 棱 镜

般，折射出他自己内心微烁的

光 彩 。 这 两 篇 论 文 描 述 了 

Google 内部使用的一个海量关

系型数据库 F1/Spanner ，解

决了关系型数据库、弹性扩展

以及全球分布的问题，并在生

产中大规模使用。“如果这个

能实现，对数据存储领域来说

将是颠覆性的”，黄东旭为完

美 方 案 的 出 现 而 兴 奋 ， 

PingCAP 的 TiDB 在此基础上

诞生了。

当然，每向前进一步，都需

要 付 出 巨 大 的 努 力 。 在 启 动 

TiDB 项目之前，黄东旭先完成

了一个开源分布式的 Redis 集

群方案 Codis ，这个项目完成

以后让他们觉得虽然缓存的水

平扩展问题有了解决方案，但

是底层的关系型数据库（主要

是 MySQL 为主）并没有一个

优雅的扩展方案。业界除了在

业务层分库分表，或者使用中间

件等折衷方案外，并没有其他太

多的办法，有些业务可能能迁移

到 NoSQL 之上，例如 HBase 、 

C* 等，跟很多的业务没法平滑迁

移，几乎需要重写全部逻辑。如

果采用分库分表和中间件的方

案，扩展以及高可用的方案会带

来大量额外的运维成本，比如无

法使用跨 shard 的 join、子查

询、跨行事务等。

作为一个基础软件工程师的黄

东旭他们不希望将这些复杂度转

嫁给业务层，所以就开始重新审

视整个数据库，希望从根本上解

决 MySQL 的扩展问题，而不是

再造一个中间件。

“如果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

使它有一天能够成为生产力，那

种感觉真好！”

在 2012 、 2013 年期间，

黄东旭他们就开始研究了Google 

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新一代分布式

作者：Liam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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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Spanner 和 F1 的论文以及相关的学术界

的进展，直到 2015 年，他们觉得基本所有的技

术问题和架构都已经思考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

出来全职去重新开始完整的实现一个新的数据

库，也就是今天的主角-下一代开源 NewSQL 数

据库 TiDB 。

当然了，创造并不意味着开始，它需要面临的

是无限的投入和无限的博弈来适应互联网的竞争

和审视，真正做到让开发者和企业受益，才是真

正的开始。

TiDB在整体架构基本是参考 Google Spanner 

和 F1 的设计，上分两层为 TiDB 和 TiKV 。 

TiDB 对应的是 Google F1， 是一层无状态的 

SQL Layer ，兼容绝大多数 MySQL 语法，对外

暴露 MySQL 网络协议，负责解析用户的 SQL 语

句，生成分布式的 Query Plan，翻译成底层 Key 

Value 操作发送给 TiKV ， TiKV 是真正的存储数

据的地方，对应的是 Google Spanner ，是一个

分布式 Key Value 数据库，支持弹性水平扩展，

自动的灾难恢复和故障转移（高可用），以及 

ACID 跨行事务。值得一提的是 TiKV 并不像 

HBase 或者 BigTable 那样依赖底层的分布式文

件系统，在性能和灵活性上能更好，这个对于在

线业务来说是非常重要。

这群理想很丰沛，这不被骨感现实所惑的人。

在 TiDB 研发语言的选择过程中，放弃了 Java 而

采用 Go 。

TiDB整个项目分为两层，TiDB 作为 SQL 

层，采用 Go 语言开发， TiKV 作为下边的分布式

存储引擎，采用 Rust 语言开发。在架构上确实类

似 FoundationDB，也是基于两层的结构。 

FoundationDB 的 SQL Layer 采用 Java ，底层

是 C++ ，不过在去年，被 Apple 收购了。

在选择编程语言并没有融入太多的个人喜好偏

向， SQL 层选择 Go 相对 Java 来说：

第一是 他们团队的背景使用 Go 的开发效率更

高，而且性能尚可，尤其对于高并发程序而言，

可以使用 goroutine / channel 等工具用更少的

代码写出正确的程序；

第二是 在标准库中很多包对网络程序开发非常

友好，这个对于一个分布式系统是非常重要；

第 三 是  在 存 储 引 擎 底 层 对 于 性 能 要 求 很

高，Go 毕竟是一个带有 GC 和 Runtime 的语

言，在 TiKV 层可以选择的方案并不多，过去基本

只有 C 或 C++，不过近两年随着 Rust 语言的成

熟，又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大量实验，最终他

们团队选择了 Rust。

Rust 这门静态语言的定位是取代 C++，最大

的特点是通过很多语法的限制来避免开发者写出

内存泄露和 data race 的程序，将很多问题解决

在编译期，使得运行时不需要花费额外的代价进

行 GC 之类的事情，保证高性能。所以，写出安

全的程序，这正是 C++ 程序很大的一个痛点。

虽然在 C++ 11 中有了很多的改进，但是由于

历史包袱太重或者第三方包库开发者的水平参差

不齐。但是重要的原因不因为别的，正是他们的

背后并不是一个 C++ 背景很深的团队，所以最后

放弃了 C++ 11 而选择了 Rust 。

Rust 不仅有安全和高性能的特点，同时语法

更加现代，开发效率更高，另外拥有非常完善的

包管理机制（Cargo），使得在能写出非常高性

能且安全的程序同时，开发效率比起 Go并没有下

降太多，对于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作为 Rust 社区内全球最大的开源项目之一，也得

到了 Rust 语言官方团队的很大支持，黄东旭表

示，包括一些他们需要的第三方库，Rust team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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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放在很高优先级上去开发或者在社区里推

进。另外 Rust 早已发布 1.0，语法也早已稳定，

是非常有前途的系统编程语言。

轮番在Google中刷出了存在感后，还一直在没

有尽头的草原上奔跑，黄东旭认为只有聚焦，专

注，才能摆脱掉令人迷惑的干扰。在不断的探索

后，终于寻找到了实现事务模型的方式。

TiDB 的事务模型通过参考了 Google 的 

Percolator。该论文发表于 2010 年，是描述 

Google 在 BigTable 上的构建 ACID 跨行事务框

架用于保证索引更新的一致性。算法的核心思想

是两阶段提交，但是传统的分布式两阶段提交的

问题是单点的事务管理器没法扩展，会成为整个

系统的瓶颈，Percolator 使用了一个两级锁的机

制实现了去中心化的事务管理器，使得整个系统

的可扩展性大大提升。

TiDB 将这个模型应用在底层的存储引擎中，

并做了很多工程上的优化，黄东旭举例说，通过 

batch 和 pipeline 等手段大大提升了授时服务的

吞吐，使用 Raft + RockDB 来替代原文的 

BigTable 性能更好，另外采用乐观事务机制追求

更高的吞吐，不过是从算法层面，是 Percolator 

实现。

TiDB 对比 NOSQL

TiDB 对于这些 NoSQL 来说，最大的特点是

编程接口是 SQL，SQL对于开发者而言是更加灵

活的操作数据库的方式，且对 MySQL 有着极高

的兼容性—原业务的 MySQL切换到 TiDB 几乎一

行代码都不用修改就可以完成。TiDB 在支持 

SQL 的同时有没有丧失 HBase 这样的系统的弹

性扩展能力，业务层不需要再去关心数据库的容

量，不用去考虑分库分表，也不用像过去那样投

入很大的运维力量，扩容只需简单加机器就好，

存储节点故障对业务透明，而且数据库本身具有

自我修复的能力，保证数据不会丢失。

对于 MongoDB 也是一样，更重要的是不需

要改变用户已有的习惯和程序，而且为了定义未

来的云上的数据库形态，TiDB 设计的目标是单集

群需要可以 Scale 到 1000 以上物理节点的规

模，支持 P 级别容量，万亿以上的行的结构化数

据存储，在这个前提约束下的设计和技术选型和 

MongoDB 很不一样，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 TiDB 

的表现更稳定，扩展更加平滑。

TiDB 的 SQL 优化器是黄东旭他们从头开始实

现的一个面向分布式存储设计的查询优化器，使

用了很多学术界很新的查询优化技术和分布式计

算框架的思想，保证 MySQL 兼容性的前提下比 

MySQL 在复杂查询下表现要好得多。

传统数据库的痛点解决

任何企业，如果使用传统的单机关系型数据

库，在数据量持续增长下，或者对业务的可用性

有严格要求的情况下，可能都会面临单点故障和

单点容量限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最近几年在互联

网行业尤其突出，目前来说除了上面提到的分库

分表和中间件也并没有其他的方案解决，几乎苦

不堪言。

TiDB 基于更先进的 Raft 算法来实现了存储层

的水平扩展基础上加上了分布式事务，构建了完

整的 SQL 查询层，在保证不丧失 ACID 事务的前

提下，支持 JOIN ，子查询等复杂查询，另外对

外暴露 MySQL 接口，让用户几乎在无侵入性的

前提下，解决大量结构化数据的存储问题。考虑

到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代差大概在 3 年左

右，另外这个时间在不断的缩短，最近随着 TiDB 

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在使用 TiDB ，相

信未来会成为扩展数据库的一个新的主流选择。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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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B 的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是典型的 OLTP 场景，范围很大，覆

盖到任何企业。在关系型数据库上遇到扩展性问

题、同时需要强一致事务、需要实现多数据中心

强一致和高可用，都是 TiDB 的典型用户。TiDB 

对 MySQL 的支持很完善，基于目前使用着 

MySQL 的用户或企业，希望寻求更优雅的水平扩

展方案，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其实目前在统计大多数线上生产环境中使用的

用户基本都是互联网场景，从 MySQL 过

来。TiDB 目前暂时不支持存储过程和视图，所以

前提条件是已有业务中没有这类操作。

在项目开始第一天就确定了 TiDB 最大兼容 

MySQL ，黄东旭坦言， MySQL 是一个单机的

数据库，而且查询优化器是针对单机场景设计，

基于这架构上做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的难度很大。

而此时，他们决定选择一条更彻底的道路，就

是重写整个 SQL Parser 和查询优化引擎。虽然

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实际做下

来他们觉得在一个更良好设计和复杂度控制下，

反而是一条更轻松的路。而选择完全的 MySQL 

兼容这个事情带来的好处不仅限于对用户的友好

度，更重要的是能从 MySQL 社区吸取大量的测

试。这对于一个数据库产品来说，做出来并不

难，如何证明你是对的，这才是更重要的！黄东

旭他们不断的从 MySQL 社区收集了千万级的测

试用例来保证每个模块的正确性，和对 MySQL 

行为的一致性。

TiDB 项目开源的程度

TiDB 项目是100% 开源，致力于做一个具有

国际水准的顶级开源项目，从 Github repo 本身

其实很难看出来这是一个背后是国人主导的开源

项目，所有的提交记录，所有的协作，Roadmap 

，Issue tracking ，中英文文档，以及代码审核

都是开源的。

而项目已经迭代到 Beta 4 版本，从线上用户

的反馈，主要的功能已经基本完善稳定。黄东旭

表示，接下来重要的工作会是持续的性能优化和

继续提升稳定性，还有在更大容量，更恶劣严苛

的集群环境下持续测试。当然周边工具，部署教

程，更多的设计文档也是在持续的丰富中。

TiDB 的未来

从更长远的角度，一切东西都会运行在云端，

数据库也不例外。在海量数据，大规模集群的前

提下，关系型数据库的设计和理论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探索，这种集群规模之下，一切依赖人工的

运维都将会失效，因为人是没法 scale ，数据库

需要具有自我修复和自我扩展的能力，也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的利用集群的计算资源，这也为什

么 TiDB 团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 Cloud-Native 

的数据库，他们在为未来做很多基础性的研究和

准备，包含对 Kubernetes 和分布式数据库的结

合上也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

黄东旭希望 TiDB 定义下一代关系型数据库，

未来开发者能够真正专注自己的业务，不用在关

心数据库有多大，并发可能会有多高，什么时候

需要扩容一下，选哪个 sharding key 好等这些

问题都应该被隐藏在一个很简单的 SQL 

interface 之下。

TiDB 有了非常不错的开头，他们做到了，在

下一代关系型数据库里面，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

种技术所带来生产力的美好！■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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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JavaScript而言，2016年绝对是辉煌的一年。大量框架的涌现为我们带来

多选择，而Angular与React自然是开发者们最为拥护的两大解决方案。

Angular、React与Vue将在
2017年迎来怎样的发展前景？

对于JavaScript而言，2016年绝对是辉煌的

一年。大量框架的涌现为我们带来更多选

择，而Angular与React自然是开发者们最为拥护

的两大解决方案。另外，如果大家强调编码灵活

性，那么Vue.js同样不容错过。因此，我们将着

眼于新的一年，讨论这三款框架的发展前景。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将介绍这三套框架在

2016年年中的出色表现——先从Vue.js开始。

Vue.js 2016年与即将到来的2017年内大事记

2014年，人们还几乎从未听说过Vue.js。如

今，开发者们已经开始将其与Angular或者React

相提并论，而不再将其视为小众型框架选项。

Vue.js的崛起始于2015年，并在过去一年中

快速发展。下图为这套框架可观的市场接受度：

Angular、React与Vue将在2017年迎来怎样

的发展前景？

下面来看Vue.js在2016年中取得的成就：

1. NPM下载总量达194万3567次(2016年年

内为153万1217次)。

2. 在GitHub上获得3万8706颗星评，其中

2016年年内获得2万6000颗星评。

3. Vuejs.org网页获得2142万4759次浏

览，2016年内增幅达470%。

4. 2016年9月，Vue.js正式发布2.0版本。

5. Vue.js的星评总数在2016年的GitHub上排

名第三。

而Vue.js还将在2017年迎来以下发展规划：

1) 改进测试

从来自Twitter的反馈来看，Vue.js团队决定在

测试方面投入更大力度。其计划以文档及官方测

试工具的形式提供更多指导，从而更为轻松地实

现Vue.js组件测试。

译者：核子可乐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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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易发现

随着时间推移，Vue.js环境变得较为臃肿且难

以导航与评估。2017年，开发团队决定制定更高

的项目策划标准，并为其中各项目提供更具体的

说明信息。

3) 原生渲染

2017年，Vue.js根据社区反馈在原生渲染机

制中引入文档改进、API提升与本地使用体验，其

还将被阿里巴巴公司大规模引入生产环境。

4) 会议

团队计划于2017年召开一次会议。尽管日期

尚未确定，但其已经开始发布调查以了解用户社

区的意见。

Angular 2016年与2017年内大事记

谷歌旗下的Angular团队过去一年对这套框架

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变更。

1. 1月，Angular 2转为MIT开源许可框架。

2. 年末由Angular 2 RC2升级至RC7。

3. Angular于7月凭借angular.cn进入中国。

4. Angular 1.6版本中迎来多项重要更新(表达

式沙箱移除)。

5. Angular 2最终版本于9月发布。

6. Angular 2.2.0版本于11月发布。

自2010年以来，去年的Angular 2升级是其规

模最大的一轮版本更新，同时亦让Angular的人气

提升至新的高度。

2017年，我们期待这款框架带来更多惊喜。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了解到以下情况：

1) Angular 4

开发团队将于2017年3月跳过Angular 3，直

接发布Angular 4。从技术角度讲，其将包含大量

重要变化，但变化幅度不会像由1到2那样显著。

随着开发者对于Angular 2版本与TypeScript愈

发熟悉，2017年将成为Angular 2及其生态系统

发展成熟的一年。以下为目前的暂定发布时间

表：

Angular、React与Vue将在2017年迎来怎样

的发展前景？

2) 未来版本

除了Angular 4以外，Angular 7的暂定发布

时间也已经确定。以下为具体时间表：

3) 改进原有版本

Angular 1版本(1.5与1.6)同样不会受到冷

落，其仍是目前最具人气的框架之一。2017年

13态牛 Tech 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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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x版本同样有计划实现稳步改进。

React 2016年与2017年内大事记

React(由Facebook支持)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保

持旺盛人气。Facebook团队对这套JavaScript

库做出一系列重要改进，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包括：

1. 2016年1月在React DOM内停止对IE 8的

支持。

2. 版本机制发生重要变更，由0.14.7调整为

15.0.0。

3. 4月发布v15.0大版本。

4. 7月引入React的错误码系统。

5. 9月获得5万颗GitHub星评。

React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相当成功，但其在

新的一年中还有更多任务需要完成。

1) React Fiber

2017年，React Fiber将成为关注重点，其被

称为一轮“对React核心算法的重新实现”。视频

详尽介绍了React Fiber的相关情况。

虽然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但React Fiber应该

会在其16.0或者17.0版本中实现。这意味着

React也将像Angular那样在发布第二套版本时对

自身核心算法做出调整。

2) Facebook Web应用

Facebook希望利用2017年内的React Fiber

更新实现“Web应用的60 fps与动画”效果。■

据VentureBeat报道，百度今天宣布推出 

SwiftScribe，一个能用人工智能转录音频文件的

应用。

过去几年百度一直在研究其DeepSpeech软件

的语音识别。去年，还推出了TalkType，这是一

个使用 DeepSpeech 的 Android 键盘。事实

上，亚马逊、苹果、谷歌和微软都一直和百度一

样在研究语音识别，但他们都没有解决较长时间

音频的转录问题。

在 SwiftScribe 中，用户选择以 .wav 或 .

mp3 格式上传文件，系统将自动处理它。30秒的

文件10秒就能转录完毕，一分钟的文件只需不到

30秒。“SwiftScribe 甚至可以处理任意文件中

长达一小时时长的音频，但需要花费20分钟的时

间 来 处 理 ” ， 百 度 项 目 经 理 田 武 在 接 受 

VentureBeat 采访时说。

目前，百度将 SwiftScribe 作为一项免费服务

提供，不过田武表示在未来更多的是希望将它变

成一项业务。■

百度推出能用 AI 转录音频的新

应用 SwiftScribe

精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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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将沃森文本到语音（简称TTS）功

能集成至现有Android原生移动应用当中。

如何将AI原生的应用到
Android系统

相较于阅读消息内容，直接听取内容无疑更

为便捷。将沃森的文本到语音功能集成至

现有Android原生应用中能够帮助大家轻松实现

这一目标。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将沃森文本

到语音（简称TTS）功能集成至现有Android原生

移动应用当中。

在第一次尝试向Gi tHub提交自己开发的

Watbot时，这样的经历简直可以用“梦幻般”来

形容。Watbot是一款利用沃森对话服务打造的

Android聊天机器人，主要帮助高校学生们学习

如何在30分钟内通过在Bluemix上创建服务并经

由模拟器或者物理设备运行应用，最终实现学习

目标。不过在我看来，将其它沃森服务集成至应

用当中显然更为有趣，特别是沃森文本到语音服

务。相较于阅读消息内容，直接听取其内容无疑

更加便捷。

“文本到语音转换能够将书面文本转化为自然

发声音频。您可以自定义并控制特定词汇的发

音，从而为受众提供无缝化语音交互成果，其适

用于儿童互动玩具、自动呼叫中心交互以及免提

式导航系统。”

以不同语音听取消息内容

在Bluemix上创建一项沃森文本到语音（简称

TTS）服务。

前往Service Credentials标签并点击View 

Credentials。

1. curl -X GET -u 
“{username}”:”{password}” 
2. “https://stream.watsonplatform.net/
text-to-speech/api/v1/voices” 

以上代表用于检索全部可用于服务的语音列

表。其中提供的信息包括语音名称、语种以及性

别等等。要了解关于特定语音的信息，请使

用“Get a voice”方法：

3. { 
4.   “voices”: [ 
5.     { 
6.       “name”: “pt-BR_IsabelaVoice”, 
7.       “language”: “pt-BR”, 
8.       “customizable”: true, 
9.       “gender”: “female”, 
10.       “url”: “https://stream-s.
watsonplatform.net/text-to-speech/api/
v1/voices/pt-BR_IsabelaVoice”, 
11.       “supported_features”: { 

译者：核子可乐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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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oice_transformation”: 
false, 
13.         “custom_pronunciation”: 
true 
14.       }, 
15.       “description”: “Isabela: 
Brazilian Portuguese (português 
brasileiro) female voice.” 
16.     }, 
17.     { 
18.       “name”: “es-US_SofiaVoice”, 
19.       “language”: “es-US”, 
20.       “customizable”: true, 
21.       “gender”: “female”, 
22.       “url”: “https://stream-s.
watsonplatform.net/text-to-speech/api/
v1/voices/es-US_SofiaVoice”, 
23.       “supported_features”: { 
24.         “voice_transformation”: 
false, 
25.         “custom_pronunciation”: 
true 
26.       }, 
27.       “description”: “Sofia: North 
American Spanish (español 
norteamericano) female voice.” 
28.     }, 
29.     { 
30.       “name”: “en-GB_KateVoice”, 
31.       “language”: “en-GB”, 
32.       “customizable”: true, 
33.       “gender”: “female”, 
34.       “url”: “https://stream-s.
watsonplatform.net/text-to-speech/api/
v1/voices/en-GB_KateVoice”, 
35.       “supported_features”: { 
36.         “voice_transformation”: 
false, 
37.         “custom_pronunciation”: 
true 
38.       }, 
39.       “description”: “Kate: 

British English female voice.” 
40.     }, 
41.     { 
42.       “name”: “en-US_LisaVoice”, 
43.       “language”: “en-US”, 
44.       “customizable”: true, 
45.       “gender”: “female”, 
46.       “url”: “https://stream-s.
watsonplatform.net/text-to-speech/api/
v1/voices/en-US_LisaVoice”, 
47.       “supported_features”: { 
48.         “voice_transformation”: 
true, 
49.         “custom_pronunciation”: 
true 
50.       }, 
51.       “description”: “Lisa: 
American English female voice.” 
52.     }, 
53.     { 
54.       “name”: “ja-JP_EmiVoice”, 
55.       “language”: “ja-JP”, 
56.       “customizable”: true, 
57.       “gender”: “female”, 
58.       “url”: “https://stream-s.
watsonplatform.net/text-to-speech/api/
v1/voices/ja-JP_EmiVoice”, 
59.       “supported_features”: { 
60.         “voice_transformation”: 
false, 
61.         “custom_pronunciation”: 
true 
62.       }, 
63.       “description”: “Emi: 
Japanese (日本語) female voice.” 
64.     }, 
65.     . . . 
66.   ] 
67. }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此处参阅沃森开发者云

之上的API参考资料，从而了解更多与TTS API调

精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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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关的知识

如何将TTS集成至我的Android原生应用？

这要求我们将TTS的Gradle条目添加至build.

gradle（应用）文件当中：

68. compile ‘com.ibm.watson.developer_
cloud:text-to-speech:3.5.3’ 
69. compile ‘com.ibm.watson.developer_
cloud:android-sdk:0.2.1’ 

在您的MainActivity.java文件内添加以下代

码，并将用户名与密码占位符替换为实际TTS服

务凭据。另外，在添加以下代码后，点触一段消

息即可将文本转换为语音：

70. recyclerView.
addOnItemTouchListener(new RecyclerTouc
hListener(getApplicationContext(), 
recyclerView, new ClickListener() { 
71.  @Override 
72.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iew, 
final int position) { 
73.   Thread thread = new Thread(new 
Runnable() { 
74.    public void run() { 
75.     Message audioMessage; 
76.     try { 
77.      audioMessage = (Message) 
messageArrayList.get(position); 
78.      streamPlayer = new 
StreamPlayer(); 
79.      if (audioMessage != null && 
!audioMessage.getMessage().isEmpty()) 
80.      //Change the Voice format and 
choose from the available choices 
81.       streamPlayer.
playStream(service.
synthesize(audioMessage.getMessage(), 
Voice.EN_LISA).execute()); 
82.      else 
83.       streamPlayer.
playStream(service.synthesize(“No Text 
Specified”, Voice.EN_LISA).execute()); 

84.     } catch (Exception e) { 
85.      e.printStackTrace(); 
86.     } 
87.    } 
88.   }); 
89.   thread.start(); 
90.  } 
91.  @Override 
92.  public void onLongClick(View 
view, int position) { 
93.  } 
94. })); 

接下来，构建并运行您的应用。

现在只要点触某段消息，其文本亦会通过

Voice（Voice.EN_LISA）形式进行播放。大家也

可以在代码中变更语音格式。

请注意：如果您发现错误并希望检查完整代

码，请使用以下命令：

95.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
VidyasagarMSC/WatBot.git 

而后检查MainActivity.java的第105到第134

行。

当然，这段旅程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在后续

文章中，我们将继续介绍沃森语音到文本（简称

STT）服务的集成方式与效果。敬请期待！■

17态牛 Tech 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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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I 新进展

没人知道它
的工作原理

译者：核子可乐

来源：51CTO

Google Brain创造出两套人工智能方案，能够

自行开发加密算法以保护消息免受第三套AI

的窥探——第三套AI也会不断演进以努力破解AI

生成的加密机制。研究结果非常成功：前二者已

经顺利学会了如何以安全方式彼此进行通信。

该 加 密 系 统 的 设 置 方 式 。 P = 输 入 普 通 文

本，K=共享密钥，C=加密文本，而PEve与

PBob则为计算后的明文输出结果。

Google Brain团队（位于山景城，与伦敦的

Deep Mind团队不同）首先构建起三套相当普通

的神经网络，分别命名为Alice、Bob与Eve。

每套神经网络都拥有非常具体的目标：Alice负

责向Bob发送安全消息; Bob必须尝试对消息进行

解密; Eve则必须尝试拦截该消息并进行解密。 

Alice与Bob在与Eve的对抗中拥有一大优势：双

方起始时拥有一条共享密钥（对称加密）。

重要的是，AI并不了解要如何对信息进行加密

或者应当使用什么加密技术：它们仅仅得到一项

失败函数（即失败条件），所有工作都要以为基

础展开。

在Eve方面，失败函数非常简单：测定Alice原

始输入文本得出猜测结果之间正确与错误bit的差

别。对于Alice与Bob，失败函数则更加复杂：如

果Bob的猜测（针对bit测量结果）距离原始输入

文本太远，则被称为失败; 对于Alice，如果Eve的

猜测结果较随机猜测更准确，则视为失败。如此

一来，这套对抗性创造网络（简称GAN）即构建

精选译文

态牛 Tech Neo18



完毕。

Alice、Bob与Eve皆共享同样的“混合与转

换”神经网络架构，但各自独立进行初始化，且

除Alice与Bob间共享密钥外再无其它联系。对于

Alice，密钥与文本被输入至该神经网络的首层; 对

于Bob，密钥与密文作为输入结果; 而对于Eve，

则仅能获得密文。首层完全连接，因此文本与密

钥能够进行融合。后则为多个卷积层，它们用于

学习以对由第一层交付的bit进行函数应用。并且

并不知晓该函数具体是什么，而必须通过学习逐

步了解。对于Alice，最终层将交付一些密文，而

Bob与Eve则输出认为正确的明文。

Bob与Eve在训练过程中不断重建误差。可以

看到Eve一直在不断改进，但Alice与Bob也在进

行加密方法变更并不断挫败Eve的“阴谋”。

结果是……比较复杂。一部分运行结果彻底失

败，Bob根本无法重构Alice给出的消息。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Alice与Bob确实能够构建起一套演

进系统，双方间的通信理解保持着极低的误差

率。

在部分测试中，Eve确实给出了优于随机猜测

的结果解读，但Alice与Bob随后往往会改进自己

的加密技术直到Eve再次陷入失败（详见图表）。

研究人员无法对Alice与Bob设计的加密方法进

行详尽分析，但通过特定训练来看，他们发现

Alice与Bob同时依赖于密钥与明文内容。“不过

绝不是简单的XOR。具体来讲，输出的值通常为

非0与1的浮点值，”他们解释称。

作为总结，研究员Martin Abadi与David G. 

Andersen表示，这些神经网络确实能够学习如

何通过仅告知Alice加密内容本身保护通信内

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保密效果无需指定特

定加密算法集合即可实现。

当然，除了数据对称加密之外还有大量其它技

术可供使用，而研究人员们指出未来的工作将着

眼于隐写（即将数据隐藏在其它媒体之内）及非

对称（公钥）加密。

至于Eve是否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安全挑战方

案，研究人员表示：“虽然看起来神经网络在密

码分析领域似乎不太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元

数 据 与 流 量 分 析 方 面 则 拥 有 巨 大 的 发 展 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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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10)

技术晋升管理的心声
Leon毕业于医学院医学信息学专业，自进

入这个专业起，他就基本明确今后要从事

医疗信息化行业相关的工作。毕业后他边工作

边参加培训班学习.NET编程，并顺利进入医

疗软件公司。从普通程序猿慢慢做到技术经

理，后又做产品经理，工作无不围绕医疗信息

化相关。参与开发和设计过EMR、HIS、RIS

等医院内相关业务系统，通过PMP和信息系

统项目管理师的考试，对项目管理的知识体系

有一些认识。目前研究某市的个人健康档案数

据以及慢病数据，励志服务于市民，以及卫计

委相关职能部门。

坚持.NET开发，逐步晋升

Leon的职业生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技术

学习阶段、软件工程师、技术经理、产品经

理。

1、技术学习，打下编程基础

大学期间Leon基本没有很多的技术积累，

只是阅读了《C#入门经典》这本书，仅仅是

阅读，没有跟随书写相应的代码，所以基本收

获很少。.NET的正式入门主要是靠将近200

Leon·.NET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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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夜晚的培训班学习积累的。培训班的学习使

他对.NET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该学习过程

主要是帮Leon打下了基础，对于WinForm的

各类控件、HTML各类标签、SQL语句的各类

写法有了了解。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

学习完全无法达到企业级开发的要求。

2、软件工程师，技术细节的深入

基于大学对医学知识的积累和.NET培训这

2块敲门砖，Leon顺利进入了医疗软件行业。

进入项目组后，组长告诉他产品的开发使用的

是WPF，而他却从没有接触过WPF。于是买

了一门《WPF编程宝典》，他Coding了里面

所有的代码，对WPF的体系结构有了基本认

识。再结合项目上的代码，他的WPF技术有

了很大的提高。闲暇时Leon会逛逛技术论

坛，学习别人的实现方式。作为软件工程师，

他认为常常会copy别人的代码，但copy只是

第一步，要想提高，需要进一步去理解别人代

码背后的意义，并做一些扩展。

影响Leon比较深刻的是当时对护理体温单

绘制的实现，一个比较复杂的绘制操作，原先

有个简单的版本，用C#写的，但领导要他根

据新需求重新编写一套，主要是业务的升级，

以及设计思路的变化。项目框架是传统的三层

架构，业务系统没有太多的技术架构。核心技

术点是对XmlDocument类和Graphics类的

应用，原有版本中有一些相关代码，再加上他

查找了这两个类的大部分方法和属性知识，以

至于他在着手开发相应功能时，心里的底气就

足了很多。后来又学习了《C#高级编程》这

本书籍，对面向对象的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3、技术经理，技术团队的全方面打造

技术经理职位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工作

年限和技术能力的提高，Leon开始带新人。

他总是很耐心的指导新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毕

业的时候还不如他们。比如代码规范，这个是

技术新人基本都需要遵循的，Leon他们有个

内部的代码规范。对于应届生新人，Leon会

根据项目所需要的技术定一个学习计划，时间

大约在1-2个月，内容精确到周，帮助他们提

高自身能力。技术经理身份的他不能着眼于眼

前，一个功能他实现也许只需要1周，让新人

实现也许需要2周甚至更久，同时还需要Leon

不定期指导。但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当

新人独挡一面的时候，Leon就会腾出手来做

技术架构、功能设计方面的使用，Leon会根

据项目长期发展的规划，让他们在完成相应功

能的同时，去做一些技术预研，这些技术预研

很多是Leon自己也不了解的。此时技术经理

岗位的他更多的是考虑怎样让项目不失控，团

队人员的可更换。

作为技术经理的时候Leon是在一家不算太

大的公司，各类软件研发和管理均不是太正

规，心里经常对项目把控、团队管理有很多疑

问。由于心理的这些问题，他自学了CMMI认

证体系内容，第一次阅读时，他感觉收获颇

丰，从中挑选了一些合适的模板运用到团队中

来，如需求说明书、功能设计书等，初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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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Leon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工作的同时

也不断增加自身阅历，他先后通过了PMP和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的考试，再结合自己遇到

的问题，对项目管理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4、产品经理，立足产品设计和进度把控

16年跳槽，Leon正式做产品经理的工作，

主要涉及医疗软件的功能设计。他所在部门的

产品经理和互联网产品经理有些差别，Leon

更多的是关心需求、产品设计以及进度把控。

他需要做各种文档，需求列表、功能列表、原

型图、ER图、业务流程图、详细设计、软件

使用手册、进度列表等。这些文档可以帮助项

目组人员更好的理解项目、同时保证项目不失

控。需求是产品的基础，需求调研需要全面细

致，除了对客户的调研，也需要调研竞争对手

产品，最终生成需求列表。功能设计应由抽象

到具体，由简单到丰富。功能设计的核心目的

是让开发和测试能理解功能，同时留有存证，

方便新入项目的同事能快速进入项目。

职位可以多变，但方向只有一个：深耕医

疗信息化。

对于产品经理的工作，Leon总结了几
点经验：

A、idea的产生和初步的需求调研

这个idea往往是领导的，也许是经过深思

熟虑亦或未经过深思熟虑。但销售往往能拿下

相应的市场。领导任命你作为项目经理兼产品

经理推动该产品的研发，并最终上线。此时需

要做初步的需求调研，核心目的是弄清楚该

idea目前在市场上的实现情况和实现难度，确

定自己以及公司是否有能力完成该项目。

B、详细的需求调研和分析

需求调研要尽量全面，包括软件可能的使

用者、目前业务流程情况、市场上存在竞品的

实现情况等。列出所有的需求点，进一步分析

软件需要完成哪些需求点。此时可以将需求点

分成基本需求点（软件中必须实现的）、闪光

需求点（完成可以提高软件竞争力）、个性需

求点（个别客户要求非共性的）。此时需要输

出需求说明书文档，记录所有需求，并分类，

建议用Excel来实现。需求文档要做到条目清

晰，只要调研到的或者自己思考到的均应列进

去，便于后期功能出来后做一一匹配。

C、功能设计，功能架构要清晰，模块耦合
度要低

功能设计主要包括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

概要设计主要产出功能列表、原型图以及ER

图。此时的大功能点应该都出来了，页面的基

本布局也可以确定了。原型图上的各个功能需

要和需求列表对应一下，用来判断哪些需求是

包含在功能中的。此时的功能设计需要考虑低

耦合，以满足后期的迭代改变。ER图设计时

要将面向对象的思想放在心中，确定是各个实

体的实际意义和实体关系的正确关联。详细设

计阶段主要是产生详细设计文档，文档格式多

种多样，主要是让开发人员明白他开发功能的

各个细节。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画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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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录入校验情况、画面的处理流程、画面列

表和字段查询的表结构关联等等。详细设计可

繁可简，以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能理解为原

则。在整个功能设计中会产生进一步的需求，

需要记录到需求列表中。功能设计完成后需要

和相关干系人确定，主要包括开发、测试以及

客户代表，以发现问题确定版本。

D、软件开发、测试、上线

此时产品经理需要跟踪相应进度、及时发

现开发内容和设计内容的偏差予以纠正。这期

间可能会产生较多的需求变更，需要将其记录

下来进行分析，从而判断是否在开发途中进行

功能的修改迭代。开发框架的搭建、代码的管

理、代码质量的把控、测试等此处不做过多讨

论。

如上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瀑布模型，

但一套软件的开发，可以分成N个迭代，一个

小迭代也遵循如上的原则，软件上线前也可以

通过N个迭代来一步一步完善软件。

在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功能情况和项目进度情况放心中

软件从需求阶段到最终上线阶段都应该有

详尽的进度计划，比较近的时间节点进度计划

需要详细和准确点，比较远一点的时间点可以

粗略点，记录计划开始结束时间和实际开始结

束时间。进度计划的罗列是项目管理中的一个

重要部分，理论上要越详尽越好。将工作任务

进行分解，对各个任务确定相应的时间节点，

如发生变更需要及时记录。项目进度文档不是

一成不变的文档，需要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及

时修改，删除不合理的地方，添加未想到或者

未细化的地方。

2、对于原先没有相关需求文档和相关设计
文档软件的一些建议。

a)以项目管理的思想做指导，建立改进计

划，让软件产品逐步走向正轨。

b)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建立需求列表文档

和功能列表文档，记录软件产品的变更。

c)如果时间允许，应该重新整理相应的功能

逻辑关系以及ER图等。

3、拥抱变化，重构重构再重构

静止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每个人都

在工作中成长，你的产品也是。使用的人越来

越多，才会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任何一

个问题的产生都是提升产品的一次机会。人非

完人，产品经理也好，技术开发也好，所做出

来的东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技术人员帮助实

现软件产品，软件产品也帮助技术人员提升技

能。一个好产品的产生，需要经过无数次的迭

代。我们在整个产品设计和开发过程中都应该

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用Leon的座右铭送给所有的开发

者：在人生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无惧风雨。希

望与每一位IT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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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的性能是很大的问题，Android的
ANR和内存泄露和内存波动解决方案。

用Spark做离线分析，Nginx 日志一般从那
些维度怎么分析，具体都看什么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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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做客户画像方面的分享吗？具体点的。

建议离线分析用Hive + map/reduce 比

Spark 更稳定。Nginx日志一般用作流量监

控，运维报警，有很强的时效性，可以使用

Spark-Streaming。指标：在线人数，用户

访问数量，流量使用情况，接口错误情况，慢

查询数量，服务器状态。维度：按站点，按模

块拆分。还可以做一些轻量级的用户行为分

析，如用户访问路径。

遵循Google的开发原则，这些问题都能避
免。不长时间占用主线程就能避免ANR。不
强引用上下文就能避免内存泄露(系统bug除
外)。不要一次性启用过多线程，占用内存资
源，就能避免内存抖动。LeakCanary可以检
测内存泄露，并释放泄露资源。

用户画像就是给用户“打标签”。用户画像

可以分为静态标签，动态标签。静态标签是

很少更新的指标或者是几乎不变的指标，比

如用户的个人信息。动态标签是用户的行为

标签,比如直播站的喜好类目。通过用户行为

日志和交易流水数据打上的标签 ，一些网

站/APP 只有少量的用户个人信息，但是通

过打点可以获得海量的用户行为日志，我们

可以通过聚类分析预测用户的性别，年龄

段，所在城市类型，工作类型等。直播站的

一些比较有特点标签有：喜爱主播，习惯上

线时段，签到型用户等。

一个新产品出来设计图，应该怎么做一个项
目架构，利于后期维护?

这需要多个方面的，比如产品经理，前端开

发，后台开发，每一个环节方式不一样。前

端的话，首先要知道哪些是公共的，哪些不

是公共的，这些可能在没有设计图的时候，

就要开始架构了。

技术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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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 想关注数据分析相关的一些知识，尤其是在
医疗领域的一些应用和实践。

云计算的特点：通过对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

的动态调度及应用的快速部署，通过虚拟技术

提高信息化设备的利用率，实现节约资源、提

高效率、集中管理、信息共享和节约财政支出

等目的。云计算平台主要部署各类应用系统、

存储海量数据，为电子政务、社会管理、公众

服 务 等 提 供 服 务 。 大 数 据 的 特 点 ： 通 过

Hadoop等分布式计算架构，通过ETL等工

具，从云计算平台中抽取海量数据，根据设定

的目标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等大数据分析、建

模及验证等工作。大数据分析的结果通过云计

算平台进行发布，并给相关单位提供服务、为

领导决策提供支撑。

医疗领域和大数据结合有点难的地方，是它

的数据的质量问题。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算法

还有它的技术，其实都是传统的阳光智能或

者是机器学习的算法，这个算法层面上没有

什么大的改进，但是在数据的获取的高质量

数据层面上，现在是全球的一个瓶颈。所有

的你看到的有突破的一些医疗数据，应用到

这些好的人工智能的算法的话，基本上是在

一个高质量的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是谁拥有

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一个源头，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稀缺资源的优势，所以说很多人现在

已经开始在进攻一个生物资源、生物样本库

这个建设和投资上面，就是一旦谁占据了这

个高质量数据的入口，那么所有的技术人才

其实都是往这个入口上面聚集的，所以说这

种就是平台的一个具体效应。
如何去获得企业的数据分析的相关需求，再转
换成相关的产品功能?比如说现在能访问到整
个市的个人健康档案数据以及慢病的数据，目
前还只是建立业务系统。后期基于这些数据做
分析，目前没啥思路。主要考虑如何服务于居
民，或者卫计委相关职能部门，希望专业人士
能给点思路以及我后期的学习方向。

像这种属于一个个人健康档案的建设问题，有

点像是一个智慧社区一样，这个建设过程不是

一步就能做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性的问

题。那么前面的好多个阶段，其实都是在一个

基础的一个架构建设，比如说底层的这个硬件

设施，就是IaaS层到中间的这个PaaS层，到

上面的这个SaaS层，其实每一层的建设，在

到这个健康档案的数据应用上，其实它都经历

过这么一个阶段的。什么时候能用到基因的数

据或者是用一个医疗的数据呢，这个都是分阶

段去的。而且每个阶段它的数据的获取，都是

有个过程。

Python在大数据处理上可行么？有何优劣
势？ 据我所知，Python无法跑多核，执行
效率不高，并发下可能有大问题。

Python目前我觉得是处理大数据的上佳选

择。既可以用于research,又可以用于产品

开发。Python的好处很多，接近伪代码，

数据分析师和工程师都可以使用它，沟通方

便。

一台Linux服务器拉取另一台Linux服务器
的文本数据,脚本怎么写？写脚本定时执行？

L i n u x 有 个 c r o n t a b 脚 本 ， J a v a 的

Timer，or其他基于程序语言的定时器，C

实现的单独的定时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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