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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面向深度学习的统一框架批处理矩阵乘法．我们细致地分析了利用矩阵乘法实现卷积
的过程中卷积核、输入特征图和输出特征图在ＮＣＨＷ和ＮＨＷＣ两类存储格式下的矩阵数据排列特点，指出了其
和矩阵行列主序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复用共享的卷积核数据，我们提出将批量输入特征图转化为一个矩
阵整体进行计算的方法．我们设计了统一框架的批处理分块矩阵乘法，该框架计算同一矩阵和多个不同矩阵的乘
法，可以处理并输出任意存储格式的矩阵数据．我们优化了分块矩阵乘法实现，根据输入参数特征规划计算顺序，
利用矩阵转置技巧复用核心计算模块，没有增加额外的数据组织操作．数值试验表明：本文设计实现的批处理单精
度矩阵乘法的计算速度比循环调用原始单精度矩阵乘法的计算速度在处理中小尺度矩阵时在四款不同处理器平
台上性能最高分别提高４．８０％、２６．５７％、２９．２７％和２５．５５％，平均分别提升２．３７％、１４．３７％、９．８９％和１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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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深度学习基于神经网络发展而来，训练深层神

经网络需要大量数据和计算力．在深度学习神经网
络中，卷积层是最耗时的部分，Ｊｉａ在其博士论文中
曾指出ＣＮＮ模型中卷积层甚至最多占用总计算时
间的９０％以上［１］．计算力的提升从软硬件两个方面
同时助力卷积计算的加速优化，达到减少深度学习
训练和推理的耗时．当前业界的主流深度学习框架
针对卷积层的计算展开优化，在算法层面主要有四
种实现方式：即Ｉｍ２Ｃｏｌ＋ＧＥＭＭ矩阵计算［２］、ＦＦＴ
快速傅里叶变换计算［３］、Ｗｉｎｏｇｒａｄ算法计算［４］和直
接卷积计算，分别针对通用处理器和ＡＩ加速器实
现高效的卷积计算实现．

从软件角度来讲，主流深度学习框架有ＡＷＳ
亚马逊的Ｍｘｎｅｔ、Ｇｏｏｇｌｅ的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ＰｙＴｏｒｃｈ（ＰｙＴｏｒｃｈ和Ｃａｆｆｅ２已经合并）、微软的
ＣＮＴＫ、百度的ＰａｄｄｌｅＰａｄｄｌｅ以及偏向研究性质的
Ｋｅｒａｓ和Ｔｈｅａｎｏ．上述框架在模型训练阶段都提供
稠密矩阵乘法ＧＥＭＭ实现卷积计算．而在移动端的
深度学习框架，腾讯的ＮＣＮＮ和百度的Ｐａｄｄｌｅｌｉｔｅ等
采用了Ｗｉｎｏｇｒａｄ算法，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ＮＮＰＡＣＫ采
用了ＦＦＴ算法．

从硬件角度来讲，对于通用处理器如Ｘ８６ＣＰＵ
和ＡＲＭＣＰＵ，深度学习框架一般依赖于第三方库，
其采用稠密矩阵乘法实现卷积．如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和
Ｍｘｎｅｔ在Ｘ８６ＣＰＵ上都调用了ＯｎｅＤＮＮ（前身为
ＤＮＮＬ和ＭＫＬＤＮＮ）或ＭＫＬ；在ＡＲＭＣＰＵ上调
用ＯｐｅｎＢＬＡＳ或Ｅｉｇｅｎ等开源高性能库，或者调用
ＡＲＭ公司开发的主要用于推理的ＡＣＬ库．其中，
只有ＡＣＬ包含Ｗｉｎｏｇｒａｄ算法实现，其它都是基于
稠密矩阵乘法．ＮＶＩＤＩＡ公司的Ｔｕｒｉｎｇ架构芯片在
处理卷积神经网络时的核心思想就是将卷积转化为
矩阵计算，再利用张量处理器单元进行并行加速．但
同时，ＮＶＩＤＩＡ公司提供的ＣｕＤＮＮ库中卷积部分
使用了Ｗｉｎｏｇｒａｄ算法．Ｇｏｏｇｌｅ的张量处理器ＴＰＵ
则采用脉动阵列的计算方式来实现卷积，其本质是
直接卷积计算模式，适合较大规模的卷积计算．华为
的昇腾ＡＩ处理器采用了达芬奇架构［５］，属于特定
域架构ＤＳＡ芯片，设计了专门的存储转换单元完成
Ｉｍ２Ｃｏｌ的操作，并利用ＡＩＣｏｒｅ快速计算矩阵乘法
来实现卷积运算．

目前对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个是运算层优化，另一个是图层优化．运算
层优化当前主要依赖于第三方库，也就是高性能的
数值代数算法库，如ＭＫＬ或ＯｐｅｎＢＬＡＳ［６８］等，其
主要通过矩阵乘法来快速实现卷积运算．但是第三
方库仅提供标准的ＢＬＡＳ函数接口，严格限制了矩
阵数据格式、存储方式和输入输出标准等，不能完全
适配深度学习对矩阵乘法的使用方式方法，一定程
度上导致简单使用第三方ＢＬＡＳ库实现的神经网
络卷积的性能很难达到第三方库的实际最高性能．
比如在多核处理器上，想要矩阵乘法ＧＥＭＭ的性
能接近机器峰值性能，往往要求矩阵尺度达到一定
程度，而深度学习中卷积所用到的大量小尺度的矩
阵乘法往往很难达到处理器峰值性能．运算层的优
化还涉及一些其它如批量标准化，池化，激活等内核
函数的实现．运算层的优化和硬件关系密切，如数据
的存储方式ＮＨＷＣ和ＮＣＨＷ等．具体的运算层算
法库实现有ＯｎｅＤＮＮ（ＤＤＮＬ，ＭＫＬＤＮＮ）、ＡＣＬ、
ＣｕＤＮＮ、ＴｉｎｙＤＮＮ等．而图层的优化更多是由框
架来完成，包括内存分配、内核融合和计算调度等和
硬件无关的优化．

本文关注的是软件运算层的优化．我们针对深
度学习的特点特征，面向硬件ＣＰＵ端，改进第三方
高性能库，增加第三方ＢＬＡＳ库的函数接口，提出
了批处理的矩阵乘法实现，更好地完成批量的深度
学习卷积运算，开发卷积层的多级并行性，使其充分
发挥硬件的计算性能．

新一代线性代数库ＢＬＡＳ的接口ＡＰＩ设计计
划包含批处理线性代数运算［９］，如批处理矩阵乘法、
批处理ＬＵ分解等．该提案由超级计算机ＴＯＰ５００
排名的发起者美国田纳西大学Ｄｏｎｇａｒｒａ教授等人
于２０１６年提出，其指出当前和未来科学计算中需要
一次完成大量的小尺度矩阵运算［１０］．批处理的概念
天然的适合在加速器或协处理器如ＧＰＵ上执行，
文献［１１］是批处理线性代数在ＧＰＵ上的较早的应
用．Ｄｏｎｇａｒｒａ团队开发的ＭＡＧＭＡ软件集成了批
处理矩阵运算［１２１３］，在ＧＰＵ上取得了很好的加速
效果．硬件厂商对于批处理线性代数也显示出了
极大的研究热情．ＮＶＩＤＩＡ在ＣＵＢＬＡＳ中提供了优
化的批处理的ＢＬＡＳ［１４］，ＩＮＴＥＬ也在ＭＫＬ数学核
心算法库中嵌入了批处理矩阵乘法［１５］，ＡＲＭ公司
在ＡＰＬ数学库提供类似函数接口［１６］．需要注意这
里还有一些批处理矩阵运算的变种，如Ｃｏｍｐ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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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Ｓ关注于矩阵压缩存储来开发向量化并行［１７］；
Ｉｎｔｅｌ提供的ＰａｃｋｅｄＢＬＡＳ接口关注共享矩阵的中
间存储利用［１５］等．其中ＰａｃｋｅｄＢＬＡＳ中的Ｐａｃｋｅｄ
ＧＥＭＭ和本文提出的面向深度学习的批处理矩阵
乘法功能类似，但是本文算法更加通用，可以说
ＰａｃｋｅｄＧＥＭＭ是本文算法的一个子集．

在深度学习领域，通过Ｉｍ２Ｃｏｌ＋Ｇｅｍｍ计算卷
积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遇到内存大量冗余的问题．文
献［１８１９］通过采用ｐａｔｈｍａｔｒｉｘ的方法，将一个输
入特征矩阵由ＣＨＷ格式转化为批量小矩阵的存
储格式ＣＫＫＨＷ格式，在多通道多卷积核ＭＣＭＫ
情况下，减少了内存的使用．但是其仅仅处理一张特
征图，本文方法则可以处理批量特征图．此外，ＭＥＣ
方法［２０］通过修改Ｉｍ２Ｃｏｌ后的数据存储格式，调用
多个小尺度ＧＥＭＭ实现卷积，降低了整体的内存
消耗，提高了卷积效率．但是其输出格式默认为是
ＨＮＷＣ，与原始输入格式ＮＨＷＣ略有区别，有些时
候需要额外的转化操作．文献［２１］则是通过存储数
据指针的方式来降低内存的消耗．上述方法中调用
矩阵乘法ＧＥＭＭ的方式、方法和数据存储格式都
与原始ＧＥＭＭ有所不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仅
关注ＮＨＷＣ和ＮＣＨＷ存储格式下，通用Ｉｍ２Ｃｏｌ
方法得到的输入特征矩阵．

本文基于开源的第三方数值代数算法库
ＯｐｅｎＢＬＡＳ，设计了面向深度学习的统一框架的批
处理矩阵乘法实现．我们首先细致地分析了卷积过
程中卷积核、输入特征图和输出特征图在ＮＣＨＷ
和ＮＨＷＣ两类存储格式下的矩阵乘法特点．考虑
到卷积核生成的矩阵对于所有输入特征图是共享
的，我们提出将批量输入特征图转化为一个矩阵进
行矩阵乘法计算，将很好地复用这一共享数据．接
着，我们基于ＯｐｅｎＢＬＡＳ的多级分块算法框架，结
合输入输出特征图的具体尺度，设计了自动选择匹
配的分块参数的方法．最后，我们对于混合行列主序
的一般情况，提出了统一框架的批处矩阵乘法．

本文第２节分析深度学习中ＮＣＨＷ和ＮＨＷＣ
两类存储格式下的卷积所对应矩阵乘法特点；第３
节给出两类存储格式下批处理矩阵乘法的设计实
现，并引申出统一框架批处理矩阵乘法的概念思想
和实现途径；第４节的数值实验显示本文提出算法
的优越性；第５节对本文做全面总结，并对未来工作
给予展望．

２　深度学习中矩阵乘法的特点分析
２１　卷积运算的数据存储和矩阵乘法实现

深度学习的卷积层通过二维卷积计算来提取输
入特征图（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ｐ）的特征，构成输出特征图．
卷积核又称为滤波器（Ｆｉｌｔｅｒ），不同卷积核可以提取
不同特征．卷积过程就是对输入特征图的像素进行
邻域加权求和并加上偏置的过程，这个加权求和的
过程就是与卷积核做卷积的过程．

卷积核和输入输出特征图一般采用四维张量存
储，目前应用较多的是ＮＣＨＷ和ＮＨＷＣ这两类．
其中犖表示批次中图像的数量，犆表示通道数（深
度，如ＲＧＢ图像有３通道），犎表示高度（垂直维度
像素个数），犠表示宽度（水平维度像素个数）．存储
格式直接影响后续卷积实现方法的性能．绝大部分
深度学习框架比如Ｐｙｔｏｒｃｈ、Ｍｘｎｅｔ和Ｃａｆｆｅ采用
ＮＣＨＷ格式，而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默认采用ＮＨＷＣ格
式，此外ＯｐｅｎＣＶ默认使用ＮＨＷＣ格式．硬件上考
虑的话，ＧＰＵ端主要负责训练，其希望访问同一个
通道的像素连续，一般是采用ＮＣＨＷ格式，也是
ＣｕＤＮＮ的默认格式．

但是比较而言，ＮＨＷＣ访存局部性更好，与
ＮＣＨＷ相比占用较少的临时空间，缓存的利用率会
更高，因而ＣＰＵ端做预测时则更喜欢ＮＨＷＣ格
式．ＮＣＨＷ和ＮＨＷＣ可以相互转化，它们和矩阵
的行主序和列主序密切相关．后续文中为了便于分
析ＮＣＨＷ和ＮＨＷＣ存储格式下卷积实现格式，我
们采用表１中的参数表示方式．

表１　犖犆犎犠和犖犎犠犆存储格式对应的卷积表示
犖个数 犆通道数 犎高度 犠宽度

卷积核 犖＿犽犲狉狀犲犾犆＿犽犲狉狀犲犾犎＿犽犲狉狀犲犾犠＿犽犲狉狀犲犾
输入特征图犖＿犻狀狆狌狋 犆＿犻狀狆狌狋 犎＿犻狀狆狌狋 犠＿犻狀狆狌狋
输出特征图犖＿狅狌狋狆狌狋犆＿狅狌狋狆狌狋犎＿狅狌狋狆狌狋犠＿狅狌狋狆狌狋

卷积核的权重矩阵一般采用１×１、３×３、５×５
和７×７等大小的矩阵，对应于宽度犠＿犽犲狉狀犲犾和高
度犎＿犽犲狉狀犲犾．输入特征图的单个通道的图片的横
向和纵向像素个数分别对应于宽度犠＿犻狀狆狌狋和高
度犎＿犻狀狆狌狋．输入特征图的通道数和卷积核的通道
数相同，假设通道数为犆＿犽犲狉狀犲犾＝犆＿犻狀狆狌狋，如彩色
图像的有ＲＧＢ共３个颜色通道，对应通道的二维
卷积核与二维输入特征图做二维卷积后．犆＿犽犲狉狀犲犾
（犆＿犻狀狆狌狋）个通道的二维输出特征图累加到一起成

７２２２期 黄　春等：面向深度学习的批处理矩阵乘法设计与实现

《
 计

 算
 机

 学
 报

 》



为这个卷积核的最终输出特征图，其中犎＿狅狌狋和
犠＿狅狌狋由犎（犠）＿犽犲狉狀犲犾（犻狀狆狌狋）决定，还和卷积过程
的填充ｐａｄｄｉｎｇ和步幅狊狋狉犻犱犲设置有关．卷积层通常
需要提取多个特征，因此往往具有多个不同的卷积
核，对于同一个输入特征图，犖＿犽犲狉狀犲犾个卷积核会生
成犆＿狅狌狋＝犖＿犽犲狉狀犲犾通道数的二维输出特征图．为
了充分利用带宽和硬件计算性能，卷积层通常会一
次处理犖＿犻狀狆狌狋个输入特征图并生成犖＿狅狌狋狆狌狋个
输出特征图，满足犖＿犻狀狆狌狋＝犖＿狅狌狋狆狌狋．具体细节
可参见图１，其为５批次４卷积核３通道的卷积示
意图．

图１　卷积示意图
应用矩阵乘法实现卷积运算广泛应用于通用处

理器上，预处理过程需要将卷积核和输入特征图分
别展开成矩阵犃和犅，Ｉｍ２Ｃｏｌ算法通常用来生成犅
矩阵，然后调用已经优化好的ＧＥＭＭ计算犃×犅快
速得到卷积计算结果．在Ｍｘｎｅｔ中，Ｉｍ２Ｃｏｌ算子仅
仅将３维ＣＨＷ格式的输入特征图转化为行主序的
矩阵格式，并没有提供针对一批图像的Ｉｍ２Ｃｏｌ算
子．关于Ｉｍ２Ｃｏｌ的具体实现以及偏置值的处理方
法可以参见文献［５］．矩阵乘法实现卷积可以减少
内存的访问次数，保证数据的空间局部性优异，但是
其在Ｉｍ２Ｃｏｌ过程中原始输入特征图的数据被冗余
存储，消耗了更多的内存空间．从并行角度考虑来
讲，卷积层的不同并行部分可以用分块矩阵乘法来
解释，即矩阵乘法自身蕴含的并行性可以完美适配
卷积的并行，但是多个输入特征图的整体矩阵乘法
实现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

为了论述清晰，本文后续关注矩阵乘法犆＝
犃×犅，其中，犆是输出特征图转化的矩阵，犃是卷积
核转化的矩阵，犅是输入特征图转化的矩阵．犃矩阵
的尺度为犿×犽，犅矩阵尺度为犽×狀，犆矩阵尺度为
犿×狀．由于矩阵乘法的转置交换性，这种简单设定
对于算法分析和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在Ｍｘｎｅｔ
中，默认设定卷积核转化的矩阵犃作为左乘矩阵．
２２　犖犆犎犠存储格式下矩阵乘法实现卷积

ＮＣＨＷ又称为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ｉｒｓｔ，数据排序如图２
所示．在内存中数据是按照地址连续存储，多维张量
数组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维数组．

图２　ＮＣＨＷ存储示意图

首先，给出卷积核转化为矩阵的示意图，见图３．
卷积核的大小为３×３，卷积核的个数为８，卷积核的
通道数为３，按照行主序格式存储，和原始数据的
ＮＣＨＷ一致，则犃矩阵满足：

犿＝犖＿犽犲狉狀犲犾＝８，
犽＝犆＿犽犲狉狀犲犾×犓犲狉狀犲犾＿狊犻狕犲＝３×９＝２７．

图３　ＮＣＨＷ存储下多通道多卷积核转化矩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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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给出输入特征图转化为矩阵的示意图，见
图４．输入特征图的通道数和卷积核的通道数相同，
输入特征图纵向和横向的像素犎＝犠＝６，无填充
ｐａｄｄｉｎｇ和步幅狊狋狉犻犱犲＝１，犆＿犻狀狆狌狋＝犆＿犽犲狉狀犲犾，则
犅矩阵满足：

犽＝犆＿犻狀狆狌狋×犓犲狉狀犲犾＿狊犻狕犲＝３×９＝２７，
狀＝犎＿狅狌狋狆狌狋×犠＿狅狌狋狆狌狋＝４×４＝１６．

图４　ＮＣＨＷ存储下多通道输入特征图转化矩阵示意图

为了满足犅和犃相同的行主序格式，Ｉｍ２Ｃｏｌ
函数需要对原始输入数据进行循环拷贝处理．Ｃｏｌ
指的就是将卷积核对应的输入特征子矩阵转化为一
列，列数对应了输入特征子矩阵的个数，也就是输出
特征图的像素个数．从数据的空间连续性考虑，
Ｉｍ２Ｃｏｌ拷贝的数据绝大部分情况是局部连续的，即
原始ＮＣＨＷ格式下的输入特征矩阵的连续两个元
素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是犅矩阵相邻的两个元素．

最后，给出输出特征图对应的矩阵的示意图，见
图５．同样犆矩阵满足行主序格式，每一行为一个通
道，每一行中按照行主序来排列，行数即为输出特征
图的通道数，可以发现目前的格式即为ＮＣＨＷ模
式，则犆矩阵满足：

犿＝犆＿狅狌狋狆狌狋＝犖＿犽犲狉狀犲犾＝８，
狀＝犎＿狅狌狋狆狌狋×犠＿狅狌狋狆狌狋＝４×４＝１６．
需要注意的是：ＮＣＨＷ格式下，这里的犅和犆

矩阵对应的数据限定犖＝１，也就是说仅仅针对
批次内输入特征图为１的情况，每次调用ＧＥＭＭ
来计算一个多通道输入特征图和多卷积核的卷积
操作．

图５　ＮＣＨＷ存储下多通道输出特征图矩阵示意图

２３　犖犎犠犆存储格式下矩阵乘法实现卷积
ＮＨＷＣ又称为ｃｈａｎｎｅｌ＿ｌａｓｔ，数据排序如图６

所示．ＮＨＷＣ应用最多的是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框架，本
文探讨ＮＨＷＣ格式下，卷积所需要的最合适的
ＧＥＭＭ模式．

图６　ＮＨＷＣ存储示意图

首先，我们分析卷积核转化为矩阵的过程，限制
其为左乘矩阵犃，参数设置同图３一致，卷积核的大
小为３×３，卷积核的个数为８，卷积核的通道数为
３，考虑利用数据空间局部性，选择行主序格式，具体
数据顺序见图７．依旧有犿＝８，犽＝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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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ＮＨＷＣ存储下多通道多卷积核转化矩阵示意图

接着，我们分析输入特征图转化为矩阵的过程
（如图８），限制其为右乘矩阵，参数设置同图４一
致．输入特征图的通道数和卷积核的通道数相同，输
入特征图纵向和横向的像素犎＝犠＝６．考虑数据
连续性，我们认为列主序是最优的选择，假设选择行
主序，那么相邻的两个元素在原始输入特征图中必
然不是相邻的，这会造成Ｉｍ２Ｃｏｌ算法实现的效率
较低．

图８　ＮＨＷＣ存储格式下多通道输入特征图矩阵示意图
最后，我们给出输出特征图对应的矩阵的示意

图，见图９．由于ＮＨＷＣ的限制，显然列主序是必然
的选择，行数为输出特征图的通道数，每一行依然对
应一个通道．

ＮＨＷＣ存储格式下，通过分析我们得出矩阵犃
为行主序，矩阵犅和犆为列主序是最优的．但是这

图９　ＮＨＷＣ存储格式下多通道输出特征图的矩阵示意图

不符合标准的ＢＬＡＳ接口，标准接口要求指定犃，犅
和犆具有相同的排序规则，所以需要对犃做行主序
到列主序的转化操作，这个操作的花费一定的时间，
但是由于卷积核不大，犃矩阵的尺度也就不大，且考
虑犃矩阵的复用性，这个转化操作的花费还是可以
接受的．

本节简述了当前深度学习领域中对于矩阵乘法
的使用情况，分析了应用较为广泛的ＮＣＨＷ和
ＮＨＷＣ两种数据存储格式下的矩阵乘法所需的存
储格式和特点，探讨了卷积计算多级并行和矩阵乘
法多级并行的对应关系，并指出了当前矩阵乘法实
现卷积的限制条件等．

３　面向深度学习的批处理矩阵乘法
深度学习中在经典的ＮＣＨＷ和ＮＨＷＣ两种

存储格式下，对于每批次犖＿犻狀狆狌狋＝１张输入特征
图情况，卷积可以便捷的转化为矩阵乘法实现．而对
每批次犖＿犻狀狆狌狋＞１的情况，多数深度学习框架采
用循环的方法处理，每次只通过ＧＥＭＭ计算一张
图的卷积计算结果．这样往往导致ＧＥＭＭ的尺度
不是很大，即犿，犽和狀的值相对较小，针对当前的
多核处理器很难发挥出计算性能优势．如果采用多
进程实现来处理，则没有很好的复用卷积核转化的
矩阵，同时多进程实现对于多级Ｃａｃｈｅ共享的处理
器会造成数据冲突，影响整体效率．矩阵乘法ＧＥＭＭ
内部通过多线程ＯｐｅｎＭＰ或Ｐｔｈｒｅａｄ实现其并行
性，所以采用多线程计算批处理卷积在实现上也是存
在困难的．因此，针对深度学习的需求，改进Ｂ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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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函数接口和内部实现，使其更好地匹配深度学
习的卷积计算过程，充分发挥处理器的计算性能是
迫切和必须的．
３１　批处理矩阵乘法接口分析
３．１．１　ＮＣＨＷ存储结构下批处理矩阵乘法

根据图３、图４和图５所示的ＮＣＨＷ数据存
储结构下矩阵存储结构示意图，我们认为批处理的
矩阵乘法满足图１０所示的排序规则．其中犅＝
［犅１犅２犅３］矩阵和犆＝［犆１犆２犆３］矩阵可以看
成是分块行主序矩阵．由于犅和犆矩阵不是整体行
主序的矩阵，因此不能直接调用ＢＬＡＳ库中的
ＧＥＭＭ来计算．

图１０　ＮＣＨＷ存储格式下批量ＧＥＭＭ存储示意图

考虑到输出特征图是ＮＣＨＷ数据结构，因此
犆不可以是整体行主序，考虑到输入特征图通过
Ｉｍ２Ｃｏｌ转化的犅矩阵和犆矩阵的对应关系，犅矩阵
也不可能是整体行主序．所以需要在ＢＬＡＳ库中提
供类似图１０的批处理矩阵乘法函数接口，满足同一
个左乘矩阵和多个尺度相同的右乘矩阵相乘得到多
个尺度相同的矩阵．即满足：
犆１＝犃×犅１；犆２＝犃×犅２；犆３＝犃×犅３．
显然可以只拷贝犃一次，之后进行多次复用．

如果用显示的多次调用ＧＥＭＭ函数，在开源的
ＢＬＡＳ库如ＯｐｅｎＢＬＡＳ或ＢＬＩＳ内部会针对犃多次
进行数据分配ｂｕｆｆｅｒ和数据重排操作，对于尺度中
等的矩阵，这种拷贝的花费相对于其计算量来讲，就
显得尤为明显．Ｉｎｔｅｌ针对这类矩阵乘法，在ＭＫＬ
中提出了将犃预先分配一块ｂｕｆｆｅｒ的方法，通过调
用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狆犪犮犽和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犮狅犿狆狌狋犲等
函数来实现这个过程．在深度学习中犃矩阵是卷积
核，其尺度往往不大，数据量有限，且犃是持续性的
循环被复用，所以在空间局部性和时间局部性方面
有优势，非常适合多次复用的情况．同时，此类问题
显然不适合调用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犫犪狋犮犺函数来计算，
因为该函数关注的主要是多个犃和多个犅一一对
应的矩阵乘法操作．
３．１．２　ＮＨＷＣ存储结构下批处理矩阵乘法

根据图７、图８和图９所示的ＮＨＷＣ数据存储
结构下矩阵存储结构示意图，我们认为对应的批处理

的矩阵乘法满足图１１所示的排序规则．我们发现在
ＮＨＷＣ格式下矩阵犆和犅具有整体列主序的特点，
这天然适配了通用ＢＬＡＳ库的ＧＥＭＭ标准接口，唯
一不一样的是矩阵犃是行主序，而矩阵犅和犆是列
主序．考虑到ＢＬＡＳ内部对于犃还要根据Ｃａｃｈｅ接
口进行ｐａｃｋｉｎｇ操作，我们认为提供一种新的
ＧＥＭＭ接口是最为简便的方式，即在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
分别指定犃，犅和犆的数据存储方式是行主序还是
列主序．

图１１　ＮＨＷＣ存储格式下ＧＥＭＭ存储示意图

３２　批处理矩阵乘法实现
根据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分别针对ＮＣＨＷ和

ＮＨＷＣ存储方式，针对标准ＢＬＡＳ的ＧＥＭＭ函数
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具有共享左乘矩阵的批处理行
主序矩阵乘法，以及行主序和列主序混合的矩阵乘
法．最后基于这两类批处理矩阵乘法，提出了统一框
架的面向深度学习的批处理矩阵乘法实现．
３．２．１　共享左乘矩阵的行主序批处理矩阵乘法

本文基于开源软件ＯｐｅｎＢＬＡＳ实现共享左乘
矩阵的批处理矩阵乘法，要求存储格式为行主序．由
于ＯｐｅｎＢＬＡＳ中对于行主序的格式，内部通过矩阵
转置互换转化为列主序格式实现，即行主序的犆＝
犃×犅可以看成列主序的犆Ｔ＝犅Ｔ×犃Ｔ来实现．所以
图１０所示的矩阵乘法将转化为图１２．

图１２　ＮＣＨＷ存储格式下转置后批处理ＧＥＭＭ示意图

如图１２所示，我们所需的批处理的ＧＥＭＭ和
原始ＧＥＭＭ相比，犃和犆矩阵为多个小矩阵上下
拼接而成，小矩阵内部满足列主序．同一般的批处理
ＧＥＭＭ相比，我们的批处理矩阵的小矩阵地址首尾
相接，我们的批处理矩阵乘法共用一个犅矩阵．这
些特点使得我们的批处理矩阵乘法可以更好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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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矩阵乘法的数据复用思想，以达到更好的性能
发挥．根据ＯｐｅｎＢＬＡＳ的设计思路，我们给出了批
处理矩阵乘法的算法实现图，见图１３．

图１３　第一类批处理的ＧＥＭＭ分块算法示意图

分块矩阵乘法的核心思想是将原始矩阵分块
后，使得块内数据地址连续存储于Ｌ１Ｃａｃｈｅ或Ｌ２
Ｃａｃｈｅ内，因此我们重点设计优化两个部分：一是数
据分块打包的设计；二是数据分块计算存储优化．考
虑到ＯｐｅｎＢＬＡＳ的数据多级并行设计，以及批处理
矩阵乘法以图像数据点个数犘为纵向长度循环的
数据组织方式，我们在数据打包Ｐａｃｋｉｎｇ的过程中，
必须保证数据块在纵向自适应的刚好分割犘长度，
见图１４，换句话说就是，保证数据打包不会跨图像
的．图１４中犌犈犕犕＿犘是由具体平台的Ｃａｃｈｅ体系
结构特点决定，和犌犈犕犕＿犙，犌犈犕犕＿犚一起作为
该平台ＧＥＭＭ的分块参数．这样打包过程的输入
数据局部连续，同时分块矩阵乘法的输出矩阵的也
保证了连续存储．在最内层的分块矩阵乘法的实现
和原始ＯｐｅｎＢＬＡＳ的实现具有同样的打包重排序
的输入矩阵狊犪和狊犫，仅仅针对输入输出的分块子矩
阵犆的首地址和跳步，需要考虑根据批处理矩阵的
数据排序方式做相应的修改．

图１４　分块参数自适应图像像素点个数示意图

从图１２可以发现：如果犃２矩阵的首地址和犃１
矩阵的末尾数据地址不是连续的，在上述自适应
分割优化技术下，只需要在打包重排序的过程中，
基于犃２的首地址计算分块矩阵的首地址偏移即
可．因此标准的批处理矩阵乘法的接口ＡＰＩ同样
适用于此类问题的求解．可以预见：本节设计的批
处理的矩阵乘法的性能应该无限接近于犕值较大
的通用矩阵乘法的性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平台的
计算性能．

３．２．２　混和行列主序矩阵乘法实现
针对图１１数据组织的矩阵乘法实现，基于深度

学习所用到的矩阵乘法尺度，参考ＯｐｅｎＢＬＡＳ的分
块实现模式，我们认为将图１１做左右矩阵交换
犆Ｔ＝犅Ｔ×犃Ｔ来实现是最优的，这个时候犃和犅互
换．由于犕较犓和犖都大一些，这样处理后，分块
矩阵乘法对于Ｃａｃｈｅ的利用会更好，同时这样处理
也利用后续并行矩阵乘法的实现．其实现如图１５
所示．

图１５　第二类批处理的ＧＥＭＭ分块算法示意图

对比图１４和图１５我们发现，这两类批处理
ＧＥＭＭ的右乘矩阵是一致的，左乘矩阵由若干
犘×犓的小矩阵纵向堆叠而成．区别在于小矩阵的
排序方式分别为列主序和行主序．这一区别导致第
二类的批处理矩阵乘法的左乘矩阵整体上看是行主
序的，因此可以不必考虑犘分割问题．但是这样一
来输入输出矩阵犆为行主序，其汇编内核的向量寄
存器使用就必须做相应修改．因为汇编内核设计时
默认犆为列主序的时候，其在纵向ｌｏａｄ一组连续数
据存入向量寄存器，并ｓｔｏｒｅ向量寄存器的值到一
组连续的纵向地址空间．

幸运的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规
避上述问题：一般的汇编内核的最内层分块参数一
般要求满足犿犮是犿狉的整数倍，狀犮是狀狉的整数倍
数，如果还同时满足犿犮是狀狉的整数倍数，狀犮是犿狉
的整数倍数，那么就可以采取矩阵转置置换的方式，
通过将犿犮×犽犮矩阵和犽犮×狀犮矩阵做犆Ｔ＝犅Ｔ×犃Ｔ
变换来快速实现，这样可以直接调用原来的汇编内
核，这个时候犿狉和狀狉实际上是互换了的．具体见
图１６．对比图１６和图１５，我们注意到在重排序
犽犮×狀犮的矩阵的时候，原始的方法是根据狀狉的大小
做排序，但是这里需要根据犿狉的大小做排序；相应
的重拍犿犮×犽犮矩阵的时候也从根据犿狉做排序改
成根据狀狉大小做排序．重排序过程中对于行列序的
方向是没有变化的，这样一来汇编内核是不变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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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混合行列主序的矩阵实现过程中，虽然看似两次
转置交换操作是相互抵消的，但是本文方法更匹配
ＯｐｅｎＢＬＡＳ的多级并行分块算法设计框架，即最主
要的循环为犕方向维度的循环，能获得更好的计算
性能．

图１６　ＧＥＭＭ分块算法转置交换示意图

３．２．３　统一框架的深度学习批处理矩阵乘法实现
基于上两节的工作，我们发现可以用一个统一

框架解决我们的问题．针对深度学习卷积的批处理
矩阵乘法，其两个矩阵分别对应卷积核和输入特征
图所转化的矩阵，在尺度大小上天然就不一致，因而
不适于随意交换．本文在第２节解释矩阵乘法实现
卷积的过程中采用行主序描述，因此设定左乘矩阵
犃为卷积核矩阵．但是在本节的代码实现阶段，本文
强制设定右乘矩阵犅为卷积核转化的列主序排列
的矩阵．犃［犻］对应批量输入特征图纵向排列的一组
小矩阵，小矩阵可以是列主序也可以是行主序，对应
犾犪狔狅狌狋犃［犻］＝｛犚狅狑犿犪犼狅狉，犆狅犾犿犪犼狅狉｝，每个小矩阵
的尺度是狆［犻］×犽，跳步是犾犱犃［犻］．犆和犃情况类似．
考虑到深度学习训练需要单精度矩阵乘法ｓｇｅｍｍ，
我们给出如下函数接口，其函数接口说明见表２．
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犱狀狀＿犫犪狋犮犺（犮狅狌狀狋，犾犪狔狅狌狋犃，犾犪狔狅狌狋，
　　犾犪狔狅狌狋，狋狉犪狀狊犃，狋狉犪狀狊犅，狆，狀，犽，犪犾狆犺犪，

犃，犾犱犃，犅，犾犱犅，犫犲狋犪，犆，犾犱犆）
表２　函数接口说明

类型 输入输出 描述
犮狅狌狀狋 ｉｎｔ Ｉｎ 子矩阵数量
犾犪狔狅狌狋犃 ｉｎ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行主序，列主序｝
犾犪狔狅狌狋犅 ｉｎｔ Ｉｎ ｛行主序，列主序｝
犾犪狔狅狌狋犆 ｉｎ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行主序，列主序｝
狋狉犪狀狊犃 ｉｎ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转置，不转置｝
狋狉犪狀狊犅 ｉｎｔ Ｉｎ ｛转置，不转置｝
狆 ｉｎ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输入左乘子矩阵行数
狀 ｉｎｔ Ｉｎ 输入右乘矩阵列数
犽 ｉｎｔ Ｉｎ 输入左乘矩阵列数
犪犾狆犺犪 ｆｌｏａ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参数
犃 ｆｌｏａ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左乘矩阵指针
犾犱犃 ｉｎ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左乘子矩阵跳步
犅 ｆｌｏａｔ Ｉｎ 右乘矩阵指针
犾犱犅 Ｉｎｔ Ｉｎ 右乘矩阵跳步
犫犲狋犪 ｆｌｏａ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参数
犆 ｆｌｏａ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Ｏｕｔ 输出矩阵指针
犾犱犆 ｉｎｔ［犮狅狌狀狋］ Ｉｎ 输出子矩阵跳步

本文提出的统一框架的深度学习批处理矩阵乘
法具有如下特点：

（１）输入左乘子矩阵有自己私有的首地址．也就
是说输入数据流可以不连续，Ｉｍ２Ｃｏｌ转化的矩阵可
以具有不同的首地址，方便Ｉｍ２Ｃｏｌ的多线程实现优
化，可充分利ＮＵＭＡ特性，保证数据空间局部性．

（２）输入左乘子矩阵有自己私有的排序选择．
即可以第一个子矩阵是行主序，第二个子矩阵是列
主序，也就是说子矩阵可以是ＮＣＨＷ和ＮＨＷＣ任
意一种数据格式转化而来，使得输入数据流具有混
合存储格式特点．

（３）输出子矩阵可以选择私有排序格式．也就
是说可以选择是ＮＣＨＷ还是ＮＨＷＣ格式，可以避
免之后额外需要的转置操作；同时，本文算法可以转
化特征图的存储格式，如当输入特征图为ＮＣＨＷ
格式，利用本文的批处理矩阵乘法可以输出ＮＨＷＣ
格式的输出特征图．

（４）左乘子矩阵的行数可以不一致，但是列数
必须一致．也就是说输入的特征图可以大小不同，可
以同时对不同尺度规格的图片做卷积操作，但是卷
积核大小要求一致的．

统一框架批处理的矩阵乘法的分块算法如
图１７所示，其计算流程图见图１８，与图１３和图１５
比较会发现，其核心汇编计算的过程是高度相似的．
只是数据组织上有了修改，可以预见整体的程序的
性能应该是一致的，不会因为复杂的程序接口设置
而导致性能损失．如图１８所示的计算流程所示，首
先将计算顺序重排序，根据犆［犻］和右乘犅的排序方
式分为四类，然后每一类中又根据左乘矩阵犃的数
据排列方式，选择不同类型的子矩阵重排方式，最终
调用一致的汇编内核函数．整体上看总共有８种情
形．注意观察到当犆［犻］为行主序的Ｃａｓｅ３和Ｃａｓｅ４
时候，犅的重排矩阵为狊犪，而犃［犻］的重排矩阵为狊犫，
与Ｃａｓｅ１和Ｃａｓｅ２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个过程即为
３．２．２节最后一段论述的实现技巧，使得最后调用
的汇编Ｋｅｒｎｅｌ规格统一为犿狉×狀狉，避免了内核代
码和重排函数的重复开发，降低了整体性能优化的
难度．图１９选取了图１８中Ｃａｓｅ３的第二类情况作
为例子，展示算法具体的实现方式．其本质就是如何
利用转置和重排实现相同汇编内核的调用，而汇编
内核默认输出矩阵为列主序．需要强调的是矩阵狊犪
和其转置矩阵狊犪Ｔ在一维数据角度看是没有区别
的，仅在二维角度看实现了转置，满足犆［犻］＝狊犫×狊犪
到犆［犻］Ｔ＝狊犪Ｔ×狊犫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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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统一框架下批处理的ＧＥＭＭ分块算法示意图

图１８　统一框架下批处理的ＧＥＭＭ算法流程图

图１９　Ｃａｓｅ３中第二类情况举例说明

统一框架批处理的矩阵乘法的并行实现过程
中，要求每个线程分配的计算范围的纵向宽度按照
子矩阵整分割．换句话说就是每个线程计算如图１３、
图１５或图１７的矩阵乘法，保证每个线程都使用完
整的若干个子矩阵作为输入．多线程批量矩阵乘
法在汇编内核上和单线程批量矩阵乘法是一致
的．整体上采用的原来ＯｐｅｎＢＬＡＳ自带的并行框
架设计．

与一般通用批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９］接口相比
（如下面的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犫犪狋犮犺所示），本文提出的
面向深度学习的批处理做了一些裁剪和优化，使得
其更匹配深度学习中卷积的计算特征．如取消了组
的概念，因为分组卷积的操作是一组特征图和对应
的一组卷积核做卷积，不同组的特征图对应不同的
一组卷积核．在矩阵乘法上可以看成是通用批处理
矩阵乘法，在整体上可以看成是块对角矩阵和块对
角矩阵的乘法，这类矩阵乘法因为块矩阵乘法之间
没有共享数据，因此优化手段有限，可以转化为多次
调用本文算法来实现．
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犫犪狋犮犺（犵狉狅狌狆＿犮狅狌狀狋，犵狉狅狌狆＿狊犻狕犲狊，
犾犪狔狅狌狋，狋狉犪狀狊犃，狋狉犪狀狊犅，犿，狀，犽，犪犾狆犺犪，
犪狉狉犪狔犃，犾犱犃，犪狉狉犪狔犅，犾犱犅，犫犲狋犪，
犪狉狉犪狔犆，犾犱犆，犻狀犳狅）
同原始单精度矩阵乘法相比（如下面的犮犫犾犪狊＿

狊犵犲犿犿所示），本文方法可以看成是多次调用原始
单精度矩阵乘法，且每次调用相同的犅矩阵．不同
的是本文方法可以要求犃［犻］和犅的数据排序方式
不同，即可以分别是行主序和列主序，且输出矩阵
犆［犻］可以是行主序和列主序中的任意一种．
　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犾犪狔狅狌狋，狋狉犪狀狊犃，狋狉犪狀狊犅，犿，狀，犽，
　　犪犾狆犺犪，犪狉狉犪狔犃，犾犱犃，犪狉狉犪狔犅，犾犱犅，犫犲狋犪，
　　犪狉狉犪狔犆，犾犱犆）

４　数值实验
４１　测试环境

为了展示本文算法的通用性，本文选取的实验
平台的ＣＰＵ分别为ＡＲＭ架构的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和
ＦＴ２０００＋以及Ｘ８６架构的ＡＭＤＲｙｚｅｎ７２７００ｘ和
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Ｇｏｌｄ６１３０，共４款服务器作为硬件平
台．详细参数如表３所示．测试的软件环境和工具情
况在表４中列出．本文主体工作基于ＯｐｅｎＢＬＡＳ开
源软件设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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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测试平台参数
ＣＰＵ 主频／ＧＨｚ 峰值（单核单精度）

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 ２．５ ４０Ｇｆｌｏｐｓ
ＦＴ２０００＋ ２．２ １７．６ＧＨｚ

ＡＭＤＲｙｚｅｎ７２７００ｘ ３．７ ５９．２Ｇｆｌｏｐｓ
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Ｇｏｌｄ６１３０ ２．１ ６７．２Ｇｆｌｏｐｓ

表４　测试软件环境和工具
编译器 Ｇｃｃ８．３．０

设计开发软件 ＯｐｅｎＢＬＡＳ０．３．７
对比测试软件 ＭＫＬ２０．０４，ＡＰＬ２０．０３
数据处理工具 Ｐｙｔｈｏｎ３．６．１
深度学习框架 Ｍｘｎｅｔ１．５．０

４２　性能测试
４．２．１　与开源软件对比测试

在各平台上测试本文提出的面向深度学习的批
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的性能，并和循环调用原始单
精度矩阵乘法作对比．图２０、图２１、图２２和图２３分
别展示了４款平台上的数值性能测试结果．其中，黑
色方柱代表本文提出的批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的测
试结果，白色方柱代表循环调用原始单精度矩阵乘
法的测试结果．测试程序的单精度矩阵乘法为
ＯｐｅｎＢＬＡＳ开源软件针对具体测试平台所自动匹
配的架构来选择的分块参数和内核．狓轴表示批次
内矩阵数量为８到２５６，狔轴表示子矩阵尺度犿＝
狀＝犽从４０到１２８０，狕轴表示性能．测试的矩阵规格
为图１８中Ｃａｓｅ１的第一类情况，即所有的矩阵犃［犻］，

图２０　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平台矩阵乘法性能对比实验

图２１　ＦＴ２０００＋平台矩阵乘法性能对比实验

图２２　ＡＭＤＲｙｚｅｎ７２７００ｘ平台矩阵乘法性能对比实验

图２３　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Ｇｏｌｄ６１３０平台矩阵乘法性能对比实验

犆［犻］和犅矩阵都为列主序．由于原始单精度矩阵只
能处理Ｃａｓｅ１的第一类情况和Ｃａｓｅ４的第二类情
况，所以我们仅列出了Ｃａｓｅ１的数值实验的性能对
比结果．

从图２０～图２３可以看出：整体上批处理单精
度矩阵乘法的性能相对于循环调用原始单精度矩阵
乘法有了明显提高，但是个别处性能有所抖动．测试
的时候我们采用的线程绑定核的设定，避免线程迁
移造成的性能波动．需要强调的是这四个计算平台
采用的是同一套基于ＯｐｅｎＢＬＡＳ修改的代码，只是
最后调用的Ｋｅｒｎｅｌ内核汇编代码根据不同平台有
所不同．这样的测试保证了无论是批处理的单精度
矩阵乘法还是循环调用单精度矩阵乘法，两者最后
都是调用了相同的汇编内核，摒弃了其它因素对于
结果的影响，说明了本文算法改进策略的有效性和
可信性．

本文对于统一框架批处理矩阵乘法中的８种
（见图１８）展开性能测试，其结果非常接近，符合我
们理论分析的预期．即批处理矩阵乘法的８种情况
调用相同的汇编内核，采用相同的分块参数，理论上
性能相同．测试中所有的批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较
循环调用原始单精度矩阵乘法的性能提升明显，本
文对不同平台的性能相对提升比率情况进行了统计
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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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各平台性能优化结果统计
ＣＰＵ 犿犻狀／％ 犿犪狓／％ 犪狏犵／％

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 　５．６９ ２６．５７ １４．３７
ＦＴ２０００＋ －１２．８０ ４．８０ ２．３７

ＡＭＤＲｙｚｅｎ７２７００ｘ ０．７０ ２９．２７ ９．８９
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Ｇｏｌｄ６１３０ ２．３１ ２５．５５ １５．７２

从表５可以看到，对于各个平台，从平均性能角
度看，本文提出的批处理矩阵计算性能有了明显提
升．但是最小值的统计结果表明，在某些局部情况，
本文算法的优势有限．结合前面的结果分析，可以发
现这样的点属于较为极端的情况，总体上性能是提
升的，适用于大批量小尺度和中等尺度矩阵的运算．
对于尺度１２８０情况，所有平台上的算法性能提升都
不是那么显著了．此外，针对ＦＴ２０００＋处理器平
台，本文算法性能提升不是特别明显，这里应该和
ＦＴ２０００＋没有Ｌ３ｃａｃｈｅ和４核共享Ｌ２Ｃａｃｈｅ的体
系结构特点密切相关．同其它三种计算平台相比，本
文批处理矩阵乘算法的数据共享方法在ＦＴ２０００＋
上适配性较差，需要针对性的深度优化．
４．２．２　批处理矩阵乘法性能变化规律

为了更好地观察计算性能优化随矩阵数量
（犮狅狌狀狋）和矩阵尺度（犕＝犖＝犓）的变化规律，本文
将批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的性能值与循环调用原始
单精度矩阵乘法的性能值做除法得到二者比值，画
出了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的性能变化的分布图如图２４所
示．其中，狓轴表示子矩阵尺度犿＝狀＝犽从４０到
１２８０，狔轴表示性能比值，不同方柱对应了批次内矩
阵数量分别为１，８，１６，３２，６４，１２８和２５６．从图２４
中可以看到，性能优化的效果从左往右依次递减，即
对于矩阵数量较多的中小尺度矩阵，批处理单精度
矩阵乘法有着较好的性能优化效果．

图２４　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平台算法性能比值随犮狅狌狀狋值和矩阵
尺度（犕＝犖＝犓）的变化规律

在犮狅狌狀狋＝１时，本文提出的批处理单精度矩阵
乘法将退化为原始单精度矩阵乘法，其计算性能结
果如图２４中第一根方柱所示．根据算法，此时二者
的计算性能应该是一致的．图２４中犮狅狌狀狋＝１的对
应的性能比值非常接近于１，在小尺度矩阵如情况

时比值略小于１，这是由于算法在实际的实现过程
中，增加了少量的额外分支判断操作．在犮狅狌狀狋＞３２
时，在各个矩阵尺度的计算中，性能都有提升，特别
是在中小尺度的情形中，性能提升较为明显．

此外，我们还测试了批量大尺度矩阵的性能，即
犕，犓，犖都大于２０００以上，其性能和循环调用原始
单精度矩阵乘法的性能几乎一样．考虑到大尺度矩
阵乘法的性能已经是所能达到单核性能的极限，即
其矩阵尺度已经能够充分利用Ｃａｃｈｅ大小，批处理
矩阵乘法很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性能．同样深
度学习中绝大部分情况下矩阵都为中小尺度矩阵，
因此批量大尺度矩阵乘法意义不是很大．
４．２．３　与商业软件对比测试

Ｉｎｔｅｌ的商业软件ＭＫＬ已经实现了批处理的
矩阵乘法，ＡＲＭ的商业软件Ａ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ＰＬ）也实现了类似功能．本文在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
Ｇｏｌｄ６１３０上对比ＭＫＬ进行了数值实验；在
ＦＴ２０００＋和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上对比ＡＰＬ进行了数值
实验．在对标ＭＫＬ的实验中，我们采用了两种方
式：一种先调用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狆犪犮犽，将矩阵犃预先
分配一块ｂｕｆｆｅｒ，然后调用犮犫犾犪狊＿狊犵犲犿犿＿犮狅犿狆狌狋犲，
重复利用矩阵犃和不同的矩阵犅进行矩阵计算的
方式，简记为ＭＫＬＰＡＣＫ；另一种是调用犮犫犾犪狊＿
狊犵犲犿犿＿犫犪狋犮犺接口方式，简记为ＭＫＬＢＡＴＣＨ．在
对标ＡＰＬ的实验中，由于其未提供ＭＫＬ类似的
狆犪犮犽函数接口，我们只采用了狊犵犲犿犿＿犫犪狋犮犺批处理
函数接口，简记为ＡＰＬＢＡＴＣＨ．

图２５和图２６分别展示了本文批处理算法与
ＭＫＬＰＡＣＫ和ＭＫＬＢＡＴＣＨ的对比性能测试结
果．图２７和图２８分别展示了本文批处理算法与
ＡＰＬＢＡＴＣＨ在ＦＴ２０００＋和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平台的
对比结果．其中，黑色方柱代表本文提出的批处理
单精度矩阵乘法性能，白色方柱代表ＭＫＬ数学库
性能．

图２５　ＭＫＬＰＡＣＫ对比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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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　ＭＫＬＢＡＴＣＨ对比实验结果

从图２５和图２６中可以看出，对于矩阵尺度较
小时本文提出的批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相较于
ＭＫＬ批处理的两种实现有明显优势，但在矩阵尺
度较大时无优势．对于不同尺度规模的矩阵，ＭＫＬ
有针对性的优化．从图２７可以看到，随着矩阵尺度
的变大，本文提出的批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更具优
势，总体趋势明显优于ＡＰＬ中的批处理实现．从图
２８可见，本文算法与ＡＰＬ中批处理算法性能相当．
此外，结合图２１和图２７我们发现，在ＦＴ２０００＋平
台上ＡＰＬ批处理实现几乎没有任何优势，这是因为
ＡＰＬ没有针对ＦＴ２０００＋做任何优化．同时，结合
图２０和图２８，我们发现在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平台上，
ＡＰＬ应该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优化，ＡＰＬ的批处理
实现展示了一定的优越性．

图２７　ＦＴ２０００＋平台上与ＡＰＬＢＡＴＣＨ对比实验

图２８　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平台上与ＡＰＬＢＡＣＴＨ对比实验

由于ＭＫＬ以及ＡＰＬ都是闭源的，我们无法知
其内部的具体优化实现，但对于符合深度学习特
征的中小尺度矩阵，本文提出的算法有着不弱于
商业软件的性能，且在若干情形下，性能优于商业
软件．
４．２．４　针对实际应用场景测试

在深度学习的实际应用中，由于采用的卷积
核不同，卷积算法转化为的矩阵乘法时，会产生的
不同规格的矩阵．不同的神经网络结构中，矩阵的
规模尺度也各不相同．我们统计了Ｌｅｎｅｔ、ＡｌｅｘＮｅｔ、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等网络结构前向传播中的矩阵尺寸，并
针对这些尺寸的矩阵，测试本文提出的批处理矩阵
乘算法，数值结果展示在图２９中．其中，犮狅狌狀狋＝６４，
“计算平台ｂａｔｃｈ”代表了本文提出的批处理单精度
矩阵乘法性能，“计算平台ｆｏｒ”代表了循环调用单
精度矩阵乘法性能，狓轴代表犕，犖和犓的不同取
值，狔轴代表测试性能．可以看出，对于符合深度学
习特征的中小尺度矩阵，本文提出的批处理矩阵乘
法比循环调用单精度矩阵乘法有了一定的提升，
因此从应用角度上看，本文的批处理算法具有一定
优势．

图２９　四个计算平台上对特定尺度矩阵的性能测试

进一步，我们将本文提出的批处理矩阵乘法应
用到具体的神经网络训练中，我们修改了神经网络
框架ＭＸＮｅｔ的卷积函数实现源码，将卷积过程的
前向传播中循环调用单精度矩阵乘法的部分替换成
本文提出的批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同时将Ｉｍ２ｃｏｌ
算法做了批量处理的修改．实验使用Ｌｅｎｅｔ网络结
构训练Ｍｎｉｓｔ手写数字集，通过改变不同的输入
犫犪狋犮犺＿狊犻狕犲大小，记录下不同平台训练网络时的每
秒处理的图片数量，结果如表６所示，其中Ｍｘ代表
原始的ＭＸＮｅｔ，Ｍｘｂａｔｃｈ代表利用批处理矩阵乘
法的ＭＸ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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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平台下应用批处理矩阵乘法的犕犡犖犲狋性能对比
（单位：ｉｍａｇｅｓ／ｓ）

犅犪狋犮犺
犛犻狕犲

ＴｈｕｎｄｅｒＸ２
ＭｘＭｘ

ｂａｔｃｈ

ＦＴ２０００＋
ＭｘＭｘ

ｂａｔｃｈ

ＡＭＤＲｚｅｎ
ＭｘＭｘ

ｂａｔｃｈ

ＩｎｔｅｌＧｏｌｄ
ＭｘＭｘ

ｂａｔｃｈ
１６３３５３４０ ２２５２３０ ４３０５９０ ３３０３２５
３２３７３３８５ ２５２２６２ ４６０６２０ ３４１３４２
６４４０６４１２ ２７２２８０ ４８５６５０ ３５０３５４
１２８４２１４２５ ２８０２９７ ４９５６５３ ３５７３６６
２５６４２６４３２ ２９０３１３ ５０２６５６ ３６５３７３

从表６可以看到，相对于原始ＭＸＮｅｔ，利用本
文提出的批处理单精度矩阵乘法改进ＭＸＮｅｔ，机器
学习中数据训练过程的性能有了提高，尤其在
ＡＭＤ平台上优化性能最为明显，但在其他平台上
提升不大．我们经过分析认为：在原始的ＭＸＮｅｔ
中，每张图片依次经过Ｉｍ２Ｃｏｌ函数和卷积函数处
理，Ｉｍ２Ｃｏｌ函数一定程度上对数据进行了预热，保
证了后续卷积实现中单精度矩阵乘法ＳＧＥＭＭ的
性能．改进的ＭＸＮｅｔ可以看成是循环Ｉｍ２Ｃｏｌ处理
图片后，然后调用批处理ＳＧＥＭＭ，由于Ｉｍ２Ｃｏｌ函
数原因，性能提升在某些情况不明显．考虑到针对
ＣＰＵ的ＧＥＭＭ优化过程中，为了充分利用Ｃａｃｈｅ，
往往需要数据重排序ＰＡＣＫＩＮＧ过程，我们计划在
下一步的工作中将Ｉｍ２Ｃｏｌ和Ｐａｃｋｉｎｇ相融合，实现
更好的卷积算法．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深度学习领域中计算量最大的卷积运

算展开深入研究，分析了矩阵实现卷积过程中数据
的组织排序，根据卷积矩阵乘法的特性，提出了针对
多个矩阵和一个矩阵相乘的批处理的矩阵乘法．本
文提供了统一框架的批量矩阵乘法接口和实现，能
够处理并输出深度学习中任意排序格式的数据．本
文基于分块矩阵乘法做数据分割组织优化，没有增
加额外数据重组工作．数值实验验证了本文算法的
有效性和高效性．

本文的批量矩阵来源于批量的Ｉｍ２Ｃｏｌ操作，
需要深度学习框架做适当的匹配修改工作．此外，
Ｉｍ２Ｃｏｌ的数据重排可以隐藏在批量矩阵乘法的计
算过程中，下一步准备将Ｉｍ２Ｃｏｌ和批量矩阵乘法
融合在一起，并分析ＮＨＷＣ和ＮＣＨＷ格式以外的
其它格式，设计效率更优的高性能批量卷积操作．从
功能上讲，ＭＫＬ的ＰａｃｋＧＥＭＭ是本文统一框架
批量矩阵乘法算法的子集，其仅仅提供列主序或行
主序的矩阵乘法，对于混合主序的情况不支持．但是

其针对Ｉｎｔｅｌ体系结构做了更多的底层优化工作，使
得其性能优异．下一步准备针对具体平台的体系结
构展开更进一步的底层优化，进一步提升本文算法
的性能．除了面向深度学习训练过程的单精度批处
理矩阵乘法，本文方法还可以扩展到应用于推理阶
段的整数批处理矩阵乘法．

致　谢　感谢ＮＡＳＡＣ会议审稿人和计算机学报审
稿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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