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并行的神经语言模型多卡训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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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并行训练神经语言模型旨在不改变网络结构的同时，大幅度降低训练所带来的时间消耗。但由
于多设备之间频繁的数据传输，使得整体加速效果并不理想。本文通过实验对比 All-Reduce 算法和基于采
样的梯度更新策略在数据传输上的加速效果，使用了 4 块 NVIDIA TITAN X (Pascal) GPU 设备在循环神经
语言模型上进行训练，两种方法分别可获得约 25%和 41%的速度提升。同时，本文还针对数据并行方法的
适用性以及不同的硬件设备连接方式对传输速度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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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parallelism aims at reducing time consumption without changing network structure while training
neural language model. However, the result is not satisfactory due to frequent data transmission between multiple
devices. In this paper, we compare the effect of gradient update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ll-Reduce algorithm and
the sampling-based approach in data transmission. On four NVIDIA TITAN X (Pascal) GPUs, it achieves a speedup
of 25% and 41% in recurrent neural language model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we discuss the applicability of data
parallelism and influence of hardware connec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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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使用神经网络进行语言建模依赖于大
规模的语料数据，同时更大规模的参数设置
一般来说也会对神经语言模型的训练有着
正向的作用[1-3]。但当面对海量的数据和大
规模的网络参数时，如何更加快速地进行模
型训练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此问题，研究人员引入了 GPU 加
快矩阵运算，为了进一步获得速度提升，训
练也开始从单一设备转变到多设备并行。其
主要方法有两种，数据并行和模型并行 [4]。
本文主要针对数据并行进行研究，该方法将
数据分成若干部分在多个设备上进行训练
以达到加速的效果。但该方法的简单实现并
未达到令人满意的速度提升[5]，问题在于训
练过程中,设备间的数据传输占用大量时间。
实验中，我们使用 4 张 NVIDIA TITAN X
(Pascal)对循环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数据传输

的时间占比高达 70%。可以看出减小这部分
耗时成为解决多设备训练中的重要问题。
科研人员针对如何在单位时间内传输
大量的数据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可行的
方法，如异步参数更新[6]、基于采样的更新
[7]等。本文主要针对使用 All-Reduce 算法以
及采样策略的神经网络梯度更新进行实验，
在不同设备数量下训练前馈神经网络和循
环神经网络语言模型[8]，对比分析时间消耗
随设备数量的变化趋势。实验中，使用上述
两种方法训练的循环神经语言模型相对点
对点结构在 4 张 NVIDIA TITAN X (Pascal)
环境下分别可节约 25%和 41%左右的时间。

2 面向神经语言模型的数据传输
2.1 数据并行训练
数据并行的方法最早由 Jeffrey Dea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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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并行训练与单一设备训练过程对比

图 2 基于点对点、All-Reduce 的梯度更新结构

图 3 基于点对点的梯度更新计算时序

人提出[4]，将数据分散到不同的设备中训练， 和计算同时执行的设备，双缓冲等实现方法
过程如图 1 所示，参数按照下式进行更新。
也可对系统训练速度进行提升[16]。
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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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𝑊𝑘 和𝑊𝑘+1分别是更新前后网络参数，𝜂
𝜕𝐸

是学习率，(𝜕𝑊 )𝑑 为 d 设备上的参数梯度。
𝑘

按照参数同步的方式和频率我们可以对数
据并行进行分类。前者主要有点到点传输、
基于 All-Reduce 的传输以及基于采样的传
输[10]，后两种方式分别从传输速度和传输量
上对点对点的方式进行优化，获得了速度上
的提升。按照同步频率来划分，数据并行又
可分为同步和异步[15]两种，同步的方法要求
在收集到系统中全部设备梯度后才进行参
数更新，而异步的方法放弃了这一限制，对
速度上有一定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却带来了
梯度过期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系统的收
敛速度，针对该问题通常采用过期值对学习
率进行缩放来缓解[12-15]。此外对于支持传输

2.2 数据传输方法
2.2.1 点对点的数据传输
点对点数据传输是一种常见的参数同
步策略，中心化结构，
如图 2 左侧部分所示。
网络中设置一个参数服务器，保存全局的网
络参数，其余每台设备在计算好自己的权重
梯度后将其发送给参数服务器，然后自身进
入等待状态。参数服务器端收集到全部设备
的梯度后，将它们累加到自身的网络参数上，
之后再将这个更新后的参数值返回给每个
计算设备，完成一个 minibatch 的更新。整
个过程如图 3 所示，主要分为梯度计算、梯
度收集、更新模型和回传参数四个部分。
由于计算机总线带宽有限，因此和数据
传输相关的操作会花费较多时间。假设网络
中计算梯度的设备数量为𝑛，每个设备上所
需传输的数据量大小是𝐾，网络中数据传输
的总线带宽是 B，那么在梯度收集和回传参
数过程中产生的时间消耗为

算法 1： 使用 All-Reduce 进行梯度累加
输入：设备数量 n（>1）
，梯度向量 grad
1

blocks = split(grad, n)

2

for i = n → 2 do

3

send(next, block[(i+devID]%n])

4

recv_block = recv()

5

block[(i+devID-1)%n]+=recv_block

6

end for

7

for i = n → 2 do

8

send(next, block[(i+devID+1)%n])

9

recv_block = recv()

10

block[(i+devID)%n]=recv_block

11

end for

块到下一位序的设备，同时根据接收到的数
据块进行覆盖更新，同样该步骤按序执行 n1 次后，网络中每个设备均将获得最终的累
加结果。算法流程如算法 1 所示。
使用 All-Reduce 算法进行梯度累加，取
代了原有方法中梯度收集和回传参数的过
程,如图 4 所示，
最终完成整个过程的时间为
1 𝐾
𝑡 = 2 ∗ (1 − ) ∗
𝑛 𝐵

(3)

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传输时间仍随
设备数量 n 的增大而增大，但不同于点对点
的数据传递，传输时间和设备数量之间不存
在线性相关的问题，这一点为引入更多设备
参与训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由于该
方法并未对模型训练方式及内容进行修改，
因此不会对模型本身的性能产生影响。
2.2.3 基于采样的数据传输

不同于 All-Reduce 算法从增大传输速
度的角度减小训练耗时，采样的方法希望通
过减小数据传输量达到加速的目的[7]。该方
法在收集梯度的过程中，从完整的梯度矩阵
图 4 基于 All-Reduce 的梯度更新计算时序
中抽取出对提高神经语言模型性能更有帮
助的部分进行传输，减少了传输的数据量，
𝐾
(2)
𝑡 = 2𝑛 ∗
从而节约了在该过程中的时间消耗。
𝐵
该方法针对不同层提出了不同的采样
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设备数量𝑛的增加，传输
方法。如对于输出层权重（大小为 v*h，v 为
的时间消耗也随之线性增长，这导致很难通
词表大小，h 为隐藏层节点数目）
，其中每一
过简单地增加设备数量获得线性增长的运
行对应着词表中的一个词。为使网络能够更
算速度，难以在更多设备上对网络进行训练。
快收敛，在采样过程中希望能够尽可能频繁
2.2.2 基于 All-Reduce 的数据传输
更新那些经常出现的词，具体的选取策略为
𝑉𝑎𝑙𝑙 = 𝑉𝑏𝑎𝑠𝑒 ∪ 𝑉𝛼 ∪ 𝑉𝛽
(4)
为减轻参数服务器在数据传输过程中
其中，
𝑉
为在当前
minibatch
中出现的词，
𝑏𝑎𝑠𝑒
的压力，Linnan Wang 等人提出使用 All𝑉
为从词汇表中选择频繁出现的若干词，𝑉
[10]
𝛼
𝛽
Reduce 算法进行梯度的传递 ，结构如图 2
为从词汇表中随机抽取的词以保证系统具
右侧部分所示。
有良好的鲁棒性，在测试集上更稳定。同样
整个网络以环状结构进行传输，起初每
在输入层和隐藏层也有不同的采样策略。另
个设备节点将自身的梯度数组分成 n 份，n
为环形结构中设备节点的数量。在第一阶段， 外，由于本方法更加频繁地对能够加快收敛
的梯度部分进行更新，使得模型收敛速度加
设备节点将依次发送每一块数据到其下一
顺位的设备，并从上一个节点的接收一个块， 快，与此同时模型本身性能变化不大。
累积进本设备的对应位置。执行 n-1 次后， 3 对比
每个设备中将拥有一个累加了全部设备上
3.1 实验系统
对应位次数据的块，之后进入第二阶段。每
本文相关实验使用东北大学自然语言
个设备依次发送自身拥有最终结果的数据
处理实验室 NiuLearning 深度学习平台，结

GPU 数量
时间消耗(s)

1

2

3

4

baseline

3171.9

2499.2

2027.5

1717.7

baseline+AllReduce

3089.7

2188.3

1521.9

1273.4

节约时间(s)

82.164

310.82

505.66

444.28

加速占比(%)

2.5903

12.437

24.939

25.864

表 1 基于 All-Reduce 梯度更新策略在循环神经语言模型中每个 Epoch 的时间消耗情况

1

2

3

4

baseline

3171.9

2499.2

2027.5

1717.7

baseline+sampling

3015.7

1868.5

1287.4

1003.7

节约时间(s)

156.20

630.63

740.15

714.02

加速占比(%)

4.9245

25.233

36.504

41.567

GPU 数量
时间消耗(s)

表 2 基于采样的梯度更新策略在循环神经语言模型中每个 Epoch 的时间消耗情况

系统作为基线，在 4 张 GPU 设备上获得约
25%的加速效果，具体实验结果见表 1。使
用基于采样的梯度更新策略在同样参数设
置下，4 张卡加速比达 41%左右，具体实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整体趋势如图 5 所示。
在基线系统的时间消耗中，由于梯度的
计算和更新模型不存在内存和显存的交互，
因此速度较快。而对于梯度的收集和参数回
传，其占用的时间随设备数量的增多而线性
变大，因此每个 minibatch 所消耗的时间为
图 5 基于 All-Reduce 和采样策略的时间消耗对比

𝑡 = 2𝑛 ∗

𝐾
+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𝐵

(5)

其中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为梯度计算和模型更新所消
合 NCCL 开源框架，在 4 块 NVIDIA TITAN
X (Pascal)设备上进行。主要对比不同设备数
量下，基于 All-Reduce 算法和采样的更新策
略对循环神经语言模型训练速度的影响。此
外本文也在前馈神经语言模型[9]中使用 AllReduce 算法进行实验，分析数据并行在不同
网络结构下的适用性问题。
本文实验数据使用 Brown 英文语料库
（1,161,169 词，57341 句）
，从中抽取 40,000
句子作为训练集，统计 49,036 词作为语言模
型词汇表。在模型参数方面，循环神经网络
和前馈神经语言模型输入层和隐藏层节点
个数均为 1024，minibatch 为 64。前馈神经
网络训练 5-gram 语言模型。
3.2 实验结果及分析
3.2.1 加速效果及变化趋势
实验中将基于点对点进行数据传输的

耗的总时间。同理，
根据图 4 我们可以看出，
使用了 All-Reduce 算法的梯度累加替代了
原本方案中的梯度收集和参数回传的过程，
同时这部分的时间消耗并不随设备数量线
性增长。在使用了该算法进行梯度更新的情
况下，每个 minibatch 所花费的时间为
1 𝐾
𝑡 = 2 ∗ (1 − ) ∗ +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𝑛 𝐵

(6)

在整个的训练过程中，由于样本数量是
固定的，因此 minibatch 数量也是不变的。
而多设备训练将样本分散到不同设备上并
行计算，使得在同一时刻整个系统见到的
minibatch 个数随设备数量线性增加，换句话
说总时间消耗将降为原本的1/𝑛，因此在每
一轮训练过程中，基线和基于 All-Reduce 的
方法在时间消耗上分别为
2𝐾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𝑡𝑏𝑎𝑠𝑒𝑙𝑖𝑛𝑒 = (
+
) ∗ 𝑏𝑛
𝐵
𝑛

(7)

baseline

设备数量

(𝑡𝑔𝑎𝑡ℎ𝑒𝑟&𝑏𝑎𝑐𝑘

1

+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 ∗ 𝑏𝑛

baseline+All-Reduce

节约时间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 𝑏𝑛

𝑡𝑔𝑎𝑡ℎ𝑒𝑟&𝑏𝑎𝑐𝑘 ∗ 𝑏𝑛

2

2𝐾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
+
) ∗ 𝑏𝑛
𝐵
2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2𝐾
(
∗ 0.25 +
) ∗ 𝑏𝑛
𝐵
2

(

2𝐾
∗ 0.75) ∗ 𝑏𝑛
𝐵

3

2𝐾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
+
) ∗ 𝑏𝑛
𝐵
3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2𝐾
(
∗ 0.22 +
) ∗ 𝑏𝑛
𝐵
3

(

2𝐾
∗ 0.78) ∗ 𝑏𝑛
𝐵

4

2𝐾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
+
) ∗ 𝑏𝑛
𝐵
4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2𝐾
(
∗ 0.19 +
) ∗ 𝑏𝑛
𝐵
4

(

2𝐾
∗ 0.81) ∗ 𝑏𝑛
𝐵

表 3 在 1-4 个设备上执行一轮训练所需理论时间

GPU 数量

时间消耗(s)

1

2

3

4

baseline

317.22

1280.4

1242.6

1228.8

baseline+AllReduce

216.07

1245.4

1095.4

903.58

节约时间(s)

101.15

35.003

147.18

325.23

节约占比(%)

31.886

2.7337

11.845

26.467

表 4 基于 All-Reduce 梯度更新策略在前馈神经语言模型中每个 Epoch 的时间消耗情况

图 6 不同词表大小下基于 All-Reduce 的时间消耗

𝑡𝐴𝑙𝑙𝑅𝑒𝑑𝑢𝑐𝑒 = [

𝑡𝑐𝑎𝑙&𝑢𝑝𝑑𝑎𝑡𝑒
2𝐾 1 1
∗ ( − 2) +
] ∗ 𝑏𝑛 (8)
𝐵
𝑛 𝑛
𝑛

其中𝑏𝑛为整个训练集中 minibatch 的数量。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以得到理论上在 1-4
张卡的状态下每轮执行所需要的时间，如表
3 所示。其中当设备数量是 1，不使用 AllReduce 的情况下，由于无需通过总线进行数
据传递，将这部分耗时用𝑡𝑔𝑎𝑡ℎ𝑒𝑟&𝑏𝑎𝑐𝑘 表示。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设备数量的增
长，节约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一点从图 5 的
实验结果中也能观察到。
从表 2 中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使用
采样的梯度更新策略可以获得更高的加速
比。不同于 All-Reduce 试图找到一种更快速
的传输策略，该方法通过减少数据传输量来
降低多设备训练中大量的时间消耗。由于二

图 7 不同设备配置下基于 All-Reduce 的时间消耗

者出发点不同，因此理论上可以同时使用两
种方法对训练过程进行加速。
3.2.2 数据并行算法适用性
我们使用不同大小的词汇表，通过 AllReduce 算法训练循环神经语言模型，时间消
耗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到随着词表的减小，
多设备训练的时间优势逐渐降低。
此外我们在前馈神经语言模型上进行
实验，参数相关设置与循环神经网络相同，
具体实验结果见表 4。在多设备情况下，随
着设备数量的增多，前馈神经网络在使用
All-Reduce 算法前后变化趋势如图 7 左侧部
分所示，类似于循环神经网络。但从表 4 中
我们可以看出，当设备数为 1 时，训练 1 轮
所需时间远小于多设备训练的方法。以上两

图 8 实验平台拓扑结构

组实验均出现了单设备训练优于多设备并
行的现象。循环神经语言模型实验中，由于
词表大小的减小，梯度计算耗时变低，导致
并行优势被数据传输所掩盖。同理前馈神经
网络相较循环神经网络在结构上更加简单，
数据传输占据了耗时的主要部分，即使使用
All-Reduce 算法对传输时间进行稀释，也无
法抵消其所带来的耗时问题。从表 3 的理论
推导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使用多设备（n>1）
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时间消耗均与 K 有着
很强的线性关联，当所需传输的数据量较大
时，多设备训练的实际效果并不会很好。

图 9 不同设备之间数据传输带宽

在任意两台设备间传输速度慢，那么就会拖
慢整体系统的传输速率。因此在前述两张卡
的实验中，为保证实验公平性，我们使用 0
号和 2 号进行实验，保证多设备的每组实验
中均存在组间的数据传递。同理，在基于采
样的数据传输过程中，其数据传输方式仍为
点到点的传输，慢速的连接只会影响节点本
身与参数服务器之间的传输过程，对整体的
时间消耗影响有限。

4 总结

本文主要针对如何降低多设备训练神
经语言模型中的时间消耗进行实验，对比不
3.2.3 硬件连接方式对速度的影响
同梯度更新策略的加速效果。
在实验过程中发现，设备之间硬件的连
● 加速效果：使用 All-Reduce 的梯度收
接方式也会对传输速度产生影响。在前馈神
集策略在循环神经语言模型上可获得 25%
经网络语言模型的实验中，当设备数量为 2
左右的加速效果，同时随着设备数量的增加
且工作节点使用 0 号和 1 号 GPU 进行训练
加速效果更加显著；使用基于采样的梯度更
时，时间消耗曲线如图 7 中右侧部分所示，
新方法可达到约 41%的加速。
左侧部分为使用 0 号和 2 号设备所得，我们
● 数据并行适用性：使用多设备训练神
可以看出，当选择不同设备进行数据传输时， 经网络在不同模型下速度变化趋势稍有不
其所消耗的时间也有可能不同。我们实验平
同。实验发现对于大量数据传输占主导的网
台上的硬件拓扑结构如图 8 所示，0 号和 1
络模型，多设备训练反而会降低整体运行速
号卡为一组，
2 号和 3 号为一组，
均使用 PCIe
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使用了 All-Reduce 等
Switch 进行连接。
的加速方法也很难获得与单设备可比的运
由于组内进行数据传输无需通过 CPU，
行速度。而对于数据传输量偏小的模型，在
占用总线带宽，因此传输速率较快，组间由
实际使用中比较适合在多设备上并行训练。
于需要经过多个设备对数据进行转发，因此
● 硬件连接方式对速度的影响：实验中
速度相对慢一些，1-4 卡之间互相传输数据
发现，设备之间不同的硬件连接方式会对传
带宽如图 9 左侧部分所示，其中颜色越浅带
输速度产生影响。针对该特性，我们在未来
宽越高，传输速率越快，图 9 右侧给出组内
工作中考虑将采样算法与 All-Reduce 进行
平均带宽为 5.96GB/s，组间 4.46GB/s。
结合，对于传输较慢的设备在采样中给予相
由于 All-Reduce 算法采用环形结构让
对较低的采样率，实现能者多劳，不让某些
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因此只要系统中存
设备的传输速度拖慢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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