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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 弥合语言屏障

全世界6000+语言



神经机器翻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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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nlp.stanford.edu/projects/nmt/Luong-Cho-Manning-NMT-ACL2016-v4.pdf



机器翻译支持公司核心战略

手机 + AIoT 国际化

机器翻译



AI实验室NLP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答服务 内容审核机器翻译意图理解 知识图谱

基础NLP平台

支撑
业务

应用
技术

基础
技术

小爱同学 小爱老师 AIOT OS广告服务信息流



2018Q1：小爱同学上线神经机器翻译

业内较早上线Transformer

Self-Attention Multihead-AttentionTransformer



小米机器翻译平台

小米机器翻译平台

小爱老师 小爱同学 小米手机 海外业务

MIUI

•语言学习

•旅游出行

• 语音翻译

•AIoT设备

•网页翻译

•拍照翻译

•商品评论

•国际客服

在线翻译 离线翻译 语种识别术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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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训练
混合精度

训练



GPU拓扑结构介绍



分布式原理

PS架构 ring-all-reduce架构



不同网络FP32的测试结果

embedding GPU Batchsize/replica Seconds/100 steps 说明

共享 1 4096 57s

共享 8 4096 89s 线性扩展比0.64

独占 1 4096 53s

独占 8 4096 134s 线性扩展比0.4

• QPI连接

• NVLink连接

**稀疏向量ps方式传播参数，非稀疏采用ring-allreduce

embedding GPU Batchsize/replica Seconds/100 steps 说明

独占 1 4096 57s

独占 8 4096 58s 线性扩展比>0.98



• k张GPU卡训练1个step达到单卡训练k个step的效果

• Transformer模型中lr的schedule， lr与step成反比，分布式lr在warmup
之后不做改变，减少step相当于增大lr

学习率



数据读取

• Shuffle模拟的无放回的随机采样。

• Dynamic batch

• 数据读取Before2.0

• 数据读取After2.0

GPU1

GPU4

…
…

…

time

GPU1

GPU4

…
…

…

time



分布式训练
混合精度

训练



FP16表示范围



FP32存储，FP16运算



损失函数放大（LOSS SCALING）



GPU数 训练方式 loss-scale batch/replica sec/100 steps examples/sec 加速比

1 fp32 4096 57 7048

8 fp32 4096 58 56386 >0.9

1 amp dynamic 4096 28 14590

1 amp+xla Dynamic 4096 26 15712

8 amp dynamic 4096 34.8 94520 0.8

8 amp+xla dynamic 4096 40.1 81598 0.67

8 amp fixed 4096
32.66 99819

8 amp+xla fixed 4096 40.2 81351 0.69



XLA分布式差异

Ring all-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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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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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蒸馏&
量化计算



TRANSFORMER推理延时占比分析

总时间 GPU时间 CPU时间

GatherNd 17.44% 2.51% 19.01%

MatMul 13.91% 39.02% 11.27%

Mul 6.81% 6.35% 6.86%

Prod 6.79% 3.15% 7.17%

BatchMatMul 6.79% 9.75% 6.48%

Add 6.59% 7.90% 6.45%

Mean 4.38% 4.70% 4.34%

ConcatV2 3.50% 1.61% 3.70%

Softmax 3.26% 3.43% 3.25%

Rsqrt 3.09% 1.47% 3.26%

Transpose 2.83% 2.55% 2.86%

If you can not measure it, 
you can’t improve it.



TENSORDOT作为重点优化对象

• GatherNd并行调度

• GPU密集操作集中在Tensordot



TENSORDOT原始实现

这里tensordot描述3维tensor和2维矩阵的线性变换



简化版TENSORDOT

• 合并tensordot

• 高rank矩阵&低rank矩阵乘法的MinmtBatchMatMul
总时间 GPU时间 CPU时间

MinmtBatchMatMul 29.44% 77.55% 15.55%

GatherNd 25.16% 0.97% 32.14%

Add 5.87% 3.00% 6.70%

Mean 4.90% 1.77% 5.80%

Mul 4.65% 2.40% 5.29%

StrideSlice 2.66% 0.06% 3.41%

TopKV2 2.54% 3.14% 2.37%

Transpose 2.52% 0.97% 2.96%

ConcatV2 2.44% 0.61% 2.97%



中间维度是1来源于预测的Q，可否利用维度的特殊性？

名称 Shape

/ffn/feed_foward_network/output_layer/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1, filtersize] * [filtersize*hidden]

/ffn/feed_foward_network/filter_layer/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1, hidden]* [hidden*filtersize]

/self_attention/self_attention/output_transform/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1, hidden]*[hidden*hidden]

/self_attention/self_attention/q/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1, hidden]*[hidden*hidden]

/self_attention/self_attention/k/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1, hidden]*[hidden*hidden]

/self_attention/self_attention/v/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1, hidden]*[hidden*hidden]

/encdec_attention/attention/output_transform/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1, hidden]*[hidden*hidden]

/encdec_attention/attention/q/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1, hidden]*[hidden*hidden]

/encdec_attention/attention/k/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length, hidden]*[hidden*hidden]

/encdec_attention/attention/v/MinmtBatchMatMul [batchsize*beam, length, hidden]*[hidden*hidden]



TVM定制特定维度KERNEL

M = tvm.var( name='M' )
A = tvm.placeholder((batch_size, M, K), name='A')
B = tvm.placeholder((K, N), name='B')
k = tvm.reduce_axis((0, K), 'k')
C = tvm.compute((batch_size,M,N), lambda b,y,x:tvm.sum(A[b,y,k]*B[k,x],axis=k),name='C')

维度 原生kernel tvm kernel 备注

[ 4*1*1024 ] * [ 1024*4096 ] 222.17us 96.80us 来源attention线性变换

[ 4*1*4096 ] * [ 4096*1024 ] 418.41us 223.85us 来源ffn线性变换

[ 4*1*1024 ] * [ 1024*1024 ] 106.32us 36.84us 来源ffn线性变换

口语测试集 模型 p4 v100 t4

token平均长度9
字符长度13

原始的 247 ms 330 ms 103 ms

tvm 164 ms 125 ms 103 ms



ENC-DEC缓存

p4 v100 t4

tvm 164ms 125ms 103ms

tvm+encdec 154 ms 126ms 91ms

• 循环不变结点外提



LAYERNORM 合并

P4 V100 T4

tvm+encdec 154ms 126ms 91ms

tvm+encdec
+layernorm

144ms 113ms 88ms

• 减少访存访问

• 减少kernel launch



合并MULTIHEAD

P4 V100 T4

tvm+encdec+layernorm 144ms 113ms 88ms

tvm+encdec+layernorm
+multihead

133ms 99 ms 82 ms

计算multihead的多个OP合并为一个



口语集的测试结果

口语集 模型 p4 v100 t4

token平均长度9
字符长度13

原始的 247 ms 330 ms 103 ms

tvm 164ms 125 ms 103 ms

tvm+encdec 154 ms 126 ms 91 ms

tvm+encdec+layernorm 144 ms 113 ms 88 ms

tvm+encdec+
layernorm+multihead

133 ms 99 ms 82 ms



新闻集测试结果

wmt18 p4 v100 t4

原始的 629ms 641ms 274ms

字符长度40
token平均27

tvm+encdec+layer
norm

362 ms 306ms 229ms

字符长度40
tvm+encdec+layer
norm+multihead

350 ms
294ms 21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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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蒸馏

超参数：Dropout/LayerNum/HiddenSize

设置较小的Dropout

逐级蒸馏

教师模型

中间模型

学生模型

LayerNum/HiddenSize /FFN 逐渐缩小

Layers=6, 

HiddenSize=1024

Layers=4, 

HiddenSize=512

Layers=2, 

HiddenSize=256

模型缩小到1/4，质量接近无损

Data

学生模型

教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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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计算原理

1. 实际离线落地采用局部量化，仅对
MatMul等计算密集型OP做量化；

2. 运行于Mace平台



• QuantizeV2->

δx是 float中0在int中的值

• QuantizedMatMul->

• RequantizeRange->QMatMul计算结果的最大值最小值，在压缩之前的
float值.

• Requantize->QMatMul计算的结果由int32->int8.

• Dequantize->int8的值映射到压缩之前float32范围. Float32的范围由
RequantizeRange计算出来.



模拟量化训练



Loss from scratch

Loss from finetuneSimulated Quantizer (top), showing the 
quantization of output values. Ap-
proximation for purposes of derivative 
calculation (bottom). 

An input distribution of the presoftmax layer

decoder_stack/layer_0/self_attention/self_attention/k/kernel



新闻测试集 口语测试集

fp32训练，fp32推理 40.52 37.87

fp32训练，int8推理 40.30 37.43

模拟量化训练，int8推理 40.46 38.00



FP32 浮点表示
离线学生模型

FP32 浮点表示
离线学生模型

INT8 定点量化
离线学生模型

神经机器翻译模型的压缩和量化



轻量化

模型压缩到1/15 (Mb) 推理速度提高9.7倍 (ms)

低延迟

翻译质量损失5% (BLEU)

高质量

在线模型 离线模型 定点量化离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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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爱老师(AIOT战略)

支持20+方向的离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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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小米机器翻译的重要性：支撑公司AOIT和国际化战略
• Transformer训练与推理优化

• 训练优化：分布式训练 + 混合精度训练，训练效率提升1.7倍
• 推理优化：

• 算子与图优化：推理效率提升2+倍
• 模型压缩：知识蒸馏 + 量化计算，模型压缩到1/15，延时降

低9.7倍
• 机器翻译在小米业务中广泛落地



Q&A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