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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桨（PaddlePaddle）发展历程

• 将 DNN 
应用于语
音识别、
OCR

• 建设大规模机
器学习基础设
施、模型、工
具与实验平台

• 核心业务业
内率先上线
DNN 模型

• 全球首个 NMT 
在线翻译引擎

• 自研基于
LSTM-CTC的声
学模型上线

• 自研更适配
NLP 任务的通
用深度学习框架

• 开源自研的深
度学习框架
PaddlePaddle

• 启动研发新一代
深度学习框架

• 视觉模型在多项
国际评测中夺冠

• 阅读理解模型在
MSMARCO 评
测中夺冠

• 成立深度学习技
术平台部，发布
PaddlePaddle
核心框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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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中文名『飞
桨』，升级为功
能完备的产业级
开源开放平台

• 发布Paddle Lite

• 语音识别SMLTA
模型大规模上线

• 语音合成风格迁
移技术 Meitron
模型开始应用

• 发布语义理解框
架 ERNIE



飞桨：源于产业实践的开源深度学习平台

超大规模深度学习
模型训练技术

多端多平台部署的
高性能推理引擎

产业级
开源模型库

开发便捷的
深度学习框架



百度翻译 手百拍照搜索 百度地图ETA

飞桨在百度广泛使用



• 飞桨GPU并行基础能力
– 并行训练算法基础

– 基础组件Collective Operators

– 分布式训练高级API Fleet

– Fleet扩展性优化配置

• 特色并行训练能力
– 低配网络环境下的并行训练

– 有限显存下提升Batch的方法

– 基于模型并行的超大规模分类

• 后续计划&QA

提纲



飞桨GPU并行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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𝒌 − 𝜼𝒕𝒈(𝑾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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𝒔𝒊𝒏𝒈𝒍𝒆 𝒏𝒐𝒅𝒆 𝑺𝑮𝑫 𝒎𝒖𝒍𝒕𝒊 − 𝒏𝒐𝒅𝒆 𝑺𝑮𝑫

发生多节点通信

同步训练算法基础

任务特点：密集通信、延迟敏感、显存瓶颈



𝑎𝑙𝑙 𝑟𝑒𝑑𝑢𝑐𝑒 𝑏𝑟𝑜𝑎𝑑𝑐𝑎𝑠𝑡

𝑎𝑙𝑙 𝑔𝑎𝑡ℎ𝑒𝑟 𝑟𝑒𝑑𝑢𝑐𝑒 𝑠𝑐𝑎𝑡𝑡𝑒𝑟

基础组件Collective Operators

Collective Operators与设备无关，方便接入多种硬件，GPU Collective Operator基于NCCL2实现

飞桨中以Program来描述模型训练的过程，对于分布式训练，Collective Operators会在编译期插入到单机Program描述



飞桨分布式训练高级API Fleet

数据并行 模型并行 流水线并行 同步/异步

LocalSGD DistFC Downpour GeoDGC

TensorFuse MultiStream 可定制Trainer/DeviceWorker

H-allreduce S-allreduce 分布式IO

Parameter Server OpsCollective Ops

NCCL2 GRPC BRPC通信组件层

描述层

加速组件层

并行算法层

Fleet API

1. 连接用户与并行算法
e.g. 10行代码配置多机多卡

2. 连接用户与集群环境
e.g. 不同集群调度适配

3. 可承担编译期工作
e.g. AutoParallel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Fleet/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Fleet/


飞桨分布式训练高级API Fleet

6行代码实现GPU单机多卡训练配置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Fleet/

更多信息参考：

https://github.com/PaddlePaddle/Fleet/


飞桨Fleet扩展性组件举例

ℎ𝑖𝑒𝑟𝑎𝑐ℎ𝑖𝑐𝑎𝑙 𝑎𝑙𝑙 𝑟𝑒𝑑𝑢𝑐𝑒𝑟𝑖𝑛𝑔 𝑏𝑎𝑠𝑒𝑑 𝑎𝑙𝑙 𝑟𝑒𝑑𝑢𝑐𝑒
Released in Paddle 1.5Released in Paddle 1.0

多种通信拓扑选择

𝑤0 𝑏0 𝑤1 𝑏1 ∇𝑤0 ∇𝑏0 ∇𝑤1 ∇𝑏1 𝑤0 𝑏0 𝑤1 𝑏1
∇𝑤0 ∇𝑏0 ∇𝑤1 ∇𝑏1

𝑓𝑜𝑟𝑤𝑎𝑟𝑑 𝑜𝑝𝑠 𝑏𝑎𝑐𝑘𝑤𝑎𝑟𝑑 𝑜𝑝𝑠 𝑜𝑝𝑡𝑖𝑚𝑖𝑧𝑒 𝑜𝑝𝑠

基于图分析的通信与计算重叠

计算流

通信流

多流并发通信 & 梯度聚合发送



飞桨Fleet扩展性组件示意图

多流并发通信 多流并发通信+梯度自动聚合

梯度自动聚合Paddle 1.4



飞桨Fleet扩展性优化案例

ERNIE2.0-知识增强的语义理解框架，累计学习 10亿+ 知识，全面刷新中文 NLP 任务效果
基于超大规模语料、大规模GPU集群每天持续进行多种任务下的预训练



飞桨Fleet扩展性优化案例

FP32、4 x 8 V100 with IB、中文百科语料测试



百度集群下的经典模型Benchmark



飞桨GPU分布式训练迭代历程

PADDLE 1.5PADDLE 1.0

2018/09/26
接入NCCL2
异步Reader

PADDLE 1.2
2018/12/06
支持多机多卡

PADDLE 1.6
2019/10/23
LocalSGD并行算法
Fast Resnet
Collective Op全面支持
Forward Recompute BP

PADDLE 1.3 PADDLE 1.4
2019/02/21
多进程训练模式

2019/04/23
稀疏通信能力

2019/06/26
计算&多流通信并
发
层次通信
梯度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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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Net50模型性能

1x1v100 1x8v100 2x8v100 4x8v100 线性 (4x8v100)Image/s

高速迭代进行中，前瞻性工作会持续加入



面向特殊场景的并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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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通信频率，降低通信占比，适合低配网络环境的GPU并行训练

∇𝑤 = 

𝑖=0

𝑖=𝑘

∇𝑤𝑖 𝑤 = 𝑤 − 𝜂∇𝑤

多次前向、反向梯度累积

𝑤 =
1

𝑛𝑘
𝑤𝑖

本地随机梯度下降，多机平均

Don‘t Use Large Mini-Batches, Use Local SGD. 2019 Tao Lin, Sebastian U. Stich, Kumar Kshitij Patel, Martin Jaggi

低配网络环境下的GPU并行——变频通信

Released in Paddle 1.2 Released in Paddle 1.6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Lin,+T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Stich,+S+U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Patel,+K+K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Jaggi,+M


低配网络环境下的GPU并行——稀疏通信

梯度稀疏化通信，带宽节省数百倍
Released in Paddle 1.4

Environment
•GPU: NVIDIA® Tesla® V100 2 x 8
•Centos 6u3、Cuda/Cudnn: 9.2/7.3

•Task: ImageNet On Resnet50
•Batch size: 32

带宽 普通并行 DGC 加速比例

100G 0.365s/step 0.223s/step 1.640

10G 0.480s/step 0.220s/step 2.18

1G 2.355s/step 0.220s/step 10.7

适合公有云训练集群的多机多卡训练方案
Deep Gradient Compression: Reducing the Communication Bandwidth for Distributed Training. 2018. ICLR
Yujun Lin, Song Han, Huizi Mao, Yu Wang, William J. Dally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Lin,+Y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Han,+S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Mao,+H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Wang,+Y
https://arxiv.org/search/cs?searchtype=author&query=Dally,+W+J


有限显存下提升Batch的方法

Forward Recompute Backpropagation：GPU显存资源较少的情况下，无损对齐算法配置的推荐方式

前向网络 反向网络 重计算反向网络

飞桨计算图显存回收机制



有限显存下提升Batch的方法

• 32G V100 & FP32，在多个不同模型下进行最大batch size测试，提升高达600%+
• 加入Forward Recomputate模型运行的吞吐量会损失15%-35%，但在分布式情况下，吞吐下降为0%-17%
• 进行中：在运行时分析计算量较大的Op使用Memory Swap方式提升速度



基于模型并行的超大规模分类

• 类别规模超越单卡显存
• 通信量会成为训练瓶颈

规模和性能问题：分治策略+模型并行训练

…

* * * *

Pre-computed Gradient



后续计划&QA



• 流水线并行升级

• 自动化并行

• 更多场景化并行训练&预估解决方案

官方技术QQ交流群微信公众号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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